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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護陸蟹到珊瑚礁海鹽
後灣村走自己的生態路

文章轉載於上下游記者郭琇真2015 年 05月30 日in 愛地方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70536/

       位於屏東縣西南方車城鄉的後灣村，擁有

獨天得厚的天然岬灣以及海岸群礁，早期以

漁業為生，擁有豐厚的漁村文化，不過人口

外流下，目前居住此地約有300人，漁村生態

的破壞和人口結構的改變，促使捍衛陸蟹生

存權的楊美雲起身思考，向老人進行田調訪

談，藉由兒時海邊玩耍的記憶，提煉恆春獨

有的海鹽文化，決心以此推廣生態旅遊，希

望藉此深化人與土地的連結，喚起來訪此地

遊客愛惜土地的心。

                （照片提供／楊美雲）

       楊美雲感嘆，曾經曬鹽池在居民的生活中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科技量產化後，人

們卻忘記它。

      

         陸蟹棲地被賣蓋飯店 
      激起居民保護故鄉決心

      「恆春半島的珊瑚海鹽曾是貢鹽，每到冬
春之際，大海會將海水帶入珊瑚礁岩的潮池

中，經過風吹日曬，海水的水分蒸發成『鹽

花』，當時落腳恆春的祖先便向大地取此海

鹽來用，尤其後灣社區的居民根本不用特別

買鹽，往珊瑚礁岩裡找就有了！」人稱「黑

貓姊」的楊美雲熱切的向前來參與生態旅遊
的遊客，侃侃而談海鹽與後灣的關係。

      位於屏東後灣、萬里桐等區域的潮間帶

，因為棲地環境溫度和鹽度變化大，孕育許

多豐富物種，其中後灣棲地的陸蟹多樣性，

在墾丁國家公園裡高居第三，不過墾丁國家

公園管理處10年前因生物監測不足，尚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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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此區域生態的豐富性，因而將後灣村部分

土地賣給京城建設蓋大飯店，2007年建設公

司在此整地，破壞了陸蟹的棲息地，導致近

5000隻陸蟹死亡，引發楊美雲等在地居民和

環保團體的反對，也開啟居民保護故鄉、發

展生態產業的念頭。 

   

