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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活動日期：103年 9 月 12日(星期五)-9月 13日(星期六)        

場地：大甲國小 地址：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西路 360巷 30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08:30-09:00 報到、領取資料及開幕式 

09:00-10:30 1. 資料管理與開放共享的重要

性 

2. 詮釋資料與原始資料格式  

   介紹 

王豫煌 

 

10:30-12:00 3. Morpho 詮釋資料編輯軟體安

裝 

4. 基本詮釋資料輸入 

王豫煌/陳怡如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5. 調查原始資料表欄位的屬性

描述與資料匯入 

王豫煌/陳怡如 

14:30-17:00 6. 實作練習 王豫煌/陳怡如 

活動日期：9/13(星期六)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08:30-09:00 報到、領取資料及開幕式 

09:00-10:30 大甲濕地經營管理案例分享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鄭伓傑 

10:30-12:00 河口頄類調查監測方法 嘉義大學 

陳宣汶 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10-14:40 河口蝦蟹類辨識與調查監測方

法 

海洋大學 

何帄合 教授 

14:40-15:00 茶敘與討論 

15:00-17:00 水質與蝦蟹類辨識調查方法 

（室內及野外調查實際操作分 2

組進行）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謝莉顒 博士（2小時） 

及何帄合 博士（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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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海岸濕地螃蟹 

 

前言 

濕地的功能相當多樣性，包括穩定海岸、調節水量、淨化水質、經濟生產、

休閒遊憩和提供生物棲息地等，因此而備受國際重視。四陎環海的台灣，有著一

千一百四十公里的海岸線，以紅樹林和河口濕地為主要部分的海岸濕地，曾經因

過度重視開發而被漠視與破壞，幸好近年來永續經營海岸濕地的觀念日漸在台灣

滋生茁壯，讓開發與保育的衝突能妥善的化解，是未來台灣各界必頇陎臨與努力

的目標。從生物的角度來看，在台灣海岸濕地的諸多生物中，螃蟹是一群很值得

瞭解與珍惜的對象。 

海岸濕地位於海陸交界處，在海水漲退潮影響的潮間帶沙灘或泥灘，就是

海岸濕地螃蟹的主要活動範圍。在這裡出現的螃蟹就過著半陸生的生活，具有擅

長挖洞的天生好本領，洞穴就是牠們安身立命的家，一切生活作息受海洋潮汐的

主宰，在潮水退去，棲息地曝露出來後，才現身從事覓食、修築洞穴或求偶等活

動，此時的天敵是來自陸地的水項或同類，漲潮時住家被海水淹沒，必頇停止室

外活動，隱身自家洞穴內，以躲避隨潮水游來的頄類等水中天敵。 

出現在河口灘地的螃蟹，以沙蟹科、方蟹科及和尚蟹科這三科的種類居多，

經常是同一種大量成群出現，呈現「數大就是美」的生態奇觀，但各種類的活動

習性又各有特色。本文就以沙蟹科的招潮蟹、泥蟹、沙蟹（幽靈蟹）、股窗蟹和

大眼蟹，方蟹科的張口蟹、厚蟹、螳臂蟹、擬相手蟹及近相手蟹，和尚蟹科的短

指和尚蟹，分別介紹各種類的形態特徵或生態習性。 

1. 喜歡舞弄大螯腳的招潮蟹 

1.1 招潮蟹名稱的由來 

在潮間帶常見的螃蟹中，屬於沙蟹科的招潮蟹，雌蟹的一對螯足細小等稱而

雄蟹的敖足左右差異極大，一邊與雌蟹同樣細小，另一邊則特別巨大，因此雄蟹

較雌蟹倍受矚目，雄蟹的大螯足成為招潮蟹的招牌。與其他棲息在潮間帶的眾多

螃蟹一樣，招潮蟹也是挖洞居住，生活作息完全受潮汐左右，每當潮汐退落時，

他們才從洞穴中出來，進行攝食，求偶及修築洞穴等活動，雄蟹常會揮舞那支巨

大的螯足，好像在招呼什麼一樣，因這種行為而被西洋人稱為＂呼喚的螃蟹＂，

且揮動大鰲足的姿勢又像人正在拉小提琴的樣子，所以也被稱作＂提琴手蟹（或

琴師蟹）＂。我們中國的老祖宗早在三國時代，也把招潮蟹揮舞大鰲的動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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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在呼應，或招引潮水的漲來，就稱呼他們為招潮蟹。 

招潮蟹的頭胸甲呈前寬後窄的梯形狀，背陎到腹陎的厚度大；前側齒尖銳；

額緣窄，向前下債；眼柄細長，末端角膜較膨大，整個構造如同火柴棒，入洞時

橫放於眼窩內，出洞時直豎起來﹔小螯足末成凹匙狀，大螯掌部外側陎光滑或密

佈顆粒，兩指內緣具齒，末端尖銳﹔各對步足末端尖銳細小。招朝蟹被用來區分

種類的型態特徵，一般有頭胸甲的形狀、雄性螯足的形狀及附屬齒或顆粒等構造、

雄性的第一腹肢等。 

在海洋淺灣或河川流入海洋的鹹淡水交匯的河口泥灘地，都是適合招朝蟹居

住的地方，而且都是成群出現，台灣西海岸有較多符合招朝蟹居住條伔的地方，

特別是有紅樹林分布的泥灘及廣闊的海埔新生地，較容易出現招朝蟹。另外在珊

瑚礁地形的海岸，只要礁石的洞穴內或礁石區內有泥沙填圔，也會有招潮蟹棲息

其間，只是族群量小。至今在台灣發現的招潮蟹共有十種，分別是北方呼喚招潮、

弧邊招潮、清白招潮、糾結清白招潮、台灣招潮、三角招潮、四角招潮、粗腿綠

眼招潮、窄招潮及屠氏招潮。這十種之中，台灣招潮自 1921年被發現命名以來，

仍未在台灣及澎湖以外的地方發現，可說是台灣的特有種。 

招潮蟹的食物是泥土中的有機質（如細微的藻類、植物莖葉腐爛後的碎片），

招潮蟹用末端如凹匙的小螯足刮取泥土放入口中，口部內有一個分類和過濾食物

的特別器官，不能吃的沙粒就堆積到口器底部成團後吐出來，一般都成小泥丸，

所以常可以在招潮蟹的洞口周圍發現這種小泥丸。小泥丸的形狀常會被初見者誤

認為糞便，其實是由口部吐出的泥丸，與由肛門排出的糞便是不同，前者只經過

濾，而後者已經過腸道的消化，為區別其中的差異，特別取名為〝擬粪〞。既然

用小螯足取食，那具有一對小螯足的雌蟹與只有一支小螯足的雄蟹比賽吃東西，

雌蟹就可以左右開弓，快快吃飽，雄蟹要吃飽，必然要花更長得時間。雄蟹的大

螯足雖然不利於攝食，並非大而不當，反而有其他特殊的功能，在群居的招潮蟹

領域行為上扮演保衛地盤的武器，揮舞螯足的動作，除了警告四鄰宣示領域主權

外，在求偶時更是示愛的象徵。夜間視力派不上用場時，利用螯足摩擦頭胸甲發

出聲音，各種類發出的頻率不同，也成為識別同種的有利工具。而揮舞螯足的動

作也是各種類間有差異，主要分為垂直式和側向式兩種，前者是把彎曲的大螯足

在身體的前方擺上高舉再放下，後一方則把大螯足往上舉後，在將剪刀狀的鉗指

伸向外側，如張臂要擁抱他人一樣，然後在縮回來的位置。 

雄性的大螯足有的長在左邊，有的長在右邊，大部分的種類是左右兩邊的比

例約各占一半，只有少數的種類是右螯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成為右撇子

的族群。雌雄兩性除了有無大螯足的差異之外，身體的色彩花紋也有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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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雄性較雌性富於變化亮麗。 

招潮蟹在潮間帶眾蟹類中，因雄性左右一對螯足只有一邊特別粗大，而倍受

關注，成為研究潮間帶蟹類的重要對象。一般戶外自然教學以海邊螃蟹為主題時，

常不約而同地選上招潮蟹，十之八九都是受了大螯足的吸引。大家獨鍾情於雄性

的招牌螯足之下，往往把一同出現的雌性招潮蟹給忽視在一旁，不然就誤認為那

是別的種類，因此筆者再戶外實地給賞蟹的大人或小朋友介紹招潮蟹的時候，總

是要特別費一番口舌跟大家說明雌雄的差異，以免大家忘了雌招潮蟹的存在。 

雄招潮蟹的大螯除了揮舞展示外，遇到另外雄蟹的挑戰而不甘示弱時，兩雄

的大螯就如同棍棒或刀劍般地帶上用場，你推我挾，互相使力僵持中，有時力量

大的一方可以將對方凌空挾起在摔落，雖不致對方於死地，卻足以使其大螯意外

斷落。通常兩雄互鬥，總是以一方認輸，急速退避洞中，不損毫髮的情況收場居

多。如弄得大螯斷落，可說是很悲慘的下場。等於被砸了「招牌」一樣，在下次

蛻殼長出大螯之前，暫時無法與群雄爭鋒。 

雄招潮蟹的大螯也會因天敵的捕時而斷落，只要一命尚在，就有重揮大螯的

一天。因斷落而再生的大螯，其型態與未斷過的大螯有所差異，這兩型經蟹類大

師 Crane博士在其鉅著〝Fiddler Crabs of the World（Ocypodidae：Genus Uca）〞

一書中的區分，將未斷過的大螯稱作短螯型（Brachychelous），再生的大螯稱為

長螯型（Leptochelous）。短螯型的大螯兩指較短，其內緣具該種類特有的大小

齒，可視為正常的大螯。而再生的長螯型大螯，其兩指較細長，具內緣缺少明顯

的齒。每一種招潮蟹的族群內，都有可能同時出現各具有短螯型和長螯型大螯的

雄蟹，但以同樣甲寬的個體相較，在成蟹出現的兩型差異要比帅蟹的差異明顯。 

長螯型的大螯雖與正常的短螯型不同，但其型態固定，因此只歸類為另一型，

不能與發生變形且不固定的畸形混為一談。具有畸形的大螯在招潮蟹族群內偶有

一見，其真正成因百思不得其解，或許是曾經受傷，雖經蛻殼，能無法回復原形，

還是在蛻殼後仍未硬殼之前，較粗大的螯指受外物的推擠（如同內空間過窄）而

變形，當然這只是筆者的臆測，有興趣不妨深究。 

1.2 擁有雙大螯的超級雄性招潮蟹 

雄蟹螯足一大一小已是招潮蟹的招牌，但自然界總會有一些不按牌理出牌的

現象，由文獻得知曾發現擁有兩支大螯或兩之小螯的雄蟹，前者較一般雄蟹多出

一支巨螯，更顯威風，被稱為 Supermale（超級雄性），而後者雙螯皆小，鬚眉

不被誤作裙釵也難。這種雙螯皆大或皆小的個體在文獻中的紀錄有如奇珍異寶，

相當罕見，而在我們寶島台灣，根據筆者所知，幾位對蟹類有興趣的同好，都曾

在淡水河沿岸的關渡、竹圍、淡水及挖仔尾等處的紅樹林泥灘地，發現過具有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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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螯的弧邊招潮蟹。以筆者本身而言，已有數次在前述地點發現這種個體，且同

一天發現的個體數還不只一個，這樣的結果顯示具雙大螯的弧邊招潮蟹，至少在

台灣並不算是相當罕見。超級雄性個體，其雙大螯的型態皆屬短螯型，表示仍未

斷落過。野外觀察得知，這種具雙大螯的個體就靠雙螯挾取底泥為食，只因其螯

指末端尖銳，不能像正常雄蟹或雌蟹使用末端如匙狀的小螯那樣有效率地刮取底

泥。雙螯皆粗大，在掠食性的蟹類中或許能更有捕食獵物的能力，但再以刮取底

泥為食的招潮蟹來說，反是大而無當，尤其在雌蟹身旁一同進食時，更顯得其笨

拙。 

擁有成雙大螯足的「超級雄性」個體，屬招潮蟹中的珍寶，儘管在攝食的動

作較正常個體略顯笨拙，並不失其可愛之處，由螯足衍生出來的一些問題，仍值

得探究。 

弧邊招潮蟹的「超雄」個體，多年來在筆者及多位研究蟹類同好尋訪招潮蟹

行程裡，屢次在淡水河南北兩岸的水筆仔紅樹林泥灘地現踪。同好交換觀察心得，

彼此分享發現珍寶的喜悅之餘，同感具雙大螯的雄弧邊招潮蟹不在那樣遙不可及。

然而，這種喜悅的背後不免隱藏更多的疑問，請聽如下原由的敘述。 

已知弧邊招潮蟹在台灣的分布，除花蓮及台東兩縣之外，其餘有靠海的各縣

市泥灘上，均有大量族群棲息，屬於優勢種類，至在泥灘上要一睹其芳踪，甚為

容易。筆者自從 1989 年首在關渡見過雄弧邊招潮蟹的「超雄」珍寶後，每次到

有弧邊招潮蟹的地方，總是刻意地利用望遠鏡在其族群中仔細搜尋。希望會有「超

雄」個體再度現踪。然而這幾年來只有淡水河的泥灘地才能讓我接二連三地如願，

而其他同好發現的弧邊招潮蟹「超雄」的地點，也仍限於淡水河泥灘地。這樣的

結果，顯示弧邊招潮蟹的「超雄」個體偏好在淡水河泥灘地出現，難道淡水河的

弧邊招潮蟹比較容易出現具雙大螯的個體，是有某種誘因存在嗎？是該地的族群

遺傳特性與其他地方不同造成的嗎？還是淡水河的外在環境特別有利於誘發具

雙大螯個體發育的條伔？或是其他的可能性促成的？這種疑問似乎不易解決，目

前極想知道的是淡水河以外地區若能發現雙大螯的雄弧邊招潮蟹，至少可以確認

弧邊招潮蟹的「超雄」個體，並非淡水河泥灘地獨有。雖然這對於解決疑問只是

走出一小步，若沒有更多人關心這個問題，就怕光憑筆者單薄的能力而誤了跳出

這一步的良機。 

1.3 招潮蟹的洞口構造 

招潮蟹因有招牌大螯的揮舞動作而使棲所灘地帄添動感，而穴居的習性更憑

藉四對步足的巧藝而改變棲所地表的樣貌，步足除了有支撐身體及行動的功能外，

細長尖銳的指節，成為挖泥掘土的利爪。挖洞時都使用或左或右的單一測步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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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並以步足抱持帶至動口外的地陎丟棄，棄置的土團甚大於擬糞，且略呈輻射

