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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補(捐)助研究生研究計畫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
之海蛞蝓生物多樣性與分佈之研究
期末報告摘要
本研究計畫執行至今在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內的研究計畫執行至今
總共調查 10 個調查潛點，14 個調查區塊。至今期中總共調查 14 趟實地潛水調
查共 50 次。合計調查發現之科別，發現後鰓類生物共 8 目 29 科 119 種，其中
74 種有效種佔 62.6％

;

45 種未知名種佔 37.8％。

本研究的重點是獲得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海蛞蝓物
種豐度和多樣性的基線數據。黑潮潮流預計是對墾丁地區分佈的主要影響，隨季
節變化，這項研究增加了我們對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地
區的海蛞蝓生物的知識。可在該地區的後續研究將產生一個物種列表，這將有助
於台灣海域海岸線增加的多樣性資料的知識庫，並可以幫助日後確定台灣海域北
部和南部物種分佈的極限。
生物相調查方法使用調查線潛水觀測法 (Visual Strip-Transects Method)
(依 McCormick andChoat, 1987)，每一測站根據當日潛水實地調查時的 GPS 定
位，每次於每個選定之調查測站，設置調查線，範圍 50 m × 20 m，用攝影紀錄
方式，調查記錄測線內各海蛞蝓的種類、體長大小及數量，最後將以 PRIMER 軟
體和 Pearson(1994)的七個標準比較，將整合資料進行群聚分析與質的分析。

關鍵詞 : 海蛞蝓、生物多樣性、潛場分級分區、海洋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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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nting National Park Service is a graduate research program
- Kenting National Park Marine Area "Houhu Lake Marine Resources
Protection Demonstration Zone"
Study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 of
Summary of Final Report
A total of 10 survey sites and 14 survey blocks have been surveyed
so fa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of the Houwanghu Marin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rea.
Up to now, a total of 14 field dives have been surveyed 50 times. A total
of 119 species of 29 families and 29 families were identified. 74 species
of effective species accounted for 62.6%; 45 species of unknown species
accounted for 37.8%.
Biomass survey methods Using the Visual Strip-Transects Method
(McCormick and Choat, 1987), each station, based on GPS positioning during
the on-site dive site survey of the day, at each selected survey station,
The survey line was set up in the range of 50 m × 20 m. The types, length
and size of the sea slugs were recorded and recorded by the photographic
record. Finally, the seven criteria of PRIMER and Pearson (1994) were
compar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cluster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Key words: Sea slug, Biodiversity, Subdivisions,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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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墾丁國家公園於 1982 年 9 月公告成立，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於 1984
年 1 月，是我國第一座成立的國家公園，三面臨海，為我國少數同時涵蓋陸域與
海域的國家公園之一，海域面積 15206.09 公頃、陸域面積 18083.50 公頃，合計
共 33,289.59 公頃。由於百萬年來地殼運動不斷的作用，陸地與海洋彼此交蝕影
響，造就了本區高位珊瑚礁、海蝕地形、崩崖地形等奇特的地理景觀。特殊的海
陸位置加上熱帶氣候的催化，此孕育出豐富多變的生態樣貌，海岸林帶的植物群
落尤其特殊罕見，每年還有大批候鳥自北方飛來過冬，數量之多蔚為奇觀；海底
的珊瑚景觀更是繽紛絢麗，為墾丁國家公園妝點出卓絕風貌。(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位在墾丁國家公園南灣與貓鼻頭兩地間的巴
士海峽內(如圖一內紅框處)，於 2005 年 3 月 30 日成立，範圍總面積約為 180
公頃。該海域為保護生物多樣性而建立的保護區，並以海膽的保護為起始，而後
擴及至所有海洋生物的全面保護。近年來保護的效果明確，而此處的豐富海域資
源也是讓國內外潛水員慕名接踵而來的原因 。

圖 1.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在墾丁國家公園之相對位置-紅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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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殼已退化消失的「海蛞蝓」分佈全台海域，因色彩鮮豔、紋路多變被喻為
海底「七彩寶石」，但多彩鮮豔的海蛞蝓生活史卻長年被忽略。國立海生館於
2007 年時有計畫調查恆春半島海域海蛞蝓，光是記錄到的囊舌目海蛞蝓共六科
三十四種，其中三十種是新紀錄種，即近九成是台灣首見。說後壁湖是「海蛞蝓
的天堂」一點也不為過，連曾造訪墾丁的美國知名海洋生態保育及囊舌目分類學
家辛西亞．羅布利基（Cynthia D. Trowbridge）博士，也讚嘆恆春海域海蛞蝓
多樣性和密集度，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後壁湖無疑是全台觀賞海蛞蝓的熱點區域，
應該做長時間、密集的調查研究工作。
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般來說，海蛞蝓非常嬌小，體長在 0.5 到 2.3 公分之間，與豆丁海馬的迷
你程度不相上下。其明星物種潛力亦不相上下，吸引潛水觀光客在海底接踵排隊
觀看，2004 年台北海洋館推出「彩色小精靈~海蛞蝓特展」跟 2009 年屏東海洋
生物博物館亦為此舉辦「發現海蛞蝓特展」如圖 2，引起廣大回應，為當地帶來
無限商機。
張嘉栢(2012)亦表示，然而當潛水觀光客想就近、逼真觀察野生物種的的慾
望，卻可能為該物種造成干擾。由於所活動的場所常在國家公園或保護區內進行，
因此活動場域所具備之高度脆弱性與不可回復性等特質，以及旅遊活動與資源保
護間所呈現之衝突關係，遂使得相關活動與生態保育之互動成為值得審慎思考之
議題。預期調查成果可見，保護示範區所執行的保育措施對海洋生物的保護立即
有正面的效益；因此儘可能降低人為活動對自然的干擾，才是資源永續利用的長
久之計!

圖2

2009 年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舉辦「發現海蛞蝓特展」之專刊

2

第二章

研究目的

許多人都誤以為保護區的設立限制了居民遊客原本捕魚和遊憩的權利，使其
生計和權益受損。但事實上，在 Benjamin S. Halpern .,(2010)的研究表示，
因為保護區面積有限，而海域沒有界線，在保護區內生長繁衍的成魚、幼魚、魚
卵或無脊椎動物幼生仍會主動或被動的來到區外，資源非但不會因為限制而消失，
反而使保護區外的族群量增加，此現象稱為「溢出效應」(spillover)。
海蛞蝓是一群多樣、美麗而神秘的海洋生物，分布範圍包含世界各大洋，從
熱帶赤道海域到南、北極地都有海蛞蝓蹤跡，目前已知全世界約有 3000 種。台
灣四周環海，地形及溫度適中，淺海區域水中生態相當多樣化，珊瑚種類和族群
相當豐富，形成穩定生物繁衍及海洋環境的基礎，正是印度、西太平洋地區生物
多樣性最高的區域，因此更是許多熱帶種類海蛞蝓重要的分布範圍。
其中囊舌目海蛞蝓幾乎是數量最少、色彩最豐富多變的，主要是因為囊舌目
以海藻為食，與海藻存有共同演化的密切關係，受限於海藻種類，囊舌目的豐富
度也會受到侷限。而根據近幾年來調查發現，台灣海域的海蛞蝓種類多達五、六
百種，不乏世上首見新物種。也讓在 2007 年 9 月 15 日參加中山大學海蛞蝓研討
會中的理查．威廉博士(Richard C. Willan 澳洲的軟體動物權威專家)讚嘆台灣
海域海蛞蝓多樣性和密集度。其中張晏瑋(2012)台灣及離島後鰓類之生物多樣性
研究指出，在台灣的經濟海域共記錄到 7 目 56 科 161 屬 782 種海蛞蝓(後鰓類軟
體動物) ，其中 459 種(58.7%)為有效種，323 種(41.3%)為可能新種，估計在西
太平洋區域的台灣經濟海域約有 1000 種，被海洋生物學者暱稱為
「海底的珠寶」
。
所以有其必要對其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內之海蛞蝓生物多樣性做詳細長久的研究
調查。
其主要調查研究的目的有二
一、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海域-海蛞蝓生物多樣性與分
佈之現況分析。
二、海蛞蝓生物跟生態潛水旅遊活動之關係。
第一節

名詞解釋

軟體動物們(Phylum Mollusca)是無脊椎動物門的第二大門，僅次於節肢動
物們。軟體動物是種繁多，型態變化很大的一群無脊椎動物。其中最常見的就是
腹足綱(Class Gastropoda)，身體分成頭部、內臟團跟腹足三部分，最大特徵是
發育過程中神經與內臟團旋轉 90 度至 180 度，內臟團藏於外套膜分泌的螺旋狀
的殼內，頭部有發達的眼睛和敏感的觸角，足部具有口蓋(Operculum)。螺殼的
外型與大小變化很大，大至超過 60cm 如大法螺，小的也有小於 1mm 的。腹足綱
又可分為三亞綱，前鰓亞綱(如寶螺、大法螺、骨螺等)、異鰓亞綱(原後鰓類海
蛞蝓 Opisthobranchia 已經不被分類學家繼續沿用，原因是很多裸鰓動物，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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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並沒有一般人認知明顯的鰓)、有肺亞綱(由套腔演變成以肺呼吸的螺類，如福
壽螺、非洲大蝸牛等)，區分如下表圖示
表一 前鰓亞綱跟異鰓亞綱生物外觀區分表
界：動物界 Animalia
門：軟體動物門 Mollusca
綱：腹足綱 Gastropoda

界：
門：
綱：

動物界 Animalia
軟體動物門 Mollusca
腹足綱 Gastropoda

-前鰓亞綱 Prosobranfhia

-異鰓亞綱 Heterobranchia

目：Neotaenioglossa
科：法螺科 Ranellidae
屬：大法螺屬 Charonia

目： Nudibranchia 裸鰓目
科：多彩海牛科 Chromodorididae
屬：Hypselodoris

種：大法螺

種：鑲邊多彩海蛞蝓

二名法
Charonia tritonis
(Linnaeus, 1758)

Hypselodoris apolegma
(Yonow, 2001)

說明
內臟團藏於外套膜分泌的螺旋狀的殼 外殼完全退化、頭部上方有一對特別的
內，頭部有發達的眼睛和敏感的觸角， 感覺器官-嗅角(rhinophore)、枝狀的
足部具有口蓋
次生鰓(secondary gill)裸露於外表
「海蛞蝓就」是英文中的 Sea Slug ，通常只背殼退化或消失的一群軟體動
物，又稱 Nudibranchs，一般西方英文讀者常以”Nudibranchs”來代表所有的
裸鰓動物，而本研究的目標物為軟體動物們(Phylum Mollusca)腹足綱(Class
Gastropoda)異鰓亞綱 (Heterobranchia)的總稱。海蛞蝓背殼退化後(亦是一種
演化進化過程)體型由「螺旋型」演變成「成長型」
，因此鰓的位置移到身體後方，
形成後鰓動物 Opisthobranchs，在現今一般休閒潛水員的認知上，海蛞蝓就是
狀似蛞蝓，背部有裸鰓、殼退化或無殼的海中的軟體動物。海蛞蝓種類繁多，而
且新的品種不斷在全球各地被發現，不僅體色斑紋鮮豔多樣，被海洋生物學者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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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海底的珠寶」。以實地調查與攝影紀錄海蛞蝓生物生態多樣性，並將海蛞
蝓生物多樣性調查研究分析做整合報告，讓更多人認識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其得天
獨厚的環境特色與自然生態，幫助推展其中「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的海
域活動。
第二節

世界上海蛞蝓有幾種

經由請教 理查威廉 博士(Dr Richard C. Willan)和 張晏瑋 博士，現今的
異鰓類海蛞蝓 (後鰓類海蛞蝓已經不被分類學家繼續沿用)有幾種? 回答說明經
描述的有 3000 多種，可能有 6000 種以上。
一、海蛞蝓生物相的分類 :
由張晏瑋(2012)台灣及離島後鰓類之生物多樣性研究中整理說明。目前海蛞
蝓的分類地位屬於軟體動物門 (Mollusca) 腹足綱 (Gastropoda)異鰓亞綱
(Heterobranchia)內其中的一個分支的總稱，包含了 Acteonoidea (捻螺目)、
Cephalaspidea (頭盾目)、Runcinacea、Thecosomata (有殼翼足目)、Gymnosomata
(裸體翼足目)、Rhodopemorpha (桿形目)、Anaspidea (無盾目)、Sacoglossa (囊
舌目)、Acochlidia (無殼目)、 Umbraculoidea (傘殼目)、Pleurobranchoidea
(側鰓目)、Nudibranchia (裸鰓目)等 12 個目。海蛞蝓生物相科名(Family:共
60 科)與翻譯中文名如表二。
表二 海蛞蝓生物相翻譯中文名對照表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 Mollusca
軟體動物門
- Gastropoda
腹足綱
- Heterobranchia
異鰓類
目別
1