從隻身埋頭苦做到集結多人行動 
                      
      13年前回到後灣居住的楊美雲發現故鄉

的土地水泥化，海岸林不見了，海灘滿地都

是垃圾，因此號召淨灘運動。楊美雲自小耳

朵的聽力就有問題，所以她習慣運用眼睛紀

錄關於故鄉的一切，但經過數十年來的異地

打拼，回到恆春後灣的她發現，故鄉變了，

但她不灰心，熱情又行動派的她一股腦地投

身撿垃圾的行動，同時進入屏南社大參與生

態解說員的訓練。

      楊美雲說，當時她的想法很天真，她總

覺得一個人慢慢做，總有一天垃圾會撿完，

「但我沒想到人是流動的，垃圾只會越來越

多，唯有從環境教育著手，深入每個人的心

才能從源頭的行動帶來改變。」

      5年前，楊美雲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組

成「車城鄉後灣人文暨生態自然保育協會」

，她在邊撿垃圾、邊做海洋巡守的工作中發

現，遊客撿拾貝殼、隨意棄置塑膠垃圾讓大

量的寄居蟹沒了家，只能窩在殼薄易碎的蝸

牛殼或塑膠瓶蓋中，因此她在3年前發起

「把空殼寄給我，好嗎？」活動，獲得全台

熱情民眾的迴響，她才發現，多數的台灣人

只是沒有受到正確的教導，當他們知道不經

意帶走海灘紀念品的行為會危害到寄居蟹的

生存，其實是願意修正、貢獻愛心的。

 楊美雲（攝影／郭琇真）

楊美雲說：「珊瑚礁海鹽是大地
帶給人類的禮物。」

      為了這群陸蟹的生存，楊美雲發起生態保

育的活動，起身反抗京棧飯店的開發，同一

時間她一直思考如何在後灣做社區營造，帶

動當地居民找到一條平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

護的道路。楊美雲想到小時候的她，總喜歡

在珊瑚礁岩跳來跳去，看著潮池裡的海水結

晶為鹽的過程，於是她開始查找資料和當地

老人進行訪調，發現恆春從車城到貓鼻頭一

帶有著極為特別的海鹽文化，因此決心以此

為題，發展一套屬於後灣社區的生態旅遊。

      恆春珊瑚礁岩一帶的海鹽文化可說是「老

天爺賜給人類的禮物」，楊美雲說，落腳恆

春的祖先們都是依靠這海鹽料理食物，每到

冬天末尾，最後一個颱風走了之後，大海會

有一波大浪將海水帶入珊瑚礁岩，直到梅雨

季前，這波海水會留在潮池裡沉澱、蒸發，

直到鹽度降為25度，海水會變成結晶鹽，也

就是恆春居民通稱的「鹽花」，此外雨季尚

未來臨前，祖先還會蒐集潮池中剩餘的鹽鹵

，蒸煮為鹽，又稱為「雪鹽」，後期恆春居

民更在海邊建構簡易的曬鹽池，就是為了蒐

集更多的海鹽。

漂亮的結晶鹽  

  （照片提供／楊美雲）

      不過這套海鹽文化也有血淚的部分，楊美

雲提到，日治時期，日本政府不准恆春人民

到海岸旁的鹽池拿鹽，還運用警察巡邏管制

，但當時的交通不便，住在後灣的居民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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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能力到大城市買鹽，因此發展出一套

「藏鹽文化」，許多居民都會砍竹子挖洞，

將海鹽放入其中，並藏在山溝或樹洞間，直

到多年前她回鄉到海岸掃鹽，年邁的鄰里阿

嬤看到都會念她說：「妳會被警察抓走。」

在地田調挖掘海鹽文化的豐厚歷
史

 

用鹽鹵作凝固劑製成的豆腐。（攝影／郭琇真）

      楊美雲前後進行在地田調3次，花費近10

年的時間，採訪當地老者，集結豐富海鹽文

化，同時運用海鹽研發美食DIY，包含拿鹽

鹵當凝固劑，做鹹豆花和豆腐等，整套遊程

還會帶著參與的民眾到珊瑚礁岩親身體驗掃

鹽的趣味，她希望能藉由親眼所見的震撼，

讓體驗的民眾理解大地孕育萬物的瞬息萬變

，從而更加懂得珍惜這塊土地的環境。

從保衛後灣陸蟹到海鹽文化的推廣，楊美雲

看見，人是最難處理的元素，同時也含有改

變的可能，她相信，從環境教育扎根，破壞

就會越來越少。

            取鹽鹵。

    （照片提供／

       楊美雲）

國光石化的能源與溫室氣體的議題剖析
蔡嘉陽(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

前言
      2008年由行政院核定為國家重大建設

「國光石化」在彰化芳苑大城的開發案，因

為對彰化海岸生態衝擊、健康風險危害、農

漁產品污染、水資源匱乏和經濟成本效益評

估等諸多疑慮無法釐清之下，馬總統於民國

一百年的世界地球日在國光石化第五次專案

小組審查之後，順應民意宣佈台灣中油公股

不支持在彰化的開發案，正式終結了國光石

化的開發計畫。這個過程耗費太多社會資源

，錯誤的決策也造成業者的空轉和錯誤期待

，這是一個生態贏、政府與業者雙輸的賽

局。我們試著檢驗國光石化計畫中對於能

源與溫室氣體政策上荒謬錯誤之處，如果在

決策過程中可以更透明、更多的公民參與，

國光石化的開發計畫的決策不應該是如此粗

糙。

台灣的能源供應與產業結構

     表象：為了擔心台塑企業獨大，讓台灣

石化產業被一家民營企業所操控，所以必須

扶持另一個整合上中下游的民營企業，成為

台灣的第二石化系統，稱之為「雙石化系

統。

      事實：日產30萬桶原油的煉油廠、年 產

120萬公噸乙烯的輕油裂解中心、年產80萬

公 噸的對二甲苯芳香烴中心、23座石化中下

游工廠、 14套汽電共生廠、以及含13座碼頭

的工業專用港。

      真相：根據能源局資料，台灣目前石化

產業的產能明顯過剩，台塑石化年年出口

減、柴油等油品，甚至起過其產能的50%；

同時，中油雖固負有配合國家政策的義務，

但年每仍有汽、柴油燃料油等出口。我們有

三輕、四輕、五輕和六輕年產420萬噸的石

化基本原料乙烯，自給率已經超過100%，已

經夠用了。新增的國光石化產能是要外銷到

中國，並不是要供應台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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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光石化二氧化碳排放減量之BAU
      

