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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米立大功

有植物的棲息地。當地環團在執行林務局里山

倡議推動計畫、盤點生態敏感區時，在漸趨穩

定的廢沙堆置區上意外地發現了「海米」，一

種在《2017 年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

中列為「國家極危」的稀有植物。為了避免擾

動瀕危植物的生態環境，風管處決議由公路總

局、福容飯店及在地里民等，每年四度以人工

撿拾之柔性方式清除工程廢棄物。

　　但監察院認為，風管處用「人工撿拾」方

黃金沙灘上的植物失樂園
　　新北市貢寮區鹽寮至福隆一帶的海岸，以

金黃色柔細的石英沙與獨特的沙嘴地形聞名，

自日治時期以來即是北台灣著名的夏日戲水景

點，當地更有福隆黃金沙不外運的潛規則。
2011 年，觀光局東北角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風

管處）同意讓福隆貝悅飯店與臺 2 線興建工程

開挖剩餘的石英沙堆置於鹽寮至福隆沙灘，以

補充因為核四重件碼頭凸堤效應所流失的沙

灘。但後來當地民眾揭露，堆置的沙灘上摻雜

了碎紅磚、水泥塊等工程廢棄物，媒體也屢次

在沙雕藝術季時報導相關新聞，批評風管處失

職。

　　不過除了黃金沙灘，東北角強勁的東北季

風與地理位置讓鹽寮至福隆海濱也成為多種稀

2020 年 5 月下旬，當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

各國紛紛陷入鎖國之際，聯合報數位版「獨家幕

後」刊登了一則標題為『絕跡 96 年「海米」現身

福隆，卻遇怪手挖土浩劫』的報導，在社群媒體

上被許多關心環境議題的朋友轉載，一時之間，

「海米」突然變成網路熱搜的名詞，海米是啥米？

可以吃嗎？海米為什麼會出現在福隆沙灘？為

何一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植物與公共工程扯上關

係？同時也有不少質疑的留言說海米並非稀有物

種，在北海岸頗為常見。

文．圖 / 鍾國芳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稀有植物在鹽寮福隆沙灘的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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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清除福隆沙灘工程廢棄物係屬「不作為」，

因此在 2020 年糾正觀光局「拒不改善、實屬

不當」，並援引行政院長蘇貞昌在金山區中角

沙珠灣國際衝浪基地為例，要求以大型機具過

篩垃圾砂石，並責成工程會主責改進。

　　筆者自 2013 年起加入了「貢寮和禾水梯

田保育合夥人」，結識許多貢寮在地關心自然

的朋友，當監察院具文要求風管處以大型機具

清除鹽寮福隆沙灘工程廢棄物的消息傳出時，

鄉親們除了擔心社區的寧靜不在，更為好不容

易穩定的沙灘與其上的稀有植物感到憂心。
2022 年 4 月 9 日下午，工程會主委偕同風管

處、林務局及林業試驗所等人員前往鹽寮福隆

沙灘現勘，筆者恰巧在海米棲息地拍攝生態照

片而與視察委員們巧遇，由於現勘人員中有熟

識筆者的朋友，便請筆者以植物學者身份向主

委及各委員介紹海米生態與其重要性並提出建

言，席間工程會主委不斷詢問的問題是，海米

真的是只分布在鹽寮福隆沙灘的稀有植物嗎？

鹽寮沙灘是全台已知唯一海米的生育地。每年清明節前後，海米長出筆刷狀的花序，並不難辨識。照片中葉片較窄、禾草狀的植物
是小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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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米的身世之謎
　　海米是莎草科薹屬（Carex）植物，薹屬

