
進入墾丁國家公園，驅車通過船帆

石，就進入香蕉灣海岸林，這片海岸林是

台灣碩果僅存的熱帶海岸林，也是台灣森

林中最接近熱帶雨林的森林，在這片海岸

林的下方，孕育著種類豐富的陸蟹。

根據調查發現，墾丁國家公園內的香

蕉灣海岸林擁有多種陸蟹，歧異度在全球

已知的陸蟹棲地中高居世界第一，一公頃

面積內就能找到20幾種陸蟹，堪稱陸蟹研

究者不可多得的樂園。

在這片陸蟹樂園裡，常可見現任靜

宜大學生態學系助理教授，也是國內少見

的「螃蟹博士」劉烘昌帶著國外學者或學

生在這裡做研究，歷經10餘年野外採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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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釣客一律「就地正

法」。

高中閱讀鄭元春的

《植物圖鑑》後，開始

喜歡植物，1986年，就讀中興大學化學系

一年級參加「自然生態保育社」，社上舉

辦紅樹林保育周系列活動，聆聽時任臺灣

省博物館（現國立台灣博物館）動物組研

究員王嘉祥針對螃蟹作專題演講，開始對

螃蟹產生興趣。

雖然對螃蟹的瞭解還很淺顯，但剛買

相機的他，看到螃蟹就拍，然後再請教王

嘉祥，雖然有專業人士可解惑，他在大三

那年決定以學校附近的草湖溪作水生生物

觀察時，選擇的卻是魚類而非螃蟹。

談起為何觀察對象會從魚變成螃蟹，

劉烘昌笑答：「因為當時草湖溪裡的魚都

被電死、毒死了，可是螃蟹數量還很多，

而且捉螃蟹不需特殊工具，徒手即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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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螃
蟹