2

生物相 - 目名

科名

科中文名

Acteonoidea (捻螺目)

Acteonidae

捻螺科

Aplustridae

船尾螺科

Bullidae

棗螺科

Bullinidae

豔捻螺科

★

Aglajidae

美麗科

★

Cylichnidae

杯螺科

Diaphanidae

透螺科

★

Gastropteridae

腹翼螺科

★

Haminoeidae

長葡萄螺科

★

Philinidae

薄泡螺科

Smaragdinellidae

翡翠螺科

Cephalaspidea (頭盾目)

3

Runcinacea (羽葉鰓目)

Runcinidae

羽葉鰓科

4

Thecosomata (有殼翼足目)

Cavoliniidae

駝蝶螺科

★

5

5

Gymnosomata (裸體翼足目)

6

Rhodopemorpha (桿形目)

7

Anaspidea (無盾目)

Aplysiidae

海兔科

8

Sacoglossa (囊舌目)

Caliphyllidae

美葉科

Hermaeidae

荷葉科

Juliidae

珠綠螺科

Limapontiidae

柱狀科

★

Oxynoidae

長足科

★

Plakobranchidae

海天牛科

★

Volvatellidae

圓捲螺科

Costasiellidae

天兔科

★

Elysiidae

平鰓科

★

Cliopsidae

X

★

x
★

9

Acochlidia (無殼目)

x

10

Umbraculoidea (傘殼目)

Umbraculidae

傘螺科

11

Pleurobranchoidea (側鰓
目)

Pleurobranchidae

側鰓科

★

12

Nudibranchia (裸鰓目)

Hexabranchidae

六鰓海牛科

★

Actinocyclidae

輻環海牛科

★

Onchidorididae

瓣海牛科

Goniodorididae

隅海牛科

Triophidae

三岐海牛科

Polyceridae

多角海牛科

Vayssiereidae

瓦西海牛科

Gymnodorididae

裸海牛科

★

Aegiridae

三鰓海牛科

★

Cadlinidae

疣海牛科

Chromodorididae

多彩海牛科

★

Dorididae

海牛科

★

Discodorididae

盤海牛科

Dendrodorididae

枝鰓海牛科

Phyllidiidae

葉海牛科

★

Arminidae

片鰓科

★

Doridomorphidae

似海牛科

Zephyrinidae

西風科

Bornellidae

二列鰓科

Lomanotidae

洛馬納科

Tritoniidae

崔坦科

Cadlin=覆蓋很多小疣突

Dorid 形狀的

★

6

uni+tooth

Dotidae

豆豆科

★

Scyllaeidae

席拉科

Tethydidae

大嘴科

Embletoniidae

恩布爾頓科

Babakinidae

馬場科

Facelinidae

灰翼科

Flabellinidae

扇羽科

Unidentiidae

單齒科

Aeolidiidae

翼簑科

Eubranchidae

真鰓科

Tergipedidae

背鰓科

★

Glaucidae

海神鰓科

★

Fionidae

費歐娜科

★

★
★

資料來源 : 張晏瑋 提供，吳松鴻彙整
★:此記號為此次調查發現之科別，調查至今已經發現共 8 目 29 科 119 種，74 種
有效種佔 62.2％ ; 45 種未知名佔 37.8％。(調查物種清冊)
二、海蛞蝓的翻譯中文名 :
因目前「海蛞蝓」以多被國人接納，但是在台灣中文名的溝通上，因為一直
沒有定位清楚，以致眾說紛紜。
本研究為避免搞混，在中文名上沿用一般通用以『學名 + 科中文名去除科 +
海蛞蝓』;並將其中命名的「海牛」與「螺」去除，以免混淆，如 1. Hexabranchus
sanguineus (Ruppell & Leuckart, 1828) 是 Family: Hexabranchidae 六鰓海
牛科的，稱為血紅六鰓海蛞蝓; 2. Haminoea ovali (Pease, 1868)是 Family :
Haminoeidae 長葡萄螺科的稱為卵形長葡萄海蛞蝓 ; 但是 3.是 Family:
Dorididaecc 海牛科的 Halgerda willeyi (Eliot, 1904)，稱為威利海蛞蝓 又
不知道科名，於是中文名則加上海牛稱之以威利海牛海蛞蝓，如表三。(潛水攝
影調查照片記錄對應圖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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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潛水攝影照片記錄對應圖之說明
標記

深度

40

12

大小(mm)

數量

220

1

標記

9

深度

13.1

大小(mm)

1-8

數量

標記

深度

23

47

20

大小(mm)

15★

照片編號 : 2016_0716_195057_021 / 19:50

照片編號 : DSC_0108 / 14:51

照片編號 : DSC02433 / 10:09

Family: Hexabranchidae (六鰓海牛科)

Family : Haminoeidae (長葡萄螺科)

Family : Dorididae (海牛科)

學名 : Hexabranchus sanguineus

學名 : Haminoea ovalix
(Pease, 1868)

學名 : Halgerda willeyi

(Ruppell & Leuckart, 1828)

中文名 : 卵形長葡萄海蛞蝓

(Eliot, 1904)

中文名 : 血紅六鰓海牛海蛞蝓

數量

1

中文名 : 威利海牛海蛞蝓

#標記:潛水調查記錄第 40 次區分 ; 深度:公尺 ; 大小:mm ;
★: 為此次調查之新紀錄種
另外無法辨識之未知名海蛞蝓則以調查記錄為區分、如第 22 次潛水調查發
現多種且外觀明顯差異大之 Family : Haminoeidae 長葡萄螺科海蛞蝓，將以
Haminoeidae sp22-1、Haminoeidae sp22-3. Haminoeidae sp22-4 區分未命名(長
葡萄螺科)海蛞蝓如下表四 (調查研究發現之海蛞蝓中文名詳情如附件 1)。
表四 未知名海蛞蝓調查記錄區分示意
標記

深度

9

13

大小(mm)★

數量

6

照片編號 : DSC_0136 / 15:04
Family: Gastropteridae (腹翼螺科)
學名: Siphopteron sp-9-1.
中文名:未命名(腹翼螺科)海蛞蝓-太極

1

標記

9

深度

12.5

大小(mm)★

3-4

數量

2

照片編號 : DSC_0169 / 15:23
Family: Gastropteridae (腹翼螺科)
學名: Siphopteron sp-9-2
中文名 :未命名(腹翼螺科)海蛞蝓-白頭黃
尾

標記

15

深度

12.6

大小(mm)★

5-7

數量

3

照片編號 : DSC_0044 / 11:28
Family: Gastropteridae (腹翼螺科)
學名: Siphopteron sp-15-2
中文名 : 未命名(腹翼螺科)海蛞蝓-白體透
明尾

★為此次調查之第一次發現之紀錄種，重複發現則不再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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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海蛞蝓在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意義
一、物種多樣性及門的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可分成遺傳、物種和生態系的多樣性三個層次。其實海洋才是保
存了地球上絕大部份生物多樣性的地方。基於生物不論分成幾界，絕大多數的生
物均仍存在於海洋，這主要是因為地球上的生命均起源於海洋，最古老的化石出
現在 35 億年前、5.7 億年前出現海洋無脊椎動物、4.25 億年前陸上才開始有
生物出現，在此之前地球上只存在有海洋生物。它就像內太空世界般，能提供人
類未來探索學習的機會，而利用這些多樣性的潛力，要遠比陸地上的生物來的更
大。
就「物種多樣性」而言，雖然陸域的昆蟲佔了目前已命名種類的一半，但很
少人了解海洋生物，其實海洋生物遠比陸上生物來的更為豐富珍貴。如在植物界
的藻類中，褐藻門和紅藻門亦幾乎全部只生活在海洋中。這是因為不同「門」的
生物代表血緣關係很遠，而血緣關係愈遠的生物，它們彼此間基因的歧異度和生
物特性的差異就會更大的緣故。最近隨著深海採樣工具的不斷進步和一些最新的
探勘報告， 以及 DNA 技術的精進可用來鑑識過去無法分辨的超微之微生物之品
種。因此近來在深海不斷有新的生物類群被發現，特別是超微的微生物。而海蛞
蝓的發現物種，也從 3000 多種提昇到可能 6000 多種。這正應驗了過去科學家所
言：在大陸棚的海底或更深的海域所孕育的物種可能高達百萬種之多。但是也因
為台灣對海域空間的管理方式限制了水下調查作業能力，令國人覺得台灣的「內
太空」美麗世界的了解，恐怕還不如「外太空」來的多。
二、生態系的多樣性
在「生態系的多樣性」方面，不但不同的生態系在群聚的物種組成上有所不
同，其物種的習性，形成之機制或是功能運作（如食物鏈）亦都不相同。譬如河
口的沼澤區、紅樹林、潟湖、珊瑚礁、岩岸、大洋和深海沉積平原、乃至於深海
熱泉（hydrothermal vent）或是海底冷泉（cold seep）、其種類組成、結構及
功能都甚為不同、而台灣海域更是在 400 多公里中就有這 9 大生態系。在生物演
化過程中，觀察珊瑚礁是生活在貧養海域，但卻可有效地反覆利用稀有的營養鹽
來維持高初級生產量。即使在同一個地理區內，因海流及淡水流量的自然因素或
是人為因素干擾的影響也會使得同一類型生態系的組成和功能有所差異。只是目
前在生態系多樣性方面的研究仍少，也還沒有已被大家普通接受的海洋生態系的
分類體系。而調查發現研究海蛞蝓在不同生態系棲地的關聯性，將有助於未來海
洋生物多樣性的研究、保育研究及經營管理。
三、遺傳的多樣性
「遺傳的多樣性」即物種內由於空間和時間（如產卵期）的不同，而使群族
彼此沒有機會相互交配，以致於在基因型上造成愈來愈大的差異，甚至各自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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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為不同的種。同樣在同一種群內也有遺傳的多樣性存在，這才是生物得以隨
環境改變、物競天擇、產生進化的基礎。許多過去根據形態被認為是同一種或不
同種的海洋生物，後來經過分子序列分析發現結果不然。而遺傳多樣性更是改良
養殖物種或發展生技工業的基礎。基因的不同造就出遺傳多樣性，生物因此有了
大小不等的差異，而這些差異除了提供人類更大的選擇性，還讓物種能演化適應
不同的環境。因此，基因變化越多，遺傳多樣性越大，生物越有辦法適應環境而
不被淘汰消失，這就是各種物種存在於世界上的原因，而這許許多多、各式各樣
的物種，構成了物種多樣性。
陳育群(2007)水溫與二氧化碳變動對六種大型海藻成長與生理之影響中指
出，研究中發現，墾丁地區海域之水溫自 2000 年開始有逐年上升之趨勢，由其
研究結果可得知，水溫似乎為影響此六種大型海藻成長的主要因子。因此推測當
全球暖化致使水溫超過此六種大型海藻之最適成長溫度(30℃)，此六種大型海藻
將會面臨無法成長甚至死亡的威脅。已知現今海洋中海水的酸度與溫度增加，造
成珊瑚礁的造礁能力影響極大、有些貝類因此而外殼變薄、藻類的生長週期、大
小數量範圍也有所改變，在日後研究海蛞蝓，是否因為基因些微不同，研究分析
出自然環境的異常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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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過程

以實地調查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內之海蛞蝓生
物多樣性， 並將海蛞蝓生物多樣性調查研究分析做整合報告，讓更多人認識後
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海域範圍中其得天獨厚的環境特色與自然生態。本計畫
自通過後進行此海域多個測站小範圍(潛水穿越線 50*20 公尺)潛水調查海蛞蝓
生物多樣性與分布研究，每一測站根據其 GPS 定位，調查紀錄該處之深度、底
質、珊瑚礁和海蛞蝓生物多樣性，並將調查結果進行分析。
第一節