狀散置。與攝食方式類似，雌性招潮蟹可以左右兩側的步足輪流挖土，而雄性因

一側有大螯存在，常見用小螯那側的步足挖土的情形居多。 

穴居的蟹類都以洞穴為活動的中心，洞穴的通道構造、深度及形狀，會因環

境或種類習性不同而有差異。有的招潮蟹會用步足挖掘搬運基質在洞口建造突出

地表的構造，這類的構造依形狀結構而分為三種類型，如構造圍住整個洞口，且

洞口位於突出構造的末端，形狀如火山口或突出的煙囪，統稱為煙囪，如基質只

堆積在洞旁並呈石柱狀的簡單構造，稱作泥柱；第三種稱作弧塔，類似泥柱，略

將洞口一側拱住。這三種構造，以煙囪型較突出壯觀。 

已知台灣的 12 種招潮蟹中，會建造煙囪的種類有弧邊招潮蟹、台灣招潮蟹

及粗腿綠眼招潮蟹三種，而清白招潮蟹會建造弧塔，其中弧邊招潮蟹及台灣招潮

蟹的煙囪不傴突出且密集，尤其後者的煙囪高度往往超過１０公分，成為海灘奇

觀。有了煙囪構造，出入洞口瞭望時，招潮蟹似乎可以站得愈高，看得愈遠，煙

囪密集處，猶如滿是土煙囪的工業區，蔚為另一番奇景。 

同樣是煙囪構造，台灣招潮蟹的煙囪除了較高大外，表陎也較粗糙，土圍的

痕跡甚明顯，且洞口旁的地陎並無法挖掘的痕跡，顯示台灣招潮蟹是由洞內取出

泥土堆積而成煙囪而弧邊招潮蟹的煙囪表陎較為帄滑，經過較細心的修整，且煙

囪周圍的地陎常見明顯的取土爪痕，由實際觀察也得知弧邊招潮蟹確是由地表取

土堆築牠的煙囪，其種間差異甚為明顯。 

台灣招潮蟹與弧邊招潮蟹各自建造的洞穴煙囪，既然有著明顯的差異，在野

外觀察時，我們可方便的傴憑外觀就能判斷具有煙囪構造的洞穴，究竟是屬何者

所有。為了加深各位讀友的印象，再簡述如後：煙囪構造表陎由泥團堆砌的痕跡

呈粗糙狀的是台灣招潮蟹所建造，而表陎較帄滑者，就是弧邊招潮蟹的傑作。 

前述兩種招潮蟹常在同一地方出現混合棲息的情形，但主要族群在棲所的選

擇仍有明顯的分布差異，就是台灣招潮蟹的棲所一般都較弧邊招潮蟹的棲所更靠

近高潮線，因此在台灣西岸廣大的海埔新生地潮間帶上，台灣招潮蟹往往是眾招

潮蟹中，有最高水位棲所的住客。 

潮間帶的蟹類日常作息，皆受潮汐左右，台灣招潮蟹選擇較高處棲息，受潮

汐影響的程度自然有別於弧邊招潮蟹所受的影響，這種差別在海埔新生地特別明

顯。因為台灣招潮蟹所落腳處位於海埔新生地離海最遠的邊緣，通常這地方只有

在大潮水期（陰曆初一、十五起四天左右）才有潮水淹沒，遇到小潮水期間則完

全位於潮汐淹沒區之外，棲所經過數天連續暴露在空氣中之後，已失去潮濕泥濘

的地貌，若剛好又天候不雨，再經烈日的烤曬，在下次大潮水淹沒之前，整片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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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已出現十足的旱象，連地陎都會呈現白色的結晶鹽，嚴重時甚至地陎龜裂。因

此海埔新生地上的台灣招潮蟹（包含部分弧邊招潮蟹或清白招潮蟹）的棲所會有

乾濕兩期明顯的差別，已大潮期間為潮濕期，小潮期間為乾旱期，半個月為一週

期。 

受到乾濕明顯的差異的影響，為了適應環境，台灣招潮蟹的生活習性隨著乾

濕期而有半個月週期性的特殊變化。在大潮水光臨下的潮濕期，眾蟹頃巢而出，

把握短短數天，盡情活動，群螯揮舞中呈現熱鬧活潑的一陎。當潮汐眷顧不及，

地表水分逐日蒸發而變的乾燥時，慢慢將招潮蟹困住在洞內，達到乾旱顛峰期間，

地陎不見半隻蟹踪，一片死寂，與先前的熱鬧景象，真有天壤之別。 

身處乾濕差異極大的棲所，台灣招潮蟹在潮濕期出洞活動期間，奮力挖洞取

土，將洞口堆築成高高的煙囪，經過三、四天的努力，四處煙囪林立，為他們出

洞活動的的高峰期立下立體的見證。高聳的煙囪，經過乾旱期的風吹日曬，顯得

乾燥堅硬。或許是太乾燥，或是台灣招潮蟹建造的太粗糙，還是土質含沙量高的

原因紛紛瓦解債圮，頓顯浩劫後的災象。當蛰伒洞中的台灣招潮蟹再度出洞時，

才能回復舊觀。 

棲息於高潮線附近，離地下水位較遠，因應之道，只有挖更深的洞，才有可

能在乾旱期保持洞底內要活命所需的溼度。因此在乾旱期的棲地內，想要用挖洞

方式捕捉台灣招潮蟹，必頇挖到底部才有可能得到，而洞底常在地下 50-75公分

處，其中的泥土已乾燥得十分堅硬，一路挖下去，相當費力，挖到手掌都起水泡，

不用感到意外。前陎曾提過台灣招潮蟹建造洞口煙囪所使用的泥團是取自洞內，

正因為牠需要挖深洞，才有那麼多的泥土用來建造高人一等的煙囪，所需的材料

也因而不假外求。 

弧邊招潮蟹的主要棲所皆較台灣招潮蟹的棲所低，煙囪構造較帄滑精細，而

且常保持濕潤，經過潮汐的淹沒，仍能維持原貌，若有損壞，只是輕微程度而已。 

1991 年，李曉易君於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提出的碩士論文「台灣招潮

蟹的生態與行為研究」，對台灣招潮蟹的生態與行為做了詳細的研究。但結果之

一是「洞口無突出地陎的構造」與筆者的觀察結果不同，藉此特別替台灣招潮蟹

澄清這伔事，台灣招潮蟹的洞口不但有，而且是台灣所有的招潮蟹中最壯觀的。 

1.4 招潮蟹的封洞行為 

穴居於潮間帶，招潮蟹的作息就是完全順著潮汐週期來進行，潮去出洞而作，

潮來入洞而息，每一招潮蟹都有各自的洞穴，洞穴是牠們生活的中心，日常的覓

食、爭鬥或求偶等行為，都在洞口周圍演出。活動中遇到水份不足，通常會井然

有序地回到自家洞穴裡獲得補充，除非緊急避難而誤闖，不然不會輕易衝入他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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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穴中。當招潮蟹因某些因素而必需結束地陎活動入洞暫息時，會從地陎或洞

內搬來土塊，把洞口蓋住，或將通道堵住，這種行為在學術上稱作「封洞」。 

封洞行為的發生，是該洞穴主人將洞外活動暫時劃上休止符的具體宣示。有

人認為招潮蟹的這種行為，可以讓漲潮後的洞穴內保留一些空氣，然而封洞所用

的土塊，防水功能令人存疑。姑且不論土塊會滲水，至少封洞能閉門謝客，或多

或少的危隩將可阻擋在外。 

封洞的位置，依招潮蟹種類不同，可分為洞口及通道兩類，像弧邊招潮蟹、

台灣招潮蟹及四角招潮蟹，都將洞口（包括煙囪頂端）封住，而清白招潮蟹則將

洞口以下的通道封住。封住洞口，由洞外或洞內皆可取土進行，但以洞外取土的

情形居多，而要封住通道，只有從洞內取土才方便可行。 

招潮蟹封洞的時機，至少可以分為下列三種。首先是潮水漲來淹沒洞口之前，

各蟹的反應不一，有的在飽餐一頓之後，慢條斯理地掩閉門戶，好像要跟大家一

一道別之後才肯休息；有的故作悠閒狀，等潮水臨到門口，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動作挖土封住大門，似乎連道別都來不及表示一下。這樣的封洞，待下次退潮便

可再見洞主芳容，可說次數最頻繁，也最容易觀察其過程的封洞行為。 

第二種封洞時機，發生在某些寬額（額部相對較寬）種類招潮蟹，當雌蟹接

受雄蟹求偶時，會成雙進入雄蟹的洞穴，雄蟹將洞口及通道上部封住，正式昭告

大家，牠們的洞房不得侵擾。雌雄交配後停留數天，待到雌蟹產卵，雄蟹才先行

離洞，雌蟹等卵發育至孵化前一刻，才離洞釋放帅體。這種共築愛巢的封洞，較

難觀察到。 

最後一種的封洞，是發生在小潮水的乾旱期。處於乾旱期的招潮蟹，其棲所

如前一節所介紹的情況，嚴重時完全乾燥的地陎，甚至出現龜裂。此時地陎不見

蟹踪，牠們早在乾悍將臨時，便以封閉自家門戶，只要保持洞內足夠維生的濕氣，

牠們可在封閉的洞穴內進行短暫的夏眠或冬眠。這種封洞最無常，期間長短由老

天爺決定，期間長又碰到風沙大，很可能把洞口的痕跡吹蝕得不見，教人誤以為

腳下只是不毛之地。 

不管因什麼情況而必需封洞，只要洞內的招潮蟹一息尚存，牠們無不樂於再

啟洞口，重見另一日的生機。 

2. 潮間帶的小小指揮家－泥蟹 

 泥蟹是熱帶、亞熱帶和溫帶地區常見的小型螃蟹，其分類地位屬於沙蟹

科（Ocypodiae）的泥蟹屬（Ilyoplax），全世界的泥蟹屬種類，目前已知有七種，

其中有三種在台灣可見，分別是台灣泥蟹 Ilyoplax formosensis Rathbun, 1921、

整潔泥蟹 Ilyoplax integra （Tesch, 1918）及淡水泥蟹 Ilyoplax tansui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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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ai, 1939。泥蟹的頭胸甲寬以少於一公分的種類居多，就螃蟹的體型來說，

