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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場」的方式，東一個群聚、西一個聚落

地零散分布在各處。以種類上而言，除了

花椰菜珊瑚、冠指珊瑚、簡葉軟珊瑚等軟

珊瑚類還能以較大的群落出現之外，其他

諸如海鞭、海扇等鞭珊瑚類就只能以「獨

樹一幟」的姿態雜散地生長在各大珊瑚群

落之間。

類似的水深如果有突出的岩礁在底

層，海生物的豐富度就明顯有了極大的差

別，相對於水深處珊瑚及其他類海生物的

零零散散、類別有限的分布，南灣海域外

在潮水低落時，浮出南灣海域海表面上的

礁石及潛藏在海面下的暗礁，在生物相方

面就顯得複雜許多，尤其是位在海域南方

約1公里外的奇特高聳孤獨礁。這些礁岩周

邊生物的類別更是顯得異常豐富，雖然礁

底處的水深往往超過30公尺，但是從礁頂

到海面則僅7、8公尺深左右，當潛游接近

嶙峋陡峭的礁岩邊時，形形色色、大大小

小的各形海扇參差矗立的深色礁岩周邊，

它們跟隨著海流波動的韻律與節奏，如同

一群異界的舞者般拂動著細緻的扇面，在

明滅不定的搖曳光影當中婆娑起舞，對照

海中深邃處晦暗不明的背景，更加凸顯得

詭異與玄奇。除了經常攀附在扇面上的海

百合之外，海扇的周遭也常會有一些形貌

特異、色彩眩人的油彩臘膜蝦、網紋梯形

爭奇鬥豔 令人嘆為觀止的海

底世界

背負近乎3個大氣壓的沉重海水壓

力，手持重達1、20公斤攝影、取樣裝

備，工作人員在深達27公尺的海底艱困地

於既定的取樣點間四處移動，快速換氣的

「ㄕ、ㄕ..」呼吸聲彼此之間清晰可聞，大

量氣泡在人員身前四周不斷地向上飄散，

透過矽膠面罩抬頭上望海面，數十成群的

鸚鵡魚、板機魨等在海水中層閃閃爍爍的

串串水珠叢間來回穿梭、游弋，接近波浪

起伏的銀白色海面表層更可看到數以百計

的鶴鱵、飛魚在海空交界四處奔騰。大大

小小、高高低低的鐘形珊瑚如同微形的山

丘一般在光線昏暗的遠近砂礫海床上到處

矗立著，自珊瑚石上緩緩上升的晶瑩水珠

串和它們獨特的圓錐形外觀令人有一種彷

彿浮游、倘佯在成堆的火山叢中的奇異感

受。調查作業地點位在恆春半島的南灣海

岸外西南方約2公里處，光線一方面因受到

30公尺深的海水遮擋，另一方面因海中懸

浮物的緣故，穿透到海底部的砂層處幾乎

已及不到原先海面上的1/10，由於光照度

的顯著差異，因此如果淺水處珊瑚能夠以

「多采多姿」、「綠樹蔥蘢」的旺盛態勢

擴展、成長，那麼在此種深處的珊瑚所展

現出來的生長型態頂多只能說是以「各擅

▲ 棲息在「花圃」珊瑚上的金花鱸群

▲ 遮掩在海葵葉中的小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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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際會遇到過恍如眾星般閃爍，並在水