植物因葉形與禾草類似，又被稱為薹草。薹草

廣泛分布在全球陸域生態系的各種棲地，是被

子植物物種數最多、也最難辨識的植物類群之

一；不過就開花植株的形態上來說，雌雄異株、

花序單一頂生的「海米」是臺灣薹屬植物中相

當獨特的物種；但由於過往相關資料不多，不

少文獻都將「海米」與北海岸沙灘常見的「小

海米」搞混。

　　臺灣最早的海米紀錄是典藏在臺灣大學植

物標本館（TAI），館號 022663、由日治時期

植物學家佐佐木舜一於大正 13 年（1924 年）
3 月 20 日在『臺北旧社』採集的標本。「舊社」

是雙溪河口北岸的海邊聚落，在行政上屬於貢

寮區龍門里，緊鄰貝悅飯店與臺 2 線工程廢沙

堆置處。數天後（3 月 28 日），佐佐木在「基

隆」採了另一份海米標本（TAI-022645），並

將之鑑定為廣泛分布在太平洋東西兩岸溫帶

海岸沙灘上的薹草 Carex macrocephala。1928

年，佐佐木舜一出版了《台灣植物名彙》，

收 錄 了『Carex macrocephala』 及 其 日 文 名

『Kôbô-mugi コウバフムギ』，是海米在臺灣

最早的文獻紀錄。

　　1930 年，根據花稈、雌花、包被瘦果的

果壺（perigynia）等形態特徵的差異，大井次

三郎發現 Carex macrocephala 其實包含了兩種

植物，大井氏將其中分布在日本北海道西南、

本 州、 四 國 與 九 州 的 植 物 命 名 為 Carex ko-

bomugi，與分布在北海道東北部、俄羅斯遠東

以及北美西岸的 Carex macrocephala 是近緣但

不同的物種。1933 年，大井在論文《千島色

丹島植物小誌》中記載了 Carex macrocepha-

la，並詳述該種與 Carex kobomugi 的差異，同

時也引用了佐佐木舜一的《台灣植物名彙》，

正式將 Carex kobomugi 這個學名引入台灣的

植物文獻。

　　在 1969 年出版的《新撰台灣植物名彙》

中， 編 者 謝 阿 才 與 楊 再 義 收 錄 了 Carex ko-

bomugi 這個學名，同時羅列了『篩草、自然

榖、禹餘糧、海米』四個俗名。接著在 1978

年出版的英文版台灣植物誌中，莎草科作者小

山鐵夫詳細描述了 Carex kobomugi 的形態，並

以「海米」作為該物種的俗名。小山鐵夫這位

東北角福隆海水浴場，是雙溪河帶出的細沙與沿岸流交會形
成的沙嘴地形，除了有全台灣唯一的黃金石英沙，也是許多
稀有海濱植物的棲息地。

小海米（Carex pumila）是雌雄異花同株的植物，照片中頂
生褐色線型構造為雄花序，綠色米粒狀的是雌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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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米雌株，細長的白色絲狀構造是海米的花柱。 海米雄株，米色線型的構造是海米的雄蕊。

世界級的莎草科分類權威在海米的描述中引證

了三份標本，除了上述 TAI-022663 及 022645

兩份分別採自舊社及基隆的標本，還列出了

『ILAN: Tonwei, Sasaki s.n. March 1924』；這

份也是佐佐木採的標本同樣典藏在 TAI，館號
132334，其標籤上印有藍色的『宜蘭』兩字，

但被劃掉改以手寫的『桃園大園庄』取代；然

而，TAI-132334 的葉片窄的多，且具有頂生

的雄花序與側生的雌花序，顯然是雌雄同株的

「小海米（Carex pumila）」，並非海米。

　　隨著台灣植物誌的出版，不少植物圖鑑也

隨之問世。1986 年，由中興大學洪丁興、陳

明義老師等人編撰的《台灣海邊植物 3》出版，

書中記載海米『產北部白砂灣、富貴角、福隆

等海邊砂地』，並刊載了台灣最早的海米彩色

照片，而根據照片中海米生長的沙地的判斷，

該照片應該是在福隆海邊拍的；但由於作者們

並沒有留下標本，白砂灣與富貴角是否真的曾

有海米已無從考證。

　　另外，風管處於 1990 年初期委託台大植

物系郭城孟老師進行《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

植被與植物》研究，也在鹽寮至福隆一代的

沙丘記錄到海米，並在《東北角海岸—植物景

觀》摺頁中刊出了海米的照片。然而這些在數

位化時代前的文獻、資料流通不廣，對多數植

物學者來說，海米仍是謎一般的植物。

　　2006 年，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出版了

《宜蘭縣植物資源》一書，圖文並茂地介紹了

許多宜蘭珍貴稀有的植物，其中也包括了「海

米」。不過，書中刊載『分布在蘇澳附近海岸

沙灘』的植物照片其實是「小海米」，並非「海

米」。筆者推測，由於此官方出版的圖鑑廣為

流通，也可由網路下載，不少植物愛好人士可

能因此將小海米錯認為海米。

　　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TAIF）資料庫

中也可以找到許多曾被鑑定為海米的早期標

本，但其中只有館號 174073、1953 年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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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採自『台北舊社』的標本是海米；這份沒有

