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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起源於海洋

-最古老的生命-35億年前之疊層岩

5億年前-寒武紀中期 Pikaia，狀似文
昌魚，可能是脊椎動物之祖先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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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以博物學家身份隨著小獵犬號(HMS 
Beagle)航行了五年。

英國首先組織了大規模的海洋科學探測隊，由愛丁堡大學教授
湯姆遜（Charles Wyille Thomson）率領出海，如1868年閃電
號（Lighting）， 1869-1870年豪猪號（Porcupine），探測
愛爾蘭西方深海、葡萄牙海、地中海與西部大西洋等海域。
1873-1876年乘挑戰號（Challenger）探測全世界三大洋與南
大洋，探測項目包括海水溫度、鹽度、比重、化學成份、海洋
生物、海底沈澱等。其後，經二十年之整理與研究，發表50巨
冊探測報告書。

現今的海洋又是何種面貌？

科學家對海洋最早的探勘 –-十九世紀

 

海洋探勘 – 潛水
360 BCE Aristotle 的描述把人裝在空氣箱中放入海中

1700s wooden cone-shaped diving bell

1800s metal bell with air pump through tube

1830s Standard diving suit

1948 SCUBA (self-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 Aqua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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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潛多深?
Free diver(162m)

SCUBA (282m)

NEWTSUIT (609m)

Bathysphere (923m)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NR-1 
(914m)

Alvin  (4500m)

Nautile (6000m)

AUV or ROV 
(6000m) 

Trieste (10924m)  

海草床

昆布林

大洋生態系 深海熱泉深海熱泉

深海態系

珊瑚礁

紅樹林(林澤) / 草澤

冰山生態系

目前海洋生態系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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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佔地球表面積的70％，其體積更佔可容納生物棲息空間的98％，特
別是在海岸地區，即由陸地邊緣延伸到大陸棚外緣，此區域只佔地球表面積
8％，但生物量卻高達25％，海洋生物多樣性亦最高。此乃因海岸地區包括
紅樹林、河口、珊瑚礁、海灘、潟湖、海草床、昆布林、潮間帶、沼澤地等
不同之生態系統。

 

珊瑚礁珊瑚礁 ––海洋的熱帶雨林，生態旅遊的珍貴資產海洋的熱帶雨林，生態旅遊的珍貴資產

刺胞刺胞((腔腸腔腸))動物門動物門 -- 珊瑚珊瑚

環節動物門環節動物門––多毛類多毛類 (Christmas worms)

棘皮動物門–海百合、海參(在海綿上)、海膽、海星

尾索動物門 – 海樽、海鞘

珊瑚礁魚類 – 蓋棘魚、花鱸、隆頭魚、石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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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of Diversity of DecapodaDecapoda

Species rich group of crustaceansSpecies rich group of crustaceans
>15,000 species>15,000 species
High diversity of morphological formsHigh diversity of morphological forms

 

魚與無脊椎動物的共生—

為了生存的作戰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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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真的自已會找出路？

果真如此，則物種應不會滅絕

 

被日光遺忘的神祕國度被日光遺忘的神祕國度——

深海生態深海生態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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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棲性深海生物
---- 深海底質大部分為軟泥，在此棲息之生物多深海底質大部分為軟泥，在此棲息之生物多

半身體柔軟或具有細長的足或柄狀構造。食物半身體柔軟或具有細長的足或柄狀構造。食物

來自表層生物的殘骸，所以這裡的生物多為腐來自表層生物的殘骸，所以這裡的生物多為腐

食性。食性。發光器-- 可分為兩大類：共生菌的發光

及體內化學性發光。

 

深海熱泉深海熱泉 vs.vs. 淺海熱泉淺海熱泉

----龜山島淺海熱泉獨特生態系龜山島淺海熱泉獨特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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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泉 (seep)– 冷泉處多海綿及深海珊瑚。Vent及seep
區之基礎生產者為chemosynthetic archaea and 
bacteria。硫礦噴出處形成black smokers, chimneys及其
他礦物沈積物。H2S被硫化菌合成有機物進入食物鏈。此地
微生物多為extremophilic可耐高温、耐酸。冷泉區為利用
CH4之碳化合物而非硫化物。

未知的生態系

 

海底山 (Seamount)：

高於海床1,000m之隆起物，山頂可能近海
平面或在海底數公尺深處。大西洋800
座，太平洋 > 30,000座，全球~10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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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洞穴 (藍洞Anchialine) –

海底的石灰岩洞穴，vs. 陸地的藍洞
(cenotes)

 

各魚種之生命條碼可製成生物
晶片用來快速鑑定物種，如
鰈、鮭、魟等日本、韓國均己
完成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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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稚魚之分類—
對了解魚類生活史，入添，保育甚重要