的自然心情
劉烘昌

■ 文／鄭恒隆

■ 攝影／鄭恒隆．劉烘昌

集。」就這樣，小時候被他「就地正法」

的螃蟹，成了他的野外觀察對象。

考上清大生命科學研究所後，仍以草

湖溪的「拉氏清溪蟹」為對象，研究重心

從野外轉移到實驗室，從生活史的研究變

成「螃蟹脫殼造殼研究」，但野外研究仍

持續進行，經常騎著摩托車從竹北到100

多公里遠的台中草湖溪，往返需10小時以

上。

許多人對野外生態研究抱持浪漫幻

想，以為可以去很多地方、充滿鄉野樂

趣。但是對大多數野外工作者而言，剛開

始幾次的野外經驗的確頗「新奇」，但新

鮮感消失後，剩下的只有枯燥的研究工作

和野外環境的種種不便。

夏天的艷陽，曬得人頭昏腦脹，夜晚

則有被頭燈光線吸引來的飛蟲鑽入口鼻，

蚊子兵團更是無所不在，叮得人身癢氣

躁，在溪邊，更經常與青竹絲、龜殼花等

▲ 劉烘昌1999年在墾丁香蕉灣發現的
世界新種「林投蟹」。（劉烘昌攝）

研究，他與國外學者合作發表了在台灣發

現、全球前所未見的世界新種螃蟹：林投

蟹、紅指陸相手蟹、樹蟹，另也發表了8

種（其中四種在墾丁香蕉灣發現）第一次

在台灣發現的新紀錄種陸蟹，成果豐碩。

陰錯陽差  氣惱對象成最愛    

1966年出生於新竹縣竹北鄉的劉烘

昌，住家離盛產毛蟹的頭前溪只有幾百

公尺距離，小時候經常到溪邊釣魚，那

時他對螃蟹「全無好感」；因為毛蟹會

吃魚餌，還把餌拉到藏身的岩石縫後慢慢

享用，讓以為大魚上鉤的小釣客使勁全身

力氣硬拉，釣起的竟是螃蟹，又氣又惱

終不悔
中型仿相手蟹。（劉烘昌攝）

▲



毒蛇不期而遇，成了夜間工作時令人不安

的陰影。

冬季時，雖然惱人的蚊蟲、毒蛇少

了，但是寒風刺骨中泡在冰冷溪水裡捉螃

蟹，那種「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

心境，非局外人所能體會，尤其寒流來襲

時，更是點滴在心頭。

但支撐他堅持下去的就是在枯燥工

作中發生令人振奮的小插曲，例如：看螃

蟹在野生環境中脫殼、第一次撞見螃蟹在

交配、滂沱大雨中發現螃蟹成群上岸避難

等，都是驅使他不論晴雨寒暑，無怨無悔

在溪邊工作的動力。

拉氏清溪蟹  

台灣特有種淡水蟹

螃蟹家族在一億多年前就存在地球

上，大部分的螃蟹都與大海脫離不了關

係，不過仍有少數的種類，生活在溪流或

湖泊，牠們被稱為溪蟹或淡水蟹。

淡水蟹與海生螃蟹最大不同之處，

在於牠們是採取直接發育的繁殖策略；淡

水蟹的蛋很大而且出生時就是一隻完整的

小螃蟹，不需經過幼蟲、脫殼、大眼幼蟲

的發育階段，母蟹通常會保護子女一段時

間。

「拉氏清溪蟹」是台灣第一種被命

名的特有種螃蟹，除花蓮、宜蘭及台北部

份地區未現蹤外，是全台分布最廣的淡水

蟹，每年7、8月，抱卵母蟹為了躲避洪水

危害，會往溪流兩旁的山坡遷移，到了秋

天，卵快孵化成幼蟹時，母蟹就會重返溪

邊，因此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在草湖溪

邊經常可看到一大群抱子母蟹。

劉烘昌1992到94年間，最高紀錄一

個晚上可以看到500隻左右，但相隔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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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2006年10月，在媒體邀約下他選擇抱

子母蟹最多的季節重返草湖溪，卻在相同

的距離範圍內只看到約20隻，而且居然沒

有抱子母蟹。

劉烘昌表示，草湖溪兩岸種有果樹，

農藥雖多少造成「拉氏清溪蟹」數量減

少，但戕害最深的還是枯水期的河道開

挖。每年9月底到隔年3、4月，是草湖溪

的枯水期，果農為了方便運輸農產品，找

來怪手在河床上開路，許多登山客見有路

可走，就直接將車開到溪流上游。週休二

日假期讓許多渴求親近自然、回憶童年的

遊客，湧進小溪，拿著小漁網捕魚捉螃

蟹，讓淡水蟹面臨另一場浩劫。

雖然早就注意到「拉氏清溪蟹」族群

量正慢慢減少，只是沒想到才幾年光景變

化就這麼大，然而草湖溪只是台灣大多數

河川的縮影，像清水岩旁的清水溪也面臨

相同的命運。

由於淡水蟹不會做長距離遷徙，所

以當地數量驟減，可能代表地區性族群已

面臨滅絕危機，劉烘昌強調，由於母蟹每

次繁殖數量頗多，假如上游人為干擾較少

的地區仍保有少量族群，只要不受干擾，

族群數量就會增加，因此，為了保護淡水

蟹，民眾應盡量少到溪流上游嬉戲，更不

要撈捕魚蟹，才能為後代子孫保存一條魚

蟹同游的清澈河流。

和尚蟹

海岸潮間帶特有蟹類

1990年，從學長手中接過一本介紹

「澳洲聖誕蟹」的《國家地理雜誌》，

135平方公里的聖誕島居然就有一億多隻

隻紅色陸蟹，每年聖誕節前後從陸地跑到

海邊產卵，沙灘上抱卵母蟹宛如千軍萬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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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只要盡量少到溪流上游嬉戲，不要
撈捕魚蟹，就能為後代子孫保存一條魚
蟹同游的清澈河流。（劉烘昌攝）

▲ 台灣的和尚蟹屬於「短指和尚蟹」，分
布在西海岸河口及潮間帶地區，是臺灣
族群數量最大的螃蟹。（鄭恒隆攝）

淡水蟹採取直接發育的繁殖策
略，牠們的蛋很大而且出生時就
是一隻完整的小蟹。圖為台灣第
一種被命名的特有種螃蟹「拉氏
清溪蟹」。（劉烘昌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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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的壯觀場面，讓他心生嚮往。而1991