研究海蛞蝓生態之可行性

海蛞蝓(sea slug)顧名思義為生活於海洋環境中的蛞蝓，包含了後鰓類內的
所有物種。後鰓類的學名 Opisthobranchia 由 Opistho 及 branchia 組成，Opistho
是背部、背面的意思，branchia 則是指分枝狀的;由字面上我們可以約略得知所
謂的後鰓類就是在背上具有分枝狀構造的生物。其在生物分類上，牠門是屬於軟
體動物們(Mollusca)、腹足綱(Gastropoda)、異鰓亞綱(Heterobranchia)，廣義
來說異鰓亞綱的動物皆為海蛞蝓，狹義的海蛞蝓則專指裸鰓目(Nudibranchia)
成員。而海蛞蝓大部分是海中的「無殼蝸牛」，身體沒有硬殼保護，大多只能在
海底緩慢爬行，或是將發達的外套膜作波浪狀擺動，作短距離的游泳。海蛞蝓種
類繁多，而且新的品種不斷在全球各地被發現，體色斑紋鮮豔多樣，體型大小隨
種類差異很大，體長從數公釐到 2、30 公分都有，被海洋生物學者和愛海人士暱
稱為「海底的珠寶（undersea jewels）」。目前科學界對海蛞蝓的研究仍處於
「啟蒙時期」，大多數的研究成果，來自於世界各地潛水人的觀察，提供給學者
彙整的結果。
海蛞蝓有如海中一群外殼退化的蝸牛，在缺乏貝殼保護下，海蛞蝓發展出一
種「讓人目眩神迷」的防禦機制對付獵食者；海蛞蝓專吃海中有毒藻類、海葵、
水螅，將毒素轉換貯存體內，在行光合作用之後化成七彩顏色，讓獵食者誤以為
海蛞蝓有毒，對牠敬而遠之。不過，「嗜毒」的海蛞蝓如何轉化成防禦機制而不
被毒死的秘密，至今學術界仍在探索之中，使得海蛞蝓研究價值提高不少，日漸
被人注意到。
本研究透過潛水調查，發現在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
區」內多個海蛞蝓生態熱點，記錄在該處所發現的海蛞蝓物種、數量大小，以及
所觀察到的特殊現象。
第二節

研究範圍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位在墾丁國家公園南灣與貓鼻頭兩地間之巴
士海峽內，2005 年 3 月 31 日成立時之劃定範圍為自核三廠出水口東側、小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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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潟湖區連線之間海域，以浮球標示保護示範區界線，總面積約為 150 公頃；
2008 年新告示牌公布範圍由後壁湖航道西側，延伸至核三廠出水口以東至小咾
咕、大咾咕、獨立礁，再往北伸延至核三入水口以西，海域面積約為 182.35 公
頃如圖 3。
規劃在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內之珊瑚礁區附近，設立 4 個固定測站
(紅色箭頭標幟：近岸的潟湖外、餵魚區與花園；水深較深的獨立礁) 。每一測
站根據潛水實地調查時的 GPS 定位，調查該處之深度、底質、珊瑚礁和海蛞蝓
變化，並將調查結果進行分析。另外 6 點非固定測站，為利資料收集分析，視天
候與海象等因素狀況良好來進行調查。如遇天候與海象不佳等因素影響船潛調查，
將擇期選擇合界(恆春半島西海岸)調查一天，為另地非固定測站。其調查資料，
一併加入予以分析如下圖 4。

圖 3.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及禁止動力機具活動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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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另地非固定測站 -「合界」之位置
本研究自計畫通過時起執行計畫至今總共調查 14 趟共 21 天，現場觀測共
57 次，實地潛水調查共 50 次，總共總共調查過 10 個潛點 14 個區塊如圖 5，調
查地點編號與 GPS 之經緯度如表五，研究計畫流程圖如表六。預定進度甘特圖
(Gantt Chart) 如表七。

圖 5. 2016 年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實際潛水調查海蛞蝓研究測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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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區海域調查潛點區域編號總表
編號 潛點

GPS : 經緯度座標

A

南灣沿岸-後壁湖花園 (東西向、深度 5M-15M ; 中度颱風–
梅姬 MEGI 過後影響，調查深度變為 3-15M)

N:21∘936833
E:120∘746412

B

南灣沿岸-餵魚區 (柱型雀屏珊瑚外、東西向、深度 12-14M)

N:21∘938581
E:120∘746148

南灣沿岸-潟湖區Ⅰ - 潮間帶 (東西向、深度 2M 內)

N:21∘948835
E:120∘749097

C
南灣沿岸-潟湖區Ⅱ - 外側(南北向、深度 3~6M)

D

N:21∘57.087'

南灣沿岸-眺石(南北向、深度 8M)

E:120∘46.217'

南灣中央-獨立礁Ⅰ-南側 (南北向、深度 15~30M)
南灣中央-獨立礁Ⅱ-西側 (東西向、深度 11~27M)

N:21∘26.556'
E:120∘45.536'

E
南灣中央-獨立礁Ⅲ-東側 (西東向、深度 15~31M)
南灣中央-獨立礁Ⅳ-北側 (北南向、深度 8~22M)

N:21∘56'5.64"

F

南灣中央-雙峰藍洞(南北向、深度 12~27M)

G

南灣中央-大咾咕東側海底(南北向、深度 10M)

N:21∘56'22.14"
E:120∘45'11.94"

H

南灣中央-出水口一線天(南北向、深度 10~22M)

N:21∘55'43.06"
E:120∘15'04.59

I

西海岸-合界 (日洞西側:東西向、深度 15M~28M)

N:21∘949112
E:120∘711151

J

核三廠入水口外(東西向、深度 15M~16M)

N:21∘56’11.16”
E:120∘45’0.48”

潛
場
調查
次數

A

B

14

16

C
Ⅰ

Ⅱ

4

1

D
1

E:120∘45'16.68"

E
Ⅰ

Ⅱ

Ⅲ

Ⅳ

2

1

1

1

F

G

H

I

J

合計

2

1

1

4

1

50

#紅色潛點編號為岸潛調查潛點，黑色潛點編號為船潛調查潛點;總共總共調查過
10 個潛點 14 個區塊，合計 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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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本計畫之工作大綱構想(如表六之研究計畫流程圖)
表六 研究計畫流程圖
依「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05 年度提列之研究題目」
編號 15 之「墾丁國家公園海蛞蝓生物多樣性研究」

擬定研究計畫

蒐集資料

相
關
計
畫
與
法
規

墾
丁
國
家
公
園
海
蛞
蝓
生
態
資
料
調
查

確定執行海域活動適宜性與安全管理規劃工作項目

工
作
範
圍
與
期
程

墾
丁

使用調查線

國

潛水觀測法

家

實地調查

公
園
海
域
氣
象
資
料
分

後壁湖
海洋
資源
保護
示範區

海蛞蝓
多樣性
與
拍攝紀錄

海
域
活
動
發
展
現
況

析

海蛞蝓組成聚類分析
綜合分析

海蛞蝓多樣性
之生態潛水(浮潛)活動旅遊導覽手冊

成果報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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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預定進度甘特圖(Gantt Chart)
時間

105 年

內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一、準備作業

■

二、解說手冊規劃
三、海域調查
四、資料分析
五、報告撰寫
六、繳交報告

■

■

■

七、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海蛞蝓生物相之調查方法，海蛞蝓生物相調查記錄方式
使用調查線潛水觀測法 (Visual Strip-Transects Method) (McCormick
andChoat, 1987)，依每次於每個選定之調查測站，設置調查線，範圍 50 m × 20
m，調查記錄測線內各海蛞蝓的種類、體長大小及數量，進行群聚分析。如圖５

圖6

調查線潛水觀測法示意圖(界定觀測區域標定點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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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調查日期與地點評估分析
於「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之海域內，依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辦
理計畫報告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後壁湖生態示範生態調查計畫」為基礎參考
分析，並結合中央氣象局歷年資料、Windguru、海軍測量局、海圖、Google Earth、
分析氣候及與當地作業漁民的詢問與訪談有關海域實況，再擇期對當地海域現況
的驗證進行調查。
使用水肺潛水做海域生物多樣性調查必須嚴格遵守
(一)確認各項潛水裝備及救生浮標之扣環及連接帶，無損壞及脫落之慮。
(二)確認各項潛水裝備以配置妥當。
(三)飲用含酒精成分飲料後，不得從事潛水活動。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羊
癲症等疾病者，應先衡量自身健康狀況及體能是否適宜從事潛水活動。
(四)檢查各項裝備之有效性，並熟練其操作方式。
(五)水肺潛水活動，應依照所擬定之潛水計畫的時程進行，潛水深度不逾越
受訓的等級和經驗範圍。
(六)入水前應先觀察了解浪況、水溫、潮汐流向、流速、地形、地物，或請
當地有經驗潛水員解說下水地點狀況。
三、海蛞蝓生物多樣性的測量
(一)群落中所發現海蛞蝓物種的數目:物種豐富度(species richness)的測
量參數。
(二)每種物種的族群數量或相對數量:物種均勻度(species evenness)的測
量參數。
調查記錄方式如下表六，調查前說明海蛞蝓生物相的調查方式，以及調查攝
影工具紀錄時間跟潛水電腦錶對錶。
表八 調查前說明示意
調查前說明

水下記錄方式

調查紀錄工具對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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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蛞蝓多樣性生物類調查結果統計與分析 :
(一)資料的統計 : 本研究之海蛞蝓生物類調查資料及環境因子調查資料皆
以 Microsoft 公司出版之 Excel 軟體建檔後，再進行資料統計。
(二)資料的分析 : 本研究之資料是以不同樣區間之海蛞蝓生物的種類、體
長大小及數量隻次來進行群聚分析。
五、海蛞蝓組成聚類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方法有二
一是利用 PRIMER 6（(Plymouth Routines In Multivariate Ecological
Research）軟體（Clarke and Warwick, 2001），將測線內各海蛞蝓的種類與數
量經√轉換為常態分布，採用 Bray-Curtis similarity 所得相似距離矩陣，後
進行聚類分析（clusteranalysis）及多向度度量分析（MD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來探討「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之海域內之海蛞蝓組成的分群
現象，與彼此的聯結情形。相似度指數，其意義為兩群落之間的共同種類數占平
均每群落種類數的比例，是最為廣泛使用的相似度指數之一，當兩群落中無共同
種時，相似度值為 0 ; 反之，當兩群落之間所有物種及各物種個體數均相同時，
相似度值為 1。群聚所代表之意義為某一特定的空間或生境下，各種生物族群有
規律的組合，而且這些生物族群與環境之間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型
態構造與營養結構，並執行一定的功能，且物種之組成為界定群聚性質最重要的
因子。以海蛞蝓生物類群聚在環境適應上具有一定的特性，在時間上有其本身的
發展變化規律，在空間上也有一定的分布規律，這些特性無法由單一族群涵括，
必須就群聚整體考量。
二可能是因調查目標–海蛞蝓物種本身沒有優勢、棲地要求度高，調查資料
經軟體分析後可能不如預期，故另以質性研究分析以是否具有指標性生物類群
(indicator taxa)物種之條件。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是地球上陸生、海洋
和其他生態系中所有的活生物體的變異性。涵蓋所有從基因、個體、物種、群集、
族群、生態系到地景等各種生命形式。以選擇指標性生物類群學(indicator taxa)
Pearson(1994)的七個標準進行質性分析研究。透過量測其資源量是否可以豐富
到可以承受當作明星物種來操作，成為最受歡迎之主角、可判別是否其朝永續的
方向前進。
Pearson(1994)的七個標準 :
1.熟知而穩定的生物類群。
2.容易調查以獲取資料的類群—例如鳥類、哺乳類、魚類等。
3.生態和生活史已廣被瞭解的類群。
4.出現在廣闊的生境和地理範圍內的類群。
5.能出現在每個類型生境中的某些類群。
6.指標性生物類群中的分布模式必須能反應出其他相關類群的現況。
7.具有潛在經濟重要性的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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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限制

第一節

法令限制

台灣海域之一般人民實際面中視難以親水、交通運輸之法多難行、推動觀光
困難。為鼓勵國人親水近海，政府於 1988 年訂頒「台灣地區海上釣魚活動管理
辦法」，對於領有海上釣魚證之國民，始可搭乘經核定之海釣漁船出海從事釣魚
活動。經農委會於 1993 年 5 月訂頒「娛樂漁業管理辦法」、1999 年修正，放寬
海上休閒遊憩活動內容，除原有之海釣活動外，並將觀賞漁撈作業、賞鯨豚等生
態休閒項目一併納入娛樂漁業範疇，且娛樂漁業漁船及遊客得在申請同意下多港
進出，方便遊客磯釣及登上、離船；2002 年 5 月更開放娛樂漁業漁船在專案核
准後，搭載潛水人員，讓潛水的愛好者，充分享受海上潛水的樂趣；並於 2006
年開放漁港區內可劃設釣魚區，提供民眾從事休閒活動。
在墾丁國家公園內進行岸潛或船潛潛水活動需依照「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
活動管理方案」，而船舶載客潛水需另依娛樂漁業管理辦法核定之娛樂漁業漁船
(2008 年 11 月 28 日修正) 專案核准搭載潛水人員娛樂漁業漁船。
隨著國人所得大幅提高，以遊艇從事海上遊憩活動的人數亦隨之增加，雖然
後壁湖遊艇港席位有 110 艘的空間，現今在墾丁載客的合法潛水船只有 6 艘，應
盡速修訂遊憩管理辦法，以生態保育永續經營的原則，讓國人與外國遊客能輕鬆
與台灣海域中的豐盛資源互動，以求進一步的教育跟管理、即是讓普羅大眾先認
識並愛上美麗的海洋與生態，方有可能進一步的保育。
表九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表（99 年 6 月）
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第一類活動
（觀賞海底生物及景