 

兩個黑盒子(Two black boxes)
1. Microbes (微生物)

● 每32公升的海水中存在229至381種的真核生物；每毫升的
海水中存在160種的原核生物

尚未解答的問題? (是否任何地方都有生物)
Bouchet COML Paris 6 July 2006

2. Symbionts: (共生生物):  commensals, 
associates and parasites (共棲, 互利以及寄生)

● 熱帶地區的底棲無脊椎動物共生的橈腳類動物還有約95%
的種類尚未被描述；每種魚身上約有30種蛔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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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色海洋，看來一片清澈，不時有魚兒
和無脊椎動物在底下來來往往。但事實
上，並非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我們肉眼
所看到的生物，只不過是生物圈金字塔
頂端的一小點。 - Edward O. Wilson <
生物圈的未來>

 

地球上數量最豐富的生物地球上數量最豐富的生物——其實是海洋其實是海洋
中的中的oxyphotobacteriaoxyphotobacteria, , ProchlorococcusProchlorococcus sppspp..

每毫升海水每毫升海水7~207~20萬個細胞，屬於萬個細胞，屬於picoplanktonpicoplankton，，行光合作用體行光合作用體
型遠小於一般之細菌型遠小於一般之細菌((約約30nm)30nm)

---- Nature Nature VolVol 413 Oct, 413 Oct, 
200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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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thermal vents ----- about 20 new species per year since 1977

Bouchet COML Paris 6 July 2006

超嗜熱生物(hyperthermophile)在深海熱泉的火山壁上
有一種Pyrolobus fumarii 之細菌，可在超過沸點℃高
溫下繁殖，最適生長為105℃，降到90℃即會因太冷而
停此生長。

 

嗜壓性生物—在馬里亞納海溝的10,000m
的谷底，淤泥中發現有幾百種細菌、古生
菌及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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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Ｑ：海洋生物有多少物種？海洋生物有多少物種？

＞＞2020萬種，但估計至少應有百萬種。萬種，但估計至少應有百萬種。

Census of Marine Life (Census of Marine Life (www.coml.orgwww.coml.org))

-- 迄迄20052005年，已有年，已有7373國國17001700位科學家攜手合作，已成立位科學家攜手合作，已成立
了了1717個調查計畫。個調查計畫。

任務：任務：Discovering Diversity, Charting Distribution, Discovering Diversity, Charting Distribution, 
Measuring AbundanceMeasuring Abundance  

全球34個動物門中，有33個門存活海洋，但16個門只生活在海
洋。反之，只有一個門(有爪動物門)只存活在陸地。
這還不包括95%均在海中的海綿,刺胞,苔蘚等動物門

認識這些海洋生物嗎認識這些海洋生物嗎??

己命名之種數–
250,000
應活存的種數(不含
微生物)–
10,000,000~
40,000,000
己知微生物種數--
約5,000
應活存的微生物種
數--約數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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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種究竟有多少台灣物種究竟有多少??

Peter RavenPeter Raven於於19921992年曾估計為年曾估計為15~2015~20萬種萬種

TaiBNETTaiBNET目前雖已收錄目前雖已收錄48,70048,700種，但仍尚種，但仍尚
未包含未包含::

––有些已發表之冷門或小的類群仍卻無人整理有些已發表之冷門或小的類群仍卻無人整理

––未鑑定至種的生物均未被納入尚有更多微細未鑑定至種的生物均未被納入尚有更多微細
的生物或低等無脊椎動物均尚待發掘與命名的生物或低等無脊椎動物均尚待發掘與命名

––台灣目前約發現有上萬種的海洋生物，但仍台灣目前約發現有上萬種的海洋生物，但仍
有更多尚待發掘有更多尚待發掘  

苔蘚動物苔蘚動物BryzoanBryzoan (moss animals)(moss animals)

DannisDannis GordanGordan 來台於石門海邊採集。來台於石門海邊採集。

就發現有就發現有3030餘種苔蘚蟲。餘種苔蘚蟲。

估計台灣有上千種苔蘚動物。估計台灣有上千種苔蘚動物。

另另TaiBNETTaiBNET中之分類系統動物界展開只有中之分類系統動物界展開只有1212個門有資料，餘個門有資料，餘2222門闕門闕
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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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土地面積只
佔全球陸地的
0.025%

-- > 3,084 > 3,084 種種, , 分成分成 4747目目289 289 科科((全球全球2840028400种，种，6262目目515515科科))

-- 海水魚類約海水魚類約 29002900 種（佔全球種（佔全球1515％％ ），淡水魚），淡水魚232232種種

-- 初級淡水魚近百種（佔全球初級淡水魚近百種（佔全球0.80.8％％, , 4242 為特有種）為特有種）

-- 約佔全球魚類總種數之約佔全球魚類總種數之 >>1/101/10

台灣其實是個生物多樣性之島—以魚類為例

Taiwan

 

台灣陸上不但是蝴蝶王國台灣陸上不但是蝴蝶王國——
海裡也是蝶魚王國海裡也是蝶魚王國!!