年在香山海邊與和尚蟹一次獨特的邂逅經

驗，則讓螃蟹成為他的最愛。

那是一個五月的豔陽天，他原本計

劃到香山紅樹林區拍攝相手蟹，沒想到相

手蟹機靈無比，只要洞口有相機就足不出

戶，他一連換了10幾個螃蟹洞口，竟然隻

隻如此。

「我蹲得雙腳發麻，也被紅樹林區污

水的臭氣燻個半死，更惱人的是成群的蚊

子組成戰鬥隊形，持續對我發動攻擊。」

在又熱又累的情況下，決定轉移陣地，到

潮間帶試試運氣。 

離潮間帶沙灘還有段距離，他發現有

大量的和尚蟹在地表活動，於是帶著相機

直接衝上前去，追趕一群群的和尚蟹，趁

牠們鑽入地下前拍照。

「我像衝鋒陷陣般左追右逐，覺得自

己像個意氣風發、威風八面的大將軍，和

尚蟹兵團遇到我只能落荒而逃，一掃剛才

在紅樹林時的挫折感。」一陣追逐之後，

和尚蟹已全部躲入地下，他也改變戰略，

守候在一群和尚蟹鑽入地下的地方，調整

好相機，準備等牠們出來時來個突襲攝

影。

5月豔陽下的海邊空無一人，安靜的

連風聲都沒有，隱約之間，滴答滴答的聲

音打破寧靜，像是氣泡破裂後發出的聲

音，眼前的泥沙冒起一個個小泥球，泥球

破裂後竟冒出一隻隻的和尚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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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八方傳來的滴答聲愈來愈大，鑽

