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紅樹林生長在熱帶及亞熱帶，沿海潮間帶泥濘鬆軟土地上的植物，主要由紅樹科植物及一些適應此種

環境的植物所組成。又將紅樹林植物群分為主要及次要紅樹林組成份子，主要紅樹林植物為生存在河

口潮間帶環境中未延伸至陸生生態系之植物，且有能力形成純林及具有適應環境之形態分化如氣生根、

支柱根及胎生現象等，而次要紅樹林植物則是雖生長在該植物群社會周圍，但卻是非主要構成者。而

可以為這個地表上製造大量的有機養分，這些養分對浮游生物是一個很好的食物和最佳的生存環境，

但換個角度來看紅樹林總被人們認為是無用之地，又稱為坔地，被指土質鬆軟充滿泥濘的地方，因此

這片樹林不會是大家想種植稻田、開發建設的首選，一直被人們忘記廢棄或當作丟棄垃圾的垃圾場，

直到當十大建設、工業區興起，紅樹林地價便宜，又沒有土地的糾紛，儼然成為人們眼中閃閃發光的

鑽石。但是紅樹林真的是無用之地嗎﹖為甚麼最後大家紛紛開始進行保育工作，甚至還成立了紅樹林

自然保留區呢﹖金錢和環境真的可以共同擁有嗎﹖ 

現在的報導和愛護環境的人越來越多，復育的行動也開始慢慢地做起，加上政府也訂定些相關法規，

我們因此藉這個機會探索汙染是否繼續嚴重，這就是這次主要的目的。 

 

二﹒台灣紅樹林分布位置 

台灣西部因為沿海河流有淤積著大量泥質在河口的地方，形成一大片的淺灘和潮帶，所以適合紅樹林

的生長，但台灣東部地區的海岸大多是陡峭的沿岸所以坡度相對會較大，比較不適合紅樹林的生長。 

新豐、布袋、朴子溪、通宵、北門、永安、高雄等這些地區的紅樹林遭受海水超抽導致的地層下陷或

是因道路的擴寬而讓這些地方的紅樹林面積減少甚至消失，但高雄旗津紅樹林曾被日本人指定為天然

紀念物，禁止破壞，在光復後高雄市區與高雄港迅速的發展，讓紅樹林再次消失，到現在仍存在的在

旗津國中後面民宅後院海茄苳和欖李。有被環境破壞而消失的也有因人工復育成功的案例於台南的雙

春海岸紅樹林。 

三﹒植物的種類、生活習性、物種 

    紅樹林名稱源自於紅樹科植物體內含大量單寧，當單寧在空氣中氧化，其附著的枝幹呈紅褐色。

東南亞常把紅樹的樹皮提煉成紅色染料，於是稱它的樹皮為「紅樹皮」，而中文名稱則叫紅樹。現在

所指的紅樹林僅侷限於生長在熱帶海岸最高潮線以下，及平均高潮線以上的灌木或喬木，真正紅樹林

植物是指「只生活在河口潮間帶之木本植物，而且具有為適應環境而演化出的氣生根及胎生現象」。 

國際紅樹林組織依其生育型可以分為： 

1. 真正紅樹林植物(Ture mangroves) 

2. 半紅樹林植物（Minor mangroves） 

3. 紅樹林伴生植物（Mangrove associates） 

4. 真紅樹林植物（True mangrove） 

 

 