中快速移動的烏賊群、也有像似萬千空降

部隊般懸浮於半空中的飄逸水母群，以及

如同蜂群簇擁穿梭而來的鯖魚群等，這些

都是令人難以言喻的即興自然盛景。

多樣生態  匯集第三核能發

電廠

第三核能發電廠排水與海水交會處

是個極為特異的水中景觀，經由特殊的水

利設計，大量的外排水因自身重力之故，

先從水面上往下壓2∼3米深，後因再受到

浮力、流速、潮汐等多方面的帶動使得排

水隨即於距堤防不遠處以薄水層方式朝西

南方擴散。站立於排水口外正下方12米深

的海底向水面上看，澎湃水流相互激盪、

衝擊所形成的雜亂渦漩、激流、碎浪在海

面附近與入射的陽光構成了壯觀的光影起

伏變化，噴濺亂竄的大量水珠更是隨生

隨滅、急上急下地助長了洶湧、激昂的氣

勢。大群以浮游生物為主食的中、表層魚

順著水流的趨勢來回忙碌地在光影紛雜、

倏忽明滅的晶瑩水珠中快速奔馳，但在底

層礁岩處，霙蝶魚等卻悠閒自在地在稀疏

的珊瑚叢間穿梭、啄食，黑毛魚則專注在

消波塊壁面上的各類苔藻。排水口海底基

本上是由極細的粉沙、泥及雜散分布的

礁岩所構成，地勢也顯得頗為平坦，可能

由於能夠用來著床的地方並不多，珊瑚的

量及種類也相對地較少，但在排水口堤防

巨型消波塊放置後，不但提供了不少硬珊

瑚的落腳點，也使各類生物增加了許多棲

息處所，因此在多次進出排水口海底的經

驗當中，除了一些經常攀附在消波塊水泥

壁上活動的海膽、海星、細紋方蟹等有較

之以前更為密集的情況外，消波塊與消波

塊之間構成的縫隙也經常可觀察到駐紮在

內的大小龍蝦將觸鬚外伸，而當手電筒光

束朝向陰暗的穴洞中照射時，更經常可以

觀察到一些喜歡藏身其間的金鱗魚、天竺

鯛、擬金眼鯛群等，在洞內徘徊來去的形

影，當沿著崎嶇的海底游過時，不期而然

地也常會看到行色匆忙、外形詭譎、且不

斷變換著表層體色的章魚在礁岩與消波塊

蟹、細螯蟹等隨時相伴棲息著，六線笛

鯛、烏尾冬等魚群則喜歡在距離海扇邊不

遠處，配合著水流律動在藍色的光影中成

群地盤繞著海扇叢來回悠然巡游。外貌討

喜的綠蠵龜則有時候會從幽暗的海中深處

倏然出現在潛水人員的眼前，它們行雲流

水般的流暢泳姿並不遜色於一般的魚類，

常常在短暫好奇的停佇觀望、探查後便接

著在海扇、海鞭叢中以熟門熟路的姿態四

處地穿越，它們靈巧的泳姿就好似陸地上

花叢中翩翩飛舞的蝴蝶一般優美。像高樓

大廈一樣聳峙在廣闊的海底，獨立礁提供

了類似長途旅行休息站與島嶼般的角色，

沿著礁面上仔細探查，經常可見到色彩斑

雜的鸚鯛、葉鯛、儒艮鯛、鷹斑鯛等靈巧

小魚在礁石上以及豐富、碩大的珊瑚叢中

四處穿梭，一些低窪處也經常可看到五色

塘鱧們在侵蝕洞穴口隨時守望著，管口

魚、踞鱗魚、紅鱠等則在貼滿五顏六色海

綿的幽暗穴洞中靜靜等候著夜色的來臨。

嶙峋礁石的壁面上也許較無密集的軟、硬

珊瑚，但布滿岩礁四周的孔隙及凹陷處卻

也提供了類似牡蠣、俥渠貝及表孔珊瑚等

一些固著性生物在茫無邊際的海域中穩妥

的依附棲所。在遠離岸邊、像山一般矗立

的孤獨礁附近摸索探勝最常讓人有一些難

以忘懷的意外收穫，除了可常在礁岩附近

看到由遠方海域前來路經的稀客像牛港、

星鱠等大型魚類來回巡游的形影外，如果

天氣、海流配合，有時更可以觀察到在暗

黑色海流中成群結隊經過的海生物季節性

遷移，數次在孤獨礁岩附近探查時，就曾

▲「珊瑚莽林」間自在穿梭的雀鯛群

▲ 獨立礁岩邊的大型海扇

 在海扇邊嬉戲的金花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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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藍的輕微波瀾當中明媚地隨波搖曳，如