現有活動區域或航線
萬里桐、紅柴坑、白砂、出水口、航

浮潛

觀為主）

道西側、遊艇港東側、眺石、小灣、
船帆石、香蕉灣等共 10 處

水肺潛水
（岸潛）

水肺潛水
（船潛）

萬里桐、紅柴坑、白砂、出水口、航

數量

業者共約
300 家

業者共

道西側、遊艇港東側、眺石、小灣、
船帆石、香蕉灣等共 10 處

約 15 家

紅柴坑、眺石、孤單汕、大小咾咕、
雷打石、石牛礁、墾丁大浮礁等共 7 遊艇 6 艘
處
一、航道東西兩側－大小咾咕

玻璃底船

二、航道東西兩側－南灣－石牛礁。

6艘

三、紅柴坑－萬里桐

19

第二節

潛水調查海蛞蝓之困境

海蛞蝓實地潛水調查研究困境，本研究基於人力及物力的實際潛水調查狀況
做為考量，研究限制如下 :
一、本研究採用潛水穿越線調查法，該調查法所蒐集之資料並非採集樣本之個體
數，僅能代表該調查地區不同物種的相對豐富度。
二、在不同環境之穿越線上，由於受到礁岩壁、珊瑚或其他可能之干擾視線因素
所影響，可能導致不同穿越線之海蛞蝓被調查並鑑定之機率不完全相同。
三、因海蛞蝓本身屬於微小物種，且不同種類之海蛞蝓生物，受限於體型、外表
的獨特性或分布位置之影響，可能導致不同種類被調查並被鑑定之機率亦不
完全相同。
四、海蛞蝓調查困難，海蛞蝓是底棲生物，但我們也都知道大多數種類海蛞蝓不
會固定在單點，或者固定單點，也容易爬到視線看不到的位置而無法正確計
量，調查資料少帶入軟體分析之數據呈現偏向不明顯，建議先做海蛞蝓之棲
地研究分析，日後再以類似棲地做日夜、月份或季節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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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調查結果與研究分析

調查至今發現後鰓類生物共 8 目 29 科 119 種，其中 74 種有效種佔 62.6％ ;
45 種未知名種佔 37.8％。潛水攝影照片記錄對應圖如附件 1;潛水調查日期總表
(含各潛場調查區塊之潛水次數總表) 附件 2.;調查物種清冊彙整於附件 3。
本研究的重點是獲得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海蛞蝓物
種豐度和多樣性的基線數據。黑潮潮流預計是對墾丁地區分佈的主要影響，隨季
節變化。本研究的結果可推測出在不同深度上的海蛞蝓物種豐度有顯著差異，但
是對上述生物因素的影響的調查可以突出海蛞蝓分佈的生物地理學趨勢。這項研
究增加了我們對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地區的海蛞蝓生物
的知識。可在該地區的後續研究將產生一個物種列表，這將有助於台灣海域海岸
線增加的多樣性資料的知識庫，並可以幫助日後確定台灣海域北部和南部物種分
佈的極限。
第一節

各測站調查概況說明分析

測站 A 南灣沿岸-後壁湖花園、深度 5-15M
一、測站概況
研究調查點Ⅰ潛水穿越線定位於後壁湖岸前沿岸南側浮球，東向西 5M~15M
處。此處沿岸礁盤向外延伸約 3-4 米深處便沒入整遍珊瑚石細沙地，往外在沙
地上還有數個大小不一的獨立礁區；其中位於保護區的南方，核三出水口水道轉
折處點以東；本區淺礁盤上軟珊瑚遍布且生長綢密，外圍沙地深約 15-18 米，
俗稱「秘密花園」
，簡稱「花園」
；又因在核三排水道東側，水底地形因礁岩脈成
月牙灣狀，開口朝北，造成原本南北方向之水流因地形而有「水流東」之稱。本
處因有幾尾大型牛港鰺在此處巡迴游動，墾丁地區潛水業者帶領體驗水肺潛水遊
客來此餵魚觀看，即為熱門的潛水餵魚區。本調查區本以 4M 處浮球為調查基點，
其靠近岸邊處唯一 3M 高的礁岩壁，壁上有管星珊瑚(俗稱太陽花)遍布，近岸水
深 4M-6M 米處主要底質組成為礁岩、石珊瑚跟死珊瑚覆蓋率為 22%，6M~15M 處
後為沙粒區域、覆蓋率則為 66%、有幾塊大型礁石立於其中約占調查區域 2%，軟
珊瑚覆蓋率為 5%如表十。
但是在 2016-09-12 23:30 ~ 2016-09-15 11:30 強烈颱風 -莫蘭蒂 MERANTI
跟 2016-09-25 23:30 ~ 2016-09-28 17:30 中度颱風 -梅姬 MEGI 連續 2 個颱風
橫掃後，本調查棲地範圍有明顯的破壞變動，不僅砂石被掏洗上岸，其中大塊礁
石(30~50 立方公分的)被掀翻推擠到岸邊，嚴重破壞珊瑚礁區，後續幾次調查作
業也皆無發現海蛞蝓，一直到 11 月 10 日才經由網路訊息知道有潛友在此區域觀
察到囊舌目平鰓科海蛞蝓，大約經過 40 幾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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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調查區塊南灣沿岸-後壁湖花園之底質結構比例

測站
A

GPS : 經緯度座標

南灣沿岸-後壁湖花園
(東西向、深度 5M-15M)

珊瑚礁總體檢 - 調查區塊之底質結構比例

N:21∘936833
E:120∘746412

％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沙

死珊瑚

岩石

黏土/泥

14

5

1

5

3

59

3

8

2

4

0

3
3
0.5
51.5
15
本研究調查區塊(潛水穿越線 50m*20m)

13

10

底質結構比例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沙

颱風前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颱風後

颱風後，標定浮球被浪打掉了，岩石將距離原本標定浮球南側 6 米處、5M 深的
活體珊瑚礁淹沒成 3.2M 的死珊瑚礁岩。
二、氣候與海流綜合分析
在颱風影響後，將原本沉澱在珊瑚礁區上的砂石及珊瑚礁翻動推往岸邊聚集，
標定浮球被浪打掉了，將原本 5M 深的活體珊瑚礁淹沒成 3.6M 的死珊瑚礁岩如上
表八內之圖示;15M 處則呈現深層的黏土/泥出來。而後續調查時間皆無發現海蛞
蝓。可見海蛞蝓受棲地變化影響極大。
三、該地調查時之海象與水流
後壁湖如同一潟湖地形，沿岸處海流平穩，該地因處位於保護區的南方，核
三出水口水道轉折處點以東；本區淺礁盤上軟珊瑚遍布且生長綢密，外圍沙地深
約 15-18 米，俗稱「秘密花園」，簡稱「花園」；又因在核三排水道東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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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地形因礁岩脈成月牙灣狀，開口朝北，造成潛水員在底部潛水時原本南北方向
之水流因地形迴流而有「水流東」之往深處拉動之情況。
四、研究調查結果
此處調查時發現 Metaruncina nhatrangensis(Chernyshev, 2005)未命名
(羽葉鰓科)海蛞蝓; Phyllodesmium briareum (Bergh, 1896)百臂海神鰓海蛞
蝓;Stylocheilus striatus (Quoy & Gaimard, 1832)條紋海兔海蛞蝓;以及
Gymnodoris subflava（Baba, 1949）金黃裸海蛞蝓大爆發之情況。調查發現此
處後鰓類生物共７目２３科４９種，其中３４種有效種佔６９．４％ ; １５
種未知名種佔３０．６％。
測站 B 南灣沿岸-後壁湖餵魚區外、深度 12~14M
一、測站概況
本站位於後壁湖漁港南側，岸上林投樹樹群跟往東外海海面上獨立礁石「大
咾咕」直線下，沿岸礁盤向外延伸至 3-4 米深處便沒入大遍細沙地，往外在沙
地上還有數個大小不一的獨立礁區；其中有一大區塊雀屏珊瑚群體，即為熱門的
潛水餵魚區，有一大區塊雀屏珊瑚群體。本測站調查點潛水穿越線定位於雀屏珊
瑚大群體外之 12M 處西向東處、50M*20M 穿越線中本調查區深度 12~14M。主要底
質組成為沙質地，覆蓋率為 98%以上；其次石珊瑚覆蓋率為 1%，死珊瑚及軟珊瑚
跟海棉加起來也不到 1%。但是大型藻類在調查前間、因潮汐跟颱風影響，覆蓋
率達 0~30%的變化如下表十一。
表十一 調查區塊南灣沿岸-後壁湖餵魚區外之底質結構比例
測站
B

GPS : 經緯度座標

南灣沿岸-後壁湖餵魚區外
(西向東、深度 12~14M)

珊瑚礁總體檢 - 調查區塊之底質結構比例

N:21∘938581
E:120∘746148

％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沙

死珊瑚

岩石

黏土/泥

1

0

0

0.3

0.1

98

0.3

0

0

1

30

0
0.3
0.1
68
0.3
本研究調查區塊(潛水穿越線 50m*20m)

0

0

底質結構比例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石珊瑚

大型藻類

大型藻類

礫石

礫石

軟珊瑚

軟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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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與海流綜合分析
此處位於後壁湖中間沙溝區，海流穩定，以潮汐影響為主。但是因是沙質地，
故植披在此很難茁長，可能在短時間內大量滋生，也有短詩間就消失的情形。
三、海蛞蝓生物相組成聚類分析
此處海蛞蝓以頭盾目為主，如果有大型藻類滋生時，會突然有海兔目、囊舌
目海蛞蝓大爆發，然後裸鰓目跟頭盾目海蛞蝓也跟著大爆發。因此處會因湧升深
層海流，會將外海與深處之浮游生物帶來，常有非常特別的海蛞蝓飄來此處。應
做長時間的日夜追蹤調查研究。
四、研究調查結果
此處調查時發現 Haminoeidae sp．未命名(長葡萄螺科)海蛞蝓-小老鼠大爆
發之情況。Philinopsis speciosa (Pease, 1860)暗藍美麗海蛞蝓是兇悍的強勢
種，調查時發現此種海蛞蝓會吞食 Chelidonura hirundinina (Quoy & Gaimard,
1832)燕尾美麗海蛞蝓，Atys cf. semistriatus (Pease, 1860)半紋長葡萄海蛞
蝓和 Siphopteron sp.未命名(腹翼螺科)海蛞蝓-太極亦會被牠吃掉，其吞食的
速度之快，拍攝往往跟不上，需用錄影模式方能完整呈現。該種也會被海葵吃掉，
以及不吃 Chelidonura sandrana (Rudman, 1973)珊卓美麗海蛞蝓如表十二。調
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６目１５科４０種，其中３４種有效種佔６２．５％ ;
１５種未知名種佔３７．５％。
表十二 Philinopsis speciosa (Pease, 1860)暗藍美麗海蛞蝓之生態行為說明

Philinopsis speciosa (Pease, 1860)暗藍美麗海蛞蝓吞食 Chelidonura
hirundinina (Quoy & Gaimard, 1832)燕尾美麗海蛞蝓連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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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ys cf. semistriatus (Pease, 1860) Siphopteron sp.未命名(腹翼螺科)海
半紋長葡萄海蛞蝓被吞食前畫面
蛞蝓-太極被吞食前畫面

正被海葵吃掉的 Philinopsis speciosa (Pease, 1860)暗藍美麗海蛞蝓

Philinopsis speciosa (Pease, 1860)暗藍美麗海蛞蝓不吃 Chelidonura
sandrana (Rudman, 1973) 珊卓美麗海蛞蝓，停頓一下、轉頭繼續尋找覓食
測站 C 後壁湖 - 潟湖區－Ⅰ、Ⅱ
一、測站概況
潟湖位於後壁湖遊艇碼頭的東面，介於餵魚區和入水口之間，當中海草繁
生，2003 年成立的「海膽保護區」的正前方，分成Ⅰ、Ⅱ兩個區塊進行調查。
Ⅰ區向正東方做穿越線調查，水深 1-2.5 米處主要底質為砂地約佔 40％、死珊
瑚跟大型藻類覆蓋其上、水深 2 米處有分枝形石珊瑚與微孔珊瑚約佔 26％; Ⅱ
區為水深 3 米處向正南方做穿越線調查主要底質組成為砂地和死珊瑚骨骼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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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佔 50％，其次為分枝形石珊瑚與微孔珊瑚約佔 38％，礁岩上有大型藻類和軟
珊瑚覆蓋，約為 6%。如表十三。
表十三 調查區塊後壁湖 - 潟湖區－Ⅰ、Ⅱ之底質結構比例
GPS : 經緯度座標