台灣原本是珊瑚礁魚類的天堂－如蝶魚，棘蝶魚台灣原本是珊瑚礁魚類的天堂－如蝶魚，棘蝶魚
種數全球之冠種數全球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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鮟鱇目(Lophiiformes)–
共發現14科33屬，80種，包括27種台灣新紀錄，及12種

可能之新種。

 

過去：5 屬, 19 種 (Shen et al., 1993)

現在：17屬，71種 (Shao, et al 2007)，包括至少4種以上新種。

鼠尾鱈科(Macrouridae) -- 全球共約 21屬320種

Zool. Stu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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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st Official “Catalog of Life of Taiwan”, native species checklist 
will be published with the CD-ROM in Dec. 2008
2008年底正式出版首版台灣物種名錄及物種多樣性研究

 

為何台灣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如此豐富？為何台灣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如此豐富？

1. 1. 歷史原因－位於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最高之東印度群島歷史原因－位於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最高之東印度群島＂＂
區區 ((珊瑚三角珊瑚三角) ) 之北緣之北緣

Provided by R. Myers

台灣海域海洋生物多樣性台灣海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種類種類))甚高，約佔全球物種的十分之一甚高，約佔全球物種的十分之一
──台灣土地面積只佔全球萬分之台灣土地面積只佔全球萬分之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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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海洋四周棲地海洋四周棲地 （生態系）多（生態系）多
樣化樣化
3. 3. 台灣有三股海流相交會，有生態台灣有三股海流相交會，有生態
交會區交會區((ecotoneecotone))之效應之效應

 

但為何台灣的資源卻在迅速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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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餘年來台灣近沿海之過去十餘年來台灣近沿海之
經濟性魚類資源大多在持續經濟性魚類資源大多在持續衰退衰退

 

漁業資源衰退的原因
(一) 過漁、誤捕

過漁的原因過漁的原因––喜食海鮮且無所不吃，從最大的吃起喜食海鮮且無所不吃，從最大的吃起

在缺乏一套普世的海洋規劃與管理體制下，產生了
「公有地(物)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海洋變成人人可以使用，卻沒人擔負
責任的區域，並且出現全球性過度使用海洋重要資
源與生態系的情況。

包括吃可愛的魚，以前不吃的魚，或應觀賞的魚包括吃可愛的魚，以前不吃的魚，或應觀賞的魚

也包括吃最貴的魚，也不管牠們還剩多少也包括吃最貴的魚，也不管牠們還剩多少

近海魚類資源亦減產近海魚類資源亦減產----烏魚之產量大幅衰退烏魚之產量大幅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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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把潛水生態旅遊的主角－珊瑚魚也吃掉
了

台灣每年食用消耗珊瑚礁魚類可能高達數十
萬公斤以上

 

核電廠撞擊核電廠撞擊(impingement)(impingement)之之
魚種調查其中的顯著種與魚種調查其中的顯著種與1212--
1515年前大不相同年前大不相同

–– 大型經濟性魚類減少、種類組成大型經濟性魚類減少、種類組成
改變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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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元遊台灣」-上山下海吃喝玩樂
‧台灣的海洋文化-海鮮文化
‧台灣的生態旅遊-吃山產，吃海鮮

「輔導淺海養殖、「推動富麗漁村」「輔導淺海養殖、「推動富麗漁村」,,「鮪魚觀「鮪魚觀
光季」等等光季」等等,,但對環境及漁獲的壓力並未因此但對環境及漁獲的壓力並未因此
減輕。減輕。

2005─台灣海洋年

政府鼓勵資助海洋年之文化宣導活動，
但其中有11種不同類的
「漁季」 「魚祭」活動─
如鮪／曼波魚／旗魚／石斑／鲭／虱目
魚／………

養殖鱼種可、野生鱼種則不可
 

台灣的海鮮物美價廉，名聞遐邇－但資源的保育和永續呢？

 
41 42 

台灣人的愛魚方式有待改進-
海鮮文化 海洋文化

 

台灣潮間帶魚類群聚在過去台灣潮間帶魚類群聚在過去2020--3030年間魚種已大幅減少，比較年間魚種已大幅減少，比較19991999--20012001與與
19691969--19851985之資料已有之資料已有256256種消失，大多為大型肉食性魚，如海鰻、石斑、隆種消失，大多為大型肉食性魚，如海鰻、石斑、隆
頭、唯一增加的是小型的鰕虎科頭、唯一增加的是小型的鰕虎科