真要給予比擬的話，那麼白居易詩「日出

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

南！」，正可把此間海域景緻作一個最佳

的描繪寫照。

藏身水中的珊瑚公園

第三核能發電廠排水口至貓鼻頭岬

之間的海域與後壁湖附近不遠處的海域相

似，也充斥著大大小小、長短不等的珊

瑚礁岩海溝，但相較之前者的淺短、平

整，貓鼻頭灘海岸外的海溝就顯得深長、

崎嶇、複雜，此區域內的景觀主要是由四

處林立的珊瑚岩礁所構成，潛水人員在此

間活動所遇到的地形、樣貌就較為複雜許

多。除了大小、深淺、彎折程度殊異的各

類峽谷、岩洞充斥其間可供人尋幽之外，

潛水人員在四處皆顯崢嶸的海底世界中悠

游時，也常可觀賞到宛如亭台樓閣橫空高

懸、神似飛禽走獸蹲站坐臥般的奇岩異石

在光線誨暗迷離的異域情境中突然地呈現

眼前。由於礁岩地形、外貌的變化萬端，

徘徊、棲息在岩間的生物相對地顯得頗為

豐富。軟、硬珊瑚在此間更是以各種迥異

的形態、風姿在各個水底層位、相異的基

底及不同的水流型態中呈現「百花齊放」

的旺盛態勢發展。     

花椰菜軟珊瑚等與陸地上的花叢極

為類似，在錯綜複雜礁岩之間的一些凹陷

谷地或較為平緩的礁岩頂經常都會有一

團團、一簇簇的大片花椰菜軟珊瑚因相互

聚集而綿延擴展開來形成了各形各色的

「花圃」，這些「花圃」中的角落不但隨

時都有成群的橘紅、紫色金花鱸、截尾花

鱸伴隨棲息著，基於食宿兩便的緣故，也

時常招引來豔麗多彩的出色嬌客，諸如雙

帶立旗鯛、巛蝶魚、三斑蝶魚、鏡斑蝶魚

等，不管是從斑點、紋路的觀點，或是由

顏色、造型等的安排，均能夠著實地令人

嘖嘖稱奇，而形體優美、色彩斑斕、習於

獨處的條紋棘蝶魚（皇后）、疊波棘蝶魚

（藍紋）也常在徐徐搖曳、婀娜生姿的海

扇羽片之間以「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動人

身姿擺弄它們的飄逸形影。海生物富集生

息的礁岩就像跋涉沙漠中突然現出的綠洲

一般的令人雀躍、振奮，在深黑嶙峋的礁

岩間潛游許久之後，對於驟然橫亙在眼前

的景象總不自禁的能讓人生出一股發自內

心底層的讚嘆，倘佯在出水口至貓鼻頭岬

間近岸海域處予人的感受就像是如此，