部位分析 

1. 根部特性：紅樹林生育地土質鬆軟、受潮水沖刷、缺氧，植物的根系多分布很淺但很廣，得以支

撐樹體並利於進行呼吸。根部內並有通氣道，在缺氧的土壤中，更利於氣體交換。紅樹林的根系

可大別為氣根和地下根兩類。 

2. 葉的特性：紅樹林植物葉片的表皮角質層厚，具儲水組織、排水器和栓質層，氣孔凹陷或為密毛

狀體所包圍，以減少水分喪失。有的葉片則具有鹽腺，以調節組織的鹽份。 

3. 胎生現象：由於胎生苗的細胞間隙大，富含漂浮組織，所以能隨波逐流，再定著在適當地點。當

幼苗脫離母株時，可再長成幼樹。有些紅樹林植物，果實還在母樹上時，胚即自種子長出且伸出

果實，最後形成具胚莖和根的胎生苗。幼苗垂掛在枝條上，可自母株吸取養份。 

國內物種 

台灣的紅樹林原有 6 種，現存 4 種，分別為水筆仔、紅海欖、海茄苳以及欖李；主要分布在西部沿海

各河口附近。由於高度的開發，使得紅樹林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 

國外物種 

1. 日本：近年在本州有人工栽培因氣候因素，樹種均為水筆仔。也是目前全球所發現的紅樹林自然

分布最北界。 

2. 中國大陸：主要分布於廣西、廣東、海南、福建和浙江南部沿岸。目前設有五個紅樹林國家級自

然保護區。 

香港：大約有 60 個紅樹林，其中以后海灣的面積最大，並於 1995 年列入國際重要濕地名錄中。香

港真紅樹品種有水筆仔(秋茄) 、白骨壤、桐花樹、鹵蕨、海漆、銀葉樹、木覽、欖李。 

生活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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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物的種類、生活習性、國內物種 