＊ Economic species

11718鰕虎Gobiidae

-341鬚鯛*Mullidae*

-440銀漢魚Atherinidae

-4106天竺鯛Apogonidae

-550鸚哥魚*Scaridae*

-561鯔(烏魚) *Mugilidae*

-660准雀鯛Pseudochromidae

-660金線魚Holocentridae

-891四齒魨Tetraodontidae

-8102鮨(石斑) *Serranidae*

-8102蝴蝶魚Chaetodontidae

-9101鮋*Scorpaenidae*

-9101刺尾鯛*Acanthuridae*

-153217鳚Blenniidae

-172811雀鯛Pomacentridae

-19223鯙(海鰻)*Muraenidae*

-24317隆頭魚Labridae

No. reducedPastRecent

Species name
Common nameFamil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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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有如一本被撕去了好幾頁的史書，人們翻開書生態系有如一本被撕去了好幾頁的史書，人們翻開書
本，已無法從殘篇中得知真相，如今它們的價值已不本，已無法從殘篇中得知真相，如今它們的價值已不
再有原本充滿於空缺處的豐盈，人們也以為本來就有再有原本充滿於空缺處的豐盈，人們也以為本來就有

這些空缺，而無奈或無知地接受這些空缺，而無奈或無知地接受””
（卡爾（卡爾 . . 沙芬納沙芬納 －－ 海洋之歌）海洋之歌）

 

中國人吃魚、外國人看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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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沿岸之水泥人工台灣沿岸之水泥人工
化長度已經超過全部化長度已經超過全部
海岸線的海岸線的55.4%55.4%

紅線:人工海岸
綠線:天然海岸

29

(二)、棲地破壞

消失的海岸溼地

「寶」島 ⇒「堡」島
 

台灣的天然海岸已有近半淪陷為水泥海岸

海岸水泥化不但阻絕人們親海的權利，也使潮間海岸水泥化不但阻絕人們親海的權利，也使潮間
帶生物消失，亞潮帶生物無法完成其生活史帶生物消失，亞潮帶生物無法完成其生活史

不當或過度之遊憩活動不當或過度之遊憩活動
也會對海洋生態造成破壞也會對海洋生態造成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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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污染、垃圾及沉積物

垃圾不但在海邊隨處可見，在海底亦然，甚至在上千
公尺的深海海底亦到處充斥

 

箱網養殖會破壞鄰近的珊瑚礁區—優養化

例: 紅海 Eilat Bay     (from Yossi Loya, 2004, 10th ICRS)
為達到一年有4200噸之漁獲量需投入約300噸N以及50噸P，此相

當於60000人之污染量。此污染已使得有4種珊瑚於9個月內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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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斑擬石首魚 (Sciaenops ocellatus)
‧俗稱紅鼓魚及美國紅魚，原產美國大西洋沿岸成長快速，抗病
力強，存活率高，耐低氧，適合高密度養殖。18個月可長到36
公分，26個月到55-60公分。 1987年水試所引進魚卵與1999年
繁殖成功，開始推廣。大陸在1991年引進， 1995年亦繁殖成
功。1998年起即在西海岸被發現。

((四四) ) 外來種外來種

 

聖嬰（全球暖化）

五、全球變遷五、全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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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漁業的崩盤---漁撈技術精進，機械，大型，工
業化後的五十年來，大型掠食性魚類資源迅速衰退

 

事實上過去五十年來事實上過去五十年來(1951(1951--2000)2000)漁業作漁業作
業區域在全球地理範圍卻是在繼續擴張的業區域在全球地理範圍卻是在繼續擴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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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中、青三代對漁業資源的印象---

訪問加州海灣三代漁民對漁業資源之印象
，(鯊、石斑、笛鯛、海龜、牡蠣、法螺及
龍蝦等)結果顯示過去30年來漁獲量已減
少4-5倍，魚種數減少1-2倍，魚種最大體
長減小1-3倍之多。

台灣的情況亦然！

 

魚體小型化魚體小型化 –– 過漁的現象過漁的現象

此情況如不予遏止，則小型或基層之餌料生物將此情況如不予遏止，則小型或基層之餌料生物將
逐漸增加，如水母，最後餌料生物反而會變成主逐漸增加，如水母，最後餌料生物反而會變成主
要的資源，開始被人類利用或輸出。要的資源，開始被人類利用或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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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hic pyramid

營養層平衡指標營養層平衡指標((TrophicTrophic
Balance Index, TBI)Balance Index, TBI)
TBITBI可用來測量魚獲組成中之營養
層比例是否與該生態系原有之營
養層呈比例

觀念: 如果漁獲與當地生態系之結構與產量成比例，則其生態系應
可維持平衡。但体型大且在最高營養層級的掠食者都被我們先享用
光了。

 