「柳暗花明又一村」堪可作為至此間海底

游歷後的一番最佳寫照。

由於進水口碼頭防波堤的包擁形成了

一處安靜自然的人工峽灣，為海生物們構

間以半滑半爬的詭異泳姿從旁邊路過，當

跟隨著它們到礁石底部棲身處所時，常可

以在穴口周邊清晰地看到大大小小的甲殼

碎片遍布，而其賊滑、戒備的眼神則在隱

蔽的石洞中不斷閃閃爍爍地眨著。

如果搭乘著底部裝置觀賞窗的遊艇

從恆春後壁湖碼頭出海，在遊艇行駛大約

10來分鐘後便可觀賞到成群的五彩蝶魚

們在礁石平台溝壑遍布的澄澈海底水波間

遨遊來去的熱鬧情景。如果再能夠於海面

表層浮潛觀察或進一步翻身下潛至底層瀏

覽，則眾多固著性生物那「地盡其利」地

將溝壑四處作為成長、繁衍生息舞台的

熱絡情況更能歷歷在目。除此之外，「立

足」在此間的各色固著性生物也隨而招攬

眾多的其他海族們前來此間朝聖，因此如

果能夠「偷得浮生半日閒」，以第三者的

姿態悠游在海底眾生之間，靜靜觀賞各形

各色生物間的爭執、嬉戲、覓食，也有意

想不到的收穫。介於後壁湖旁瀉湖至排水

口之間的海域，一般來說水深大多不及

10公尺，因此入射的光線也都顯得非常

明亮、充足，對一般嘗試潛水的人來說不

但視線可以及遠，對光照度需求較多的一

般海生物而言也是一個非常有利的誘因，

因此各種各類珊瑚也甚為稠密茂盛。在風

和日麗、流況良好的時間到此間瀏覽，在

曲折、錯落如花園般的礁石之間，不但處

處可見五顏六色的鸚鵡魚、角蝶魚、葉鯛

科魚類等在花團錦簇的硬、軟珊瑚叢中盤

桓、穿梭，即使尋常大多僅僅在海葵葉中

遮遮掩掩出沒的小丑魚也會隨著周遭的熱

鬧氛圍而稍稍遠離隱蔽的家園。夾雜在礁

岩之間的溝壑地帶則是個有別於礁岩的特

殊地區，珊瑚的聚集密度或許沒有像平坦

礁岩區那般來得豐富與熱絡，沿著岩間溝

壑的黑褐色崎嶇隱蔽壁面上的圓管星珊

瑚，其豔麗四射如菊花般的色彩，在澄澈

 矗立在平緩礁岩上的大型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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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處「食住無缺」的極佳安全棲所。

