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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技術學院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中華大學水域生態研究中心  研究員 

 

一、海藻的基本特性 

海洋是生命的發源地，在經過數十億年的演變後，孕育著許多色彩繽紛、造

型奇特的生物種類。這些海洋生物需要食物來源及可供呼吸的氧氣，維繫海洋生

態係正常運作的生產者，就是海洋植物，而藻類正是海洋植物中數量最多，種類

最豐富的一群。 

 

藻類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廣泛分佈於海洋中和陸地上，即使是在冰

天雪地下，熱氣裊繞的溫泉中，浮動的空氣裡，甚至在罕無人煙的沙漠環境，都

可以找到藻類的蹤跡。藻類的生活環境多樣，體型也極富變化，從必須藉由顯微

鏡才能觀察的單細胞藻類，至高達數十公尺以上大型藻類，相差達數百萬倍。而

生活在海洋裡的藻類，可以分成浮游與底棲兩種生活方式。「浮游藻類」便是漂

浮在水中的藻類，屬於單細胞藻類，由於非常微小，通常需要藉由顯微鏡的輔助

來觀察，因此也被稱為「微細藻」。「底棲藻類」則包括了單細胞的附著藻類及多

細胞的大型藻類，這些大型底棲藻類就是俗稱的「海藻」。 

 

海藻雖然常見，但到了海邊，大多數人總是將海藻誤稱為「水草」或「青苔」。

其實，海藻與一般陸生植物不同。它們不能長時間地暴露在空氣中，必須生活在

海中或靠近海邊的礁石上，一旦離開水面過久，就會因缺乏水分而死亡。而且，

海藻的構造非常簡單，不會開花，也沒有果實，並不具有明顯分化的根、莖及葉

等器官及維管束組織，它只是由一些細胞所組成的葉狀構造。隨著種類不同，海

藻的外型有絲狀、長條狀、球狀、羽毛狀、膜片狀、分枝狀等。海藻不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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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會產生種子，但它們會在葉狀構造的表層形成囊狀突起，裡面藏有能夠繁

殖後代的配子或孢子，等到時機成熟，被釋放出來的配子或孢子，會隨著海流尋

找新的適當地點附著，等待發芽。 

 

由於海藻需要光線以利光合作用的進行，因此大都生活在水深 60 公尺以內

光線可到達的海域，只有極少數的種類，可以在乾淨的海域中，生長於 100 至

250公尺深的海底。除了光線外，海水的鹽度、溫度以及營養鹽也都會影響海藻

的生長與分佈。 

 

台灣四面環海，但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海藻的種類與數量在本省沿岸的分

布並不一致。其中絕大多數的海藻分布在北部、東北角、恆春半島、東部等岩岸

地區，此外澎湖、綠島、蘭嶼及小琉球等離島也都可以發現種類及數量都相當豐

富的海藻。台灣沿海約有 500-600種左右的海藻。這些海藻依據藻體內的色素、

光合作用產物、生活史及細胞結構等特徵，主要分成綠藻、褐藻及紅藻等三大家

族，另外還有一群種類與數量均較稀少，但體型較大的藍綠藻，也被視為海藻的

成員。 

 

二、綠色精靈-綠藻 

綠藻的顏色大都為鮮綠色或墨綠色，這是由於綠藻具有葉綠素 a 和 b 的緣

故。由於此兩種色素吸收波長較短的紅光，將上紅光不易穿透至較深的水域，因

此綠藻通常被發現在較淺的海域或是退潮時會露出水面的潮間帶。也由於具有此

兩種色素，再加上光合作用產物為澱粉，以及細胞壁的成分為纖維素，這使得綠

藻一直被認為與陸生高等植物在演化上有密切的關係。 

 

綠藻的種類約有 14000 種以上，其中 90％的綠藻都是生活在淡水水域環境

的單細胞藻類。雖然生活於海洋中大型綠藻的比例較少，但台灣的沿岸仍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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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種以上的綠藻。尤其是在春暖花開的時節，潮間帶常被石蓴與滸苔所覆蓋，