魚源枯竭與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日益
減少息息關，如果能推廣魚類保護
區，才能確保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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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PO                 OHPPI
H: Habitat destruction 棲地破壞

I:   Invasive species 入侵種

P: Pollution 污染

P: Population 人口過多

O: Overexploitation 過度利用

(Overfishing) 過漁 (E.O.Wilson 生物圈的未來)

破壞生物多樣性的殺手 --- 海域、陸域及不同

國家之情况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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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鯊保育鯨鯊保育——目前惟一成功案例目前惟一成功案例

 

目前自淡水河口外海的魩鱙漁獲樣本中，總計鑑定
出45科124種以上的仔稚魚，其中屬於漁獲對象魚
種的鯡科和鯷科魚苗只有10種。也就是有114種以
上是屬於被混獲的，包括經濟性之狗母魚， 鮋，
角魚，真鱸，花鱸，花身雞魚，沙鮫，鰺，眼眶
魚，笛鯛，石鱸，鯛，龍占，金線魚，石首魚，鬚
鯛，鯔，金梭魚，隆頭魚，鸚哥魚，籃子魚，帶
魚，鲔，單棘魨，四齒魨，鲆和舌鰨等科，故魩鱙
漁業確對沿岸魚類生態造成衝擊，須予正視及納入
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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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台灣的珊瑚漁業肇始於日據時代，在民
國五、六十年代產量曾佔世界的80%以
上。不過過度捕撈導致珊瑚資源迅速耗
竭，政府在1979年開始逐年停發各種珊
瑚漁船執照，至今全台擁有珊瑚漁業執
照的漁船僅剩3艘。不過經漁業署調查
發現非法的其實高達96艘之譜。

 

沿岸三海浬內禁拖也面臨失守—

但底拖網因漁獲無選擇性，故是一種較不永續的漁法，特別
是漁獲中堆積如山的下雜魚實浪費及破壞資源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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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育漁業資源之復育漁業資源之方法：方法：

政策不一定永續政策不一定永續——(1)(1)觀光漁業觀光漁業;(2);(2)假日魚市假日魚市((富麗漁村富麗漁村);(3));(3)漁船用漁船用
油油;(4);(4)外籍漁工之補貼外籍漁工之補貼;(5);(5)過多的漁港建設過多的漁港建設;(6);(6)海岸水泥化海岸水泥化;(7);(7)珊瑚珊瑚
礁區的箱網養殖礁區的箱網養殖;;
(8)(8)專用漁業權專用漁業權??
種原庫種原庫((種苗繁殖養殖場種苗繁殖養殖場))——缺實際成功之案例缺實際成功之案例..
限漁限漁((漁法漁法,,漁期漁期))——遠洋遠洋((國際規約國際規約),),近沿海近沿海((成效不彰成效不彰).).
推廣生態漁業及標章制度推廣生態漁業及標章制度–– 捕對魚、養對魚、買對魚、吃對魚捕對魚、養對魚、買對魚、吃對魚
種苗放流種苗放流——仍停留在追蹤評估技術之研發仍停留在追蹤評估技術之研發..
人工魚礁人工魚礁——毀譽參半毀譽參半,,地方歡迎地方歡迎,,但其成效及目的仍有爭議但其成效及目的仍有爭議((為了更方為了更方
便捕魚或是培育資源？便捕魚或是培育資源？).).
禁漁禁漁((保護區保護區))或休漁或休漁——面積太小面積太小,,且未落實管理取締減船、減港、減且未落實管理取締減船、減港、減
少補貼、輔導就業及推廣娛樂漁業少補貼、輔導就業及推廣娛樂漁業
珊瑚礁魚類珊瑚礁魚類應列入一般保育類，全面禁捕。應列入一般保育類，全面禁捕。
推動推動釣魚之證照釣魚之證照及稅制，以及釣魚、吃魚之守則（生態標章）。及稅制，以及釣魚、吃魚之守則（生態標章）。

 

濁水溪以南是數種石首魚科魚類的聚集
產卵繁殖場。每年春夏交替時之夜晚
( 19:00PM~02:00AM)會發出求偶叫聲，漁
民利用水下麥克風偵測其位置，再一網打
盡。早期有百餘艘船專事此漁法，每天捕
撈5-6萬尾親魚（每尾20-30公斤重），過
漁結果，目前只剩幾艘船每天僅能捕獲數
百尾而已，資源枯竭且瀕臨滅絕。

要捕對時間及地點 --- 產卵場及產卵期應予禁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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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捕對量 – 捕撈的量要適當
TAC (Total allowable catch, 總量管制) = 捕魚競賽;  

ITQ (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 個人可轉換配額)

釣對魚 --- 不釣正在聚集產卵的魚

灘釣應較磯釣好

養對觀賞魚 - 養可人工繁殖的魚；淡水
魚優於海水魚

要吃對魚--生態標章”(Eco-lab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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寧吃人工繁殖之烏魚子

不買非法毒、電、炸的魚

--- 不吃珊瑚礁魚類 !!!