交雜相疊的碩大消波塊形成了一片極為強

固穩定的家園，在消波塊連綿相接的混凝

土面上，軸孔珊瑚、鹿角珊瑚、火珊瑚等

除了容易取得一席立足之地之外，向灣內

緩慢聚集的水流也帶來蓬勃生機，而在隨

著時間的漸進培育、發展後也很快地在堤

防轉角地帶以叢聚方式四處蔚然成林，三

斑、網紋、藍綠光鰓雀鯛等雀鯛科小巧魚

類藉著高高低低「珊瑚莽林」複雜、密集

枝幹的掩護，以百、十成群的方式在珊瑚

叢的枝椏間如枝頭小鳥般暢快、逍遙地呼

朋引伴穿梭往來。

豐富多樣的魚類生態

環繞防波堤3、4米深的清澈水域緩

緩潛行，隨時隨地經常可以與角蝶魚、燕

魚等迎面邂逅，悠閒自在地穿梭在粼粼的

水波中，不徐不疾地來來回回巡游，二齒

魨、四齒魨、單棘魨等也三三兩兩地在珊

瑚叢與堤防旁水域間時進時出。海鯰魚在

進水口海底則是一個較為特異的族群，初

次到防波堤前方下水勘查就曾對海鯰魚的

群體奇異行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乍然

在消波塊的延展平面上與其相遇時，僅見

到遠方一大團如同巨型保齡球般深黑色密

集球狀形體快速地滾動前來，等到潛水鏡

串騷動所驚擾，在塵沙彌漫的混濁水流當

中，除了可以驚鴻一瞥地目睹到魟魚群搖

晃著獨特的優雅身影飄然遠逸之外，也可

以看到鰈魚那飛快地滑向遠方暗處的平板

身材。

南灣到潭子之間的海底景觀大抵上來

說以白色細質砂粒構成的平緩斜坡占了區

域大部分面積，深黑色的基質礁岩及侵蝕

裂溝則間雜分散地暴露在相對平坦的砂床

上。就珊瑚的種類及數量而言，軟珊瑚甚

少，硬珊瑚也並無其他珊瑚生長區域來得

豐富，但是在海底層平貼前進時，還是常

可遇到一些頗具特色的珊瑚種類，像小丘

般矗立展現的鐘狀珊瑚或是由如球、如腎

狀般綠色小個體成串相互聚集所形成的大

片、桌狀延展的腎形真葉珊瑚等就是這類

珊瑚的代表。尤其是在鐘狀微孔珊瑚丘形

外表層上五顏六色四處綻放的旋鰓蟲那宛

若小花般的迷人外觀更是美得令人深感詫

異，如非預先已對它們有所了解，不然還

真會為它們嬌豔的植物性外貌所誤導。在

此區域值得一提的是在農曆3月下旬左右

的珊瑚集體盛大產卵現象，在被覆著滿天

星辰的明朗夜空襯托之下，微孔珊瑚、腦

紋珊瑚、環菊珊瑚等將自身一顆顆如同粉

紅色小粉圓般的珊瑚卵極大量地一起排放

而出，隨著海潮的緩緩流動前前後後的推

送，在暗黑的洋面上閃閃爍爍地隨著波浪

的起伏浮浮沉沉地四處漂蕩，看起來既像

是夜空中閃爍的眾星，又像是一股紅色的

幻異彩雲在漂流，這就是4月間到南灣海域

夜間活動時會目睹到的絢麗景象。

面方才扶正，確確實實地想弄清楚所見球

體內究為何物時，黑色球狀物又以極為迅

速地離去。海鯰魚在面對周遭潛在威脅有

所「異動」時，它們個體之間的互動反應

都能隨時維持團隊步調的一致性，不致於

因為干擾而影響了整體的外形結構。

巨型消波塊壁壘底部邊緣及內部幽

靜的隙洞中則提供了另一類棲息處所的選

擇，旗幟張揚、外觀威武、色彩眩目的

魔鬼簑 喜愛三三兩兩地在水流緩慢的底

層珊瑚面上安靜的歇息、覓食，大型嘴巴

如同補手的手套般靜待不同角度的游魚湊

向前來。如果以強力手電筒朝向消波塊內

部間隙照射，則硬鱗魚、天竺鯛、大目鯛

科魚類等如同逛夜市般的成群結隊、閃閃

爍爍的身影在黯黑、幽深的穴洞中四處充

斥、移動，而大型如巨點石斑、黑星笛

鯛、加志魚類的食用魚及甲殼類生物也常

多穩身其間，晃動的觸鬚、急促移動的巨

大身影時時可以探頭窺見。對照消波塊壁

壘間的一片榮景，海底層就似乎顯得較為

沉寂，海底層以消波塊作為區隔，消波塊

外側平廣延伸的砂層上，除了間或有一群

群鯔魚、海鯡鯉等來來回回的游弋之外，

就顯得似乎悄無生息，但如果更進一步地

沿著貌似平靜無波的海底四處查探，還是

會被海底沙粒中突如其來崩然爆出的一連

▲ 在五顏六色海綿上棲息的海葵蝦 ▲ 在穴洞中晝伏夜出的大目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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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及自然的海洋危機