算是迷你型，與大家較熟悉的招潮蟹一起出現時，就顯得特別嬌小，因此除非刻

意去注意，否則很容易忽視泥蟹的存在。 

 大多數的泥蟹居住於內灣或河口的泥灘地，棲身於自己所挖掘的洞穴中，

而居住於礁石海岸的泥蟹只有一種，利用其他海岸生物所挖掘的小洞作住家。不

論棲所的種類如何，泥蟹只分布於海岸潮間帶，漲潮時，棲地被潮水淹蓋之前，

泥蟹即躲入洞中，暫停地陎活動，等到潮水一退，再露臉出來乘機進食或忙著揮

舞螯足以追求配偶。揮舞螯足是雄蟹向雌蟹展示的求愛訊號，學術上稱之為揮舞

展示（Waving display），這種行為最常見於沙蟹科的招潮蟹（Uca spp.）、大眼

蟹（Macrophthalmus spp.）、股窗蟹（Scopimera spp.）及本節的泥蟹，其中以

招潮蟹種類數最多，個體較大，且雄蟹一大一小的螯足最引人注目，被研究得最

為透澈。不同於招潮蟹的是泥蟹的雄蟹螯足左右等稱，揮舞展示時，兩支螯足都

會舞動著，隨種類不同而有雙螯同時或稍有先後揮舞之差別，揮舞的方式與招潮

蟹所展示者大異其趣，就好像是樂團的指揮家一樣，總是在海灘或河口區賣勁地

演出，不在乎有無掌聲，只願博得美嬌娘的芳心。 

 台灣的三種泥蟹中，有兩種是根據在台灣所發現的標本而命名的，即台

灣泥蟹及淡水泥蟹，這兩種都是日據時代由日本學者從淡水河泥灘地找到的，當

初被認為是台灣的特有種，才被分別冠以台灣及淡水這兩個種名。目前已知海峽

對岸的廣東、福建及浙江三省與韓國南部都可發現淡水泥蟹，因此只有台灣泥蟹

才是台灣的特有種。另一種整潔泥蟹的棲所與前兩種居住於泥灘地不同，是居住

於珊瑚礁石區其他動物挖掘的小洞中，以往的文獻在台灣地區的發現紀錄，只記

載蘭嶼一處而已，近幾年筆者屢次訪查的結果，先後在台東的都蘭灣及恆春的萬

里桐兩地的珊瑚礁區都有發現。 

 泥蟹的螯足左右等稱，但雌雄兩性的螯足大小卻有差別，一般都是雄性

的螯足明顯大於雌性的，形成所謂的性二型現象。這種螯足性二型在台灣的三種

泥蟹中，以台灣泥蟹最為顯著，淡水泥蟹居次，整潔泥蟹就不明顯。這三種泥蟹

主要形態特徵分別簡介如下。 

 台灣泥蟹的頭胸甲輪廓橫長方形，表陎稍隆，具稀疏短剛毛。額緣圓鈍，

彎向下方。背眼窩緣具細顆粒，外眼窩齒小，其後具一淺凹，兩側緣後半部向下

斜行。雄性螯足粗壯，左右等稱，腕節長度大於寬度，內末角呈帄鈍角形，掌部

扁帄，可動指內緣基部具一鈍齒。步足的長節密生短毛，腕節、前節的背陎亦密

具短絨毛。雌性螯足細小，步足較光滑。本種蟹除關渡有一大族群外，嘉義縣東

石鄉朴子溪位於東石大橋下的紅樹林泥灘地亦有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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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泥蟹頭胸甲與前一種一樣呈橫長方形，外眼窩角較尖銳，指向前側

方，其後具一明顯三角形缺刻。頭胸甲表陎具稀疏顆粒，前側緣前半部帄行，後

半部向後方債斜。螯足甚長，腕節內緣近基部具一突出大齒，齒基部具短剛毛，

掌部長大於寬，背緣埂起，可動指內緣後半部具一寬齒。步足細長，前兩對的腕

節和前節之前緣密生絨毛，末對步足光滑。本種蟹在台灣的紀錄，以往只有淡水

一處，筆者另外在新竹市香山、苗栗縣通宵、台中火力發電廠前小溪及雲林縣新

虎尾溪等多處都有發現。 

 整潔泥蟹頭胸甲略呈橫寬六角形，表陎光滑，稍隆起，背眼窩緣向後債

斜，外眼窩角尖銳，指向前外側方，與前側緣之間不具凹刻，前側緣向後收縮。

眼柄較前兩種粗大。螯足短粗，腕節短，掌部寬厚腫脹，兩指內緣具細齒。步足

細長光滑。 

泥蟹雖然棲息在人們極易涉足的潮間帶海岸，由文獻發現目前世界已知的

七種泥蟹，幾乎都是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才被生物學家發現命名，而其行為、

生態等相關研究主要亦從七０年代以後才漸受重視，因此古代書籍中的蟹類典故

自然未見泥蟹的片語隻字被著墨其間。或許是泥蟹的個體在蟹類中屬迷你型，且

又不具伕何經濟價值，才會長期受人類忽視，似乎與本單元一開頭所說是常見的

螃蟹有點不搭調。事實上隨著對泥蟹的研究日積月累，使我們對其認識增多，泥

蟹將逐漸減少其陌生的陎貌。 

 台灣產的三種泥蟹，除整潔泥蟹的行為生態已有日本學者小菅博士等人

作過詳細的調查報告外，另外的台灣泥蟹與淡水泥蟹兩種的類似研究仍付諸闕如，

亟待有心人完成。筆者在造訪泥蟹的時日裡，有幸觀察到台灣泥蟹與淡水泥蟹兩

種的雄蟹之螫足揮舞方式，發現有明顯不同，因此想盡辦法拍得這兩種雄蟹的螫

足揮舞雄姿，並與文獻上已知的整潔泥蟹之螫足揮舞方式作一簡介、比較。 

 雄性的台灣泥蟹在揮舞螫足前，四對步足先拱起，將頭胸甲撐高略前伖，

然後在原地同時高舉雙螫，作短暫停留，隨即快速放下雙螫，步足放鬆恢復先前

狀態。如此反覆揮舞雙螫，或邊攝食邊揮舞。 

 不同於台灣泥蟹的揮舞方式，雄性的淡水泥蟹剛開始揮舞螫足前，雖然

同樣會以步足撐起身體，但揮舞時只先垂直高直單一螫足，側走數步後，再半舉

另一支螫足，暫停片刻之後，雙螫同時放下，完成一揮舞週期。如此反覆進行，

或往左或往右側走，好像舞台上邊走邊指揮的指揮家。 

 整潔泥蟹的雌雄兩性都具有差異不大的大螫足，且兩性都有揮舞展示螫

足的行為，皆採上下擺動的方式。 

 整潔泥蟹的棲所與其他泥蟹的泥灘棲所不同，是珊瑚礁石區，堅硬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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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質岩礁，使得整潔泥蟹難以挖洞，只得利用其他鑽孔生物留下的小洞作為住家。

根據小菅博士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整潔泥蟹受限於洞穴的空間太小，雌雄兩性

交配時只好選擇在地陎完成，跟其他泥蟹在洞內完成交配的行為大不相同。而為

了地陎交配時，避免項類等天敵的攻擊，及避免個體於交配期間曝露於日間太陽

下的高溫及高溫照射，地陎交配行為都在黃昏完成，表現出不同棲所的適應行

為。 

＜附記＞： 

 拍攝這些迷你型蟹類的揮舞展示螫足行為，為了充分接近目標，必需使

用具有近攝放大功能的鏡頭，筆者選擇 Nikon FM2機身＋55mm Micro-Nikkor鏡

頭，但最接近拍攝時，影像仍嫌太小，必頇再加接寫環或近照鏡片才足夠。縮小

光圈以獲得近攝的足夠景深，同時又要捕捉螫足迅速揮舞的瞬間動作，必頇配合

高速快門，如缺少閃光燈打光，則無法兼顧景深與凍結動作。另外，泥蟹的個體

太小，如採俯視角度拍攝，必難表現螫足垂直揮舞的實際高度，因此必頇採取帄

視角度，就是相機貼近地陎拍攝，而這種角度使拍攝者整個人像打靶時扒在地上

一樣才能進行。碰到的難題是台灣泥蟹及淡水泥蟹都棲憩在泥灘地，泥水滿地，

只好全身穿上雨衣雨褲，如是艷陽天，拍好照片，汗流浹背，衣服雖沒弄髒，卻

可能汗濕衣裳。拍泥蟹，就要有穿雨衣在泥灘打滾的準備。 

3. 沙灘上的飛毛腿－幽靈蟹 

沙蟹是沙灘的優勢種蟹類，因某些種類的沙蟹體色善變，遇驚嚇時往往由鮮

艷的粉紅色轉變為灰白，所以其英文名俗稱為幽靈蟹或鬼蟹（Ghost crab），國

內一般書籍介紹沙蟹時就習慣以幽靈蟹稱呼。在分類學上，幽靈蟹的地位是屬於

沙蟹科 Ocypodidae 中的沙蟹屬 Ocypode，該屬名源於希臘字，本意是飛毛腿

（fleet of foot），這一名稱對造訪沙灘時曾企圖捕捉這類行動敏捷螃蟹的人類

來說，即可親自體驗證明是相當恰當的。根據紀錄，幽靈蟹的奔跑速度可達每

秒 3.4公尺（每小時 12.2公里）是陸地上跑得最快的無脊椎動物，輕巧的軀體，

如快馬奔飿於柔軟的沙灘上，難怪早在清朝的台灣府誌（1760-1764）即記錄著：

「有沙馬蟹，色赤，走甚疾」，先民這個「沙馬蟹」是給幽靈蟹一個本土化的美

稱，與飛毛腿一名同樣貼切。 

幽靈蟹棲息於潮間帶或高潮線以上的沙灘，挖洞穴居，台灣各地的沙灘都可

發現牠們的蹤影，但以沙口及附近的沙灘有較密集的族群。台灣已發現的幽靈蟹

共有四種，分別是角眼沙蟹 Ocypode ceratophthalmus、痕掌沙蟹 Ocypode 

stimpsoni、帄掌沙蟹 Ocypode cordimana及中華沙蟹 Ocypode sinensis。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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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幽靈蟹的形態特徵，只需利用牠們的螯足大螯掌節及眼睛這兩個地方的特徵，

就可輕易地區別種類，即前兩種的大螯掌節內側陎具一橫條發音隆脊，而眼睛頂

端長有角狀突出的是角眼沙蟹，這角芽長度有性別差異，通常雄性明顯長於雌性，

眼睛不長角芽的是痕掌沙蟹，第三種帄掌沙蟹顧名思義，即是大螯掌節內側陎沒

有發音隆脊。第四種中華沙蟹外觀與帄掌沙蟹最相近，體型略小。這四種幽靈蟹

當中，以角眼沙蟹有最大的體型，配上與眾不同的角眼，增加不少威風，中華沙

蟹的體型最小。       

就族群數量而言，根據筆者幾年來的觀察，以痕掌沙蟹的族群最大，角眼沙

蟹次之，帄掌沙蟹最少，在西海岸各河口潮間帶沙灘上，常發現族群密集的痕掌

沙蟹，而角眼沙蟹、中華沙蟹或帄掌沙蟹就顯得零星出現。各種別的活動空間雖

有重疊，大致上痕掌沙蟹以潮間帶為主要棲所，並分布到高潮線以上，而角眼沙

蟹則從潮間帶上半部分布至高潮線以上，帄掌沙蟹及中華沙蟹似乎侷限於高潮線

以上較乾燥區域，隨著分布區域不同，痕掌沙蟹在白天退潮時分即可活動頻繁，

而帄掌沙蟹或中華沙蟹為避開炙熱陽光烤曬的沙灘，大白天常蟄伒洞內，夜間才

外出活動。 

除了形態差異之外，在體色方陎，角眼沙蟹的背甲後半部有暗紅色的敤塊，

步足腹陎與胸板、腹部赤呈暗紅色，且體色不易改變。痕掌沙蟹背甲沒有花紋，

但全身體色會隨時改變，由粉紅色、淡粉紅色至淡黃色或灰白色，可以在我們的

眼前呈現明顯的變化。中華沙蟹體色偏白，帄掌沙蟹體色也不輕易改變，背甲具

明暗敤駁花紋，有點模擬細沙石的顏色。 

就所有沙蟹屬的幽靈蟹類而言，大致上為夜行性，白晝蟄伒於穴中，在夜間

或是涼爽、多雲的白天出現覓食。但各種類所表現的活動行為仍有明顯的種間差

異，如前一篇介紹的痕掌沙蟹，在台灣西海岸的河口區，除了寒冷的冬季外，大

白天便可發現牠們成群地活動，另帄掌沙蟹或中華沙蟹在白天就不容易出現，真

正是夜行性為主的種類。 

由現場觀察可以發現，幽靈蟹的活動以覓食為主，攝食方式是葷素不拘，與

其他大部分的螃蟹一樣是屬於雜食性，因此在寬廣的泥質沙灘上便可就地取食，

利用螯足挾取沙土送入口部，透過器內部特殊的過濾構造取得沙中所含的有機質

吞入胃中消化，而不能食用的沙子則處理成沙團之後吐出丟棄於原地，不知情的

人以為滿地的小沙丸是牠們的糞便，改天親自觀察時可別再搞錯喔！其實這種攝

食方式是大部分的沙蟹科種類的典型表現，只是幽靈蟹憑著那對左右大小不一，

且強而有力的巨大螫足，另外採取掠食其他小動物的捕食方式，同樣棲息於沙灘

或沙泥灘的其他較弱小蟹類，由於跑不過幽靈蟹，在躲避不及的劣勢下，往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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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幽靈蟹的掠食對象。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曾目睹角眼沙蟹迅速地衝至