拒買拒吃珊瑚礁魚，特別是身上有槍孔之魚

 

如何買對魚？吃對魚?

1.養殖魚 > 海洋捕撈魚

2.常見種(量多) > 稀有種

3.銀白色 > 有色彩

4.迥游種 > 定棲種

5.沙泥棲性 > 岩礁棲性

6.死魚 > 活魚

7.素(假)魚 > 真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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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難分的生魚片真假難分的生魚片------吃素有益健康吃素有益健康

吃生魚片—-請多吃台灣鯛

 

海鮮的美味輓歌：老饕環球之旅海鮮的美味輓歌：老饕環球之旅》》（（““BottomfeederBottomfeeder: How to : How to 

Eat Ethically in a World of Vanishing SeafoodEat Ethically in a World of Vanishing Seafood””），），

作者泰拉斯．格雷斯哥（作者泰拉斯．格雷斯哥（TarasTaras GrescoeGrescoe）他以一位美味海鮮愛好者的身份全球走透透，從）他以一位美味海鮮愛好者的身份全球走透透，從
紐約、不列塔尼、英國、法國、印度、中國，再到日本。在介紹各地海鮮特產的同時，也深紐約、不列塔尼、英國、法國、印度、中國，再到日本。在介紹各地海鮮特產的同時，也深
入觀察當地海鮮市場、海洋生態環境的變遷，以及人類過度開發和環境污染，造成可供食用入觀察當地海鮮市場、海洋生態環境的變遷，以及人類過度開發和環境污染，造成可供食用
海鮮在種類和數量上的改變，以及受污染海鮮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海鮮在種類和數量上的改變，以及受污染海鮮對人體產生的影響。
不論喜不喜歡，我們都必須開始嚴正質疑我們當前的飲食方式。否則，全人類都將不免淪為不論喜不喜歡，我們都必須開始嚴正質疑我們當前的飲食方式。否則，全人類都將不免淪為
食物鏈底層的動物。食物鏈底層的動物。
自己先作自己先作底食動物底食動物----多吃食物鏈中層和底層的海鮮，例如多吃食物鏈中層和底層的海鮮，例如鯖魚、沙丁魚、吳郭魚、鯉魚、牡鯖魚、沙丁魚、吳郭魚、鯉魚、牡
蠣、水母，蠣、水母，不論對我自己還是海洋都比較有益。不論對我自己還是海洋都比較有益。
並非所有大眾市場的海鮮都來自不永續的魚群，例如麥當勞的麥香魚就是個出人意料的例並非所有大眾市場的海鮮都來自不永續的魚群，例如麥當勞的麥香魚就是個出人意料的例
子。麥當勞挑選青鱈是相當明智的舉動。捕撈阿拉斯加青鱈是美國規模最大的漁業，而且數子。麥當勞挑選青鱈是相當明智的舉動。捕撈阿拉斯加青鱈是美國規模最大的漁業，而且數
量至今也仍然非常充裕。收穫豐富的時候，青鱈的年捕撈量可佔全球漁獲量的百分之八。青量至今也仍然非常充裕。收穫豐富的時候，青鱈的年捕撈量可佔全球漁獲量的百分之八。青
鱈和沙丁魚一樣，屬於海水中層的魚群，所以捕撈青鱈不必動用破壞力強大的底拖網。而鱈和沙丁魚一樣，屬於海水中層的魚群，所以捕撈青鱈不必動用破壞力強大的底拖網。而
且，海洋管理委員會這個全世界最具公信力的漁業認證組織，也認定阿拉斯加青鱈漁業合乎且，海洋管理委員會這個全世界最具公信力的漁業認證組織，也認定阿拉斯加青鱈漁業合乎
永續標準。永續標準。
「慢漁」運動「慢漁」運動，就像起源於義大利的「慢食」運動一樣，促使漁船減少捕撈量，降低捕魚速，就像起源於義大利的「慢食」運動一樣，促使漁船減少捕撈量，降低捕魚速
度，要求政府把資助對象集中在以小船捕魚的沿海漁民，而不是坐擁工業漁船的大型企業。度，要求政府把資助對象集中在以小船捕魚的沿海漁民，而不是坐擁工業漁船的大型企業。
慢漁重視的不是海鮮的品種，而是海鮮的生產過程。慢漁使用漁籠或釣線，絕不用流網或底慢漁重視的不是海鮮的品種，而是海鮮的生產過程。慢漁使用漁籠或釣線，絕不用流網或底
拖網。慢漁捕到的通常是食物鏈底層的生物，對生態體系影響不大，但美味毫不打折。慢漁拖網。慢漁捕到的通常是食物鏈底層的生物，對生態體系影響不大，但美味毫不打折。慢漁
的產品可以是一條油滋滋的燻鯡魚，讓人一面享用，一面眺望著北海漁港的景色；也可以是的產品可以是一條油滋滋的燻鯡魚，讓人一面享用，一面眺望著北海漁港的景色；也可以是
一只貝隆生蠔，從養殖處撈起即成盤中美食，剩下的貝殼再拋回海裡，供其他牡蠣苗附著生一只貝隆生蠔，從養殖處撈起即成盤中美食，剩下的貝殼再拋回海裡，供其他牡蠣苗附著生
長。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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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苗放流種苗放流——
效果有待評估，但可作親子教育效果有待評估，但可作親子教育