採集者的標本一直到 2013 年 6 月 29 日才被林

試所研究人員許天銓鑑定為海米，是繼 1924

年佐佐木舜一之後，台灣的第三份海米標本。

許天銓告訴筆者，為了尋找海米，他曾踏遍了

北海岸與東北角，一度以為海米已經絕跡，直

到他偶然由科博館退休研究員沈競辰那得知他

早期拍攝海米照片的地點，才於 2015 年 4 月
9 日在鹽寮福隆沙灘找到海米，採集了台灣第

四份海米標本，並為 2016 年出版的《台灣原

生植物全圖鑑》拍攝了海米的生態照。

海米真的很稀有嗎？
　　根據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評估

標準所出版的《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

名錄》，「海米」被評為『國家極危（Nationally 

Critically Endangered; NCR）』，其「評估標

準 」 為『B1ab（iii, iv, v）+ 2ab（III, iv, v）; 
C1; D1』，意指海米的『分布範圍小於 100 平

方公里、族群分布範圍嚴重破碎化，且經由觀

察、推估、推測或預估，棲地之區域、實際面

積或品質、生長地點或亞族群之數目、能繁殖

之成熟個體數，物種族群成熟個體預估會持續

下降，且目前族群數量極少，少於 50 株』。

根據筆者在鹽寮福隆沙灘的觀察，上述評估標

準非常精確地描述了目前台灣族群的現況。

　　在『絕跡 96 年「海米」現身福隆』的新

聞刊出前沒多久，基隆暖暖運動公園也發現了

在台灣消失 123 年的「澤珍珠菜」，但由於過

往暖暖並無澤珍珠菜的紀錄，在都會公園再現

的澤珍珠菜極有可能是再引入的族群；相對

的，根據典藏在 TAI、TAIF 自 1924 年以來的

標本與散見於文獻的照片紀錄，海米確實一直

隱身在舊社沙灘、從未消失；此外，根據佐佐

木舜一在基隆採的標本，我們可確定海米過去

確實曾分布在舊社以外的地方，顯示海米確實

是族群與棲地縮小的「國家極危」稀有植物。

海米的逆襲
　　由於台灣是海米這種溫帶薹草分布的南

界，在現今全球氣候暖化的趨勢下，分布在台

灣東北角的舊社海米族群恐怕很難再向南擴

張，但同時在此處的海米可說是全世界最耐熱

的海米，極有可能攜帶了可以抗暖化的基因，

非常值得重視。

　　此外，除了海米，鹽寮福隆海濱還有列

當、厚葉牽牛、疏花佛甲草、濱旋花、濱剪刀

股等「國家瀕危」、「國家易危」及「接近威

形態獨特的列當 （Orobanche coerulescens）寄生在菊科艾屬
植物根部， 因為具補腎、強筋骨的效用而長期遭到濫採，
是「國家瀕危」等級的稀有植物。

濱剪刀股（Ixeris repens）具有肉質深根以生存在沙灘上，是
「國家易危」的稀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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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等列名紅皮書上的稀有植物，顯示這裡除

了是台灣僅有的黃金沙灘，更是植物多樣性的

寶地。

　　當海米再現的新聞被廣為傳播後，筆者在
2020 年 6 月 2 日受邀參加『鹽寮福隆海灘清

理與海米復育整體執行計畫』會議，會中雖然

各方爭論不休，但台灣的公共工程為了一種沒

有特殊「產值」的稀有植物而擱置，身為「植

物人」的筆者還是深受感動；更可喜的是，會

後監委也允諾『保護珍稀植物是第一優先』，

同意定期撿拾工程廢棄物即可，並且暫停責任

追究。

　　雖然鹽寮福隆沙灘的海濱植物暫時逃過大

型機具的蹂躪，但這裡的「原住民」仍面對著

與毛車前、酸模、裂葉月見草等強勢外來種的

競爭，加上日益嚴重的海漂垃圾，海濱植物生

存空間已被大幅壓縮。此外，鹽寮福隆沙灘也

是列當、濱防風等藥用植物在台灣的少數的產

地；列當因為具補腎、強筋骨的效用而長期遭

到濫採，是「國家瀕危」等級的稀有植物；濱

防風在日本是被保護的植物，但在台灣被評為

「暫無危機」，其深入沙灘的長直根是著名的

中藥「北沙參」，可養陰清肺、益胃生津，治

療肺熱燥咳、胃陰虛等疾病，每年都有大量的

族群被民眾採集。鹽寮福隆沙灘雖屬於東北角

國家風景特定區，也禁止採集，但風管處執法

人力不足，對民眾採集的行為並無力取締。

　　海米再發現的新聞除了讓舊社這個寧靜的

聚落受到關注，也凝聚了鄉親對海濱植物的關

心，龍門里長更組織里民，經常性的巡守以杜

絕沙灘生態進一步的破壞，以在地公民自發性

的力量讓鹽寮福隆的海濱植物在混沌的未來中

望見了光明。
厚葉牽牛（Ipomea imperati） 具補腎、強筋骨的效用而長期
遭到濫採，是「國家易危」的稀有植物。

裂葉月見草（Oenothera laciniata）原生美洲，1984 首次發
現歸化台灣，現在已是台灣中北部海邊極為常見且強勢的入
侵植物。

濱防風（Glehnia littoralis）的根部是著名中藥「北沙參」，
在東北角沙灘有極大的採集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