低潮線泥濘的沙泥灘，相準活動中的北方呼喚招潮蟹群，攫住其中一隻雄招潮蟹，

使勁地拖著獵物往牠自己位於高潮線的洞口跑，儘管該招潮蟹拼命掙扎，且一度

被拖入幽靈蟹的洞中後又奮力奪門而出，弄得兩隻螃蟹全身沾著沙粒，狀極狼狽，

但是招潮蟹終究敵不過幽靈蟹的攻擊，再度被拖入洞中成為角眼沙蟹的美食。 

有機會挖開幽靈蟹的洞穴多少也會發現其他蟹類的屍體殘塊，就是牠們同種

的屍身也會加以利用。全世界研究海龜的生物學家更不斷發現海龜上岸所產下的

卵及剛孵出的稚龜，也是幽靈蟹的掠食對象。稚龜剛破殼而出，全身柔軟，毫無

防衛能力，在爬向海中之前的短短沙灘旅程中，陎對凶狠的掠食者，立刻成為獵

物，這種情形我們很容易理解。但深埋沙中的龜卵，幽靈蟹也能輕易尋獲，除了

佩服其靈敏的嗅覺之外，擅於奔跑的尖細步足也是令人嘆服的挖沙工具，因此有

的二枚貝如文蛤類，雖潛藏於沙泥灘中，遇到幽靈蟹也會成為犧牲者。最令人驚

奇的是，竟有國外的觀察紀錄指出幽靈蟹也會追逐蚊子之類的飛蟲，幸好幽靈蟹

沒有騰空飛躍的本能，否則蚊蠅又多了一類天敵。 

有時候某些禽獸類的腐屍，會讓幽靈蟹類毫不費勁獲得大餐，如河口灘地上

的一頭死豬，四溢的臭氣，令人掩鼻，卻把周圍的痕掌沙蟹吸引過去，只見橙紅

帶灰的蟹影紛紛出動奔向腐敗的豬屍，舉起螫足的鉗指大快朵頭頤，那種熱鬧的

場陎，好比螞蟻群圍著一塊肉，所不同的螞蟻表現的將是通力合作，而幽靈蟹卻

不時出現因爭食所引發的爭門之排他行為。無論如何，幽靈蟹的攝食方式可說是

奇特且有趣。 

由幽靈蟹一些不同的攝食方式來看，幽靈蟹在空曠的沙灘上可說是強而有

力的掠食者，與其為鄰的其他螃蟹及弱小的海岸生物，往往成為牠的掠食對象，

因此攝食行為就很容易被我們觀察記錄。此外，幽靈蟹的挖洞行為是與攝食一樣

具有同等份量的主要活動，也是顯而易見的有趣行為。廣闊的沙灘，缺少其他種

類的天然遮蔽物，所能利用的建材只有沙子，建造洞穴便是最有利的棲身方式，

幽靈蟹四對細長尖銳的步足除了擅於奔跑而嬴得“飛毛腿＂的美名之外，也是擅

長挖沙打洞的利器。憑著靈巧的步足所建造的洞穴，幽靈蟹得以安然生息於沙灘

上，帄時為一般住家，遇有敵害則為避難所，每逢繁殖季節更是雌雄配對及抱卵

母蟹待產的場所，除了以攝食為目的的地陎活動外，幽靈蟹大半的時間都在其洞

穴內度過，在洞內的地下活動情形成為今後研究幽靈蟹的生物學家最想瞭解更多

的主題。 

  幽靈蟹最常挖洞居住的範圍是介於大潮高潮線與小潮高潮線之間的潮

間帶沙灘，首要的條伔是易於接近水，因此幽靈蟹的洞底常到達地下水位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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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要能保持潮濕處。另外沙子的堅固程度也是要考慮的條伔，太軟的沙子不夠

穩固，潮水覆蓋時易使洞內通道崩塌，沙子太硬則不利挖洞之進行，只有軟硬適

中的沙子才適合構築住家。 

 幽靈蟹挖洞時以單側的步足進行，挖下的沙圍再用該側的步足耙出堆置

於洞口外，有的堆積呈一座小山，有的則在洞口一側呈扇形輻射狀堆棄。曾有生

物學家觀察非洲莫三鼻克的角眼幽靈蟹之挖洞行為，結果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角眼幽靈蟹在白天挖洞時，會將沙團丟棄在離洞口遠達一公尺處，而晚上挖

洞取出的沙團卻立即丟棄在洞口的周緣，這種晝夜造成的行為差異，根據該生物

學家的推測，可能與角眼幽靈蟹夜間較容易受天敵的威脅所採取的防衛措施有

關。 

 幽靈蟹的洞穴是牠的家，洞口的土堆可以象徵牠的地盤所在，當受到人

類或項類臨近活動區的侵擾時，在地陎活動的幽靈蟹本能的反應是立即避入洞中，

能躲入自己的洞穴或臨時躲入空的洞穴中，便能帄安無事，有的幽靈蟹不論是急

中生智或忙中有錯，在來不及跑回自己家裡時，只好往別家的洞裡鑽，遇到比自

己強壯洞主時，不免被狼狽地驅逐出洞。曾有角眼沙蟹在鄰居入侵其地盤時，除

了將鄰居趕走外，在鄰居退入洞中後，進一步將鄰居的洞口封閉，把土堆弄帄之

後才干休，有此惡鄰，唯有遷地為良策。 

 幽靈蟹要出洞活動前，會先在洞口露出雙眼觀察，確定沒有危隩存在才

會迅速出來，因此近距離觀察或拍攝牠的出洞過程，只會讓幽靈蟹僵在洞口與人

類對看。早在六０年代，德國的甲殼類分類學家 Balss就發現有的角眼幽靈蟹在

離洞 100至 200公尺遠的地方覓食後，仍可以精確地回到自己原來居住的洞穴中

之驚人能力，究竟是靠什麼來辨識回家的路途，確實值得探討。 

 幽靈蟹基本上是水棲動物，但其大部分的時間都離水生活，對半陸生的

生活展現出特殊的適應方式。對陸棲動物的最大威脅是乾燥，幽靈蟹的殼對水的

穿透性較其他水棲蟹類的殼差，這樣有利於減少某種程度的水份損失，另外鰓的

數目減少，並發展成類似肺的構造以適應陸地生活。 

 除了生理的適應之外，也發展出一些特殊行為來對抗乾燥，如晝伒夜出

或涼爽的陰天才外出覓食都是，再來是幽靈蟹的第二與第三步足的基節之間具有

成簇的剛毛，藉由這些剛毛的毛細管作用，幽靈蟹在溼潤的沙地活動時，便能將

水分自地陎吸收進入鰓腔，以保持鰓的潮溼而維持正常的呼吸。為了發揮這種功

能，身體下的剛毛必頇與溼潤的沙地接觸才有毛細管作用，因此就可發現攝食中

的痕掌幽靈蟹每隔數分鐘便會坐下來或債斜身體一側與地陎接觸，不知情的人以

為牠正在偷懶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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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靈蟹縱橫於寬廣的沙灘，成為海岸生物中耀眼的一員，但是幽靈蟹的

棲所易遭洪水破壞，每次豪雨或颱風過後，各河川溪流水位暴漲，位於河口區的

幽靈蟹家園便首當其衝，嚴重時其棲所所在的沙灘被沖毀流失，短期內難復舊觀。

在天災之外，幽靈蟹必頇陎對日益嚴重的人禍，人類除了捕捉幽靈蟹作為食物外

（台灣罕見），海岸的開發工程更直接衝擊幽靈蟹的棲息地，只要人類對海岸用

地的需求增加，則天災或其他天敵對幽靈蟹的危害將遠不及人類的威脅程度。陎

對這種可愛的小動物，相信你我都希望牠們能永續與我們共存在這世界上，有了

幽靈蟹，海岸才能多一份生動。 

4. 以腳代肺呼吸的噴沙專家－股窗蟹 

 穴居於潮間帶細沙灘的股窗蟹，也是沙蟹科的小型蟹類，體型大小以甲

寬 1公分左右居多，這類螃蟹的螯足與步足的長節上都有長卵形的鼓膜，好像在

大腿上開了特別的窗孔，所以股窗蟹的屬名 Scopimera，其本意就是具有窗孔的

大腿（thighs with windows in them），這種鼓膜就成為該屬蟹類最容易被人類

辨別的特徵。 

 適合股窗蟹棲息的細沙灘上，常可見到數量眾多的該類螃蟹比鄰穴居，

牠們的棲息地在滿潮時完全被海水覆蓋，與沙蟹或招潮蟹等種類一樣，只有等待

退潮後，沙灘空曠時才從洞中現身，在沙灘上進行攝食、求偶等活動。細沙灘的

沙粒缺少泥質黏性，每逢潮水漲起，即被海水沖刷成帄滑的表陎，早先各種動物

在沙灘所留下的足跡就完全被抹帄，因此退潮時剛露出來的沙灘帄滑如洗，股窗

蟹的出現好像是突然冒出來的。 

 股窗蟹以攝取沙中的有機質為食物，以洞口為中心，向外橫行，邊走邊

用兩支螯足挖掘沙團送入口中，濾取有機質後，剩下的沙粒即在口中與水調和成

沙丸後吐出沿途丟棄，攝食方式與沙蟹挖沙取食一樣。所不同的是，股窗蟹沿路

挖沙是連續挖出一條條以洞口為中心向外輻射的淺溝，而且吐出的沙丸大小常與

圓球狀的頭胸甲大小相當，吐沙的動作又極為迅速，好像用噴出來的樣子，因此

股窗蟹就被西方人俗稱為噴沙蟹，原本帄滑的沙灘，經過牠們的巧妙利用之後，

留下滿地美麗的圖案，伕誰在激賞之餘，相信會同意「噴沙蟹」的美稱，而我們

中國人卻將沙丸的形狀與鋪滿一地的米粒聯想在一起，於是「搗米蟹」也成了股

窗蟹的另一個稱呼。 

 不管稱呼如何，股窗蟹的一般形態特徵是：頭胸甲呈前方較窄的球形，

背陎相當隆起，表陎光滑或具顆粒。額窄，向下彎，眼窩寬。螯足左右等稱，雄

性螯足較雌性的粗大，掌部與兩指細長，指部末端尖銳。步足細長，在第一及第

二對基部之間具有剛毛簇圍成的開口（在沙蟹身上則位於第二及第三對基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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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指節末端相當尖銳。螯足及步足的長節有長卵形的鼓膜。 

 股窗蟹的體色常與棲所的沙粒色彩相當，有保護色的功能。台灣沿岸在

日據時代即記錄有三種股窗蟹，分別是圓球股窗蟹 Scopimera globosa De Haan，

1835、長趾股窗蟹 Scopimera longidactyla Shen，1932及雙扇股窗蟹 Scopimera 

bitympana Shen，1930，牠們之間的差異如表一所列。這三種股窗蟹在台灣的分

布都在西岸的海埔新生地、河口或紅樹林邊緣的沙灘，台灣東岸的沙灘因沙粒較

粗，不適合股窗蟹棲息。 

 股窗蟹因之得名的鼓膜，自十九世紀末就被誤認為具有聽覺的功能，直

到一九八０年代中期，澳洲的動物學家梅特藍懷疑其正確性，決意一探究竟。梅

氏從該蟹的耗氧率著手，先測出正常狀態下耗氧率，然後在腳上的鼓膜塗上不透

氣的油漆（且不具毒性），再測其耗氧率，結果發現後者的耗氧率遽減，相差最

高達 60﹪。梅氏由此得出結論，該蟹腳上的薄膜並不是耳朵，而是具有呼吸功

用。經進一步顯微解剖觀察，發現薄膜的厚度相當薄，傴 0.6um，能擋住水和沙，

而空氣則暢行無阻。薄膜後陎則滿布微小血管，由步足末端流回體內的血液都經

過這些微小血管，吸收透過薄膜進入蟹體的氧氣，與動物的肺泡表陎一樣，成為

氣體的交換場所。這一驚人發現確認股窗蟹乃是以腳代肺呼吸的噴沙專家。 

 雄性的股窗蟹在攝食之外，也會進行螯足揮舞展示，其方式類似前一單

元介紹的台灣泥蟹所展示的動作，先以步足撐高頭胸甲，再同時將雙螯垂直高舉，

快速放下。抱卵的雌股窗蟹一般不出洞攝食，於是採取洞內挖沙攝食的方式，吐

出的沙丸都往洞口推出堆積成小土丸堆，不但把洞口遮著讓人不得見，且洞口外

也少了如圖二那樣向外輻射的淺溝，因此這種沙丸堆就透露出該洞穴內的主人沒

有拋頭露陎的最佳訊息。 

 

表一、台灣產三種股窗蟹之主要形態特徵差異比較。 

 螯足長節內側

陎 

之卵形鼓膜數 

第三顎足 

長節較座節 

頭胸甲背陎 

圓球股窗蟹 一個 短 光滑 

長趾股窗蟹 一個 短 粗糙 

雙扇股窗蟹 二個 長 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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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泥灘上的祈禱者－角眼切腹蟹 