 Not easy angling Easy angling and overfishing

“Artificial Fish Reef” or “Artificial Fishing Reef”

人工魚礁 或 人工漁礁 ?

人工魚礁之爭議—原先之設置目的及其管理有待變革

15(Bohnsack,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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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Sale – The 2nd Bleekeri Award winner speech (Fish Ecology) in 8th IPFC at Perth, Australia, 3 
June 2009 – A Future Challege for Reef Fish Ecology

Habitat Enhancement:

● AR build topography and are attractives to fishes

● The science of AR lags. But in the absence of real reefs, maybe its 

time?

● Coastal development designed to enhance fish habitat and fishery

management to make that habitat maximally productives

● We begin by learning what fish want.

 

九十一年地球高峯會（約翰尼斯堡），通過之「行九十一年地球高峯會（約翰尼斯堡），通過之「行
動計劃」要點共十四點，其中包括：動計劃」要點共十四點，其中包括：

1.1. 漁產漁產保育保育：：肯定海洋是生態系統的根本，同意最遲在肯定海洋是生態系統的根本，同意最遲在
20152015年前恢復已告枯竭的魚類數量。年前恢復已告枯竭的魚類數量。

2.2. 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同意在同意在20102010年前顯著降低稀有動植物瀕年前顯著降低稀有動植物瀕
臨絕種比率。臨絕種比率。

3.3. 海洋保護區海洋保護區: : 20122012年前應建立保護區網路年前應建立保護區網路

4.4. 生態系取向生態系取向: : 漁業管理新思維漁業管理新思維

5.5. 預防原則預防原則：：再度確認預防原則，就算尚無明確證據顯示再度確認預防原則，就算尚無明確證據顯示
地球生態系統正受到潛在破壞，仍須棌取地球生態系統正受到潛在破壞，仍須棌取

行動保護環境。行動保護環境。

劃設海洋保護區 (MPAs)是挽救漁業資源最經濟
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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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外劃設海洋保護區的研究證明，
劃設後大型肉食型魚兩年後其尾數呈直線上升，重量呈指數上升

大型魚類也有存活的需要—
海洋保護區可提供成長緩慢的魚種，如體型較大的石斑，可產
更多的卵，存活率、孵化率也更高，對資源之復育至為重
要.(Robert & Hawkins 2000)

如，2001年Solomon 1st. 已通過對石斑產卵場在繁殖期間(新月
後之十天，連續三個月)之禁漁。此時間地點之資料均由當地漁
民提供給政府。

一尾體型大的母魚所產的魚卵的質與量遠勝於十到百尾體型小
的母魚

 

請支持政府推動海洋保護區的劃設請支持政府推動海洋保護區的劃設!!!!
－全球陸域之－全球陸域之12%12%已納入保護區之範圍，但佔地球面積之已納入保護區之範圍，但佔地球面積之71%71%
及及99.5%99.5%容積之海洋卻只有不到容積之海洋卻只有不到1%1%被劃為被劃為MPAMPA，，其中不到其中不到
0.5%0.5%係有效地在經營管理。以致於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漁業資係有效地在經營管理。以致於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漁業資
源正在快速滅絕。源正在快速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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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5/6 
“Defying Ocean＇s End＂，墨西哥Los Cabos
●2003.6. 
“公海生物多樣性＂之研習會，澳洲Cairns
●2003.9. 
“第五屆世界公園大會＂，南非德班
●2003.12. 
“2003深海會議＂，紐西蘭Queenstown 
●2004.2. 
“第七次CBD締約國會議(COP7)＂，馬來西亞
●2004.11. 
“第三屆全球IUCN保育大會＂，曼谷
●2005.10.24-28 