      表象：國光石化宣稱原來每年排放1200

萬噸二氧化碳，可以減排為800萬噸。透過

製程改善和境外碳權抵減的方式來達到減碳

的目標。環保署針對溫室氣體減量議題，要

求以國家GDP為高成長時，較2020年的二氧

化碳基線排放量（BAU）至少減量 45%；國

光石化在採用最新、最先進且環保節能之製

程技 術後，已達49%之減量，減量已比環保

署之要求45%還多。

      事實：國光石化每年排放1200萬噸二氧

化碳完全無法符合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真相：國光石化在環評階段所揭露的製

程和二氧化碳的盤查都尚未明確，根本無法

真實算出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的真實排放

量。國光石化每年排放1200萬噸二氧化碳、

4000多萬噸揮發性有機毒物和2000多萬噸

各式的硫化物、氮氧化物和增加細小懸浮微

粒的濃度，這些都會導致全球暖化，提高氣

候災難的機會，也會增加人民健康危害的風

險。

濕地對於減緩溫室氣體的貢獻

      表象：國光石化開發只會影響4000公頃

濕地，而彰化海岸濕地有20000公頃，國光

石化只開發一小段面積，並不會對濕地生態

造成太大衝擊。而且彰化海岸濕地不在國家

重要濕地名單，可見並沒有那麼重要。如果

國光石化開發之後，還會提出濕地保育基金

，提供更多對濕地生態保育的措施和研究，

可以創造開發與保育雙贏的局面。

      事實：彰化海岸濕地在2006年第一次國

家重要濕地評選，就已經列入國家級。2009

年第二次評選，提升為國際級濕地。但皆因

為政府支持國光石化開發，行政院不願意公

告彰化海岸濕地為國家重要濕地。

      真相：海岸濕地是一個動態變化系統，

當國光石化填海造陸阻斷了濁水溪口由南往

北帶動的海岸水文系統，漂沙和沿岸流都被

國光石化阻擋，導致國光石化南岸的沙源淤

邊的彰化海岸濕地沙源補注不足而侵蝕，整

積，北邊的彰化海岸濕地沙源補注不足而侵

蝕，整個彰化海岸系統動態平衡全部被國光

石化破壞。

      濕地的生態系功能之一是藉由植物或藻

類吸收二氧化碳與無機營養物質，轉化為有

機物質儲存於生物體內，因此具有碳吸存、

營養吸收與水質淨化等生態系服務。此有機

物質又可轉化為其他動物的食物來源，因此

經由食物鏈效應吸引許多鳥類、哺乳類、兩

棲爬蟲類、魚類及無脊椎動物等聚集，顯現

高度的生物多樣性。

結論
      工業開發不是唯一的經濟發展選項，沒

有國光石化之後，經濟仍有其他的發展方式

來帶動地方的產業與就業機會。認清彰化海

岸核心價值，才能正確規劃彰化海岸六鄉鎮

的永續發展方向和策略，工業發展並不是唯

一的選項，特別是在彰濱工業區戴奧辛、台

中火力發電廠等污染疑慮還沒有釐清前，彰

化海岸實在無法再承受填海造陸不當過度的

開發，這是完全違背彰化海岸特性的開發。

彰濱工業區已經犯錯在先，不能再開發國光

石化，必將使彰化海岸的核心價值淪喪而蕩

然無存。沒有國光石化，彰化西南角仍然可

以利用當地溼地環境之特性與提高農漁產的

附加價值發展生態旅遊和環境教育。未來在

氣候變遷情況下，水資源和農業生產的台灣

永續發展之基礎，所以彰化西南角的發展沒

有國光石化才有願景，才有高優質、附加價

值的農漁產業、文化創意、環境教育和生態

旅遊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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