出地表的和尚蟹身體稍做整理後，就開始

集結成螃蟹兵團。「我知道昆蟲的複眼讓

牠們對移動的事物極其敏感，因此我保持

身體不動，以免驚嚇到和尚蟹。」等牠們

集結成群準備移動時便發動攻擊，拼命按

下快門。

把相機中所有的底片都拍完，心滿

意足的四下顧盼之際，他愣住了；原來在

不知不覺中，他已陷入和尚蟹的重重包圍

中，成千上萬的和尚蟹在四周活動，「這

時我腦海中湧現西楚霸王項羽兵困垓下，

陷入十面埋伏的情景。」威風八面的大將

軍，剎時成了落難英雄。

這一次被和尚蟹包圍的特殊經驗，在

他心中留下永難磨滅的記憶，這也是促成

他日後積極參與「香山海埔地開發計畫」

反對運動的主因之一。

和尚蟹是印度洋西太平洋地區海岸

潮間帶所特有的一種蟹類，因為身體的形

狀及顏色，像佛門比丘剛剃過的頭，因此

被稱為「和尚蟹」或「海和尚」，由於成

蟹有集體在沙灘上覓食的行為，有如軍隊

行軍般，在國外有「兵蟹」之稱。和尚蟹

身體小巧可愛，背甲常閃耀著藍色光芒，

也被叫做「海珍珠」，因外型長得頗像蜘

蛛，又稱「海蜘蛛」。 

世界上的和尚蟹只有4種，分布也極

為特別，地跨南北兩半球，澳洲有3種，

其中「李氏和尚蟹」及「闊螯和尚蟹」為

澳洲特有種，「長腕和尚蟹」則從澳洲

往北分布到尼古巴群島、新加坡、爪哇等

地，另外一種「短指和尚蟹」則分布於菲

律賓、香港、台灣、琉球群島等地，是分

布最北的種類。

台灣的「短指和尚蟹」，分布在西

海岸河口及潮間帶地區，是臺灣族群數量

最大的螃蟹，以新竹香山地區的潮間帶為

例，1,000多公頃土地中至少有十分之一

是和尚蟹的棲息地，以每平方公尺面積有

100隻和尚蟹的密度計算（淡水河口密度

為每平方公尺120至150隻），單是新竹香

山海埔地的和尚蟹就有一億隻以上。 

1994年，台灣省政府強力推動「香

山海埔地開發計畫」，使得和尚蟹的處境

岌岌可危，經過生態保育及環境保護團體

的抗爭，2001年環保署公告本計畫不宜開

發，但其他幾個大規模開發的海埔地，已

將和尚蟹逼入絕境。

劉烘昌強調，一

種「稀有生物」

的滅絕，可

能 是 由 於 人

類的疏忽，甚

▲ 毛足圓軸蟹母蟹降海釋卵。（劉烘昌攝）

黃螯隱蟹。（劉烘昌攝）

▲



至可能是物競天擇註定的命運，但如果像

和尚蟹這種族群最龐大、最優勢的生物也

消失了，代表整個生態體系已產生完全質

變，反應出的則是人心對生命的漠視及唯

利是圖的市儈心態。

迢迢繁殖路  

陸蟹媽媽過馬路

除在香山觀察和尚蟹外，1994年國

外友人來台灣找陸蟹，他陪同南下恆春墾

丁觀察。劉烘昌解釋，能棲息、生活在陸

地上的螃蟹，都可廣義的視為「陸蟹」，

若針對物種分類上的狹義歸類，陸蟹是指

地蟹科螃蟹，全世界有20種，台灣發現6

種，包括：凶狠圓軸蟹、毛足圓軸蟹、圓

形圓軸蟹、紫地蟹、黃螯隱蟹、小隱蟹。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螃蟹為什麼捨棄

海洋到陸地生活？牠們如何適應陸上生活

呢？

螃蟹是起源於海洋的物種，即使已

經來到陸地，由於甲殼表面缺乏一層不透

水的臘質層，無法有效防止水分蒸發，因

此水份的獲取與保存，對牠們仍是相當重

要，所以陸蟹喜歡選擇潮濕陰暗的地方居

住，並喜歡在相對濕度較高的夜晚出沒，

以降低水份的流失。

「為了因應缺水危機，有些陸蟹會

想盡辦法把鰓裝滿水，要不然就是儘量在

離水不遠的地方活動。」所以水池、水溝

旁，常可以見到陸蟹身影，下雨或雨後的

夜晚，更是陸蟹喜歡出洞遠遊的好天氣，

牠們會一方面找東西吃，一方面尋找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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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配。

陸蟹許多特殊的生態習性中，最令

劉烘昌感動的還是母蟹降海釋放幼蟲的行

為：「由於陸蟹是從海洋慢慢演化到陸地

上生活，所以許多陸蟹的卵，仍然保留牠

們祖先的繁殖特性，孵化出行浮游生活的

幼蟲，必須在海裡成長，脫殼變態到大眼

幼蟲階段再返回陸地生活。」

因此，每到繁殖季節，抱卵母蟹就必

須從陸地棲地，返回海邊進行幼蟲釋放；

抱卵母蟹總在卵即將孵化的時候緩緩步入

海中，當卵接觸到海水孵化時，母蟹會快

速抖動腹部，把幼蟲釋放出來。

這是演化帶給牠們無法擺脫的宿命，

有些種類的陸蟹甚至住在離海超過10公里

的內陸，目前的科學研究仍不清楚陸蟹是

靠什麼樣的導引裝置，能從陸棲地找到前

往海邊的路徑，不過這一趟繁殖旅程對成

年陸蟹而言卻是嚴酷的生存挑戰。

即便是在無人干擾的自然界，抱卵母

蟹前往海邊釋放幼蟲的過程，必須面臨遭

太陽曬死、脫水而死、摔死、遭海浪捲走

淹死、天敵捕食等大自然殘酷考驗。

每年5月到11月，觀光車潮大量湧入

墾丁國家公園的同時，也是大腹便便的陸

蟹媽媽，從海岸森林橫越馬路到海邊釋放

孵化幼蟲的季節，然而台26號省道把香蕉

灣海岸林分割成兩半，把許多小型陸蟹的

棲地限制在道路靠海一邊的森林下，開闊

的道路就成為這些小型陸蟹無法跨越的鴻

溝。

大型陸蟹靠著較優越的活動能力，雖

能越過這條鴻溝到馬路內側的海岸林中生

活，但陸蟹媽媽的「繁殖之路」仍被水泥

排水溝、柏油路、紐澤西護欄、鐵絲網等

人造設施重重阻攔。

劉烘昌強調：「如果以陸蟹相對於人

類的尺寸來看，一條25公尺寬的公路對螃

蟹而言，可能相當於人類要橫越寬達500

公尺的馬路，而1.5公尺高的公路護欄對

螃蟹而言，等於是人類面對高達10公尺的

峭壁。」

人類興建工程時，從不曾站在生物

的角度思考，尤其公路愈開愈寬，車子愈

印痕仿相手蟹如果被捉，
會採取「斷臂」逃命策
略。（劉烘昌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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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墾管處從2003年開始，每年暑假都會
舉辦「護送螃蟹過馬路」活動，砂島國
小學童自發性參加，一起護送陸蟹媽媽
到海邊產卵。（墾管處提供／鄭恒隆翻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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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愈快，當遊客在海岸公路上恣意狂飆，