彷彿鋪上一片綠油油的地毯。而東北角的海岸地形起伏，生長於大塊礁岩上的條

狀裂片石蓴，長達 50 公分以上的藻體，猶如綠色緞帶隨著漲潮的潮水擺盪，當

潮水退去時，又如簾幕般的垂掛在礁石上，為東北角的海岸增添春色。 

 

海岸俯拾可得的綠藻，尤其是礁膜（俗稱青海菜）與滸苔，是沿岸居民主要

的採集藻種之一。其中又以礁膜的經濟價值最高，由於僅有一層細胞，因此膜片

狀的藻體柔軟，入口即化且味道鮮美。過去在澎湖曾有過人工養殖，並外銷至日

本製作成海苔醬，但目前已逐漸沒落。長條管狀的滸苔，則是東北角小吃店的「現

撈」海產，居民在採集後曬乾，以油炸方式作成海苔酥餅。而滸苔也是釣客常用

來釣臭肚魚的釣餌。 

 

蕨藻大概是綠藻中最惹人憐愛的一種，尤其是珠圓玉潤的大型總狀蕨藻，顆

顆飽滿，鮮綠欲滴，有如美人魚遺落大海的翡翠珍珠；又彷如串串可口的青澀葡

萄，因而被水族業者稱為「海葡萄」。除了作為水族造景外，一種在菲律賓以人

工方式養殖及採收的總狀蕨藻，即以新鮮包裝的方式空運至日本，而以蕨藻為食

材，製成的海藻沙拉被日本饕客視為人間美味。台灣的蕨藻種類也有 10來種，

藻體有球狀、齒狀、羽狀、葉狀及分枝狀等，可惜沿海地區並沒有類似可供養殖

的環境。 

 

如仙人掌分節般的仙掌藻，常出現於熱帶珊瑚礁海域，由於具有累積碳酸鈣

的特性，因此藻體在死亡後，也是生物礁體重要的組成結構。而外型如傘的的傘

藻，也分布於熱帶海域。藻體是由一白色鈣化的細柄所支撐，由於傘狀體成盤狀

或稍有內彎，因而有著「美人魚的酒杯」的美稱。 

 

三、海洋森林- 褐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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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藻是海藻中色彩較樸素的一群，但也是體型最大的一群，全都是多細胞的

種類，約有 1500種，且 99 %都是生活於海水中。大多數體型較大的褐藻都分佈

在溫帶海域，尤其是頗負盛名的加州外海海藻森林，海藻長度可達 60公尺以上。

而台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的交界，因此，溫暖的海水並不適合海帶類等大型褐藻

的生長，而沿海體型最大也最常見到的褐藻，應該就屬馬尾藻了。 

 

馬尾藻藻體可長至 3、4公尺左右，壯觀的馬尾藻林，是每年恆春半島海藻

是否生長良好的重要指標。通常在冬末春初之際，馬尾藻即藉由去年殘留在礁石

上的附著器構造，重新萌芽；而東北角海域的馬尾藻，則受到水溫較低的影響，

萌芽時間較晚。馬尾藻帶有葉片的分枝在萌芽後，會迅速地向水面伸展，並在靠

近枝葉頂端的部位，長出卵形的氣囊構造。氣囊中空存有空氣，可藉此產生浮力，

如此一來，除可幫助葉片伸展至靠近海水表層的位置吸收光線外，也可以避免過

長的分枝垂倒在礁石上。而盤狀的附著器，則緊緊貼附於礁塊上，藉以抵抗水流

的拉力。此外，馬尾藻的藻體型態也相當特別，是所有藻類中唯一有類似根、莖

與葉分化構造的海藻。 

 