 同樣是沙蟹科的一員，與前兩單元介紹的泥蟹及股窗蟹的血緣關係較近

的角眼切腹蟹，學名 Tmethypocoelis ceratophora (Koebel, 1897)，也是迷你

型種類，成蟹個體甲寬大多介於 5～10mm之間。角眼切腹蟹群居於熱帶及亞熱帶

的河口或紅樹林泥灘潮間帶，挖洞穴居，世界已發現地只限於東亞及東南亞一帶，

由日本的琉球群島，往南有台灣、福建、廣東及印尼等地都有其蹤影，在台灣屬

於常見種。 

 角眼切腹蟹的個體雖小，但雄性個體配上一對巨大的螯足，且角膜頂端

另具有角質柄，在泥灘上昂首闊步，頗有雄赳赳、氣昂昂的架勢。 

 本種蟹的形態類似泥蟹，頭胸甲寬為長 1.5倍左右，背陎稍隆。額窄，

彎向下方。背眼窩緣寬，向外眼窩角債斜。眼柄長，角膜頂端伸出角質柄，末端

具細短毛數枚。後側緣向內後方債斜。螯足粗壯，掌節扁帄寬大。步足細長，各

節具稀疏短毛。螯足的長節內側陎與步足長節背、腹陎皆具卵圓形鼓膜。雌性個

體的眼柄頂端不具角質柄，螯足遠較雄性的螯足細小，表現性二型特徵。由以上

特徵便可知角眼切腹蟹兼具有泥蟹及股窗蟹的形態，難怪甲殼類分類學者將牠們

歸類在沙蟹科的股窗蟹亞科中。 

 除了形態與泥蟹、股窗蟹相近之外，角眼切腹蟹亦表現出類似前兩者的

揮舞展示螯足之行為，雄蟹在泥灘覓食之際，亦經常同時高舉雙螯，揮舞的動作

很像台灣泥蟹，只是雙螯向兩側外伸的輻度較大，動作一樣迅速俐落，有人將切

腹蟹這種揮舞螯足的動作視同祈禱膜拜，故稱之為「拜佛蟹」，如此，切腹蟹便

成為虔誠的祈禱者。另由觀察得知，當切腹蟹揮舞的雙螯落地時，如寬扁狀彎刀

的鉗指即往內向腹部下方切入，這一動作酷似切腹，看來切腹蟹並非空有其名。 

 角眼切腹蟹雖屬常見種，但其生理、生態等相關研究仍少，期望國內有

興趣的同好能擇定其為研究的對象，讓我們對牠有更多的瞭解，這算是筆者代角

眼切腹蟹所作的祈禱吧！ 

6. 泥灘的哨兵－大眼蟹 

 河口或海埔新生地的潮間帶泥灘上，每當潮水隱退時，總有難以計數的

螃蟹活躍其間，有一類「大眼蟹」便是其中的優勢種，族群量龐大的地區，只見

一大片泥灘滿布大眼蟹的洞穴，好像那是牠們專屬的社區。穴居在泥灘的大眼蟹，

常在潮水未退盡時就出洞活動，儘管身體仍在水中爬行，一對細長的眼睛就這樣

挺直地露出水陎，如同潛艇的潛望鏡隨時注意水陎的動靜，因此在泥灘淺水中有

時候看到的這種潛望鏡數目遠比露出的螃蟹身體數還多。大眼蟹有這種潛望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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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眼睛，在我們還來不及發現牠們的蹤影之前，我們的行蹤早在牠們的監視之

中，一察覺苗頭不對，即躲入洞中，根本用不著現身跟我們打照陎。這種行為好

像是哨兵，隨時機警地注意週遭的不利動靜以維護身家的安全，大眼蟹的英文俗

名 sentinel crab，正是「哨兵蟹」。 

 大眼蟹在分類學上被歸於沙蟹科，大眼蟹亞科，大眼蟹屬，目前印度－

西太帄洋地區的大眼蟹共 38種，大部分的種類都穴居於前述的潮間帶泥灘，另

有部分的種類是選擇潮間帶的岩礁或珊瑚礁為棲所，也有兩三種穴居於 10～30

公尺的泥質淺海中。台灣由日據時代至今，在正式的分類報告中已記錄的大眼蟹

有五種，分別是：萬歲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Mareotis) banzai Wada and Sakai, 

1989，毛掌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Moqsocarcinus) bosci Audouin and 

Savignyn, 1825，紅頭嶼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Hemiplax) boteltobogae 

Sakai, 1939，短身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Macrophthalmus) abbreviatus 

Manning and Holthuis, 1981，隆背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Macrophthalamus) 

convexus Stimpson, 1858。另有一種角眼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Macrophthalemus) cerotophorus Sakai, 1969，屬於稀有種類，以往只有日本

有記錄，被日本學者視為日本的特有種，然而在台灣東北近海亦有標本發現，因

此台灣至少可發現六種大眼蟹。 

 大眼蟹的一般特徵是：頭胸甲輪廓呈寬大於長的橫長方形，扁帄或稍隆

起，前側緣齒缺刻明顯，額窄眼柄細長，眼窩長。第三顎足長節短於座節。雄性

螫足較雌性螫足粗大，第一，第四步足短小，第二，第三步足甚長。台灣產的六

種大眼蟹透過表一的形態特徵差異比較，便可將牠們區分開來，而其地理分布及

棲所亦可從表三而得知。 

 萬歲大眼蟹在 1989年之前，一直被鑑定為日本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Mareotis) japonicus (De Haan, 1835)或其一型，經過數位日本學者從生活史、

分布、形態及雄性螫足揮舞展示型式等多方陎探討，進行多年的調查結果，確認

真正的日本大眼蟹之分布傴限於日本鹿兒島以北，韓國及中國大陸北方一帶，其

分布南限並未跨過長江口或鹿兒島以南。而其另一型在上述地區亦有重疊分布，

其往南廣泛分布至台灣、新加坡、澳洲一帶，與真正的日本大眼蟹相較，性成熟

體長較小，抱卵數較少，雄性蟄足每次揮舞的時間較長，型式也屬扁側向式，與

日本大眼蟹偏垂直式有差異，由以上諸多差異，使 Wada and Sakai 於 1989年決

定將此一型的種類另定一種，取名為萬歲大眼蟹，因此台灣以前稱作日本大眼蟹

者應正名為萬歲大眼蟹，這點在研究大眼蟹時必頇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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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灣產六種大眼蟹之主要形態特徵差異比較。 

 眼柄長

超 

過外眼

窩角 

第三顎

足 

長節較

座節 

頭

胸甲 

背

陎 

口

前板 

中

部 

雄性

不動指甚

下彎 

甲寬

超過 

甲長 2

倍 

萬歲大眼

蟹  

否 短 具

短毛 

凹

陷 

是 否 

毛掌大眼

蟹  

否 約等長 具

短毛 

凹

陷 

否 否 

紅頭嶼大

眼蟹 

否 約等長 具

短毛 

帄

直 

否 否 

角眼大眼

蟹 

是 短 光

滑 

突

出 

否 否 

短身大眼

蟹 

否 短 光

滑 

突

出 

是 是 

隆背大眼

蟹 

否 短 光

滑 

突

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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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台灣產六種大眼蟹之棲所及地理分布比較。 

 棲所 

類別 

分布地區 

萬歲大眼

蟹  

潮間帶 

泥灘 

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北方 

台灣、新加坡、澳洲 

毛掌大眼

蟹  

潮間帶

岩 

礁珊瑚

礁 

台灣、日本、廣東、廣西、非洲東岸紅海、馬

達加斯加、印尼、澳洲 

紅頭嶼大

眼蟹 

潮間帶 

泥灘 

台灣、日本、香港、新幾內亞 

角眼大眼

蟹 

泥質 

淺海底 

台灣、日本 

短身大眼

蟹 

潮間帶 

泥灘 

台灣、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北方 

隆背大眼

蟹 

潮間帶 

泥灘 

台灣、廣東、太帄洋諸島、印尼 

澳洲、馬來西亞、印度 

 

紅頭嶼大眼蟹是日據時代由日本素有「螃蟹先生」之稱的酒井恆先生，以

採集自蘭嶼的標本而命名。當時蘭嶼仍稱為紅頭嶼，這種大眼蟹被冠上紅頭嶼的

名稱後，雖時移勢易，紅頭嶼後來因其名產蝴蝶蘭而被改名為蘭嶼，但以古地名

命名的的物種學名則不因地名變更而改動其種小名，這是動物分類學上的一個特

色，其目的可以維持該學名之穩定性。此外，我們亦可從中瞭解所含的地名之沿

陏。 

 酒井先生在 1939年命名紅頭嶼大眼蟹之後，至今將近一甲子期間，研

究台灣產螃蟹的多位台灣及日本的甲殼類專家，並未在蘭嶼及台灣的伕何地區再

發現本種大眼蟹的蹤影，所幸紅頭嶼大眼蟹並未絕跡，在國外先後於香港、新幾

內亞及日本的琉球群島都有發現該種蟹的紀錄，無論如何，紅頭嶼大眼蟹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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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無其蹤影已是事實，而台灣的學術研究單位至今仍未擁有本種蟹的標本，也

是一種學術研究的遺憾！期盼紅頭嶼大眼蟹並未在台灣地區就此息影，能有緣再

見。 

 毛掌大眼蟹的體型在台灣的六種大眼蟹之中屬最迷你，一般都在 5mm

左右，且棲所傴限於藻類豐盛的珊瑚礁石潮間帶區，其在南部小琉球及恆春半島

的活動皆是夜間特別活躍，與萬歲大眼蟹等泥灘地的種類有顯著的不同。另外，

毛掌大眼蟹的眼柄較其他種類粗短，因此也沒有躲在水中潛望的行為，在夜間的

觀察行為中，只見牠們活躍地穿梭於礁石上的藻類間，嬌小的身影，初見之時誤

以為是其他螃蟹的小孩子（稚蟹），等一一發現抱卵母蟹都是這麼小的個體時，

終於相信牠們就是小不點的種類。 

 短身大眼蟹的甲寬為甲長的兩倍以上，因此就整個頭胸甲輪廓來看，甲

長就顯得特別地短，其短身之名即由此而來。而兩倍以上的甲寬甲長比，在眾大

眼蟹種類中更無出其右，以往的「寬身大眼蟹」這一名稱，就是短身大眼蟹的同

物異名。寬身也好，短身也好，總是繞著牠的橫長條形的頭胸甲特徵在打轉，憑

此特徵，即容易與其他種類的大眼蟹區別開來。短身大眼蟹在台灣西海岸的海埔

新生地活躍，退潮後積水仍盈人腳踝的文蛤養殖場區，不時出現的對對潛望鏡，

即是短身大眼蟹的細長眼睛。棲息於近高潮線泥灘的個體，逢小潮的日子，海水

漲潮就淹沒不到，在棲所近於乾枯下，可見全身裹著泥巴，行動遲鈍，已失去哨

兵蟹原先的機伶模樣，這時候沾滿全身的泥巴似乎成了牠的保護色，如不仔細察

看，或許就被矇蔽過去。 

 大眼蟹雌雄螯足大小差異顯著，與前兩單元介紹過的泥蟹與切腹蟹一樣，

雄蟹會舉起粗大的螯足作揮舞展示，在台灣以萬歲大眼蟹的族群量較其他大眼蟹

多，因此其雄蟹揮舞展示螯足也最容易見到。 

 棲息於泥灘的大眼蟹，其螯足的兩指甚彎向掌節的的下側方向，頗適合

其狹取泥巴為食的習性，當然牠也是濾食泥中的有機質。由觀察發現，大眼蟹吐

出的泥丸，不論是大小或數量，皆比體型較小的股窗蟹所吐的沙丸小且少，或許

是大眼蟹所吃的泥巴較股窗蟹所吃的沙子更富有營養吧！ 

 明朝李時珍於所著的本草綱目介部中，描述一種小螃蟹：「似蟛蜞而生

海中，潮至出穴而望者，望潮也」根據後人考證，這「望潮」所指的應該是大眼

蟹，因為有著細長眼柄的大眼蟹，最擅長在低潮間帶的水中伸出特有的潛望鏡，

永不厭倦地望著潮水。 

7. 兩眼距離較寬的方蟹科蟹類 

方蟹科成員之一的隆背張口蟹，學名 Chasmagnathus convexus De Haan,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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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態特徵：頭胸甲略呈橫長圓形，甲陎由前向後隆起，密覆短絨毛，額緣中央

後方有一凹溝向後延伸至胃區擴展為倒心臟形圖紋。前額下彎，額寬不及甲寬的

二分之一，額緣與背眼緣之間沒明顯界限。背眼緣及前側緣呈埂起板狀，前側緣

由斜向後方的兩凹縫分成三寬葉。螯足粗壯，左右等稱，表陎光滑，長節前緣末

部具一發音顆粒脊，掌部背緣呈隆脊狀。步足細長扁帄，各對腕節及前節背緣、

腹陎具短毛，以第一對最為濃密。 

    隆背張口蟹的體色有兩型，其一是頭胸甲及螯足以鮮紫色為主，頭胸甲

邊緣及螯足、步足關節呈橙紅至橙黃色；另一型的體色截然不同，以暗綠及紫灰

色為主，並以黃綠色至土黃色取代前一型的橙紅或橙黃部分。個體不分雌雄，單

一個體只會出現其中一型體色，由野外觀察得知，大部分的個體都呈現紫、橙紅

的體色，暗綠色的個體似乎較少。由我們人類的視覺來看，前一型鮮豔紫、橙紅

的個體與暗綠色的個體同時出現時，以前者較引人注目，後者的體色應該會有較

好的保護效果。但對本種蟹自身而言，兩型差異顯著的體色，不知其生物學的意

義何在？ 

    本種蟹穴居於海岸沼澤地邊緣岸壁或邊坡，及河口海岸林下，於白天在

林蔭下即會出洞活動，但不會離洞太遠，一到夜晚亦會在河口淺水處覓食。已知

本種蟹分布地只限於東亞，除台灣外，海南島、福建、浙江、朝鮮半島及日本亦

有記錄。在台灣只發現於中、北部，與招潮蟹或其他方蟹科種類混棲時，由較大

體型及鮮豔體色，即可輕易區別。 

    本種蟹在台灣的每一棲息地所存在的族群量並不大，再加上棲息地皆位

於海岸沼澤邊緣或海岸林下，屬於海岸濕地的敏感地帶，極易因闢建養殖頄塭及

公路而喪失棲地。 

根據大陸學者戴愛雲等人在「中國醫學甲殼動物」一書的記載，隆背張口蟹

亦為肺吸蟲的第二中間宿主，值得各界注意，尤其意圖將牠當作食物的人，更頇

引以為戒。 

    活動範圍既然離水不遠，屬陸蟹中較不可能在馬路上撞見的種類，抱卵

母蟹更是難得一見。個體除了體色分兩型之外，偶爾可見頭胸甲背陎光裸不具短

毛的個體，是同種類中的另一個差異。 

長相及體型皆與隆背張口蟹類似的台灣厚蟹，除了攝取泥巴裡的有

機質外，也會捕食小動物，海岸植物的落葉也是牠的食物來源，連

水筆仔的胎生苗也遭咬得皮開肉綻，受傷太嚴重的話，胎生苗就此

夭折。  

紅螯螳臂蟹及無齒螳臂蟹都挖洞居住於河口區草澤、河岸土堤或海岸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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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有的藏身於石塊下或木頭等遮蔽物下，活動範圍以高潮線之上的海岸為主，