常見生長在紅樹林的動物： 

1. 台灣招潮蟹：身長大小 7cm，台灣特有種，是習性最為機警的招潮蟹。棲息於潮間帶土質較硬的

環境。居住的洞口渾圓，無凸起的泥柱。雌、雄蟹的甲殼呈黑褐色，四對步足為褐色，整體顏色

較其他種招潮蟹深。 

2. 清白招潮蟹：身長大小 4cm，揮螯的動作頻繁，最不怕人的招潮蟹，大量群棲在沙質較重的灘地

洞，口邊常有吃食後遺留的粒狀擬糞。全身以白色為主，背甲顏色會隨著環境改變，而有灰色至

黑色的網紋變化。 

3. 台灣厚蟹：身長大小 6cm，掘洞在樹林附近的泥澤中，生性隱密。常捕食同在泥澤棲息的萬歲大

眼蟹，會將蟹體撕開再取食其肉。漲潮時會爬到紅樹林枝葉、石頭、堤岸上棲息。背甲前的兩側

具明顯的三裂齒，身體的甲殼、步足、螯腳皆呈灰綠色澤，其膃厚實的甲殼部位，連同大螯腳也

長得頗為寬厚。 

4. 彈塗魚：身長大小 6cm，漲潮時呈緣木求魚之姿，攀附在紅樹林、石頭上休息。以尾部就水的方

式彈跳來去。能水陸兩棲，可運用濕潤皮膚呼吸。全身似泥澤色調的灰褐色，佈滿深色的斑紋。

頭部寬大尾部尖細，雙眼靠近且突出頭頂。背鰭小，特大的胸鰭肉質化，適於泥澤的爬行。 

五﹒紅樹林生存方式 

1. 排鹽、保水的葉片：紅樹林生長的地方，潮水起落不定，有時候接近淡水的環境，有時候又接近

海水的鹽度，為了適應這樣變化劇烈的的環境，紅樹林植物發展出各種具有不同應變結構的葉片。

也有研究認為，紅樹林植物可利用落葉的方式，把植株多餘的鹽分集中在老葉，落葉時一併排除。 

2. 多功能的支持根與呼吸根：地下根是因為因應缺氧沼澤所發展出的另一種特殊根系，由主幹分出，

在地下形成放射狀的橫向伸展，有利於氧氣與水分的吸收，代表植物例如有海茄苳。呼吸根的功

能和地下根相當，他的通氣組織很發達，在表皮滿佈皮孔方便空氣進出，呼吸根的形態不一。 

六﹒紅樹林植物具有特殊的形態與構造，其主要特性有 

1. 保護海岸：紅樹林為熱帶及亞熱帶的海灣、河口、潮間帶泥灘地的主要植物。但土壤為鬆軟泥灘

地，這些紅樹林的根為了適應特殊環境，能抵抗海潮波浪等的沖蝕，增加了護岸功能，也控制了

海水氾濫。但紅樹林也有可以防風防颱，降低鹽害侵襲。  

2. 蘊育並生產自然資源:不管是沼澤區、紅樹林、河口區或海草床，都是魚蝦貝等繁殖與生長的良好

棲息地；紅樹林的落葉也有產生豐富的營養鹽又可以提高基礎生產力，是魚貝覓食所需；但這些

魚類與無脊椎動物又會成為是鳥類的食物來源。  

3. 動植物棲地:紅樹林提供動植物的棲息地也保存了這些動植物的基因庫，在關渡和台南的北門和七

股每年冬季有大量候鳥飛來，紅樹林是可以提供候鳥們棲息的所需環境。  

4. 生態系平衡：紅樹林提供的落葉是土壤有機物的來源，可以提供碎屑性動物維生，河口附近海域

也是多數魚蝦繁殖的場所，紅樹林可以提供大量養份，若紅樹林遭到破壞或移除，不止是生態系

損失殆盡，還可能會影響到周邊海域的生態結構。 

八﹒研究過程 

本組前往新豐紅樹林，利用 pH 試紙、溫度計、溶氧儀、氨氮檢測試紙等簡易實驗。 

 檢測數據 

 新豐紅樹林出海口 鳳山溪口出海口 

水溫 17.1°C 18°C 

pH 值 6.5 6~7 

NO2
- 7~10mg/L 1~5mg/L 

NO3
- 30~70mg/L 10~30mg/L 

NH4
+ 0mg/L  

DO(溶氧) 6.63  

 

1. 水溫(圖 1) 

   需要器具:溫度計、水桶 

   操作步驟：取一水桶至出海口取水樣，再將溫度計放至水桶中即可測量出溫度。 

2. pH(圖 2) 

  需要器具:ph試紙、水桶 

  操作步驟: 

(1).將水桶拿至出海口取水樣 

(2).再將 pH試紙下方四格檢測範圍放至水桶 1~2分鐘並拿出來稍等 1~2分鐘後,再讀取較合乎哪一

色階，檢測結果色階較接近 pH7 

3. NO2
- 亞硝酸鹽(圖 3、圖 4) 

  需要器具: NO2
-試紙、水桶 

  操作步驟: 

(1).將水桶拿至出海口取水樣 

(2).將 NO2
-試紙下方兩格檢測範圍放至水桶 1~2分鐘並拿出來稍等 1~2分鐘後,再讀取較合乎哪一

色階，檢測結果色階較接近 7~10mg/L 

4. NO3
-  硝酸鹽 (圖 3、圖 4) 

需要器具: NO3
-試紙、水桶 

操作步驟: 

(1).將水桶拿至出海口取水樣 

(2).將 NO3
-試紙下方兩格檢測範圍放至水桶 1~2分鐘後並拿出來稍等 1~2分鐘後,再讀取較合乎哪

一色階，檢測結果較接近 30~70mg/L 

5. NH4
+ 氨氮(圖 5、圖 6) 

需要器具: NH4
+試紙、水桶 

操作步驟: 

1. 將水桶拿至出海口取水樣 

2. 將水樣倒出 50ml 加入指示劑，將水樣混和均勻會變藍紫色後，把試紙下方一格檢驗範圍放至

水桶 1~2 分鐘後並拿出來稍等 1~2 分鐘後,再讀取較合乎哪一色階，檢測結果接近 0mg/L 

6. 溶氧(DO) (圖 7、圖 8) 

   需要器具:溶氧儀、水桶 

   操作步驟: 

(1). 先將溶氧儀的電極放至空氣中校正等待螢幕左下角出現微笑☺或是左上角 MADE 則為校正完

成。 

(2). 將電擊放至水桶中等待螢幕出現微笑或是 MADE 即可測得溶氧的數據。 

 

七﹒紅樹林的汙染是否有改善及復育 

    保育中心指出，台灣紅樹林一度曾有三科六種之多，因人口壓力、土地開發、海港擴建與環境污

染等衝擊，紅茄苳及細蕊紅樹已相繼在台灣消失，僅存的五梨跤、欖李又因魚塭整地、工業區設置及

道路開闢等海岸開發行為，生存環境遭受考驗，目前全台紅樹林面積僅剩三百公頃左右。該中心近年

來積極進行五梨跤、欖李的復育研究，復育時考慮以下幾點: 