褐藻的色素除葉綠素 a, c，胡蘿蔔素及葉黃素外，大多數的褐藻都含有可使

藻體呈現黃褐色的色素。而光合作用的產物雖然也是澱粉，但卻與綠藻澱粉的成

分結構不同。此外，褐藻的細胞壁富含褐藻酸，此一化學物質因具有膠質的特性，

故被廣泛用在冰淇淋等食品工業及紡織工業。而海帶也因富含碘等礦物質，是預

防甲狀腺腫大的重要食物來源。 

 

台灣沿岸褐藻的種類約有 100種。除了馬尾藻常被採收作為肥料外，僅有東

北角的小海帶（俗稱鵝腸菜）較常被漁民採回食用，而小海帶生長的季節約在每

年的 2-3月，黃褐色，扁平的葉狀藻體，滋味鮮美，可惜產量並不豐富。其他的

種類，如外型似木耳的團扇藻，細緻偶有螢光的網地藻等，則於潮間帶或潮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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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成一龐大的族群。市面販售的海帶芽或是海帶柄，其實是一種名為裙帶菜的

褐藻，大都從日、韓等地進口，雖曾嘗試於東北角進行人工養殖，但終因海水溫

度不夠低，不利生長而作罷！ 

 

四、奼紫嫣紅的紅藻 

紅藻的種類眾多，約有 4500種以上，是點綴大海色彩中最豐富的一群海藻。

從粉紅、桃紅、玫瑰紅、乃至於紫紅，甚至有些紅藻會在水中散發出寶藍色或是

紫紅色的螢光，這都是因為紅藻除了葉綠素 a以外，還具有獨特的藻紅素和藻藍

素所致。也由於此兩種色素吸收波長較長的藍光，因此紅藻可以生長在較深的水

域。而紅藻澱粉是紅藻行光合作用的產物，部分種類的細胞壁也含有豐富的膠質

醣類，頗具有經濟價值。 

 

和綠藻與褐藻比較起來，大多數的紅藻要顯得嬌小細緻許多，有的藻體薄如

蟬翼，有的則細如髮絲；也有的藻體柔軟滑嫩，有的堅硬如石。珊瑚藻即是一種

堅硬如石的海藻，它們和珊瑚一樣具有累積碳酸鈣的能力。不論是在礁壁上，在

石塊上，甚至在部分的海藻上，任何可供附著的基質幾乎都可以發現珊瑚藻的存

在。其中以包覆形式覆蓋於基質上的珊瑚藻，稱之為殼狀珊瑚藻或是無櫛珊瑚

藻；另外還有一群具有分枝的珊瑚藻，則稱之為有櫛珊瑚藻。珊瑚藻的碳酸鈣骨

骼，被認為是一種防止草食性動物攝食的防禦機制，畢竟硬如骨骼的咬感總是不

及細嫩的藻體來得鮮美。而珊瑚藻對於珊瑚礁的建構，也具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台灣沿岸的紅藻種類繁多，約有300種以上，其中不乏具有經濟價值的藻

種。如澎湖姑婆嶼一年一度採集野生紫菜的盛事，不僅讓澎湖的紫菜享有盛名，

也極富有教育與保育的意義。而東北角浪花飛濺礁塊上的頭髮菜與荷葉紫菜，雖

然不如澎湖紫菜的名聲響亮，但卻也是熟識的老饕才能享受到的海鮮美食，且由

於採收過程純為人工，因此價格還頗為高檔。而髮菜的諧音與「發財」相似，是

年節討吉利必備的年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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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花菜也是東北角的漁民常採收的野生紅藻，經過數個星期的曝曬與整理，

便可取來萃取其中的藻膠，製作成東北角特產的石花凍或石花布丁，為當地漁民

帶來一筆額外的收入。過去台灣西南沿海的龍鬚菜養殖，也曾是藻膠工業的重要

來源，但目前則成為全台灣養殖九孔的飼料，目前在農委會的輔導與大力推展

下，位於雲林縣口湖鄉的龍鬚菜養殖區，已經成為觀光與品嚐龍鬚菜大餐的最佳

去處。此外，如蜈蚣藻（俗稱海大麵）、小杉藻（俗稱茶米菜或海茶葉）等，也

都是海產店常見的美味紅藻。 

 