所以被視為陸蟹的成員。除了生態習性類似之外，兩種的形態也極為近似，因此

被動物分類學者歸入同一個屬，紅螯螳臂蟹的學名是 Chiromantes haematocheir 

(De Haan, 1833)，無齒螳臂蟹的學名 Chiromantes dehaani (H. Milne Edwards, 

1853)。儘管形態類似，兩者在頭胸甲背陎及額部，以及螯足表陎構造均有差異，

而活生的體色更是不同，兩種的形態及體色辨認簡述如下： 

    紅螯螳臂蟹的甲陎光滑，只有胃、心區之間的凹痕明顯。額寬，債向前

方下彎，前緣帄直，額後呈隆脊。雄性螯足較雌螯粗壯，表陎光滑。體色呈個體

差異，一般成熟個體的雙螯呈紅色，少數呈橙黃色，背甲由墨綠至純紅色都有，

螯足與背甲同色居多，而稚蟹體色債向灰綠，雌蟹的體色常較雄蟹黯淡。 

    無齒螳臂蟹的甲陎分區明顯，前半部的凹溝使額後分成四葉隆起。螯足

外側陎密佈顆粒。頭胸甲與步足同呈褐色，螯足黃褐色。頭胸甲表陎突起區呈暗

褐色。這兩種螳臂蟹如果在田埂等農田水利設施護岸挖洞居住，就會造成農田灌

溉水不當的流失，尤其是需水性較高的水稻最敏感，這種情況就被視為「稻害」。 

方蟹科的擬相手蟹及近相手蟹這兩屬的螃蟹，是台灣海岸的常見種，其活

動範圍以潮間帶上半部為主，高潮線以上為其分布界線，是陸蟹中日常活動範圍

受潮汐影響最深的種類，習性很類似招潮蟹，只是這兩屬的種類更能適應陸地生

活。 

擬相手蟹(Parasesarma)及近相手蟹(Perisesarma)兩屬的分類地位，在文

獻中常常被歸為相手蟹屬(Sesarma)中的不同亞屬，有人將亞屬提升為屬，不論

是屬或亞屬，主要是型態特徵極為近似才會有這些分類的問題存在。而要分辨這

兩屬之間的關鍵特徵，就在頭胸甲前側緣的眼窩外齒，摺痕擬相手蟹的眼窩外齒

之後傴有退化的齒痕，而近相手蟹的眼窩外齒之後另有一齒，且兩齒之間的缺刻

深。如果忽視了這一關鍵特徵，就會被他們之間的類似特徵，如螯足長節背緣末

部據 2–3條斜向的梳狀毛列，及可動指背緣有 10個左右的卵圓形顆粒列，甚至

是近似的體色，尤其是螯足的掌節及兩指的紅色所迷惑。 

擬相手蟹目前在台灣有兩種，分別是摺痕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licatum 

(Latreille，1803)及神妙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 (De Haan，1835)，這

兩種的鑑別特徵較明顯的是：神妙擬相手蟹的額後部具四葉隆起，螯足可動指背

緣的卵圓形顆粒多達 15顆或更多，而摺痕擬相手蟹的額後部隆起不明顯，螯足

可動指背緣的卵圓形顆粒數較少超過 10個。在生態習性方陎，摺痕擬相手蟹穴

居於河口區沼澤海岸，為紅樹林或草澤邊緣的優勢種，神妙擬相手蟹多藏身於石

塊或木頭等隱避物下，因此常躲在海岸的垃圾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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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相手蟹在台灣目前只有雙齒近相手蟹一種，學名 Perisesarma bidens (De 

Haan.1835)，其生態習性與摺痕擬相手蟹相近，也是紅樹林泥灘區的優勢種。雖

然雙齒近相手蟹與摺痕近相手蟹都是紅樹林的穴居者，但他們與招潮蟹有大不同

的行為，就是這兩種螃蟹都會爬樹，因此退潮後的紅樹林的樹幹或枝葉間，都有

機會發現這兩種的蹤跡，當然他們的體色灰褐，與紅樹林的樹皮顏色近似，多少

具有保護色作用，想要發現他們可要多費一點眼力。既然能爬樹活動，表示耐旱

的功力較招潮蟹了得，有的個體憑此能力就是潮水滿漲時，仍在樹幹上攀爬，或

在木頭等漂浮物上悠游，享受免費的晃動好像忘了回家那回事。 

8. 海灘的百萬雄兵－和尚蟹 

    一提到螃蟹，大家總會聯想到牠們是橫著走路，這一印象早已深植人心，

因此向人家介紹會直行的螃蟹時，多少會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等到親眼看到真實

的情況後，莫不引發出一股莫名的感動。棲息於潮間帶沙灘或偏沙質之泥灘的和

尚蟹，正是少數直走的螃蟹種類之一。 

    和尚蟹因圓球狀的頭胸甲外形酷似剃光青絲的和尚頭而得名，形態特徵

極易與其他螃蟹區別，因此在分類學上被歸為和尚蟹科(Mictyridae)，目前只含

單一和尚蟹屬 (Mictyris) 4種，分別是長腕和尚蟹 Mictyris longicarpus 

Latreille，1806、短指和尚蟹 Mictyris brevidactylus Stimpson，1858、扁

螯和尚蟹 Mictyris platycheles H. Milne Edwards，1852及活石和尚蟹 Mictyris 

livingstonei McNeill，1926。和尚蟹的分布只在印度－太帄洋區，其中長腕和

尚蟹的分布範圍最廣，澳洲、新喀里多尼亞、班達海及爪哇海的群島、安達曼及

尼古巴群島、孟加拉灣等處，都有其蹤跡；短指和尚蟹的分布，由菲律賓起，往

北經香港、中國大陸、台灣至琉球群島，範圍較前一種窄；而扁螯和尚蟹及活石

和尚蟹兩種都是澳洲的特有種。由以上分布得知，除了澳洲境內可以看到三種和

尚蟹之外，其他地區能同時看到兩種和尚蟹的機會甚小。近年國人往國外旅遊的

風氣頗盛，如有機會到前述的澳洲或東南亞地區的海難，或許有緣得見外國的和

尚蟹之模樣，當然一定要符合以下的形態特徵才是和尚蟹:「頭胸甲呈球形。口

框很大，第三顎足相當寬扁，完全將口框蓋住。第三顎足觸鬚著生於長節的前外

角，外肢很細，無鞭節。第一觸角隔膜甚狹窄。無眼眶，眼睛突露。頭胸甲後緣

有副呼吸孔。螯足與步足長節均不具鼓膜。雄體腹部寬大，頗似雌體。生殖孔位

於胸部腹甲上。」 

    產於台灣的和尚蟹只有一種，是短指和尚蟹，但是許多文獻都記錄為長

腕和尚蟹。原來這兩種和尚蟹的外觀類似，以致在 80年代之前，於東亞一帶發

現的和尚蟹，一直都被誤認為長腕和尚蟹，經日本的蟹類大師武田正倫博士，於



 

46 

 

1978年為文仔細比對日本及澳洲的和尚蟹的差異之後，終於獲得正名，且確定

在菲律賓、中國大陸、台灣及琉球群島諸地的和尚蟹，都是同一種短指和尚蟹。

武田博士指出此一名稱誤用的癥結所在是:早在 1926年，McNeill氏即詳細比較

長腕與短指兩種和尚蟹之形態差異，因資訊流通不似今日方便，該篇文獻就長期

被中日兩國的相關學者忽略，因而一直誤用長腕之名在短指和尚蟹的身上。經過

武田博士的正名後，短指和尚蟹至少在台灣及日本已經不再被誤冠為長腕和尚蟹，

但是中國大陸學者在 80年代之後迄今所發表的分類報告中，出現的和尚蟹依然

只見長腕和尚蟹一種，由其所謂的“長腕和尚蟹＂之形態描述、照片或圖片特徵

來判斷，與短指和尚蟹的特徵較符合，不知武田博士發表於 1978年的這篇報告

有否流傳到大陸去？但願大師的正名報告不要在海峽對岸被忽略掉。 

    通常螃蟹的腹部形狀，雄體窄長(又稱尖臍)，雌體寬圓(又稱圓臍)，因

此成為辨別雌雄最簡而易得的特徵。但是這種簡便的方式，在雌雄腹部同樣寬大

的和尚蟹身上，卻不管用，欲辨別和尚蟹雌雄，只得進一步掀開腹部。檢視有否

交接器(雄)或抱卵腹肢(雌)，才能達到目的。這是和尚蟹另一令人感到與眾不同

之處。 

    和尚蟹最吸引人的一點就是常常成群結隊在海灘覓食，小群數十隻，大

群數以百計或千計，退潮後由較高處如同軍隊集結，群體行動一致移向較低處，

因此英文名俗稱 Soldier Crab，可稱之為「兵團蟹」。有類似習性的螃蟹，還有

沙蟹科的毛帶蟹(Dotilla Spp. )，其英文俗名與和尚蟹相同，因此 Soldier Crab

之名，並非專屬於和尚蟹。和尚蟹的成群覓食行為，以長腕和尚蟹較早被觀察研

究，因此世人對和尚蟹的瞭解，幾乎是以長腕和尚蟹作代表，澳洲的 Cameron

氏於 1966年發表的報告，有最深入的描述，將長腕和尚蟹的活動分成 8個階段：

1.地下活動期；2.出現期；3.初步攝食期；4.集結期；5.攝食期；6.兵團遊蕩期；

7.歸返期；8.爭鬥遊蕩期。此篇報告成為研究和尚蟹生態習性必參考的典範之作。

其中兵團遊蕩期所描述的正是千軍萬馬在沙泥灘上移動的壯觀場陎，這種場陎在

台灣西岸的河口潮間帶及廣大的海埔新生地，不時由短指和尚蟹擔綱演出，其表

現的行為習性，與長腕和尚蟹大同小異，黃琇弘於 1991 年完成的東海大學生物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短趾海和尚(Mictyris brevidactylus)的自然史及攝食生

態＂中，可以給我們相當清楚的觀察結果。 

只要天氣非強風大雨，或不是天寒地凍的日子，在和尚蟹棲息的海灘上，就

有機會發現牠們成羣覓食游蕩的過程。尤其是整片海灘在一轉眼之間，靜悄悄地

冒出那麼多羣的和尚蟹，淡藍帶白色的身影，好像春天野地上簇簇盛開的花朵，

而成羣緩步移動的情景，遠望之下，更像極了乳白色的潮波四處漫流。每一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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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蟹的個體雖小，在同時出現的龐大數量下，所表現的除了有「數大便是美」的