1. 本土種優先：紅樹林的復育工作需要有水利工程、水文、河川生態、植物生態、魚類生態等學門

的專家參與，唯有各單位、公司或團體能發揮團隊精神，才能通工逸事，像鹽水溪等河川的美化

綠化工程一樣，只是為了整平地形，將原來長得不錯的原生種植物鏟除，改栽種外來植物，種植

外來植物時，應考量是否會對原生植物造成威脅、寄生等問題，應一一慎重考量而非執意種植，

導致原生植物的消失。 

2. 就地保護：保護紅樹林儘可能就地保護與復育，不得意才考慮是否進行移植。每個棲地各有原來

的生態，維持著生態平衡，如果突然移入新物種、改變地質、變更水質或水文，導致破壞生態平

衡。像不少開發單位為通過環評，提出將某植物移植至另一地點，藉保護稀有植物，但最好的方

式應該就地保護，而非移置新環境。 

3. 審慎評估：台灣西部沿海生態系中極重要的一環，值得保育，但不要只是盲目復育，也可能會破

壞原有生態環境的反效果，復育時最好預先調查復育地環境 ，以免造成浪費。 

 莊雅芹 

「紅樹林」這個名稱源自於紅樹科植物體內含大量單寧，當單寧在空氣中氧化，其附著的枝幹呈

紅褐色。而現今所指的紅樹林僅侷限於生長在熱帶海岸最高潮線以下，及平均高潮線以上之灌木或喬

木，真正紅樹林植物是指「只生活在河口潮間帶之木本植物，且具有為適應環境而演化出的氣生根及

胎生現象」。 

紅樹林的存在對人類以及生態都帶來了不少好處，生態方面具有保護堤岸的功能，也可以讓地面

上水滲透到地底下補充水源，減緩沿海地區因養殖漁業而超抽地下水所造成「地層下陷」的問題；也

可以阻擋污染物和吸附重金屬，減少這類物質直接流入海洋而造成海洋污染，也可提供魚、蝦、貝類

各種豐富的無機鹽和有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環境。人類方面可以規劃成觀光遊憩，獨特的景觀與豐

富的野生動物，可以說是最好的自然觀光資源，目前有許多地區已經將紅樹林推廣作生態旅遊的景點，

也可以提供良好的教學環境，帶領學生以及觀光客前往生態區參訪，了解紅樹林周圍相關的動植物以

及紅樹林存在的人文社會意義，教育人們該如何正確地保護這片生態保育環境，避免工業和地產過度

開發或者大肆破壞這片優美的土地，生態保育環境是需要大家共同保護的。 

    透過這次紅樹林的專題，發現紅樹林真的是個很珍貴的地方，生物也豐富，是個教育最佳的自然

題材，也提供了生態系良好的生活環境，滿足了人們喜歡到戶外踏青與觀賞生態的興致，人們製造垃

圾少一點，順手多撿垃圾，對於生態的永續性有很大的幫助，多虧了這次專題作業，讓我更懂得珍惜

這塊大家都愛的寶地－紅樹林 

 程婉昀 

在還沒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紅樹林前，我只認為就是一片可以長在水裡面的樹木而已，並不知道原