五、秘密家園- 海藻叢林 

海藻林是海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生態系。由於能夠行光合作用產生氧氣與製

造食物，因此它們通常扮演著「生產者」的角色。而海藻聚集所形成的隱藏空間，

對於許多小型的海洋動物來說，不管是高如數十公尺的海藻林，或是僅是數公分

的海藻團塊，確實是如叢林般成了許多小動物，如魚、蝦、蟹及貝類等攝食、棲

息、產卵及避難的場所。其中，有些動物甚至會模擬成海藻的外型或演化出與海

藻相同的顏色，來達到欺敵的效果。像是躲在馬尾藻上的蜘蛛蟹，不僅體色與馬

尾藻相同，身上有時還具有如馬尾藻的枝葉；而海馬或海龍也有類似的擬態行

為。因此，在海藻叢林中，生物之間發展出許多不同形式的交互作用。有的相互

依附而生；有的則為了有限的空間資源，相互競爭；但也有以逸待勞寄生在較大

型的海藻藻體上。 

 

珊瑚礁區中，藻類是礁平台上的優勢物種。從營養階層所建構的食物塔發

現，位於營養階層最低的藻類生物量約佔 85%，其次是草食性動物 13.8%，而較

高階的肉食性動物則僅 1.1%。其中更令人驚訝的是，85%的藻類生物量中有 20%

是珊瑚體內的共生藻，6%是大型葉狀海藻，73%是絲狀藻、鑽孔的藻類以及殼狀

珊瑚藻。熱帶珊瑚礁海域的草食性動物的攝食行為，是目前海洋生態學家研究的

方向之一，研究結果顯示，海藻生產量的 60~97%都是被草食性動物所消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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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能量自給自足的珊瑚礁生態系，海藻與草食性動物之間的互動，會影響珊瑚

礁的生態平衡。 

 

雖然海藻是草食性動物能量的主要來源，但不論在型態、化學、營養、時間

及空間的演化機制上，海藻都會產生一些防禦的功能，藉以抵抗或是逃避草食性

動物的過度傷害。但有時草食性動物的攝食行為，對海藻而言卻是有利的，如草

食性的魚類--雀鯛，辛勤地維護其領域內的絲狀海藻，其目的即在於保護這些是

食物的絲狀海藻，不受其他大型海藻的取代。 

 

近來，全球的許多海域，都發現受到某些適應力較強的海藻入侵，這些海藻

不僅佔據了生長空間，也取代了原先棲息於該處的物種，形成另一種不受歡迎的

海藻叢林。不知是環境變遷的影響，還是人為造成的破壞，墾丁的珊瑚礁海域，

在珊瑚礁逐漸衰退之際，也有海藻大量繁生蔓延的現象，使得珊瑚礁景觀不復從

前。 

 

六、海藻的經濟價值 

台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國家，然而這群常見於海邊，且隨波款擺生姿的海

藻，在戲水弄潮的遊客眼中，可能只是一群不起眼的雜草，或是容易讓人滑倒的

『青苔』。但翻開歷史，在數千年前，人類便已經知道使用海藻做為食物，如紫

菜、頭髮菜、海帶、海帶芽、青海菜製成的海苔醬等等，這些海藻均含有人體所

必須的醣類、蛋白質、氨基酸、維生素，以及許多種陸地蔬菜所無法提供的礦物

質（如碘、鉀、鎂、鐵等），再加上脂肪含量極低，因此不僅是平衡營養的天然

健康食品，也常被加工製成瘦身產品。  

 

除了可以食用外，海藻還可以做為飼料、肥料、藻膠工業、藥用等多方面的

用途。以海藻做成的飼料，可以增加所飼養的家禽或家畜本身對疾病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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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進這些動物的食慾。而以海藻做為肥料，不僅可以使農作物獲得所需求的礦