享受兜風快感的同時，卻忽略了車輪下還

有一大群生物，正努力完成世代繁衍的任

務。屏鵝公路香蕉灣路段，每逢週日早上

常看見一堆母蟹腸破肚流的慘狀，而一起

陪葬的則是數萬隻來不及降臨到世界上的

小生命。

口腹之欲  大型陸蟹唱悲歌

除此之外，大型陸蟹目標顯著，是

捉蟹人的最愛，劉烘昌粗估，在墾丁100

隻消失的大型陸蟹中，約有10隻被車子

輾死，其餘的大多被捉走當成釣餌或下酒

菜。

早期，墾丁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當

地居民可輕易從海邊取得新鮮漁獲，因此

很少把念頭動到陸蟹身上，加上陸蟹除

落葉外也會吃糞便或其他動物的屍體，給

人「不潔」的觀感。但隨著人口增加與天

然資源減少，人們就動起「吃」牠們的念

頭，開始時只有少數人把捕捉陸蟹當成飯

後消遣，傷害不大。

但隨著人們發現陸蟹肉質甜美，口耳

相傳下，愈來愈多人捕食，甚至在瞭解陸

蟹的習性後，就守候在抱卵母蟹降海釋卵

必經之處捕捉。開始時，在當地作研究的

劉烘昌拼命與當地人競爭捕捉抱卵母蟹，

然後將母蟹送到海邊釋卵，但個人力量畢

竟有限，眼見事態日益嚴重，只好尋求國

家公園協助。

但真正給墾丁地區陸蟹致命一擊的是

1998年4、5月間，中部地區流行的大石

斑釣魚池的釣餌供應商，竟然把釣餌動到

大型陸蟹身上，一隻50元收購利誘下，恆

春半島老少總動員全力捕捉，短短兩個星

期，釣餌商大約收購一萬多隻陸蟹。

為了保護抱卵母蟹過馬路，墾管處從

2003年開始，每年暑假利用農曆7、8月

農曆月圓前後，圓軸蟹母蟹前往海邊釋放

幼蟲的日子，舉辦「護送螃蟹過馬路」活

動，邀請民眾一起保護母蟹橫越馬路到海

邊繁殖，除委請警察隊在舉辦活動的台26

線路段維持交通外，還在陸蟹最常出沒的

香蕉灣設置警告牌，呼籲駕駛人在夏天月

圓之際放慢速度，「讓路」給母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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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蟹為了在陸地上開疆拓土，勇敢

