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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體檢 族人的自我挑戰              

新社部落篇

說這是一次自覺行動是沒有錯的，新社部落對珊瑚礁所進行的體檢

及觀測，便是族人自己主動要求要做的。

// 來回 800 公尺的挑戰

陽光耀眼的 8 月天，大不岸溪出海口，8、9 個人爬上消波塊，小

心翼翼地跨過這巨大且滑不溜丟的傢伙，再次檢察裝備之後，陸續地

躍入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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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是很有經驗的潛水者，但入海之後並不是一下子便能到達觀

測地點，而是還得在海裡游上 400 多公尺、來回 800 公尺的才能抵達，

若是體力差一點的話還真是吃力。

一群人在緩緩游抵定點之後，依照教練指示分配任務，依序地潛入

海中，並由其中兩人拉出一條 100 公尺的監測線，大夥兒則在此範圍

內觀察並記錄下珊瑚礁的狀況，「這樣的監測，我們希望能做上十幾、

二十年。」觀測團中最年輕的成員潘國祥說。

新社部落對珊瑚礁所進行的體

檢，是族人自己主動要求要做的

( 道綺全球傳播有限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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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潛水經驗 
還是重新學習

這是由新社部落族人所組成

的珊瑚礁體檢團，成員都是很有

潛水經驗的族人，他們平日就有

下海捉魚的習慣，對海洋很是熟

悉，也全都擁有潛水證照。

不過記錄觀察還是跟捉魚大

不相同，因此在林管處的經費支

持下，他們找來了環境資訊協

會的老師來上課，並學習監測

方式。「這跟平常捉魚是很不一

樣的，捉魚是直接觸碰到海中生

物，但監測則是要求儘量不要碰

觸及影響海中物種。」他形容，

「我們族人的確是能游得很快、

潛得很深，但這種技能還是與監

測很不一樣。」

於是一群很有潛水經驗的大

夥兒，像學生一樣重新學習，再

重新潛下海去。

// 難過啊！ 彩色變灰白

只是到海中所見卻是一片的

灰白，還蠻令人傷心的。

「以前我們在海底看到的珊

瑚礁顏色多、形狀大，而且還會

有好幾層疊疊層層，很漂亮！」

資深漁夫葉仁和這樣形容著他最

近觀察所得到的失望：「但現在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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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裡看到的珊瑚礁卻很少，很

多都變白了，也沒有層層疊疊，

大多只剩下一層了。」但最令他

難過的是，「很多珊瑚都死了，

化成細砂，所以現在海底變得像

是一整片的灰白的沙！」

「真的是這樣，海中珊瑚在

死掉白化之後，再來就是碎裂，

然後散落一地，讓海底看起來就

像是灰白的一片。」潘國祥說，

他記得自己在國中時期潛水入海

時的色彩繽紛，許多熱帶魚優游

其中，完全不是現在這種狀況。

// 珊瑚少了 魚也少了

根據環境資訊協會的調查記

錄，花蓮新社地區目前的活珊瑚

覆蓋率為 11.875％，是屬於國

際標準中的「不佳」等級。

珊瑚狀況的改變，不單單只

影響珊瑚本身而已，還會直接導

致魚群的數量也跟著變少了。

來聽聽資深漁夫的說法就知

道了。

「我發現少了珊瑚以後，魚

蝦也跟著少了，尤其是喜歡棲息

在珊瑚礁的龍蝦更是減少了很

多。」葉仁和說，「以前出海都

可以抓上 10 公斤，現在能有 1、

2 公斤就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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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珊瑚

礁色彩多采

多姿，對比

如今的單調

黯淡，令人

感慨

照片來源：William Cho

道綺全球傳播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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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滿了消波塊

的海岸，對族

人來說真是又

愛又恨啊 !