IMPAC1，澳洲Geelong

海洋保護區的劃設是挽救及復育快速減損的漁業資源及生物多樣
性最簡單有效的方法，也是達成 ecosystem
-based fisheries management 的一種必要工具。
2003年起許多國際研討會均在呼籲要將公海(包括大洋及深海)納入MPA之範圍，並可能在不
久即會在聯合國大會討論通過。屆時遠洋鮪漁業將面臨更大的挑戰。詳見全球海洋保育之
新書 --挑戰海洋盡頭--行動議程，己由五南公司中譯出版。

 

1972「國家公園法」(7) - 可劃設(1)生態保護區及(2)特別景觀區。
如墾丁國家公園內共有3處。

1982「文化資產保存法」(6) - 可劃設(1)生態保育區(2)自然保留區
(3)珍貴稀有動植物。如挖仔圍之紅樹林自然保留區。

1994 「加強野生動物保育方案」(9) -7處海鳥、2處海龜。

1984、1987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12) - 可劃「自然
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兩類，由縣市政府執行。

1969「發展觀光條例」(12) - 在風景特定區內禁止污染、狩獵行為
(但卻無罰則)，目前有東北角、東部、澎湖等處。

1930-2002「漁業法」(26) - 可劃設「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護區」。

台灣所謂的「海洋保護區」及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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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己有各種法令所劃設台灣己有各種法令所劃設

的的MPAsMPAs，但有下列問題：，但有下列問題：

––無告示牌無告示牌

––邊界不明邊界不明

––與原住民傳統文化衝突與原住民傳統文化衝突

––缺乏調查監測缺乏調查監測

––目標物種已消失目標物種已消失

––棲地已改變或消失棲地已改變或消失

––無有效管理計劃無有效管理計劃

故故有如紙上公園有如紙上公園

 

台灣海洋保護區之唯一實例-核三入水口無
心插柳, 柳成蔭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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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

澎湖青灣

澎湖望安

濁水溪口
烏溪口

八斗子 龜山島

蘭嶼

綠島

客雅溪口

建議增設海洋保護區劃設的地點

-- 通過「海岸法」之立法
-- 評估制定「海洋資源保育法」之可行性或其他替代方

案，以及其法案之研擬。  

全球第一屆國際海洋保護區大會2005年10月
23-27日在澳洲召開，第二屆則將在2009年5
月19-24日在美國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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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提供人類重要的食物提供人類重要的食物來源來源
據估計人類消耗的高級蛋白質中約有據估計人類消耗的高級蛋白質中約有20%20%係來自海洋。係來自海洋。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2. 2. 地球的最大維生系統地球的最大維生系統
海洋生物不但提供人類食物、醫藥與休憩等多功能的需求，
也藉由保護海岸、分解廢棄物、調節氣候、提供新鮮空氣等
等，成為地球上最大的生命維生系統。

3.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基礎科學研究

因研究河豚毒而前後有三次獲諾貝爾獎

2008年得獎因從水母身上找到綠色螢光的蛋白質並應用在生
技及生醫領域之研究而成為研究現代生物學的重要工具，因
而獲獎

 

生技產業生技產業

4. 4.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海蛞蝓(Aplysia)是研究記憶的最佳模式材
料，因有動物界中最大的neurons，神經系
統簡單，只有20,000個neu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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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仿生學仿生學((BiomimeticsBiomimetics, Bionics, Bionics))
——向生物或大自然模仿或學習向生物或大自然模仿或學習

6.6.生質能源生質能源

7. 7. 生態旅遊生態旅遊

－－潛力無窮，獲利更多，符合永續及保育原則潛力無窮，獲利更多，符合永續及保育原則

8.8. 水族館之研究、教育及娛樂功能水族館之研究、教育及娛樂功能

 

民眾保育觀念落後民眾保育觀念落後
－－ 海洋生物及魚類也是野生動物，比陸生動物海洋生物及魚類也是野生動物，比陸生動物種類更種類更
多，更需關心與保護多，更需關心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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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保育觀念落後民眾保育觀念落後
－－ 海洋生物及魚類也是野生動物，比陸生動物海洋生物及魚類也是野生動物，比陸生動物種類更種類更
多，更需關心與保護多，更需關心與保護

 

增加在中小學教科書中的內容比例，以及電子、平面
媒體之公益廣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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塞爾維亞‧厄爾勒

（Sylvia A. Earle）

現在採取保護海洋健康的措施，與復育失地還不算晚。
在海裡還存有10％的大型魚，牠們還沒完全消失。半數
的珊瑚礁也還健在。雖然有污染問題，大半的海洋都還
是健康且富有調節力。

不論我們是要將知識化成行動，還是要讓眼前致力行動
的機會流失，未來這十年可能就是下一個千禧年中對海
洋保育－以及人類未來－最關鍵的時期。

2009 TED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 prize winner

黃金救援時刻!!

 The End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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