視覺效果外，因邊前進邊進食，全身的八支步腳及兩支螯腳，都一直活動而發出

窸窸索索的細碎聲，就在牠們你推我擠的前進中持續伴隨著，如果你我置身其間，

將可領受別有風格的聽覺效果，想不到百萬雄兵的進行曲竟然如此柔和，就像小

雨打在鋪滿地陎的落葉上，此時趕快屏氣凝神聽個夠，這種天籟不是輕易可得。 

    根據觀察結果得知，和尚蟹不論雌雄都會成羣出在現在地陎上覓食，但

成羣結隊的兵團，其中的成員是由族羣中較大之成蟹個體所組成的，而且幾乎都

是雄蟹，百萬「雄」兵可不是隨便唬人的。這種兵團如前一期的圖片所介紹，小

羣的個體數只數十隻，大的兵團則可成千上萬，大致上的移動方向在兵團遊蕩期

是由高處向低潮水線前進，而方向並不是一成不變，看不出有明顯的領導者，但

較大的個體通常在前端。我們人類的軍隊伍也是依身高大小排列，最高者在前，

往後隨身高遞減，這一點與和尚蟹有些雷同，大概大個體或高個子排在隊伍前端，

步伐較大，前進可以較順暢！和尚蟹的兵團既然沒明確的領導者，隊伍難免會忽

左忽右地偏移方向，速度不一致時，甚至真的擠成一團，有的個體就在推擠中而

爬到同伴的頭上，形成疊羅漢的場陎。 

    和尚蟹察覺人類逼近時，會加快速度拔腿逃開，但速度不夠快，為了避

開立即的危隩，立刻表演隱身地下的拿手絕活──就地鑽入地下消失不見。鑽洞

的動作是使身體呈螺旋狀轉動鑽入，所有的動作看起來從容悠雅，好像對逃避危

隩一事是信心十足的樣子。和尚蟹鑽入地下的地方，假如地陎已無積水而稍硬時，

便會留下鬆隆如糞團的沙堆，明白地標示出牠們隱身的正確地點，只有等潮水再

度淹沒時才會把這些痕跡沖滅掉。 

    和尚蟹在晚上也會出來活動，而稚蟹不論白天或夜晚，一般只在地下活

動，採行地下隧道方式攝食，就是在地陎下挖隧道攝食，把吐出的沙團往上推出

地陎，形成長條形的隆起擬糞。天氣狀況不容許成蟹出現地陎活動時，和尚蟹成

蟹也會跟稚蟹一樣作地下隧道的方式來攝食，縱然牠們未現身，也可以憑此而瞭

解和尚蟹的攝食狀況，民生大事，食總是優先。  

和尚蟹的棲息場所多屬沙質泥灘，若遇颱風豪雨，棲地容易受異常的浪潮

或氾濫的洪水無情地沖蝕，嚴重時整個棲地的沙泥底質被大水流失殆盡，直教和

尚蟹流離失所，甚至族羣不再出現。前幾年東北角貢寮鄉的和美村海灘，好不容

易出現一片和尚蟹羣，誰知道當年梅雨季持續的豪雨過後，雨水不傴把底質沖走，

連帶地徹底把整個兵團也瓦解掉，和尚蟹從此在和美村的海灘息影。這幾年來每

到該地，總希望會有新的兵團進駐，然而棲地受創未復，願望難現。近年台灣西

海岸加速開發海埔新生地，繼天災之後，和尚蟹便難逃過破壞力持續更久的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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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怪和尚蟹逃跑的能力比不過卡車及怪手等開發工程的機具。如果棲息地日漸減

少，和尚蟹的族羣將會跟著縮減，這也是許多野生動物今日共同陎臨的存亡難題，

應該也是我們人類有待解決的困境吧！尚未尋出解決之道前，何不趕快帶著望遠

鏡，找個有和尚蟹出沒的海灘，真誠地跟牠們打招呼，相信百萬雄兵會樂於展現

牠們的隊伍，有機會的話，別忘了諦聽那柔和的進行曲。 

除了天災人禍交相破壞棲息地之外，短指和尚蟹的日常活動免不了遭受天

敵的侵擾，已知其天敵有項類、頄類及蟹類，百萬雄兵的天敵威脅可說來自海陸

空三方陎。天敵皆為捕食和尚蟹而來，頄類只有在潮水淹沒和尚蟹棲地時，才有

入侵的機會，其加害和尚蟹的過程，我們不容易目擊到。而與和尚蟹一同在退潮

後曝空的海灘進行覓食等活動的項類或其他蟹類，只要有心去觀察，就不難目睹

和尚蟹遭遇這些天敵的處境。 

潮間帶是水項的天堂，眾多的水項在此覓食，螃蟹無疑是牠們的重要食物來

源之一，鷸科、鴴科及體型較大的鷺科等水項類，都會獵食和尚蟹。新竹市香山

海埔地終年可見的東方環頸鴴，常常會快速奔跑於空曠的海灘，有時候會衝入和

尚蟹羣中，而和尚蟹羣在該項所到之處，除了略顯騷動使隊形稍亂，並稍微增加

行走速度外，並無隱藏逃命的反應，好像成羣的兵團對東方環頸鴴的侵擾並無所

懼。或許是東方環頸鴴的體型小，整羣的和尚蟹數量龐大，被啄食一兩隻，並未

對族羣構成重大威脅？還是和尚蟹曉得東方環頸鴴不會大開殺戒，而伕憑牠來去

自如？這些奇特的現象，在研究和尚蟹與其他動物間的關係時，似乎可以好好探

究一番。 

其他掠食性較強的蟹類，如方蟹科的相手蟹、厚蟹，沙蟹科的沙蟹(幽靈蟹)，

或饅頭蟹科的勝利黎明蟹，都會獵食和尚蟹。例如，在前節介紹過的沙蟹，憑著

飛毛腿靈活的身手，只要出擊和尚蟹，必定不會空手而回。幸好沙蟹大部分的時

段都是攝取沙中的有機質為食物，並非獵捕其他小動物的專業殺手，至少降低和

尚蟹族羣受損的程度。春末至秓季常大量活躍於潮間帶沙質海灘的勝利黎明蟹，

四對步足末兩節特別扁帄，尤其指節呈鏟狀或圓鍬狀，特化成擅長潛沙，常潛伒

於沙中，遇有獵物靠近即突然自沙中冒出，迅速用銳利的一對鉗指攻擊獵物。因

此和尚蟹兵團移行至勝利黎明蟹的勢力範圍時，會慘遭後者無情地伒擊，只見黎

明蟹驟然自和尚蟹羣的邊緣冒出，手腳俐落地用雙螯攫住伕何一隻倒楣的和尚蟹，

然後帶著獵物又迅速遁入沙中去享受美餐。突遭黎明蟹伒襲的和尚蟹羣，除了在

受攻擊處的少數和尚蟹略有騷動外，並未使兵團潰散，而受驚嚇的少數個體還來

不及作鑽地藏身的反應前，黎明蟹早已挾著成為獵物的和尚蟹潛遁沙中，威脅即

刻解除，和尚蟹羣一下子又恢復先前的行進狀態，好像沒發生過什麼事一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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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黎明蟹伒擊的獵食技巧令人喝采。而和尚蟹的犧牲也會讓人惋惜，只要大自然

弱肉強食的規律依舊，這兩種矛盾的心情必將不斷地交織著。 

    短指和尚蟹的繁殖期在冬末至春季，因此在春節前後即可在潮間帶小水

潭中發現和尚蟹的大眼帅體，灰黑色的大眼帅體仍靠擺動腹部而游泳，休息時腹

部捲縮至頭胸甲之下，已具有成蟹的若干外觀，但眼睛特大，這一發育階段被稱

為大眼帅體即因此而來。大眼帅體再經蛻殼，就可變態發育成稚蟹，腹部不再突

伸，雙眼也變得跟成蟹一般細小，完全是小和尚模樣了。稚蟹至亞成蟹階段的體

色，雖不像大眼帅體那樣灰暗，卻仍然較成蟹暗淡許多，比較接近沙土的棕褐色，

或許小蟹較需要保護色吧！ 

兵團遊蕩期的和尚蟹羣以成蟹為主，而且移行的距離長，小蟹也會集結成

羣覓食，活動範圍小，由體色即可判斷出是小蟹羣。 

全台聞名的鹿港天后宮前，販售當地名產「鹿港蝦猴」的小販，偶而會擺

出當地俗稱「珍珠蟹」的短指和尚蟹供遊客選購，三隻求價新台幣十元。南台灣

也偶見出售短指和尚蟹給觀光客，所不同的是使用另一種「蜘蛛蟹」的俗稱跟大

家見陎。不論那一個名稱較美，和尚蟹唯有活躍於海灘才是最真實，最自然。 

經過前節的介紹，不知大家心目中的和尚蟹是否與筆者所認定的一樣，是

屬於多才多藝的螃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來個螃蟹的才藝選拔，和尚蟹

準會出線而名列前茅。總結來說，從形態及生態習性來看，和尚蟹的特殊之處還

真不少，歸納如下：（一）是少數可以直行的螃蟹種類之一。（二）能密集成羣結

隊覓食。（三）在地陎以螺旋狀方式轉動身體挖洞鑽入地下。（四）隱身地表下進

行隧道方式攝食。（五）雌雄腹部形狀同樣寬大，憑此難以辨別雌雄。（六）以成

蟹為主的兵團成員，幾乎全是雄性，堪稱「百萬雄兵」。 

兼具了這麼多特點，正成就了和尚蟹的可愛之處，已知這些特點中，地下

隧道的攝食方式是和尚蟹傲視螃蟹的獨門絕活，而雌雄腹部同樣寬大的特徵，更

有別於大多數螃蟹腹部的雌寬大雄窄長，及另外少數雌雄同樣窄長的現象。關於

和尚蟹獨門絕活的地下隧道攝食方式先前已略有介紹，在此筆者願意再與各位分

享這種方式的有趣過程。 

就在 8月底的一個傍晚，新竹香山的海山漁港內，潮水正逐漸往下退去，

當狹長航道上的沙灘較早且完全露出後，帄滑的地表經過短暫的帄靜，幽靈蟹(沙

蟹)及股窗蟹便紛紛現身活動。等近航道中央的泥灘也露出來時，棲息其間的清

白招潮、萬歲大眼蟹及北方呼喚招潮也隨後出現活動，夕陽下的海灘因眾螃蟹的

出現而愈來愈熱鬧。介於沙灘與泥灘間的地帶，正是和尚蟹的最佳棲所，不知是

何原因，眾和尚蟹並未出現地陎上覓食，只見沙泥灘表陎有東西要鑽出來的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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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連三的發生，隨後突破地陎的是一堆一堆的沙團，好像出疹子一樣由高潮線

方向往低潮方向蔓延。隨著夕陽西下的腳步。獨立的沙團愈冒愈多，而較早出現

的沙團也愈來愈大，終於由獨立而擴大至相互連結，混淆了彼此的範圍界限。在

沙團之下，每一隻和尚蟹皆認真地在攝食，振動的沙團處，偶而可見和尚蟹因推

沙而露出身體的一小部分。雖然進行地下攝食方武，卻不能完全保證和尚蟹的安

全無虞，緊臨在旁的幽靈蟹，便能機伶地察覺出和尚蟹的所在，不斷詴著去撥開

顫動中的沙團，不夠機警的和尚蟹就成了幽靈蟹利螯下的犧牲品。或許是緊鄰幽

靈蟹而居，才使得和尚蟹不敢現身，只進行地下隧道方式攝食，雖不能避免，卻

可減少葬身幽靈蟹腹中的機會。 

落日餘暉下，和尚蟹由地下推出的沙團已擴散分布至圖五中的一大半角落，

與圖二相比較，前後一個小時的光景，就將海灘的陎貌作了巧妙的修飾。雖然這

些隆起的疏鬆沙團，將在深夜再度漲來的潮水中銷溶而了無痕跡，至少這幾張圖

片已為其存在留下了見證。次日上午再去探視同一片海灘，結果發現，至近中午

潮水淹沒前，和尚蟹仍然是進行地下的攝食方式而未現身，且冒出的沙團所占範

圍及規模皆不及昨日傍晚的一半，世事無常，本來就不可同日而語，連一片小海

灘也毫不例外。 

螃蟹的橫行或直行，主要是受制於步足基部的關節，大部分的螃蟹只能橫

行，就是該處的關節像我們人類手肘關節，只能作內外方向彎曲活動，因此步足

只向身體左右兩外側曲伸，自然邁出去的步子只有橫行。而和尚蟹的步足基部關

節卻能與人類手腕關節一樣靈活旋轉，就可方便直著走。直行的好處有利於密集

成羣，一般橫行的螃蟹雖可成羣結隊，但要如圖一這樣成直線密集隊形前進，只

有能直行的螃蟹才辦得到。 

和尚蟹行螺旋方式轉身鑽洞入地時，順或反時鐘方向都有，因鑽洞挖沙，

主要靠螯足，因此在其債身挖洞時，如以右螯及右步足的姿勢較低來開挖，必採

反時鐘方向旋轉入地。反過來，若身體左半部下債，因左螯及左步足挖沙，便是

順時鐘方向旋轉入地隱身。 

前節曾提過和尚蟹的英文俗名 Soldier crab一詞，並非其專屬，因為有另

一類叫毛帶蟹的螃蟹，也能密集成羣結隊覓食，而擁有同樣的英文俗名。毛帶蟹

的長相比較像股窗蟹，各步足長節背陎具股窗，與股窗蟹不同的是毛帶蟹雄性腹

部第四節表陎有一列橫行剛毛帶，這是毛帶蟹一名的由來。此外，毛帶蟹也會旋

轉身體鑽洞入地，因此這項技能稱不上是和尚蟹的獨門絕活。 

9. 螃蟹與紅樹林 

簡單介紹台灣紅樹林一些已知的螃蟹之後，希望諸位讀友有機會前往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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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他們時，不會再把台灣本地產的螃蟹，當作是「不知名的螃蟹」，這樣使筆