入海之後並不

是 一 下 子 便

能到達觀測地

點，而是還得

在海裡游上400

多 公 尺。( 道

綺全球傳播有

限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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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底 監 測 與

平 常 潛 水 捉

魚 方 式 很 不

相同，所以還

是 得 重 新 學

習。( 道綺全

球 傳 播 有 限

公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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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魚減少 雜魚變多

不只魚類而已，影響到的生

物還包括其他。

「最近海藻變多了，但這是

人不能吃的那種；至於我們平常

能吃的那種，倒是變少了。」潘

國祥說道，「這就是海水優氧化

的後果。」

關心漁貨量的葉仁和則說，

傳統上每年 3~6 月是族人捕魚的

時節，主要是抓飛魚、龍蝦以及

其他的魚。「不過現在不僅龍蝦

變得很少了，就連一些好魚的數

量也變少了，捉到的都是一些雜

魚，沒法賣的，只能自己吃。」

// 上面的稻田
下面的珊瑚

新社噶瑪蘭族的每個男人幾

乎都是身兼農民與漁夫的身分，

稻田收成好壞他們當然在意，但

海中漁獲的多寡他們同樣關心。

因為他們強烈懷疑，是陸地

上的化肥及農藥，影響了海中的

珊瑚生長，進而影響漁獲，因此

自主組團進行珊瑚礁體檢，希望

能夠弄清楚農藥化肥對海中生物

的影響。

「珊瑚礁對海水狀況是敏感

的，所以我們便是想藉著下水體

檢，來了解近 50 年來化學肥料

對海洋的影響，如果能有科學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珊瑚礁體驗 族人的自我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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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的確會影響珊瑚礁的生

長，我們就有證據來說服其他族

人，不要使用化肥及農藥。」

// 這樣的抓魚方式還能
抓多久？

潘國祥表示，噶瑪蘭族自古

靠海維生，海洋對他們來說意義

重大，稻米收穫固然重要，但可

不能為了上面的稻米，卻遺失掉

下面的海洋，這一點非常值得族

人來思考。

「我們不能為了賺到上面的

錢，但卻賺不到下面的。」同樣

是漁民與農民身分的葉仁和，講

出了大部分族人的心情，因為這

十幾、二十年來，他們出海所能

補到的魚，正逐年的遞減當中，

「以前我們出海一趟會有 1、

2 萬的收入，近年來卻只剩幾千

塊，根本沒得比！」

潘國祥補充說道，「當然我

們也知道會影響海中珊瑚的原因

有許多，不會單單只有農藥或

肥料，但我們希望在能力範圍之

內，儘量想辦法來減緩珊瑚的惡

化，能減緩幾年就幾年！」

「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的

話，我們這樣的抓魚方式還能抓

多久？」他強調，到了必須改善

行為模式的時候了，唯有改善人

類行為，海洋才有復甦的希望。

海底繽紛色彩不再，記

憶中美麗的海洋不見了。

( 道綺全球傳播有限公司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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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對海洋的方式

這是一群有自覺意識的族人，

因此他們自己組成了珊瑚體檢

團，定期的做記錄，並打算十

幾、二十年的長期進行。

除此之外，對於對待海洋的

方式，族人也有了新的看法與轉

變，那便是讓噶瑪蘭的傳統海洋

文化，成為一種深度旅遊，而不

再只是一味的捕撈。

「每年的 3~6 月是海水清澈、

平靜的時候。」潘國祥說，「我

們規劃以預約方式，凡是對噶瑪

蘭海洋文化有興趣、會潛水的民

眾都可以來參加我們的海洋深度

體驗之旅。」

他表示，噶瑪蘭的海洋文化

相當豐富，除了深入海洋之外，

和漁民們一起拉船、一起推船出

海、浮潛等都是饒富傳統意味的

活動，很能體驗噶瑪蘭文化的獨

特風情。

改變對待海洋的方式。而這

並非年輕一代的想法而已，像葉

仁和就說，「農忙之餘，我很

願意當導覽，帶人到海裡去做體

驗。」他表示，噶瑪蘭的海洋文

化相當寶貴，因此希望能夠代代

的傳承下去，「平常我都會帶孫

子們一起潛水，非常希望他們也

能跟我們一樣，世世代代都能夠

看到美麗的海中景象！」

東海岸的里海故事

珊瑚礁體驗 族人的自我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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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底拉出一條監測線，在此

範圍內觀察並記錄下珊瑚礁的

狀況。( 道綺全球傳播有限公

司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