測站
Ｃ

後壁湖 - 潟湖區－Ⅰ、Ⅱ

珊瑚礁總體檢 - 調查區塊之底質結構比例

N:21∘948835
E:120∘749097

％

區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沙

死珊瑚

岩石

黏土/泥

Ⅰ

11

31

1

2.5

0.5

40

5

10

０

Ⅱ

33

2

0.5
6
1.5
41
2
本研究調查區塊(潛水穿越線 50m*20m)

13

1

底質結構比例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石珊瑚

大型藻類

大型藻類

礫石

礫石

軟珊瑚

軟珊瑚

Ⅰ區

Ⅱ區

二、氣候與海流綜合分析
此處岸邊有一排水道口，水深很淺，易受陽光曝曬而使海水溫變高、海溫變
化大，且海面易受風浪影響。但此處屬潟湖末端、水流平緩。
三、海蛞蝓生物相組成聚類分析
在此調查期間無發現海蛞蝓，雖然大型藻類豐盛、上面有少數螺類而且有產
卵，應該也會有海蛞蝓，但是我們都知道海蛞蝓是底棲生物，但我們也都知道大
多數種類海蛞蝓不會固定在單點，或者固定單點，也容易爬到視線看不到的位置
而無法正確計量，且調查發現此處穴居之節肢動物很多，另外此處水深很淺，易
受陽光曝曬而使海水溫變高、海溫變化大，珊瑚礁容易白化（如表十四內圖）、
應是軟體動物不適應日間活動的推測，建議日後此處調查海蛞蝓的時間要改成夜
間調查作比較分析。
四、研究調查結果
表十四 後壁湖 - 潟湖區調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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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邊排水道口

正東方做穿越線調查

大型藻類密集

水深 2 米處有分枝型石
珊瑚與微孔珊瑚

7 月份調查時珊瑚白化

珊瑚白化

測站 D 南灣沿岸-眺石、深度 6-10M
一、測站概況
眺石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包含北起南灣沙灘東側，南至潭子灣的海域，為墾
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8 年在南灣眺石海域，劃設墾丁第 2 個海洋資源保護區。
結合南灣與潭子灣當地社區居民的合作，一起保育珊瑚礁生態。本次調查區域以
船潛之 GPS 做南北向潛水穿越線，調查範圍內珊瑚礁盤生長量好高度最高 2M 落
差，深度 7~9 米。調查時間 5 月份水溫 27~28 度之間，大型藻類覆蓋率極高，松
藻大量生長，約佔 20%。調查區塊中海葵為數稀少。
表十五 調查區塊南灣沿岸-眺石之底質結構比例
GPS : 經緯度座標

測站
D

南灣沿岸-眺石

珊瑚礁總體檢 - 調查區塊之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54

20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N:21∘57.087'
E:120∘46.217'
％
沙

死珊瑚

0
12
2
8
3
本研究調查區塊(潛水穿越線 50m*20m)

岩石

黏土/泥

1

0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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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與海流綜合分析
此處調查時水流平穩，水質清澈能見度高，大型藻類跟珊瑚礁生長良好。
三、海蛞蝓生物相組成聚類分析
在此調查期間，雖然大型藻類豐盛、上面有發現海蛞蝓而且有產卵，但是因
海蛞蝓是底棲生物，很多軟體動物屬於夜行性(避光型)生物，大多數種類海蛞蝓
不會固定在單點，或者固定單點，也容易爬到視線看不到的位置而無法正確計量，
建議日後此處調查海蛞蝓的時間要改成夜間調查作比較分析。
四、研究調查結果
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3 目５科 5 種， Stilliger aureomarginatus
(Jensen, 1993)金黃柱狀海蛞蝓群聚、但是在松藻陰暗處發現，需用潛水用手電
筒觀測方能發現。
測站 E 南灣中央-獨立礁
一、測站概況
獨立礁位於後方湖港口正東約 2 海浬處，為一矗立海中的巨大礁體。由於
南北走向的獨立礁地勢特殊，水流使得礁體東側為峭壁、坡度近乎 90 度以海綿、
管星珊瑚、海扇跟海藤居多，西側中段坡面比較平緩、有大量軟珊瑚群聚，礁面
頂淺坪與礁底，由於深度與底質組成構成的棲所差異明顯不同。故此站調查時以
南、西、東、北等四側調查。
表十六 調查區塊南灣中央-獨立礁之底質結構比例
GPS : 經緯度座標

測站
E

南灣中央-獨立礁

珊瑚礁總體檢 - 調查區塊之底質結構比例

N:21∘26.556'
E:120∘45.536'
％

測站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沙

死珊瑚

岩石

黏土/泥

Ⅰ-南側

5

2

1

54

12

5

2

18

1

Ⅱ-西側

3

3

1

60

13

5

2

12

1

Ⅲ–東側

12

3

5

12

8

15

5

35

5

Ⅳ–北側

15

2

1

35

15

2

2

28

0

本研究調查區塊(潛水穿越線 50m*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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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質結構比例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石珊瑚

大型藻類

大型藻類

礫石

礫石

軟珊瑚

軟珊瑚

Ⅰ-南側、18-30M

Ⅱ-西側、深度 18-30M

底質結構比例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石珊瑚

大型藻類

大型藻類

礫石

礫石

軟珊瑚

軟珊瑚

Ⅲ – 東側峭壁、深度 12-30M

Ⅳ–北側、深度 6-22M

二、氣候與海流綜合分析
本處調查以船潛調查進行，調查期間挑選水流較小時段進行調查，但是此處
深度變化大，雖然以高氧氣體進行調查，但作業時間仍然有限。
三、海蛞蝓生物相組成聚類分析
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2 目 26 種，除了 Haminoeidae sp.未命名((長
葡萄螺科)海蛞蝓，其餘皆為裸鰓目海蛞蝓，其中 12 種有效種佔 46.2％ ; 14
種未知名種佔 53.8％、其中葉海牛科為 13 種佔 50％未知名葉海牛科 10 種佔 38.5
％。
四、研究調查結果
獨立礁Ⅰ-南側
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2 目 9 種，除了 Haminoeidae sp.未命名((長葡
萄螺科)海蛞蝓，其餘皆為裸鰓目海蛞蝓，其中 5 種有效種佔 55.6％ ; 4 種未
知名種佔 44.4％。
獨立礁Ⅱ-西側
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1 目 7 種，皆為裸鰓目海蛞蝓，其中 4 種有效種
佔 57.1％ ; 3 種未知名種佔 42.9％。
獨立礁Ⅲ–東側
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1 目 8 種，皆為裸鰓目海蛞蝓，其中 3 種有效種
佔 37.5％ ; 5 種未知名種佔 62.5％。
獨立礁Ⅳ–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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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1 目 8 種，皆為裸鰓目海蛞蝓，其中 5 種有效種佔
6.25％

;

3 種未知名種佔 37.5％。

測站 F 南灣中央-雙峰藍洞、深度 12-27M
一、測站概況
本站為小咾咕南邊的礁岩平台與小斷崖，鄰近保護區邊界。本調查區以浮球
錨錠礁以北處 12-27M，主要是礁石群落、高低落差大且岩石裂縫多、調查困難
度頗高。如下表十七
表十七 調查區塊南灣中央-雙峰藍洞之底質結構比例
GPS : 經緯度座標

測站
F

南灣中央-雙峰藍洞

N:21∘56'5.64"
E:120∘45'16.68"

珊瑚礁總體檢 - 調查區塊之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24

0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
沙

死珊瑚

1
17
10
7
2
本研究調查區塊(潛水穿越線 50m*20m)

岩石

黏土/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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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沙
死珊瑚

二、氣候與海流綜合分析
調查時，水流為南北向，能見度約 6-8M，水溫變化大、底部 25℃~表層 31
℃，研判是外海湧升之冷水經過所致。
三、海蛞蝓生物相組成聚類分析
此處礁石群落，岩石壁上海綿豐盛，加上水流變化大，應是海蛞蝓多樣性變
化大的地方。可以多多造訪進行調查。只是岩石裂縫多、高低落差大，調查困難
度頗高。
四、研究調查結果
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1 目 6 種皆為裸鰓目海蛞蝓，其中 4 種有效種佔
66.7％ ; 2 種未知名種佔 33.3％。
測站 G 南灣中央-大咾咕東側海域、深度 7~11M
一、測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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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咾咕位於後壁湖港口東南方不到 1 海浬之處，突出水面之大礁。此測站
位大咾咕的東側海底。一大片隆起的寬帶型礁體，零星散布著許多中小型的礁岩，
其上石珊瑚、軟珊瑚皆生長繁盛，礁盤砂溝潔白乾淨，海底景觀十分漂亮。
表十八 調查區塊南灣中央-大咾咕東側海域之底質結構比例
GPS : 經緯度座標

測站
G

南灣中央-大咾咕東側海域

珊瑚礁總體檢 - 調查區塊之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25

4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N:21∘56'22.14"
E:120∘45'11.94"

％
沙

死珊瑚

1
22
5
20
1
本研究調查區塊(潛水穿越線 50m*20m)

岩石

黏土/泥

22

0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沙
死珊瑚

二、氣候與海流綜合分析
調查時此處水流平穩、順著礁盤呈南北流動，能見度高，。
三、海蛞蝓生物相組成聚類分析
在此調查期間雖然石珊瑚、軟珊瑚與大型藻類生長繁盛，應該會有不少海蛞
蝓，但是我們都知道海蛞蝓是底棲生物，研判可能是軟體動物不適應日間活動的
推測，建議日後此處調查海蛞蝓的時間要改成夜間調查作比較分析。
四、研究調查結果
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1 目 3 種皆為裸鰓目海蛞蝓，其中 2 種有效種佔
66.7％ ; 1 種未知名種佔 33.3％。
測站 H

一線天、深度 10~22M

一、測站概況
位於核三出水口左側，往後壁湖方向，緩礁坪區的一個南北向大裂縫。調查
作業皆在裂縫中，其裂縫超過 50M 長，研判有 70M 左右。裂縫內部東部內凹、坡
度約 60~65 度、軟珊瑚倒立其中;西部為斜坡、坡度約 75~80 度，故裂縫呈 1.5~4M
寬的空間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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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調查區塊核三出水口左側 - 一線天之底質結構比例
GPS : 經緯度座標

測站
H

核三出水口左側 - 一線天

珊瑚礁總體檢 - 調查區塊之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2

1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N:21∘55'43.06"
E:120∘15'04.59

％
沙

死珊瑚

3
10
18
5
1
本研究調查區塊(潛水穿越線 50m*20m)

岩石

黏土/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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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沙
死珊瑚

二、氣候與海流綜合分析
調查時船家說因出水口東堤消波塊補強工程緣故，其錨錠浮球被破壞，且調
查當時能見度低約 5~6M，故尋找約 20 分鐘後才找到錨錠處開始調查作業。
三、海蛞蝓生物相組成聚類分析
此處為大型裂縫區，如跟東北角龍洞灣附近 2 號省道 82.5K 處之潛點相比較
有相似點，但研究其內部海蛞蝓的品種很少，可能是核三廠出水口工程做好後，
此處水流改變為東西向，裂縫內部為南北向，致使裂縫內部無水流補充營養源，
故裡面雖然無強勁水流，軟珊瑚群聚但也是很小棵，在日後做為海域大型人工建
築(如人行棧道、消波堤)時，應先做好當地海域之基礎調查工作，以最是當的規
劃來進行施工，跟後續的補償方式。
四、研究調查結果
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1 目 2 種皆為裸鰓目海蛞蝓。2 種皆為有效種佔
100％
測站 I 西部沿海 - 合界、深度 15M~28M
一、測站概況
此處為恆春半島之西部海域，面臨台灣海峽，於紅柴坑跟白砂的交界處，調
查區域為水下一深度 15M 定位礁石「日洞」處往西部外海深度 15M~28M。如下表
內圖示。28 米處為砂石礫石區有 15 米長之距離，跟內側珊瑚礁石區為不同生態
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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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調查區塊西部沿海 - 合界之底質結構比例
GPS : 經緯度座標

測站
I

西部沿海 - 合界

西部沿海 - 合界
珊瑚礁總體檢 - 調查區塊之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22

5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N:21∘949112
E:120∘711151
％
沙

死珊瑚

10
20
15
8
5
本研究調查區塊(潛水穿越線 50m*20m)