來它有這麼多功用，例如它能夠抵抗潮汐和洪水的沖擊、過濾陸地徑流和內陸帶出的有機物質和污染

物、為許多海洋動物提供棲息和覓食的理想生境、是近海生產力，提供有機碎屑的主要生產者、也是

植物本身的生產物、更具有自然景觀旅遊資源和人文景觀旅遊資源等價值等。 

河川在陸地上蜿蜒流動，到河口時河水已經幾乎是混濁的，因為流速變慢懸浮的泥砂變少，礦物

質及有機物沉積，形成質地細膩的泥灘地，由於這裡也是淡海水交界處，漲潮的時候海水淹沒泥灘地，

退潮後水質又被河水取代。也因為泥灘地質地細密所以它的保水力強，導致泥中與泥面的空氣無法交

換，而且高密度的分解性細菌在泥灘內繁生，消耗掉大部分的氧氣，所以在軟爛的泥巴幾公分下，就

變成缺氧的環境，不論是就濕度、鹽分含量及呼吸的觀點來看，這裡的環境變化是非常大的，所以要

生存在紅樹林河口沼澤的生物，並非這麼容易。 

生活在紅樹林中的生物早就建立了自然循環依存的關係，由上游流下的有機質碎屑及植物供給不

虞匱乏的食物來源給螃蟹、魚、貝類，其他不同類型的猛禽類和肉食性類螃蟹等捕食其他動物，最後，

所有的生物屍體殘骸及排泄物等再次循環分解，又回歸為整個低區的基本優機物質。紅樹林沼澤及所

有的濕地沼澤所具有的豐富生命體系，是地球上相當中藥的物質詢環區域，也是我們人類活生生的自

然觀察教室，令人遺憾的是，這裡同時也是面臨極大的破壞壓力，在人類的都會開發及各類工商業活

動中，經常被有意或無意的忽視對原有環境的破壞及影響，除了直接面臨開發命運外，河川及海岸的

污染也直接衝擊這些地區。 

茂密生長在海邊的紅樹林，會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抵擋海浪對海岸的侵蝕，茂密的紅樹林也可以

阻擋強勁的海風，或把泥沙擋下，使海埔地擴大；紅樹林的根系可以淨化水質；紅樹林翠綠優美的樣

子，以及棲息其中的鷺鷥、各式各樣的螃蟹、彈塗魚等，是很好的觀光資源，更是學者專家研究大自

然的好題材。 

    因為這次的經驗讓我了解原來紅樹林有這麼大的功用，不僅能抵擋海浪的衝擊、調節地下水位、

淨化水質等，紅樹林守護著我們的河口，所以我們更應該保護這些紅樹林不應該因為人類的貪婪而破

壞這片土地，讓它消失在開發中，每一種東西都有它的食物鏈，一旦破壞了不單單只有現有的被破壞，

而是環環相扣的，希望在重視自然環境的意識抬頭後，這樣的努力可以為地球留下寶貴的自然資產，

能夠讓紅樹林永續發展。 

 呂致賢 

  紅樹林在早期被認為是用處不大的潮間帶植物，在早期台灣的紅樹林西海岸地區泥質灘地，用

途只限於薪材、防風等用途，為了經濟的開發、公共建設、相關養殖業的發展，台灣的紅樹林不斷的

消失中，近年來的研究發現紅樹林具重要的生產力及特殊的生態系，才受到學界、民眾、政府的重視。 

受到土地開發及環境污染的雙重威脅，國內紅樹林 面積正逐漸縮減。早期國內紅樹林分佈相當

廣，最多時面積超過一千公頃以上，目前只剩約 300 多公頃。如何妥善保存現有紅樹林，是當前重要

保育課題。 

  「保育紅樹林」是大家直接付諸行動的概念，由於復育紅樹林的觀念深植在大部分人腦海裡，

甚至許多中小學會由老師帶領小朋友在海岸種植紅樹林的行動，認為這是復育紅樹林、保護海岸的環

境教育。難道台灣的海岸只有紅樹林這樣的植物嗎？其實很少人思考到底什麼海岸需要紅樹林？紅樹

林大量的人為種植，使得雲林莞草大量減少，影響附近的生態系統，當地推動復育雲林莞草，其特性

可以完全取代紅樹林，卻沒有紅樹林所造成的缺點。 

    我認為紅樹林的復育工作，唯有考慮到每一項細節與層面，才能不影響原有生態的完整性，又不

會影響到原有的物種。紅樹林的保育是非常重要的，它在地球上是非常重要的物質循環區域，不過可

惜的是，我們經常忽視了對河川、海岸的汙水排放，這樣的汙染是直接衝擊紅樹林的。希望在近年環

保意識抬頭後，這樣的努力能夠保存下寶貴的紅樹林。 

 