地克服對水的依賴，在一個全新的棲息地

努力生存，不辭辛勞危險的回到海裡釋放

幼蟲，牠們靠著極低的食物需求，極高的

適應韌性，創造了生物演化史上的陸蟹傳

奇。

「對於這群伴隨地球成長的生物，是

否該保留更多的尊重與生存空間，也讓大

自然有更寬廣的未來。」劉烘昌熱切期待

著。

逗趣浪漫  螃蟹行為面面觀 

你知道螃蟹會爬樹嗎？而且還會在

樹上表演特技，從一片葉子跳到另一個地

方，即使3、4公尺高，也敢直接跳下來，

因為牠們身體很輕，掉到地上也能毫髮無

傷。

這是劉烘昌1999年在墾丁香蕉灣發現

的世界新種螃蟹「林投蟹」；牠們白天躲

在林投樹的葉子基部，晚上跑到葉片附近

活動，有趣的是牠們一遇到危險，就會迅

速鑽到葉子基部的縫隙，倚靠林投葉尖銳

的利刺保護牠，有些索性就從樹上直接往

下跳，輕巧的消失在樹叢中。

其實會爬樹的陸蟹不只於此，同樣是

世界新種的「樹蟹」，喜歡以樹洞為家，

特別是有積水的樹洞，不論多高，牠們都

能輕易到達。

至於「紅指陸相手蟹」的發現就頗浪

漫，1999年，德國友人來台研究螃蟹，適

▲ 劉烘昌1999年在訂婚喜日上，德國友人從他所收集的標本中發現的世界新種「紅指陸相手
蟹」。（劉烘昌攝）

▲ 從螃蟹的研究中，劉烘昌瞭解到生物的
生存是順應自然，配合環境來生活，人
類應該保留更多的尊重與生存空間給其
他生物。（鄭恒隆攝）



巧他正準備訂婚，於是邀請友人觀禮，為

了研究所需，他在屏東縣滿州鄉港口溪捉

了些林投蟹泡成標本，友人仔細端詳標本

時發現，其中一隻是台灣首見的「陸相手

蟹」，這種他尋覓多時的蟹種，竟在自己

訂婚喜日被友人「看」出來，遂取俗名為

「紅指陸相手蟹」。

不僅爬樹，螃蟹還是攀岩高手，2001

年退伍後，劉烘昌出國到關島、新加坡、

菲律賓、大溪地研究各國螃蟹生態，停留

在大溪地期間，始終無法尋獲當地一種會

攀岩的相手蟹。

2001年，在台東長濱經營民宿的賴

金田，捉到一隻會攀岩的螃蟹，就送給清

大生命科學系教授曾晴賢，以魚類和溪流

研究為主的曾教授，就把螃蟹轉贈給劉烘

昌，他隨即送往新加坡鑑定，這隻台灣新

紀錄種竟然就是他在大溪地苦尋不著的相

手蟹「梯型腫鬚蟹」，又稱「爬崖蟹」或

「瀑布蟹」。

這種會以體色擬態的「梯型腫鬚

蟹」，攀附在岩壁時，只要不動就很難發

現，萬一被發現了，除快速鑽入岩壁縫隙

外，還會直接表演「跳水」遁逃，劉烘昌

後來在台東長濱找到大量族群。

生物界裡的蜥蜴，遇到危險時會斷

尾求生；五年級生童年時最愛的卡通影片

「無敵鐵金剛」，每當遇到危險或發動攻

擊時，「鐵雄」就會使出「金剛飛拳」，

打得敵手落荒而逃，其實這些招數「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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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相手蟹」都會。

「印痕仿相手蟹」如果被捉，就會用

螯先狠狠地夾住對手，趁對手痛得哇哇叫

時，「斷臂」走人，劉烘昌表示，之所以

敢使出這個「狠招」，仗勢的就是脫殼時

會再長出新臂。

從學習找螃蟹到熟練的幫牠們編號

測量，近20年來劉烘昌捉螃蟹的技巧磨練

的愈來愈好，可是他能捉到的螃蟹卻愈來

「台灣束腰蟹」、「台灣南海溪蟹」，隨

化學農藥的大量噴灑、灌溉溝渠水泥化之

後，生存環境也堪虞。

「我今天能夠活得這麼快樂，是螃

蟹帶給我的，牠讓我學會從其他的角度來

看世界，這個世界不只是為人而生的，而

有時我不快樂，也是因為螃蟹的處境，我

的每一個研究棲地，都面臨開發破壞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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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型腫鬚蟹萬一被發現時，會直接表演「跳水」遁逃。（劉烘昌攝）

▲ 劉烘昌在墾丁發現的世界新種「樹
蟹」。（劉烘昌攝）

愈少，棲地遭破壞，是螃蟹生存的最大危

機。

2006年底，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一

起私有地因不符申請開發方式，放火焚燒

清理雜木殘枝和垃圾，造成棲息在該地的

「陸蟹」大量死亡，引發保育團體批評與

社會大眾的關注；生長在稻田水溝邊的

從螃蟹的研究中，劉烘昌瞭解到生

物的生存是順應自然，配合環境來生活，

而不像人類總是改變環境來滿足自己，如

果我們將環境破壞到螃蟹無法生存的地步

時，也將是人類災難來臨的時候。自詡為

萬物之靈、可以搶救全部物種的人類，應

該好好想一想。

▲ 角眼沙蟹。（劉烘昌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