岩石

黏土/泥

15

0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沙
死珊瑚
岩石

二、氣候與海流綜合分析
此處是西部海域，夏季面臨西南季風而不易調查，但在冬季時東北季風時反
而因關山抵擋而水面平靜，但易受潮汐水流影響而水流強勁，故調查時盡量挑選
平潮時作業。
三、海蛞蝓生物相組成聚類分析
此處是裸鰓動物偏好的地區，優選的裸鰓動物棲息地是岩石礁和大型藻類底
物，緊隨其後是藻類珊瑚藻，石礁提供裸鰓珊瑚庇護所，一般由海綿，苔蘚蟲和
水分的群落組成，是理想的裸鰓動物獵物項目，這可以是調查區域中存在的優勢
族群的指示。此處海域調查研究是在退潮時，海蛞蝓活動力較高，漲潮時活動力
明顯降低。
四、研究調查結果
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2 目 13 種，以裸鰓目海蛞蝓為主。11 種為有效
種佔 84.6％，2 種未知名種佔 15.4％。
測站 J 核三廠入水口外、深度 14M~16M
一、測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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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是根據配合船家提供離核三廠入水口處附近的調查地點，水下 16M 處有
2.5 米立方的水泥錨錠礁，除了旁邊一小塊珊瑚礁，其餘全是沙地，沙地上有明
顯之藻類附著，但在沙地上並無發現海蛞蝓或是軟體動物之蹤跡。
表二十一 調查區塊核三廠入水口外之底質結構比例
GPS : 經緯度座標

測站
J

核三廠入水口外

珊瑚礁總體檢 - 調查區塊之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2

0.1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N:21∘56’11.16”
E:120∘45’0.48”
％
沙

死珊瑚

0
0.5
0.1
96.7
0
本研究調查區塊(潛水穿越線 50m*20m)

岩石

黏土/泥

0

0.1

底質結構比例
石珊瑚
大型藻類
礫石
軟珊瑚
海棉
沙
死珊瑚
岩石

二、氣候與海流綜合分析
調查時，剛好遇到冷水團，水溫 21~22 度，難以調查作業
三、海蛞蝓生物相組成聚類分析
調查此處時，已是 11 月，墾丁 9 月被 2 個颱風侵襲後，在沙地上有明顯長
出藻類研判應該有海蛞蝓附著在此地，但是剛好遇到冷水團，可能都縮到沙地下
避寒了。
四、研究調查結果
調查發現此處後鰓類生物共 1 目 1 種 1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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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分析法有二
一、量的分析
利用 PRIMER 6（(Plymouth Routines In Multivariate Ecological Research）
軟體（Clarke and Warwick, 2001），將測線內各海蛞蝓的種類與數量經√轉換
為常態分布，採用 Bray-Curtis similarity 所得相似距離矩陣，後進行聚類分
析（clusteranalysis）及多向度度量分析（MD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來探討調查區域內之海蛞蝓組成的分群現象，與彼此的聯結情形。其呈現結果如
圖 7 、圖 8:

圖7

聚類分析示意圖

圖8

多向度度量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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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鰓類種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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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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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核三廠入水口外

I西海岸-合界

H出水口一線天

G大咾咕東側海底

F雙峰藍洞

E獨立礁Ⅳ-北側

E獨立礁Ⅲ-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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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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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各測站調查知海蛞蝓種類數量及發現隻數
2016 年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之海蛞蝓生物多
樣性與分佈之研究-各測站調查知海蛞蝓種類數量及發現隻數。發現隻數則以該
調查區域之總數除以調查次數所得平均數、小數位四捨五入。如附件 2.墾丁潛
水調查日期總表內之各潛場調查區塊之潛水次數總表。
小結
雖然發現調查區域內之海蛞蝓組成的分群現象不明顯，相似度不足 40%，但
由上圖 9 中發現後壁湖沿岸調查區塊「花園」的種類與發現隻數最多，潟湖區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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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沒有發現，但是應該朝夜間進行調查分析研究，因研究發現海蛞蝓多樣性之棲
地與食源有特殊性關係，其他區域應是進行越多次調查，即可發現更多種之後鰓
類生物。而大爆發數量之關聯性也才能在調查研究中發現。
二、質的分析
運用質性研究三角檢證 Triangulation 中，資料三角檢證以同一種方法,檢
驗不同資料來源的一致性，或是方析者三角檢定法以不同研究者的角度，檢驗研
究發現，此時除了教師的觀點，學生的觀點外還需要另一個中立的第三者的觀點，
這樣形成一個三角。經過這種方法分析資料會使研究的結果比較客觀可信。本研
究在調查研究中，先幫助潛水調查之教練進行海蛞蝓認識再進行與拍攝調查，並
在調查後，跟輔助調查員研究觀測調查海蛞蝓的相關發現，來收集更多資訊。
以 Pearson(1994)的七個標準比較
本計畫以實際海蛞蝓生物物種多樣性研究調查為主要研究方向，調查後壁湖
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海域內是否具有指標性生物類群(indicator taxa)物種之
條件。可能因調查地點、次數不多，或是海蛞蝓本身多樣化，對食物源、棲地要
求度高，造成資料帶入分析之結果顯示不明確。故以質性研究之說明，以
Pearson(1994)的七個標準來加以探討。於各測站調查的海蛞蝓物種數量列於 14
趟 21 天，現場觀測共 57 次，實地潛水調查共 50 次，總共總共調查過 10 個潛點
14 個區塊 (如附件)中發現，本次調查可發現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海域內
的海蛞蝓生物多樣性符合
(一)熟知而穩定的生物類群部分
一般造訪之遊客對於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海域內的珊瑚礁與魚群之
豐盛皆讚嘆有加，但是對於海蛞蝓此一海域生物，外國潛客與媒體傳播網路上拍
攝海蛞蝓呈現之顏色鮮艷雖然有極大興趣，但苦於不知如何尋找，一般民眾印象
海蛞蝓大多只能在海底緩慢爬行，或是利用腹足作波浪狀的扭動擺動，作短距離
的游泳，對海蛞蝓之認知有限。而在墾丁地區，其地名「恆春」即為四季如春氣
候宜人，冬季雖然有東北季風，但是近幾年往墾丁西部海域「合界」潛點的潛水
員越來越多，且大多都是攝影愛好者，都明白合界潛點海蛞蝓生物多樣性的豐富
度而前往，足見此區域是發現海蛞蝓的熱點，應及早規劃管理，以達永續自然生
態環境的經營。
(二)容易調查以獲取資料的類群—鳥類、哺乳類、魚類等
2007 年時有計畫調查恆春半島海域海蛞蝓，光是記錄到的囊舌目海蛞蝓共
六科三十四種，其中三十種是新紀錄種，即近九成是台灣首見。說後壁湖是「海
蛞蝓的天堂」一點也不為過，連曾造訪墾丁的美國知名海洋生態保育及囊舌目分
類學家辛西亞．羅布利基（Cynthia D. Trowbridge）博士，也讚嘆恆春海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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蛞蝓多樣性和密集度，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後壁湖無疑是全台觀賞海蛞蝓的熱點
區域。因海蛞蝓本身屬於微小物種，且不同種類之海蛞蝓生物，受限於體型、外
表的獨特性或分布位置之影響，可能導致不同種類被調查並被鑑定之機率亦不完
全相同。除了颱風期間，後壁湖是四季日夜都可以進行潛水觀測調查的穩定海域，
更該長時間做密集的調查分析。
(三)生態和生活史已廣被瞭解的類群
海蛞蝓就是英文中的 Sea Slug ，通常只背殼退化或消失的一群軟體動物，
英文又稱 Nudibranchs，海蛞蝓背殼退化後(亦是一種演化進化過程)體型由「螺
旋型」演變成「成長型」，因此鰓的位置移到身體後方，形成後鰓動物
Opisthobranchs，在現今一般休閒潛水員的認知上，海蛞蝓就是狀似蛞蝓，背部
有裸鰓、殼退化或無殼的海中的軟體動物。其中海蛞蝓是海中的「無殼蝸牛」，
屬於軟體動物門的後鰓亞綱，大部分身體沒有硬殼保護，海蛞蝓種類繁多，而且
體色斑紋鮮豔多樣，被海洋生物學者暱稱為「海底的珠寶」。其生態習性複雜，
常以藻類或海底生物為食，有些種類的海蛞蝓甚至會捕食其他海蛞蝓。有些以水
螅為食的海蛞蝓，會將水螅蟲的有毒刺細胞原封不動地轉移作為己用，當其他生
物如同魚類攻擊這類海蛞蝓時，便會被水螅的刺細胞螫傷；也有的海蛞蝓利用齒
舌刮食下藻類後，把藻類的葉綠體集中到身體背部，就可以進行光合作用！海蛞
蝓搖身一變，成為一座移動的太陽能源工廠(如圖 10)。因此從研究海蛞蝓的生
態當中，可以看到生物為求生存繁衍，極盡巧妙演化之能事。
有此可見，國外對於海蛞蝓的研究投入已有相當的認知，但是國內光是在海
域內做水肺潛水調查的能力都有很大限制，更謊論長時間進行紀錄調查海蛞蝓的
生活史，要再加強其生態研究調查，持續做進一步分析。

圖 10

Eroclania sp. 囊舌目柱狀科海蛞蝓鑽進香蕉藻中刮食藻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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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現在廣闊的生境和地理範圍內的類群
海蛞蝓是一群多樣、美麗而神秘的海洋生物，分布範圍包含世界各大洋，從
熱帶赤道海域到南、北極地都有海蛞蝓蹤跡，在各地的濱海國家都有對其海域發
現的海蛞蝓做圖鑑。牠們可以在鹹水環境生活，但在溫暖及淺水區可以生長到很
大的體型。以台灣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生態示範區內跟其他台灣海域內調查海蛞
蝓研究中，如台灣本島東北角海域、離島之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海域跟綠島海
域，發現大小差異頗大，品種也有明顯不同。譬如河口的沼澤區、紅樹林、潟湖、
珊瑚礁、岩岸、大洋和深海沉積平原、乃至於深海熱泉（hydrothermal vent）
或是海底冷泉（cold seep）
、其種類組成、結構及功能都甚為不同、而台灣海域
更是在 400 多公里中就有這 9 大生態系，顯見台灣之海蛞蝓生物多樣性豐富可期，
應多做發展。
(五)能出現在每個類型生境中的某些類群
譬如河口的沼澤區、紅樹林、潟湖、珊瑚礁、岩岸、大洋和深海沉積平原、
乃至於深海熱泉（hydrothermal vent）或是海底冷泉（cold seep）、其種類組
成、結構及功能都甚為不同、而台灣海域更是在 400 多公里中就有這 9 大生態系，
顯見台灣之海蛞蝓生物多樣性豐富可期。在各類型生境中都有發現或多或少的海
蛞蝓，海蛞蝓這類軟體生物，能適應在任何棲地地形，海蛞蝓主要發現於由鬆散
的岩石和珊瑚碎屑組成的棲息地、邊緣的珊瑚礁。一般來說，裸鰓動物存在於有
充足獵物的棲息地。裸鰓類覓食一系列海洋生物，包括海鞘，海綿，苔蘚植物，
有殼貝類，珊瑚或海葵等刺絲胞生物。裸體動物所顯示的攝食行為的研究表明，
當在同一區域發現多於一種物種時，發生分離，糧食可供量是物種之間分離的主
要原因;食物在一個地區的傳播是決定因素，在哪裡可以找到不同種類的裸鰓動
物。而 Family:Phyllidiidae(葉海牛科)海蛞蝓則是能出現在每個調查類型生境
中的一群。
(六)指標性生物類群中的分布模式必須能反應出其他相關類群的現況
氣候變化已經對世界各地的海洋環境產生影響。軟體動物的種類已經擴大了
它們的範圍，現在它們比極性區域的自然分佈擴散得更遠（Johnson et al。，
2011）。裸子植物的獵物也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在珊瑚礁生態系統中涉及苔蘚
類、大型藻類等群落物種的研究記錄了地方的滅絕。
在幾種物種與海溫升高，表明對幼蟲生存和沈降的影響是最合理的解釋
（Kelmo, F.,，2004.）。在之前屏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2009 年發現海蛞
蝓特展專刊內說明，有些裸鰓動物是食性特有、特殊的生物，一生只獨孤一味，
只覓食一種或兩種獵物（Faucci, A.,，2007.），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封閉地
區，在苔蘚類物種上飼養這種裸鰓動物，苔蘚類物種也將滅絕(被吃光)，然後該
種裸鰓動物則會慢慢萎縮變小然後死亡。
生物多樣性變化，人口滅絕，棲息地退化和氣候變化都是監測生物地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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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重要問題。裸鰓動物是他們視為在海洋社區的頂級捕食者，這些腹足類動物
的存在可以是生態系統健康的指示。
(七)具有潛在經濟重要性的類群。
海蛞蝓種類繁多，而且新的品種不斷在全球各地被發現，不僅體色斑紋鮮豔
多樣，被海洋生物學者暱稱為「海底的珠寶」。這些色彩鮮豔的海蛞蝓不僅讓人
看了賞心悅目，對生物醫學發展亦有非常大的助益。海蛞蝓幫助科學家瞭解記憶
形成的機制、協助阿茲海默症的研究與治療。除此之外，科學家也將打敗抗藥性
病菌的希望放在海蛞蝓身上，因為它們身上的共棲微生物能夠分泌抗感染的物質，
所以海蛞蝓不怕微生物感染。如果能找到這些物質，就能打敗這些抗藥性病菌、
減緩抗生素的使用及預防更多超級細菌的形成。且大多數之休閒潛水員，不只希
望在海底自然環境中發現海蛞蝓，亦將日常生活用品中，客製化量產成海蛞蝓的
樣子，可見海蛞蝓的魅力影響極其深遠。
小結
由以上以 Pearson(1994)的七個標準比較後發現，後鰓類生物的魅力無限，
絕對可以當成指標性生物的。
第二節