物質外，還具有容易分解、不含雜草種子病菌等有害物質的優點。而從某些種類

的海藻所提煉的藻膠，是製成布丁、果凍、冰淇淋等食品中必須添加的原料，此

外，藉由其特殊的凝膠性、黏稠性及乳化性，還被廣泛應用在化妝品、牙膏、油

漆、樹脂、釀酒、齒模、造紙、污水處理等許多日常生活的用品中。 

 

在藥用方面，我國的神農本草經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有關草藥的古書中，

就已經將海藻列為藥用植物，例如民間用來驅蛔蟲的鷓鴣菜，便是一種稱為「海

人草」的紅藻。目前醫學上的研究也發現，某些海藻的抽出物還具有退燒、消炎、

抗菌、抗癌、催生、利尿、降血壓等醫療上的效果，可謂是未來頗具開發潛力的

海洋生物之一。而在 21世紀生物科技的帶領下，這群過去總是被忽略的海洋植

物，已逐漸擺脫毫無價值的刻板印象，從一混沌不可知的世界，搖身一變而成為

明日能源與新天然化合物的重要來源。 

 

台灣海藻的研究，可追溯至百年前國外學者對台灣沿岸海藻所進行的普查，

有些新種的發表命名，還是以「formosa」做為種名，每每在翻閱海藻圖鑑的同

時，這帶有福爾摩沙的拉丁學名，總會引起心頭上的一陣悸動。時至今日，台灣

藻類的相關研究仍是一尚未完全開發的領域。如果你也想走進海藻世界一探究

竟，或許可以找個雲淡風輕的日子，到海邊來趟海藻知性之旅！ 

 

附錄：東北角常見的海藻 

    台灣東北角海域目前共記錄了約200種的海藻，大部份的種類（約2/3）都

生活在亞潮帶的礁石上，其餘的種類（約1/3）則生活在潮間帶，僅有少數幾種

生活在離海水較遠的飛沫帶。一般來說，綠藻類的滸苔、石蓴等種類因較能適應

炙熱、乾旱的環境，所以常可以在高潮線或海蝕平台上被發現。而其他如馬尾藻

與小海帶等，雖然也可以忍受一時的乾旱，但因無法離水時間過就久，故分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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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低潮線的礁石上，在每天的退潮時間，有機會露出水面。至於大多數的紅藻，

則生長在潮下帶。 

 

    此外，受到季節變動的影響，海藻的生長大都集中在冬、春交會之際，而夏、

秋出現的海藻種類最少。此外，受到大陸沿岸冷流與黑潮暖流交匯的影響，海藻

的種類組成包含了部份熱帶及溫帶海域的種類，也因此與台灣南部珊瑚礁海域的

海藻組成有相當大的差異。而東北角的海藻也因底質的不同，而以龍洞、澳底、

香蘭、卯澳、馬崗、鶯歌石、石城等地點的藻類相最為豐富。 

     

東北角沿岸常見的海藻及其利用 

    生長於台灣東北角沿岸的海藻中，有許多種類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其中，

滸苔，頭髮菜，紫菜，小海帶（腳白菜），蜈蚣藻（麵菜，又稱為菩提藻），小杉

藻（茶米菜），石花菜等種類最常被當地居民採收。雖然這些藻類的生長期較短，

產量也不夠豐富，但確是在地人作為貼補家庭收入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過去更

有外銷日本的記錄。 

 

綠藻 (約 125種，東北角約 50種) 

石蓴，為東北角潮間帶最常見到的海藻。藻體薄葉狀，呈草綠至鮮綠色。外型會

隨種類而有不同，小者約 1-2公分，大則可長達 1公尺以上，並以盤狀固著器附

著於礁石上。常可發現有許多小型的無脊椎動物（如端腳類）棲息其中。 

 

