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枷椗十誡—漂泊紅樹林 

臺灣師範大學生科系  黃 生 



定義：熱帶海邊的常綠林，組成樹種以Rhizophora
佔優勢；支持根發達是此屬植物的特色。 
 R. mangle、R.samoensis (西半球2+1種)  
 R. mucronata、R.stylosa (東半球4+2種) 

 



紅樹林是沿岸環境的保護者，也是一個國家的重要經濟資源. 

夫魯 齊之唇也   唇亡齒寒  君甚知也 



 

印尼 Morutai 島 





 
 
內容： 
 
‧ 我們所熟悉的紅樹林 
     ‧‧‧‧‧ 
‧ 我們所不熟悉的紅樹林 
     ‧‧‧‧‧ 

 



• 其一‧這世界上除了我們所熟悉的台灣以外， 
  還有那兒有紅樹林？為甚麼叫紅樹林？(分布) 

• 其二‧紅樹林除了我們所熟悉的海茄苳、
水筆仔外，還有哪些物種？(分類和生態) 

 • 其三‧紅樹林除了我們所熟悉的國土保安
、近海資源，還有甚麼功能？(生態服務) 

• 其四 ‧除了我們所熟悉的設保護區立法保
育紅樹林外，還有別的保護措施嗎？(經營
和保育) 

問題 



World Distribution Map of Mangroves  

紅樹林分怖在熱帶、亞熱帶海岸，河口、潟湖，形成大片林澤 



取材自王文卿、王瑁。中國紅樹林 



18世紀荷蘭人繪
製的台灣地圖 



淡水紅樹林保護區 
1986年6月公告設置面積76.41公頃 

This presentation is made  

in honor of 

 

Your Excellency, President Anote Tong 



• Since the area is typical of river mouth 
ecology, mangrove will carry along with lots 
of sand organic materials from, Danshui 
River, forming swampland . 



四草濕地(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上)及其他 

R. stylosa 

 



其二‧ 

紅樹林除了我們所熟悉的海
茄苳、水筆子以外，還有哪
些物種？各地紅樹林生態有
何特色？ 
 
A. 海茄苳，B. 紅茄苳，C.角果木N.
海椰子，R. 五梨跤 ，S.海桑， X.
木果楝 等 





1. Kandelia obovata Sheue, Liu & Yong 2003 水筆仔，許秋容教授確認。 

K. obovata 

K. candel 

K.obovata 
K.obovata 

K.candel 



2.海茄苳 Avicennia marina (Forsk.) Vierh. 





3. Bruguiera gymnorrhiza  紅茄苳，木欖                                        



4.Sonneratia alba and S. caseolaris  海桑 

S. alba 

S. caseolaris 



 



無瓣海桑 Sonneratia apetala 



5.木果楝 Xylocarpus 

granatum 



6. Rhizophora stylosa Griff. 





新加坡植物園 





7.海椰子 Nypa fruticans 





 



 













 



 



 
 

其三‧紅樹林除了我們所熟悉的國土保安、
近海資源，還有甚麼功能？(生態服務) 

 
 

 

 

 

 

 

 

遭海嘯沖毀的沿岸村落沿岸淺灘依舊具有較大的浪 

 





    ？ 
氣候變遷 



 



 



 



Aquaculture 

其三‧紅樹林還有甚麼功能？養殖？ 

                   







Ocean Farm 

想大一點 



• 其四 ‧除了我們所熟悉的設保護區立法保
育紅樹林外，還有別的保護措施嗎？(經營
和保育) 
 

 



茄椗十誡 



 







 



 
紅樹林的系統保育重點 

 • 世界上的紅樹林消失得非常快，已消失了35%。紅樹
林生態系裡的生物多樣性也跟着這個系統的毀滅而完
全消失。 

• 2004年12月26日在印度洋發生南亞海嘯，造成近30餘
萬的人員死亡和巨大的財產損失。早在海嘯發生前，
1980~2000二十年間，印度庫達羅（Cuddalore）地區
的5個村落，卻已破壞了26%，相當於5.7~4.2百萬畝的
紅樹林，紅樹林的國土保安功能喪失，讓本來有屏障
的村落變成了沒有屏障，以致受害嚴重。 

 

 

 



• 復原紅樹林可能恢復它的功能，但很難恢復它的
組成。復原一公頃紅樹林的成本，約只要
150~2000元美金（Parish,2005）。成本低廉，成
效顯著，即使它的組成很難恢復，各地方政府仍
樂意為之。 

• 在鼓勵經由人力恢復紅樹林的策略規劃中，最不
能忽視族群遺傳結構的問題，以免造成更難處理
的生態問題。 

• 茲以2個物種、3個『海灣』的紅樹林居群遺傳故
事，介紹基因流傳。 

 

 



南中國海和印度洋水筆仔族群親緣地理關係 



Sampling areas 





K. obovata K. candel 

K. obovata 

K. obovata 

K. candel 

K. candel 

K. candel 

K. obovata 

K. obovata K. candel 



INDIAN OCEAN 

PACIFIC OCEAN 

Ceriops tagal (Perr.) C. B. Robinson 

細蕊紅樹(角果木) 



Malay Peninsula is a land barrier for Ceriops tagal (角
果木)speculated by cpDNA markers 

Liao et al. Conserv. Gent. (2007) 8: 89-98  

UPGMA dendrogram of C. tagal based on 

the GST of the atpB-rbcL + trnL-trnF 

spacers. The scale bar indicates the GST 

differences. 

Haplotype distribution of C. tagal in 

SE Asia by the survey of atpB-rbcL 

spacer & trnL-trnF spacer of cpDNA. 



Voris 2006 



Dispersal routes of Ceriops tagal since the sea 
level raised (~ 250,000 yrs ago) 

Liao et al. Conserv. Gent. (2007) 
Figures are modified from Voris et al. (2000) 

250,000 yrs ago           150,000 yrs ago            17,000 yrs ago 



~0.25Mya 

250,000 yrs ago                    150,000 yrs ago                  17,000 yrs ago 

Shift of genetic-diversity 

centre 

1. A refugium  

2. Population decline 

1. A melting pot 

2. Population expansion 



 



 



Different ocean currents make different levels of gene flow 

within population. 

 

To explore the gene flows in three different bays that around 

the SE Asia. 



Species dispersal between communities 



 紅樹林之路 
保育之路 



 



Conservation Education in Danshuei River 
Mangrove Nature Reserve 

保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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