初步調查研究之發現

一、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海域-海蛞蝓生物多樣性與分
佈之現況分析如下
調查各測站資料顯示，調查發現「花園」處後鰓類生物共７目２３科４９種，
最多。單次以之海蛞蝓數量(隻)種類(種)最多。此處調查時發現 Metaruncina
nhatrangensis(Chernyshev, 2005)未命名(羽葉鰓科)海蛞蝓; Phyllodesmium
briareum (Bergh, 1896)百臂海神鰓海蛞蝓;Stylocheilus striatus (Quoy &
Gaimard, 1832)條紋海兔海蛞蝓;以及 Gymnodoris subflava（Baba, 1949）金
黃裸海蛞蝓大爆發之情況。目前調查至今發現之數量優勢種類如下表 :
表二十二 單次潛水調查發現數量超過 100 隻以上之種類
項次

中文名

種數名

1

未命名(頭盾目羽葉鰓科刨狀屬) Metaruncina nhatrangensis
(Chernyshev, 2005)
海蛞蝓

2

條紋海兔海蛞蝓

3

黃裸體海蛞蝓

4

未知屬長葡萄科海蛞蝓(小老鼠)

Stylocheilus striatus
(Quoy & Gaimard, 1832)

Gymnodoris aff. Citrina
(Bergh, 1875)

Haminoeidae sp.

觀測發現
數日暴增
數日暴增
持續過月
常態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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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勢種
在野外調查，發現到的葉海牛科海蛞蝓(Family : Phyllidiidae)是明顯優
勢種，Phyllidia varicosa (Lamarck, 1801)展紋葉海蛞蝓海蛞蝓發現地點(9
點)最多。但是其科內物種的鑑定相當困難，且利用骨針(spicule)型態以及基因
序列(COI 和 16S 基因)來做海蛞蝓內種的鑑定，其結果顯示僅能將葉海牛科海蛞
蝓科內的 Phyllidiella 屬與其他屬分開，無法鑑別到種的層級(張晏瑋，2012)。
海蛞蝓生物種類外觀相似度高，一般難以當場界定。本研究只能依明顯外觀差異
鑑定出下列九種如表二十二，其餘將歸類於 Phyllidia sp.未知名(葉海牛科)海
蛞蝓。至於其他種海蛞蝓，大部分可先依外觀用圖鑑找出其學名，再利用圖鑑上
的學名以關鍵字在網路搜尋相關圖示進行判斷，或再尋求專家幫忙鑑定。如附件
10 海蛞蝓鑑識流程。
目前調查至今發現之分布優勢種類如下表 :
表二十三 分布優勢之海蛞蝓種類 (14 個區塊發現過半以上者，參考附件 2.墾
丁潛水調查日期總表)
項次

中文名

種屬名

觀測發現發現區塊

1

展紋葉海蛞蝓

Phyllidia varicosa

A、B、D、E-Ⅰ、E-Ⅲ、 9
E-Ⅳ、F、G、I。

(Lamarck, 1801)

表二十四

區塊數

葉海牛科 (Family : Phyllidiidae)之可分辨物種明顯外觀差異圖表

學名 : Phyllidia varicose
(Lamarck, 1801)
中文名 : 展紋葉海牛海蛞蝓

學名 : Phyllidiella lizae
(Brunckhorst, 1993)
中文名 :麗姿葉海牛海蛞蝓

學名 : Phyllidiopsis striata
(Bergh, 1888)
中文名 : 條紋葉海牛海蛞蝓

照片編號 : IMG_3370 / 07:02
學名 : Phyllidia coelestis
(Bergh, 1905)
中文名 : 天空葉海牛海蛞蝓

學名 : Phyllidiopsis cardinalis
(Bergh, 1875)
中文名 : 紅疣葉海牛海蛞蝓

學名 : Phyllidia elegans
(Bergh, 1869)
中文名 : 華美葉海牛海蛞

學名 : Fryeria picta
(Pruvot-Fol, 1957)
中文名 :彩繪葉海牛海蛞蝓

學名 : Phyllidia willani
(Brunckhorst,1993)
中文名 : 威廉葉海牛海蛞蝓

學名 : Phyllidia ocellata
Cuvier, 1804
中文名 :媚眼葉海牛海蛞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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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蛞蝓為何群聚於此之推論
海蛞蝓對「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的這片海域情有獨鍾，或許跟當地
的海域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因黑潮支流暖流(高溫高鹽)帶來了珊瑚大三角區域豐
富的物種、及南海沿岸暖潮(高溫低鹽)，將台灣與大陸的溪流陸源沈積物影養源
帶來墾丁海域，隨潮汐變化的海流，造就了其他依賴海流帶來食物的底棲生物最
喜歡的環境。而後壁湖沿岸地區如同潟湖般地形，其中的「餵魚區」與「花園」
更是水流平穩、穩度適中、適合大型藻類群聚而大量滋生，經常有海蛞蝓品種數
量大爆發的情況，可在同一時間地點方圓 10 公尺內發現超過百種海蛞蝓，數量
更有超過 1000 隻的情況。
海蛞蝓的生態習性複雜，常以藻類或海底生物為食，部分種類的海蛞蝓甚至
會捕食其他種類的海蛞蝓。有些以水螅為食的海蛞蝓，會將水螅蟲的有毒刺細胞
原封不動地轉作己用，當天敵攻擊牠們時，便會被水螅的刺細胞螫傷；也有些海
蛞蝓吞下藻類後，把藻類的葉綠體集中到身體背部，便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墾丁的夏季雖有西南氣流，但其影響不大，因「恆春」之地名取自四季如春，
風和日麗，非常適合下水觀察。
而冬季是藻類繁生的季節(據觀察墾丁海域 11 月至隔年 3 月在西部海域是紅
藻類，1~3 月是馬尾藻，3~6 月是松藻跟總狀蕨藻)，此時的海底對海蛞蝓而言，
正像是一場一週 7 天、一天 24 小時的吃到飽自助派對。為了接下來的春夏繁殖
季作準備，海蛞蝓從海洋深處往淺海遷徙，一路覓食補充體力，也一路尋找同伴。
另外偏好刮食海藻、啃海綿、吞水螅、吮珊瑚的海蛞蝓也各據所愛大快朵頤，可
謂名符其實的海蛞蝓樂園。
墾丁海域環境多種多樣、獨特，有南部黑潮 (高溫高鹽之海流)，這個洋流
為墾丁海域提供溫暖海水。相比之下，其他北部大陸邊界流攜帶冷卻、營養豐富
的水域南下，以及南部大陸邊界流攜帶溫暖、營養豐富的水域北上。溫暖水域允
許熱帶物種的海洋生物進行冒險和進一步北方定居，並在溫帶水域生存。而當冷
水流與熱水流交會行程之渦流和渦度，被發現可以增強浮游生物豐度和多樣性在
形成渦流的地區（Feng et al。，2010; Holliday et al。 ，2012），因此，
估計在西太平洋區域的台灣經濟海域約有 1000 種，所以有其必要對其墾丁國家
公園海域內之海蛞蝓生物多樣性做詳細長久的研究調查，以不枉「福爾摩沙」之
美名。
二、海蛞蝓生物跟生態潛水旅遊活動之關係如下
據研究發現 20 多年前墾丁居民對東北季風的畏懼，不敢出海作業，會往市
區另尋工作機會賺錢。畏懼東北季風順著中央山脈吹到恆春半島時，因地形加乘
的風勢在恆春稱之為「落山風」，其影響巴士海峽海域的水面風浪而不敢潛水調
查，故墾丁地區潛水業者將潛水活動帶至西部台灣海峽海域，其中最具代表性便
是「白砂-萬應公祠」(台灣第一次發現豆丁海馬的區域)，以及「合界」(海蛞蝓
多樣性非常高的地方，已是全世界知名的熱門潛點，慕名而來的國外攝影高手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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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來此尋求素材、一試身手)。並在 2012 年開放大陸客南下至墾丁遊玩後，因
後壁湖生態示範區保育有成，魚群豐富，其潛水市場已變成全年無休之狀態，故
當地潛水業者也了解到非颱風季節，季風影響只有水面下 2 公尺深度左右，2 公
尺以下之水域是日常潮汐影響，只要做好評估確認自身水肺技術能力，並無礙於
潛水活動。亦能持續潛水調查作業，冬季的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其海蛞蝓是熱鬧
非凡，可從「合界」此一國際知名之潛水盛況(如圖 11、圖 12)。只是此處尚未
納入墾丁國家公園水域遊憩管理辦法內，允許水肺潛水的地點，對於台灣法令制
定以「正面表列」之態度，實有必要修正，以免造成「海島國家」之美名、但一
般民眾卻無法輕易親海的窘況。

圖 11

2016/4/10/am8 合界潛場調查海蛞蝓時路邊停車之潛水盛況

圖 12

2016/4/10/am8 合界潛場調查海蛞蝓時之潛水員出入水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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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調查實際面之潛水調查作業困難，其作業方式就受限於海域環境、水流、
能見度及減壓症的風險。故調查困難度遠高於岸上調查作業。
但是墾丁乃是國際舉世聞名的豐富珊瑚礁多樣性之地，加上 2012 年開放大
陸客對台灣南部地區旅遊的限制，以及大陸內陸地區人民很少見過海洋，墾丁海
域潛水旅遊活動一直是大陸遊客旅遊台灣的主要預定目標。也造就了在幾年內，
墾丁地區的經營水肺潛水店家暴增。因為潛水教學服務屬於專業度需求高的項目，
一人能服務的對象有限(體驗潛水規定須 1 對 1 帶領，觀光導覽最多 1 對 8)，參
與服務人員需求量大，也帶動了國人參於對潛水旅遊市場的熱潮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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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事項

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海域是一個大型和多樣化的海
洋環境，需要更大的調查研究努力，以更好地了解海蛞蝓生物種類和豐度的裸子
植物。也需要更大的採樣努力以分析在白天的大量遊客造成的破壞性，因當潛水
觀光客想就近距離觀察野生物種的的慾望，卻可能為該物種造成干擾。且由於所
活動的場所常在國家公園或保護區內進行，因此活動場域所具備之高度脆弱性與
不可回復性等特質，以及旅遊活動與資源保護間所呈現之衝突關係，遂使得相關
活動與生態保育之互動成為值得審慎思考之議題。。而夜間調查也可預期增加在
墾丁地區發現的物種數量和豐度的裸鰓動物之分布。為了驗證海蛞蝓存在高度物
種多樣性，需要在該區域進行額外的，更強化的生物地理學和定量研究。這應該
與關於生物多樣性的研究及其過程對局部區域的影響聯繫起來，以便確定當前是
否是對其他地區具有主要影響的像浮游生物幼蟲的海蛞蝓的散佈方法。
預期調查成果可見，保護示範區所執行的保育措施對海洋生物的保護立即有
正面的效益，雖然 197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到基本 MPA 劃設方式可依據實
際情況與特色，將類型劃分為核心區、緩衝區與過渡區等三個功能型態區，但是，
在分區管理此等構想在台灣應是先做好基礎生態的詳細調查，再由產、官、學與
消費者聯盟各推派專家進行溝通，將範圍比例區域化分界定清楚，然後依法嚴格
執法跟管理。
立即可行建議 –
一、持續追蹤調查海蛞蝓多樣性。
二、與當地漁民積極溝通，輔導轉型建立國家公園之海洋生態導潛制度，並設立
完全禁漁區範圍。
三、岸潛潛場建構友善設施-如棧道、沖沙池;船潛潛場盡速建構船舶繫船繩錨定
樁柱。
長期建議
一、提高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行政權責位階，增加管理單位人員與執法人員。
二、成立「海洋部」、「海洋委員會」、這個未來國家最高海洋專責機關，其
下轄「海洋保育署」、「海岸巡防署」等保育、海域執法專責機關，期盼當
既有的行政或法律架構相互衝突時，能有一個具有實權的上位機關出面協
調，甚至裁決，讓海洋保育相關政策的推動更加確實。
三、建議在後壁湖沿岸區整合潛水棧道，建構如同關島之具備歷史、人文及一般
遊客可在海底觀景窗內輕易看見東吉嶼美麗的珊瑚礁生態系之海洋公園博
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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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Acteonoidea (捻螺目)Bullinidae豔捻螺科
Cephalaspidea (頭盾目)Aglajidae美麗科