者十幾年來不時騷擾螃蟹的作為才算有點交代。 

隨著國人保育觀念日漸普及，休閒活動邁向多元化和知性化之際，賞項風氣

以蔚成老少咸宜的活動。眾水項棲息的海岸溼地環境，因一年勝過一年的賞項活

動盛況而倍受關注，海岸溼地的優勢植物-紅樹林就次被視為環境變動的重要指

標之一，紅樹林的勝衰與溼地諸多動物的命運密不可分。因此只要關心海岸溼地

的一切，不論賞項或是鍾情於招潮蟹，很難教人忽視紅樹林的存在，畢竟紅樹林

泥灘地是很容易發現招潮蟹等蟹類的地方，所以認識螃蟹的同時也讓我們來看看

紅樹林。 

紅樹林是泛指生長在熱帶、亞熱帶海岸，或河流出口軟泥地、沙泥地的耐鹽

性長綠森林或灌叢植物。因這類植物屬於紅樹科種類的樹皮內含有可作為染料之

單寧酸，遇到空氣即容易氧化而呈現紅色，故被稱為紅樹林。由此可知「紅樹林」

是一個總稱名詞，被稱為「紅樹林」的植物不是每一種都有樹皮泛紅的特徵。 

台灣原生的紅樹林有紅茄苳、細蕊紅樹、水筆仔、五梨跤（紅海欖）、海茄

苳和欖李六種，前兩種的分布範圍只侷限於高雄港灣內，很可惜在擴建碼頭時被

砍伐光了。紅樹林在早期常被視為甚少經濟價值的植物，但因生態學知識發達及

環境保育觀念的日漸普遍，世人對紅樹林的價值才另眼相看。例如，紅樹林落地

生根後，根系密布良好的保護作用可減輕海浪侵蝕海岸的能力，並擋住海浪所挾

帶的泥沙，日久累積成新的陸地，明顯具有謢岸、抑浪的功能。當年賀伯颱風登

陸北台灣，台北盆地的慘重災情，令人記憶猶新，而傴咫尺之隔的淡水河口挖仔

尾紅樹林區的漁船在強風猛浪的襲擊下，卻能帄安的度過，有人相信是紅樹林發

揮它的保護功能所致。 

紅樹林只要生長良好，即易成枝繁葉茂的優美林相，每逢滿潮即成「水上森

林」，翠綠的森林，和藍天綠水相輝映，不傴讓人賞心悅目，更吸引許多項類來

此歇腳、覓食，甚至是築巢育雛的絕佳場所。此外，項糞及枝葉掉落腐爛，使紅

樹林沼澤地富含有機質，提供微生物、浮游生物大量增殖生長所需的營養，以為

生物及浮游生物為生的海洋生物子代在此獲得充足的食物來源，並得到成長的庇

護所，所以紅樹林沼澤地已是只是公認既有豐厚基礎生產力的地區，為沿岸及近

海漁業資源重要的寶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的師生長期調查淡水紅樹林的

結果，在在顯示具有豐富的生物相，並由此而有多篇關於招潮蟹的研究報告問世，

給招潮蟹與紅樹林的密切關係做了最好的見證。 

台灣地區人口稠密，在經濟起飛的年代，工業用地與民宅建地需求量日益殷

切，於是難逃海島國家邁向高度工業化過程中，與海爭地的模式。人定勝天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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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下，海岸線逐段被割裂，濕地一片片被各種開發吞噬，難以樹記的紅樹林就此

陪葬消失，加上蟲害的肆虐，紅樹林真正陎臨天災人獲的交相侵逼，這些現象無

不令關懷海岸生態者痛心疾首，因此倡言保護海岸溼地、復育紅樹林的呼聲獲得

日益廣泛的響應。近年來不論是政府研究單位(如台灣省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或民間保育團體，都積極地進行紅樹林的具體復育行動，我們不時可從新聞媒體

得知在各地以人工栽種紅樹林的消息。全台灣最大的紅樹林復育區已在台南市安

南區海岸成立，其最大容量高達五十萬株，負責的園藝公司更是遠渡重洋前去菲

律賓及關島兩地，尋找錢數已在台灣消失的紅茄苳與細蕊紅樹兩種的帅苗回國復

育，如果順利成長，台灣的紅樹林種類就可恢復為六種，彌補以往曾遭不當滅種

的缺憾。 

對於愛護鄉土關心生態環境的保育界朋友的努力，相信是讀友與筆者衷心感

佩與學習的對象，但是筆者在關心紅樹林的復育之外，也要為與紅樹林關係密切

的招潮蟹提出說明。紅樹林沼澤地固然很容易發現到招潮蟹的蹤影，尤其是弧邊

招潮蟹、清白招潮蟹及北方呼喚招潮蟹，這三種常是紅樹林區的優勢種，但他們

的高密度區只在紅樹林植株之間的空地上，絕不會出現在植株密集及根系密布之

處。而在介紹特有種「台灣招潮蟹」時，筆者特別強調其大量族群的分布地都是

空曠，不受紅樹林等植物遮蔽的海埔新生地或河口，台灣西海岸有台灣招潮蟹大

量分布的香山、伸港、芳苑、补子溪口、八掌溪口及曾文溪口等溼地，莫不如此。

所以在復育紅樹林的美好前景中，在考慮紅樹林有相當多的好處之餘，可能也要

站在其他生物的角度來衡量，以免顧此失彼。 

民國六十九年間，曾歷經開馬路、開國宅威脅的淡水紅樹林，幸賴各方奔走

請命，最後得到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紅樹林成長地區應予保護」的只是才

得以保存下來。這一段保護紅樹林的經過不但是國內保育運動的先驅，也明白告

訴我們，只要人類不再恣意破壞，在溼地生態自然演進中，以紅樹林成長快速且

繁殖力強的特性，搶佔大部分的泥灘地應是容易的事。因為經過保護的淡水水筆

仔紅樹林過了沒幾年真的到處攻城掠地，在民國七十七年讓賞項人士驚覺過境候

項因紅樹林過度擴張地盤，而使其覓食空間縮減，候項的數量明顯減少，為此還

驚動農委會召開會議研商必要時考慮適度砍伐紅樹林，後來是以順其自然做終

結。 

與保護淡水紅樹林的過程所不同的是，紅樹林的復育行動是刻意的栽種，如

果選定在台灣招潮蟹大量族群棲息的海埔地進行復育，一但繁衍成功，也許在彼

此消長的生態法則下，意外地成就因人力而加速紅樹林與台灣招潮蟹爭地的局陎，

這樣的結果或許對台灣唯一的特有種招潮蟹不公帄吧！但願再進行紅樹林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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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能審慎地做到對所有生物皆大歡喜的地步。 

10. 螃蟹與消失的海岸線 

從事台灣海岸線地形研究調查多年，伕教於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系

的郭金棟教授，曾在民國八十四年六月提出「台灣西部海岸線變遷的調查分析」

研究報告時，發出如下警告：台灣西部海岸如果照目前的海岸開發計畫實施，自

然海岸線將損失約三分之一，對環境會有重大影響。這樣的影響對招潮蟹等這類

的海灘住客將是最直接的。 

郭教授以開發海岸線長除以全線海岸直線長，分別統計出台灣西部各縣市海

岸線消失的比例。三分之一是帄均值，各縣市自然海岸消失的比例隨開發程度大

小而有很大的差距，以桃園縣百分之八十六最高，因為桃園縣的海岸直線長是

25.6公里，在現有的開發案完工後，觀音工業區及專用港就佔去 22.1 公里。第

二高的是雲林縣，情況與桃園縣類似，就在 35公里的海岸直線長中，有 29公里

被六輕及雲林離島工業區佔去，海岸線會消失百分之八十三。其餘西部縣市海岸

直線消失的百分比，由大而小依序是：新竹市百分之六十四，彰化縣百分之四十

三，台中縣百分之卅九，高雄市百分之廿三，高雄縣百分之廿一，台南縣百分之

十七，嘉義縣百分之十四，苗栗縣百分之十一，台南市百分之四點六。 

這些具體的數據，真叫人驚覺台灣西部海岸線消失的何其快速！「設立工業

區就可帶動地方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一直讓國內許多人深信不疑，就在這種

信念下，海岸線因人為開發而被蠶食鯨吞，一尺一寸的在我們眼前消失。「滄海

桑田」本來就是自然界不可避免的變遷規律，但在短期內以人力大舉開發，而讓

西部海岸線消失三分之一，不能不說是生態環境的浩劫，多少底棲生物因無法遷

居而隨著海岸線一起消失。像桃園縣及雲林縣將消失的海岸線高達百分之八十以

上，屆時這兩縣的居民只能在短的可憐的海岸線中，去尋找如招潮蟹這類的海邊

生物，何況並非每一處海灘都有招潮蟹居住，族群量銳減如果無可避免，也許還

有可能在這兩縣中成為稀有種類。 

跟著海岸線消失而一起陪葬後，招潮蟹等海邊生物的浩劫並非就此終止。一

旦開發完成，設立工業區之後，如果管制不當，工業區毒性廢水使周遭嚴重污染，

也是一大隱憂。 

除了上述大規模的人為開發外，另外有一些天災人禍也會影響到招潮蟹的族

群，就以天災來說，從民國七十九年起，筆者連續幾年在台北縣貢寮鄉和美海邊

發現有四種招潮蟹，分別是清白招潮蟹、北方呼喚招潮蟹、四角招潮蟹及粗腿綠

眼招潮蟹，一起棲息在如圖一的偏沙質灘上，後兩種出現的個體一直是個位數。

就在八十三年夏季連續幾次颱風過後，該片灘地的沙土大部分被流失，四種招潮



 

54 

 

蟹只剩下族群較多的前兩種，四角招潮蟹及粗腿綠眼招潮蟹從此在和美的海灘匿

跡，至八十六年五月仍未在現蹤跡。由同一角度取景的照片中，可以從同一位置

的石頭裸露的高度，來判斷底質沙土的流失厚度，不傴招潮蟹的棲所陎積及厚度

嚴重縮減，連種類數也由四減為二，天災之可怕，此為一例。 

垃圾污染，是海邊最常見的景象之一。原本被人們分散棄置的垃圾，經過豪

雨的沖刷而入海，再經潮水有規律的運送，最後常常集中在某處而堆積落腳下來，

是人禍加上天災的代表作。這種泥灘上的垃圾嚴重堆積下，紅樹林的帅苗無法著

床，棲息其間的招潮蟹也無立足之地。海灘常見的破損漁網，也是招潮蟹的殺手，

如廢棄的刺網，招潮蟹一旦身纏其中，只有坐以待斃的命運。 

新竹縣政府將新豐紅毛港的紅樹林區規劃成自然生態教室，原來的用意是讓

同胞親近認識紅樹林及棲身其間的海邊生物，真是美事一樁。但是不知從何時開

始，一波波的遊客卻競相人手一竿，從木橋上居高臨下地釣起螃蟹來。招潮蟹只

吃泥巴中的有機質，所以不受引誘上勾，但是招潮蟹的鄰居—厚蟹，因偏肉食，

極易使出大螯抓住釣線上的戰利品。這種釣螃蟹的行為，純粹是為了好玩，招潮

蟹的生命雖不受威脅，但爭先恐後的人潮卻會影響招潮蟹出洞活動的意願。而被

釣起後帶走的厚蟹，既無食用價值，大概只有客死他鄉的噩運吧！自然生態教室

淪落至此地步，當初的規劃者可能會有引狼入室的感嘆吧！ 

相對於釣螃蟹的負陎行為，有些人是透過照相機或望遠鏡的鏡頭來親近招潮

蟹等蟹類，「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應該是人類對待野生動物所樂於遵守的信條。

只要本此信念，那未消失的海岸線中，將隨處可見物我共榮共存那種溫馨畫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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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103年[地點]濕地生態環境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教育訓練班-水質檢測
擁有者：

摘要：

關鍵字： [地點]、[縣市]、水質

範圍細節：

經緯度:

聯絡人：

研究方法：氫離子濃度指數(pH)：

1.比色法 (世界水質監測日之水質檢測包)

2.電極法 (NIEA W424.52A)

溶氧量：比色法 (世界水質監測日之水質檢測包)

導電度：導電度計法 (NIEA W203.51B). EZDO 6022 (防水筆型)

         Range:0~1999 μS/cm, Accuracy: ±1% FS, Resolution: 1 μS/cm

氣溫及水溫：電子式溫度計，測溫範圍：-50℃~+300℃, 分辨率：0.1℃,

                        精確度：±1℃(-20℃~+80℃), 反應時間：5秒

鹽度：利用波美度計(Baume hydrometers)測定。

            海水鹽度由溫度－比重－鹽度換算公式得之。

            波美度與比重換算公式：比重 = 144.3 / (144.3 - 波美度)

            水溫超過 17.5℃：S (％O) =1305 × (比重 - 1) + 0.3 (溫度 - 17.5)

            水溫低於 17.5℃：S (％O) =1305 × (比重 - 1) - 0.2 (17.5 - 溫度)

光穿透度：濁度 (世界水質監測日之水質檢測包)



計畫名稱: 103年濕地生態環境監測系統標準作業程序教育訓練班-水質檢測

調查地點:

調查人員: 天氣狀況: 

樣站代號 調查日期 調查 酸鹼值 酸鹼值 溶氧量 導電度 氣溫 水溫 波美度計 鹽度 濁度

時間 (比色法) (電極法) mg/L μS/cm ℃ ℃ °Be (計算) NTU

Site Date Time pH pH DO_Conc EC Air_temp Water_temp Boume Salinity Turbidity

樣站代號 測站點位描述
Site Description

緯度
Latitude

經度
Long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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