大量人為的海域活動進入所造成的機

械性擾動及水體水質變異已在此附近海域

帶來無可避免的影響。第三核能發電廠排

水口旁側緊鄰小灣就是此類案例，第三核

能發電廠排水口旁內凹的小灣受到兩側陸

堤的遮護，波浪難及，灣內水質清澈、光

照良好，水中生物及珊瑚成長情況也相當

豐富，但這些良質條件卻因為與道路緊鄰

的方便度而受到高度關注，而常久機械性

的雜踏及污染多方面的介入也使得區域內

的景觀難再維持。在灣內的水底礁石間，

除了大大小小塑膠袋、瓶瓶罐罐、魚網等

顯而易見的人造物品隨處纏夾，水中懸浮

物量也增添許多，而機械性因素所致的珊

瑚枝幹裂斷碎片及礁岩轉為藻類叢生的情

景更是所在都有。遊客在岸邊活動隨手丟

棄以及經由溪流帶入海中的垃圾，雖然從

海面上看不到，但是早已使海底形成了大

垃圾場，根據歷年來第三核能發電廠參與

淨海、淨灘活動的記錄，每1,000公尺海邊

常常可清理出數以噸計的垃圾，一般遊客

的隨意作為所造成海洋環境的損害，實在

是值得大家深切反省。     

在南灣海域進出活動觀察的幾年數

百趟潛水期間，最令人難忘且深感觸目的

莫過於香蕉灣附近海域的海生物大量死亡

事件。大量魚屍於海灘被發現後的隔日清

晨，當日天空一如恆春地區往常般的碧藍

如洗，海面上除了小舢舨滑行經過所帶引

起的陣陣漣漪之外，遠近海域皆顯得一平

如鏡，在風平浪靜的環境底下卻充斥著無

數生物死亡的殘酷現實，攜帶著採集、量

測裝備下水以後，海水觸身可及處盡是一

片如同高緯度海水般的異常冰冷，與水面

上氣溫迥然有別的瞬間差異感受著實令人

難以言喻。由深黑色岩礁群邊8、9米深的

砂質海底朝南潛行勘察，香蕉灣蔚藍的海

域在晴朗的日照下，透過矽膠質潛水鏡面

向四面八方遠眺，水中岩石景物依然恍若

以往，但軟、硬珊瑚的個體植株向內縮，

表層外觀也顯得蒼白褪色，而以往在珊瑚

周遭常可見到的熙來攘往情景也不復得，

目視、觸摸檢視礁岩洞穴、掩蔽處以及所

經的區域，不管是游動迅速的魚類或是爬

行緩慢的底棲生物，都僅能貼在海底的白

色砂層上任憑水流來回帶動，雖然尚有少

數生命力較為強勁的魚、蟹因水中藻類的

包覆或砂礫的掩覆而略顯掙扎，其他大多

數的海生物則幾乎一無生息。為了解水體

中事況發生的緣由，除了以照相記錄外，

也將各類代表性樣本攜回檢驗，沿途不同

水深溫度量測的結果則都小於攝氏16、

17度，所攜回的樣本及量測資料在經過專

家學者多方面的驗證之後，確定此一海生

物重大損失事件的來源應純粹是深層海流

異動的自然因素所造成，但在海水的溫度

逐漸回復到常態後，海中榮景也隨之恢復

以往。其情況就像遭受自然雷火的森林一

樣，一個來自於自然界的尋常毀壞因素，

成長在不同原野環境區間的各類生物都有

其承襲得來的對應存續經驗機制，但是突

如其來擾動因素的產生就非各類生物所能

克服萬難加以傳承。

從細微出發  關懷身邊環境

豐富多樣的各色軟、硬珊瑚為南灣

附近海域帶來了一個繽紛多姿、琳瑯滿目

的水底深度景觀，世界上適合珊瑚成長

的知名海岸如澳洲大堡礁等並不在少數，

但南灣海域有別於他處的特色就是軟珊瑚

種類的豐富性與其高密集度。珊瑚是一種

生長在熱帶海域中有生命的動物，與常見

的海葵、水母長的有點像，都屬於腔腸動

物門，有一個像袋子一樣的身體，在向

上面開口的地方，長了許多觸手，用來捕

捉食物。每一隻珊瑚蟲都很小，通常小於

1公分，但是成千上萬的珊瑚蟲聚集在一

起生長，牠們身體基部的骨骼就會互相連

結在一起，而幾千幾萬隻的相互結合，就

構成了我們平常所看到的一塊塊珊瑚，這

些珊瑚群體擴展，就可形成幾十、幾百公

尺，甚至像澳洲大堡礁那樣上千公里的巨

大珊瑚礁。珊瑚礁雖然是以珊瑚為主體所

形成的礁區，但在礁區的成長範圍內，許

多的魚蝦、蟹貝、海藻、海參、海膽、蠕

蟲等，都會以礁區為家，共存共榮繁衍後

代，因此珊瑚也是海洋生物圈中生命最大

▲ 棲息在表孔珊瑚上的魔鬼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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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搖籃。