1
2

3
4

Diaphanidae透螺科
Gastropteridae腹翼螺科

5
6
7

Haminoeidae長葡萄螺科

8
9

10

Runcinacea (羽葉鰓目)Runcinidae羽葉鰓科

11
12

Gymnosomata (裸體翼足目)Cliopsidae (尚無中文翻譯) 13
Anaspidea (無盾目)Aplysiidae海兔科
14
15
Sacoglossa (囊舌目)Limapontiidae柱狀科
16
17

Oxynoidae長足科
Plakobranchidae海天牛科
Costasiellidae 天兔科

18
19
20

Elysiidae平鰓科

21

22
23

Pleurobranchoidea (側鰓目)Pleurobranchidae側鰓科24

Nudibranchia (裸鰓目)Hexabranchidae 六鰓海牛科
Actinocyclidae輻環海牛科
Polyceridae 多角海牛科
Gymnodorididae 裸海牛科

25

Aegiridae 三鰓海牛科
Chromodorididae多彩海牛科

28
29
30
31

26
27

32

Dorididae 海牛科

33
34
35
36

Phyllidiidae葉海牛科

37
38

39

Arminidae片鰓科
Dotidae豆豆科
Tethydidae大嘴科
Flabellinidae扇羽科
Aeolidiidae翼簑科

40
41
42
43
44

Tergipedidae背鰓科

45
46

Glaucidae海神鰓科

47
48
49
50

附件1- Excel整理(發現數量最多彙整)
調查潛場編號

Bullina nobilis (Habe, 1950)
Chelidonura hirundinina (Quoy & Gaimard, 1832)
Chelidonura sandrana (Rudman, 1973)
Chelidonura varians (Eliot, 1903)
Nakamigawaia felis (Marcus & Marcus, 1970)
Phillinopsis gardineri (Eliot, 1903)
Philinopsis pilsbryi (Eliot, 1900)
Philinopsis reticulata (Eliot, 1903)
Philinopsis speciosa (Pease, 1860)
Colpodaspis thompsoni (Brown, 1979)
Gastropteron bicornutum ( Baba & Tokioka, 1965)
Siphopteron flavum (Tokioka & Baba, 1964)
Siphopteron pohnpei (Hoff & Carlson, 1983)
Siphopteron quadrispinosum (Gosliner, 1989)
Siphopteron sp-9-1.
Siphopteron sp-9-2
Siphopteron sp-15-2
Aliculastrum cylindricum (Helbling, 1779)
Atys cf. Caribaeus (d'Orbigny, 1841)
Atys cf. semistriatus (Pease, 1860)
Atys naucum (Linnaeus, 1758)
Haminoea ovalix (Pease, 1868)
Haminoeidae sp-1-1
Haminoeidae sp-22-2
Haminoeidae sp-22-3
Haminoeidae sp-28-1
Haminoeidae sp-28-2
Ventomnestia villica (Gould, 1859)
Metaruncina cf. setoensis (Baba, 1954)
Metaruncina nhatrangensis (Chernyshev, 2005)
Cliopsidae sp-40-1
Syphonota geographica (Adams & Reeve, 1850)

Stylocheilus striatus (Quoy & Gaimard, 1832)
Placida cremoniana (Trinchese, 1893)
Stilliger aureomarginatus (Jensen, 1993)
Stillger ornatus (Ehrenberg, 1828)
Stiliger sp-6-1
Oxynoe antillarum (Morch, 1863)
Plakobranchus ocellatus (van Hasselt, 1824)
Costasiella sp-34-1
Costasiella sp-34-2
Costasiella sp-36-1.
Costasiella usagi (Ichikawa, 1993)
Thuridilla flavomaculata (Gosliner, 1995)

Thuridilla gracilis (Risbec, 1928)
Thuridilla sp-28-1
Elysiella pusilla (Bergh, 1872)

Elysia cf. bennettae

(Thompson, 1973)

Elysia cf. tomentosa (Jensen, 1997)
Elysia ornata (Swainson, 1840)
Elysia sp-8-1.
Elysia sp-23-1
Elysia sp- 23-2
Elysia sp-35-1
Pleurobranchaea brockii (Bergh, 1897)
Pleurobranchus forskalii (Ruppell & Leuckart, 1828)
Pleurobranchus peronei (Cuvier, 1804)
Hexabranchus sanguineus (Ruppell & Leuckart, 1828)
Hallaxa indecora (Bergh, 1905)
Tambja morose (Bergh, 1877)
Gymnodoris alba (Bergh, 1877)
Gymnodoris ceylonica (Kelaart, 1858)
Gymnodoris citrina (Bergh, 1875)
Gymnodoris sp-35-1
Gymnodoris subflava (Baba, 1949)
Aegires punctilucens (d'Orbigny, 1837)
Hypselodoris maculosa (Pease, 1871)
Thorunna daniellae (Kay & Young, 1969)
Chromodoris elisabethina (Bergh, 1877)
Chromodoris kuniei (Pruvot-Fol, 1930)
Chromodoris lochi (Rudman, 1982)
Chromodoris magnifica (Quoy & Gaimard, 1832)
Chromodoris strigata (Rudman, 1982)
Glossodoris pallida (Ruppell & Leuckart, 1828)
Glossodoris rufomarginata (Bergh, 1890)
Hypselodoris apolegma (Yonow, 2001)
Noumea angustolutea (Rudman, 1990)
Halgerda carlsoni (Rudman, 1978)
Halgerda willeyi (Eliot, 1904)
Jorunna funebris (Kelaart, 1858)
Jorunna rubescens (Bergh, 1876)
F ryeria picta (Pruvot-Fol, 1957)

Phyllidia coelestis (Bergh, 1905)
Phyllidia ocellata (Cuvier, 1804)
Phyllidia varicosa (Lamarck, 1801)
Phyllidia willani (Brunckhorst, 1993)
Phyllidiella annae (Brunckhorst. 1993)
Phyllidiella lizae (Brunckhorst, 1993)
Phyllidiella sp-3-1
Phyllidiella sp-18-1

Phyllidiella sp-18-2
Phyllidiella sp-32
Phyllidiella sp-41-1
Phyllidiella sp-41-2
Phyllidiella sp-41-3
Phyllidiella sp-42-1
Phyllidiella sp-42-2
Phyllidiella sp-47-1
Phyllidiella sp-47-2
Phyllidiella sp-47-3
Phyllidiella sp-47-4
Phyllidiella sp-47-5
Phyllidiella sp-49-1
Phyllidiella sp-49-2
Dermatobranchus sp-30-1
Doto sp-18-1
Melibe megaceras

(Gosliner, 1987)

Flabellina exoptata (Gosliner & Willan, 1991)
Cerberilla affinis (Bergh, 1888)
Cerberilla incola (Burn, 1974)
Cerberilla sp-1-1
Trinchesia cf. ornata (Baba, 1937)
Cuthona sp-8-1.
Cuthona sp-11-1.
Cratena lineata (Eliot, 1905)
Favorinus sp-29-1
Phyllodesmium colemani (Rudman, 1991)
Phyllodesmium briareum (Bergh, 1896)
Pteraeolidia ianthina (Angas,1864)

105年墾丁國家公園 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 - 海蛞蝓潛水調查14趟50次總表
A花園B餵魚區
C-Ⅰ潟湖區C-Ⅱ D眺石
诺比利斯艷捻海蛞蝓★
6
燕尾美麗海蛞蝓★
22↑ 10↑
2
珊卓美麗海蛞蝓★
45↑ 30↑
多變美麗海蛞蝓★
10 20↑
貓美麗海蛞蝓
3
賈第納美麗海蛞蝓★
1
皮爾斯利美麗海蛞蝓★
1
網紋美麗海蛞蝓★
1
暗藍美麗海蛞蝓★
3
6
湯普生透海蛞蝓★
2
雙角腹翼海蛞蝓
1
金黃腹翼海蛞蝓★
8
波納佩腹翼海蛞蝓★
6
四棘腹翼海蛞蝓★
8
未命名(腹翼螺科)海蛞蝓-太極★
1
未命名(腹翼螺科)海蛞蝓 - 白頭黃尾
2
未命名(腹翼螺科)海蛞蝓 - 白色身體
7
筒形長葡萄螺海蛞蝓★
1
未命名(長葡萄螺科)海蛞蝓★
2
半紋長葡萄海蛞蝓★
2
1
核桃殼長葡萄海蛞蝓★
5
卵形長葡萄螺科海蛞蝓
16↑ 20↑
未命名((長葡萄螺科)海蛞蝓 - 小老鼠 ★
1 300↑
未命名(長葡萄螺科)海蛞蝓 - 大理石紋★
1
未命名(長葡萄螺科)海蛞蝓 - 頭方身體肥大★
1
未命名(長葡萄螺科)海蛞蝓 - 外套膜呈咖啡紅色★
6
未命名(長葡萄螺科)海蛞蝓 - 身體透明有白色雪花斑紋★
1
維利斯卡長葡萄海蛞蝓★
2
未命名(羽葉鰓科)海蛞蝓★
1
未命名(羽葉鰓科)海蛞蝓★
300↑
未命名(裸體翼足目)海蛞蝓★
2
地理海兔
1
條紋海兔海蛞蝓★
300↑
1
克里蒙柱狀海蛞蝓★
3
金黃柱狀海蛞蝓★
6
裝飾柱狀海蛞蝓★
3
未命名(柱狀科)海蛞蝓★
2
安地列斯長足海蛞蝓★
1
眼斑海天牛蛞蝓★
1
未命名(天兔科)海蛞蝓★
2
未命名(天兔科)海蛞蝓★
1
未命名(天兔科)海蛞蝓★
2
跳兔天兔海蛞蝓★
1
黃點平鰓海蛞蝓★
3

細長平鰓海蛞蝓★
未命名(平鰓科)海蛞蝓★
微小平鰓海蛞蝓★
斑奈特平鰓海蛞蝓★
未命名(平鰓科)海蛞蝓★
裝飾平鰓海蛞蝓★
未命名(平鰓科)海蛞蝓★
未命名(平鰓科)海蛞蝓★
未命名(平鰓科)海蛞蝓★
未命名(平鰓科)海蛞蝓★
布氏側鰓海蛞蝓
福斯卡側鰓海蛞蝓★
培倫側鰓海蛞蝓★
血紅六鰓海蛞蝓★
駝背輻環海蛞蝓★
藍紋多角海蛞蝓★
白裸海牛海蛞蝓★
錫蘭裸海蛞蝓★
黃裸海蛞蝓★
未命名(裸海牛科)海蛞蝓★
金黃裸海蛞蝓★
閃耀三鰓海蛞蝓★
斑紋多彩海蛞蝓★
丹妮多彩海蛞蝓★
伊莉莎白多彩海蛞蝓★
庫尼多彩海蛞蝓★
洛奇多彩海蛞蝓★
華麗多彩海蛞蝓★
條紋多彩海蛞蝓★
蒼白多彩海蛞蝓★
紅邊多彩海牛海蛞蝓★
鑲邊多彩海蛞蝓★
狹黃多彩海蛞蝓★
卡爾森海牛海蛞蝓★
威利海牛海蛞蝓★
煙囪海牛海蛞蝓★
紅紋海牛海蛞蝓★
彩繪葉海蛞蝓★
天空葉海蛞蝓★
媚眼葉海蛞蝓★
展紋葉海蛞蝓★
威廉葉海蛞蝓★
安娜葉海蛞蝓★
麗姿葉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1
2
50↑
1
2

1

2

1
1

1

1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知名(葉海牛科)海蛞蝓
未命名(片鰓科)海蛞蝓★
未命名(豆豆科)海蛞蝓★
大角大嘴海蛞蝓★
美艷扇羽海蛞蝓★
近緣翼簑海蛞蝓★
定居翼簑海蛞蝓★
未命名(翼簑科)海蛞蝓★
裝飾背鰓海蛞蝓★
未命名(背鰓科)海蛞蝓★
未命名(背鰓科)海蛞蝓★
白紋海神鰓海蛞蝓★
未命名(海神鰓科食卵屬)海蛞蝓★
科立曼海神鰓海蛞蝓★
百臂海神鰓海蛞蝓★
紫色海神鰓海蛞蝓★

1
10↑
1

1
4
1

1
1
1
1
1
52
6

E-Ⅰ獨立礁E-Ⅱ

E-Ⅲ

E-ⅣF雙峰藍洞
G大咾咕
H一線天 I合界 J入水口

1

19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