九﹒組員心得 

 呂文婷 

紅樹林是指由紅樹科的植物組成，組成的物種包括草本、藤本紅樹，生長於陸地與海洋交界帶的

淺灘，是陸地向海洋過度的特殊生態系，有“海上森林”、“ 海底森林 ”和“潮汐林”之稱。 

而紅樹林並不是一看樹葉外表就是紅色的，而是樹的木材、樹幹、枝條、花朵才是紅色的，紅樹

林的名稱由來是源自一種紅樹科植物－紅茄，其中樹皮的部分可以提煉紅色染料，馬來人於是稱它的

樹皮為“紅樹皮”，而中文名稱則叫做紅樹，紅樹林是熱帶、亞熱帶地區的河口、海岸沼澤區域的耐

鹽性常綠灌木或喬木樹林，其大部分樹種屬於紅樹科，生態學上通稱為紅樹林。 

紅海欖、木欖、秋茄的果實在離開母樹前就從母株吸取養分，生長發育成綠色的棒狀胚軸，並利

用胚軸上的皮孔換氣。胚軸的下端粗重而尖銳呈筆狀，利於胚軸成熟後從母體脫落，順利插入母樹周

圍的軟泥中。如果胚軸能順利根著，幾小時後就可以長出側根。若胚軸無法順利根著，則隨潮水漂流、

傳播到其它海岸灘塗，這是紅樹植物擴展其分佈範圍的重要方式。胚軸內具有空隙且含空氣，比水還

輕，會浮在水面隨潮水漂流，胚軸表皮含有單寧不易腐壞，可以避免軟體動物及甲殼動物的吞噬，因

此可以在海水中漂流二、三個月。另一些紅樹植物桐花樹、白骨壤、老鼠簕的種子在果實內萌發，形

成具有幼苗雛型的胚體，但不形成長筒形胚軸突出果實之外，稱為隱胎生或潛育胎萌。 

知道這些後，我們也打算測一些相關水質的參數，可以更瞭解紅樹林的生長環境，而非只是單單

瞭解他的生長過程。經過我們測的 pH、氨氮、溶氧、硝酸鹽、亞硝酸鹽、溫度後，發現新豐的紅樹

林未受汙染，但也希望我們其他沒有測到的地方可以不要受到工業和人為的汙染，紅樹林不單可以做

為觀光也可以對環境有很多幫助，希望還有更多人可以慢慢對環保有意識，而不是一昧的破壞。 

 黃文揚 

做完專題之後，我深深更了解生態圈的型態，紅樹林和生物的習性，大家都在講要復育但他們往

往忘記先了解生態習性和了解這個環境是否能培養生態，這樣才能真正的幫助到復育，生物的減少罪

魁禍首就是人類的破壞，如果我們一直再復育，而不肖業者不斷破壞，那復育再多也沒有用，雖然政

府跟民間保護人士不斷在克制業者，但偷偷破壞及排放廢水的人永遠抓都抓不完,就算抓到也才罰一

點錢而已，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除了業者們的破壞，民眾排放家庭廢水也是一種破壞，那些廢水幾

乎都是洗劑，會嚴重造成優養化。有時會看見有人在旁邊用釣竿釣螃蟹，或者直接拿魚網捕魚或毒魚，

還有棄養動物亂放生，使得紅樹林生態圈造成不平衡，這些都對紅樹林有大大的影響，加速它的壽命

縮短，破壞只需要很短的時間，但復育是要好幾年，甚至已經無法再復育了，希望政府能夠再加重法

律刑責抵制破壞的人，但有時候政府也很難做人，經濟跟生態是否共同擁有?這個問題一直讓政府很

為難，例如高雄港跟旗津那邊，高雄港每年平均下來大概有 700 萬至 800萬的貨櫃裝卸量，高雄港是

世界及裝箱運輸的大港之一，旗津那填海造路，蓋的幾乎都是工廠，迅速發展成工業區，光這兩個地

方就幫台灣帶來不少的經濟，但原有的細蕊紅樹及紅茄苳也就這樣犧牲了，觀光休閒不僅帶來了人潮

也帶來錢潮，但帶來的垃圾也不少，從破壞事件看來人們的破壞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經濟 ，我們也

不行叫政府都不要經濟來保育紅樹林，但也不能只要經濟不要紅樹林，事情很難做到雙贏的。 

紅樹林對我們人類來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經過學術研究，紅樹林有吸收泥地重金屬的特性剷除後的

土壤中含有重金屬鹽化物極易造成建築鋼筋能夠在短時間內氧化腐蝕，因此保留區的設立，或許可以

免去不必發生的劫難，且紅樹林可趁漲潮時間，垃圾在裡面時，剛好會被攔截下來，因此它也有攔截

垃圾的功能，根據研究紅樹林也有進化水質的功能，也是每年候鳥必報到的地方，給牠們提供一個棲

息地，還有肥沃的養分在，在食物鏈裡面佔了一個不可沒有的地位，萬一消失了，會開始牽動整個食

物鏈，導致物種一一滅絕，甚至人類也會走到滅亡的地步，因此環境跟生物之間有個很密切的關聯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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