對恆春半島南灣海域珊瑚的認識其實

一開始僅僅是像一般年度觀光客一樣的膚

淺，後來由於台灣電力公司的環境保護作

業需求，因而在南灣附近海域進行了一連

串數以百次多角度、廣泛性的潛水調查，

才對南灣海底有了稍為深入的了解，「微

風起於萍末」一個點、一個環節的潰敗對

一個整體的影響、衝擊也許是漸進、也許

是不旋踵，但終歸是一個非良性的棋局，

珊瑚世界是一個通透的櫥窗，除了提供我

們觀賞，也提供我們思考。在熱帶地區，

有些國家的沿岸漁業，90％都直接間接的

依靠著珊瑚礁中的生產力而來。而在社會

現代化以後，珊瑚礁區溫暖的海水，美麗

而豐富的生命，更是觀光客趨之若鶩的熱

門休閒景點，如果善加管理利用，可以為

國家帶來非常大的經濟效益。珊瑚礁中所

孕育的生物種類，更超過了陸地上所有物

種的總和，但是全世界珊瑚礁的面積卻只

占了海洋面積的4‰以下，因此我們可以直

言，珊瑚礁是海洋中的花園、熱帶雨林，

尤其因為她數量稀少，我們甚至稱呼她為

海洋中的「生命銀行」都不為過。

珊瑚跟水母一樣都是半透明的形體，

但是珊瑚的體內有一種單細胞藻類來跟她

共生，這些藻類的色素透過珊瑚呈現出

來，就使我們看到多彩多姿的珊瑚顏色。

不過當環境不好如水溫過高、水質汙染、

泥沙沉積物過多等，甚至大雨過後的海水

鹽度變淡，都會導致珊瑚中的共生藻離開

珊瑚，它們離開的愈多，珊瑚的顏色也就

愈淡，這時候珊瑚就開始「白化」。如果

「白化」情況持續惡化，共生藻都跑光，

珊瑚就會瀕臨死亡，因為平常共生藻能進

形光合作用，提供珊瑚所需要的營養，這

些營養如果都沒有了，加上外在環境又惡

劣，珊瑚蟲當然就會死亡，最後只剩下灰

白色的骨骼而已，但如果水質環境能夠

及時獲得改善，共生藻就會回到珊瑚體，

珊瑚又會恢復昔日的五彩繽紛容顏。颱

風侵襲通常會帶來豪大雨，海域的珊瑚也

因而會出現嚴重的白化現象，而夏季持續

高溫，海底的珊瑚也同樣會有白化現象，

南灣珊瑚著苗率高，只要維持環境不受破

壞，就可望很快地回復。但南灣地區的珊

瑚白化卻日益擴大，其中原因最主要是最

近土地過度開發加上大量的人為活動所

致。

不管來自於自然或人為，影響珊瑚

成長的因素是多元的，因此除了自然的因

素之外，珊瑚的保育其實是要從每一個國

民自己的心理和行為開始做起，到有珊瑚

生長的海域進行潛水活動時，不可以隨意

踐踏珊瑚及海洋生物，也不可以採集任何

紀念品，更不可隨意拋棄垃圾、廢物。而

飯店也應負起他們對環境及社會的責任，

建築時管制廢土，污水必需處理，垃圾不

可亂倒以確保水質的清潔，珊瑚得以安全

無慮的繁衍。我們應該隨時監督珊瑚礁海

域周邊的各項建設、開發，以及各種企業

的營運，不可以汙染清潔的海水，毒殺海

洋的生命，並且應該更積極的以行動來保

護、回饋環境生態。南灣海域海生物種類

極為豐富，珊瑚礁歷年來的研究紀錄共有

石珊瑚類225種、軟珊瑚類 42種及水螅珊

瑚類10種，而魚類已確定命名者則共有

1,105種，甲殼十足類、軟體動物、海藻及

其他海洋無脊椎動物等則更是不勝其數。

所有這些海洋成員在長時間的演化轉輪當

中適切地擔當了各自的角色，也隨而促成

了南灣海域生機旺盛的海洋花園，蒼白的

珊瑚，沉滯的水族生命象徵著人類將行失

血的命運，衰亡的海域，反映了人類未來

生存環境的困頓，愛惜、保護，以行動規

範自己，要求社會，捍衛珊瑚礁生態系的

生存繁盛，不是學者專家、某一個企業或

某些環保團體的責任，而是每一個人對他

生存的世界應盡的義務與責任。

 與圓管星珊瑚相互輝映的觸角簑▲

 花椰菜軟珊瑚邊列隊前進的魚尉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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