滸苔，也是潮間帶常見的海藻種類之一。藻體草綠色，管狀，常可見到中空的藻

體有氣泡產生。高約 5-15 公分，直徑約 0.2-0.5 公分。是東北角小吃店中的”現

撈”海產 (以油炸方式處理)，也是海釣客常取來作為釣餌的好材料。 

 

蕨藻，通常生長於低潮線附近，因此每月的大退潮是採集此種藻類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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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蕨藻總類繁多，約有 10 來種。藻體鮮綠色，有匍匐莖與葉狀小枝，匍匐莖

下方則生成假根附著於礁石上。外型極富變化，葉狀小枝隨著總類不同，有球狀，

羽狀，葉狀，棒狀，鋸齒狀等等。是菲律賓主要的經濟海藻養殖種類，也常被用

來作為海水水族箱的造景材料。 

 

褐藻（約 100種，東北角約 35種） 

團扇藻，藻體黃褐色至灰白色，呈圓扇狀，具有同心圓的紋路。藻體直徑數公分

至數十公分，常大量聚集於潮間帶之礁石上。可做為肥料，藥用（抗菌）。 

 

馬尾藻，可以稱的上是本省體型最大的海藻，最長可達 2-3公尺以上。藻體黃褐

色，有主軸，枝，葉，氣囊及生殖托等較進化的器官。每年 2-4月在南灣海域會

形成馬尾藻林，東北角的生長期則較晚，約 4-6月。常被當地居民採收，做為飼

料或肥料用。 

     

小海帶，外型如海帶般，但體型僅有數十公分。藻體薄葉狀，黃褐色，表面平滑。

產於本省東北部的潮間帶中、下浪大之礁石上，可供食用、藥用及提取褐藻酸。 

 

囊藻，藻體成不規則球狀，中空，黃褐色，直徑可達 6-7公分以上，常群生於潮

間帶至潮下帶的礁石上。 

 

紅藻 （約 300種以上，東北角 120種） 

頭髮菜，生長在有風浪衝擊的飛沫帶或高潮帶的礁石上，乾燥時會緊貼附於基質

上。生長期為冬季，為東北角漁民主要的採收對象之一。可食用。 

 

紫菜，為本省主要的食用海藻之一，分布於台灣東北部海域與澎湖，其中澎湖姑

婆嶼更被視為當地紫菜的聖地。東北角的紫菜，藻體薄葉狀，圓葉狀者為荷葉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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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或皺紫菜），長條狀者為長葉紫菜，外型與石蓴類似，但顏色為紫黑色，長

度約數公分至數十公分，生長於潮間帶，冬天為其天然生長期。 

 

石花菜，為本省東北角沿岸主要的經濟海藻，可用來抽取藻膠，製成石花凍及石

花冰。2-4月為其生長季節。藻體直立叢生，羽狀分枝屬軟骨質，高約 7-15公分，

以盤狀附著器固著於低潮線以下的礁石上。外型與異（翼）枝菜極為相似，不易

分辨。  

 

巢沙菜，藻體叢生，不規則狀分枝交錯成團塊狀，團塊直徑可達 15公分左右，

分枝質脆易斷，在水中會出現美麗的紫色或寶藍色螢光。本省南北岩岸的潮間帶

均可發現。 

 

鋸齒麒麟菜，藻體暗紅色，屬多肉軟骨質，主分枝邊緣有羽狀排列的刺狀枝，如

鋸齒般，故名。通常匍匐生長於潮下帶以下至水深 10 公尺的礁石上。可食用，

藥用及提煉藻膠。 

 

蜈蚣藻，又稱菩提藻。藻體紫紅色，細長條葉狀藻體的兩側，常分生出許多羽狀

分枝，酷似蜈蚣而因此得名。藻體高約 5-30 公分，叢生。生長在低潮線附近的

礁石上。可食用（常見於當地的海產店），藥用（清熱解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