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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序

這是一本寶石珊瑚的知識百科，也是探索台灣寶石

珊瑚的產業與生態變遷的經典。作者雖非學術專業

訓練出身的學者，但是他一步一腳印的從自身生命歷

程、相關產業實際經驗，加上極度好學求知與廣泛田

野調查的功夫非比尋常，經過漫長歲月的累積，一字

一句、慢慢整理撰寫出來的鉅著，一般人實在很難望

其項背。

擔任南方澳珊瑚法界博物館館長的他，長年在珊瑚

產業與文化田野採集，相繼投入的時間和人、物力成

本無法估計，成果異常豐富、內容深入而龐大，現在，

他願意無償將這本「寶石珊瑚」提供給蘭陽博物館出

版，實在令人感動。如果沒有這麼一位窮盡一生心力，

專注在寶石珊瑚產業深耕和研究的人，世人將很難理

解寶石珊瑚與台灣歷史發展的緊密關係。

另一方面，寶石珊瑚產業與海洋生態保育，尚未能

達成生態平衡與環境永續，陸地上精美寶石珊瑚，在

近幾年棲地遭受破壞、產量大減，政府保育措施才漸

漸出籠，然而我們周邊海底可能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是否該重新正視我們對待海洋的態度？……這些問題

還有待有識之士共同來努力。南方澳跟澎湖是台灣目

前唯二可出海捕撈寶石珊瑚的漁港，尤其南方澳周邊

海域是寶石珊瑚的主要經濟區域，這幾年更有大型珊

瑚博物館創設，除了珍寶的概念，海底海洋生態也應

獲得更多關注，特別是對於珊瑚整個系統性的理解變

得更加重要，非常需要更多人一起來關注寶石珊瑚與

海洋生態的議題。

某種層面，這本書帶出了南方澳鮮為人知的另一種

經濟產業歷史。這也幾乎是賴館長一生的經歷和專

業知識展現，從他的書寫內容，讓我們看到南方澳在

「漁」業之外的另一種面貌；漁船除了捕魚還有其他

功能，寶石珊瑚除了是海中珍寶，也是海底生態的指

標。

賴榮興館長為人謙卑有禮貌，有著過人的觀察力，

在其敏銳的觀察與筆尖下，手寫著作早已超過百萬

字，因為篇幅有限，本書僅摘要其中二十萬餘精彩內

容。他的人生經驗豐富，本身即有說不完的故事，直到

目前還不停的寫作研究。除了這本「寶石珊瑚」，賴館

長對於南方澳海洋文化的保存更是不遺餘力，長年持

續收集漁業文物，區分整理，進行基礎研究，然後再將

文物和成果無償送給蘭陽博物館典藏展示與教育推

廣。這種無私、利他的精神，讓晚輩們由衷的感佩。

最後，希望對於有需要瞭解寶石珊瑚知識的朋友、

有需要認識南方澳寶石珊瑚產業歷史的讀者，千萬不

要錯過這本有點”厚重”的專書，它既可以當作寶石

珊瑚百科來輕鬆閱覽，也可以作為認識台灣珊瑚產業

的重要參考文獻。

蘭陽博物館館長

陳碧琳

見證台灣寶石珊瑚產業史與生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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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的台灣紅金傳奇
民國36年10月，我出生在宜蘭縣蘭陽溪口北畔的廍後村（

今東港村），自公館國小畢業後就跟老爸遷來南方澳賣豆

腐（大家都叫我豆腐興），也做過魚類加工，出海捕過魚及許

多臨時工的活，日子過得很貧苦。民國63年由於么弟在珊瑚

加工施深琳處當學徒，二年後返家準備開始做代工，當預訂買

機器要付款時卻發生了困難，我也因此跳進這個行業。

賣豆腐收入有限，沒有資金可購買珊瑚材料，我太太向同

學賴素香商借標得一會六萬餘元，加上當初的嫁妝都拿來當

資金，也僅能買得珊瑚加工廠切剩的少量下腳料來加工，製

品帶到台北與外國客戶直接議價銷售，因此有機會目睹各種

不同的珊瑚製品，也見識到外國客戶對珊瑚的大量需求。我

拎著只是小包包的下階製品，大工廠則是有十來箱的中階製

品，這裡是平等的銷售平台，也是給有幹勁和企圖心強的製

造者無限發展空間和契機的地方。

我是半途出身的小小加工者，既無資金也少有技術，一切

只能以么弟所學的簡單技術當底氣，然後逐漸從工作摸索中

求進步，等有點積蓄再上探高價的材料。製品則從消費性產

品提升到珠寶級，雕刻也從請人代工小花板、小雕飾到自己

投入選料設計，並設雕刻工作室，授徒督刀，雕件從傳統工法

提升至業界少有涉足的創作領域，作品參加日本舉辦國際雕

刻展時曾榮獲「金賞獎」。

南方澳是寶石珊瑚的集散中心，在頂盛期珊瑚船曾達430

艘，幾近南方澳漁港一半的船隻，所以南方澳漁港繼日治時

代後，第二次被譽為「珊瑚港」的美名，在街頭小巷中最常聽

到的都是珊瑚船撈得珊瑚的盛事，一夕致富的收獲時常發生，

珊瑚材料在各家門口公開標售，一天動輒都在數千斤之多。更

因在中盤商可看到無數各等品級的珊瑚材料，讓我可以挑選

到自己喜歡的材料，並且有機會接觸及瞭解從撈採、中盤、加

工、貿易的整個珊瑚產業鏈，加上自己有工廠，對各種材質皆

能很微細的觀察和探究。民國88年我已累積了一些創作雕件，

在台大城鄉所宜蘭工作室的王惠民、陳育真鼓勵下成立了「珊

瑚法界博物館」，也開始接觸地方文史的蒐集工作。

作者簡介

賴榮興先生，民國36年生，宜蘭縣廍後村（今東港村）

人，公館國小畢業。

畢生投入珊瑚產業資料調研及雕刻創作，民國88年

元月將所有私人收藏寶石珊瑚相關生態材料，以及自行

創意雕刻作品，彙集成立「珊瑚法界博物館」，並擔任館

長迄今。

民國92年成立「南方澳文史工作室」，並自籌經費發

行五輯「南風澳社區誌」。民國95年在農委會漁業署資

助下出版「珊瑚王國」一書，後來又以文史工作者的角

度口述出版六本「賴伯伯說故事」親子畫冊，其後並陸續

出版「小鰻魚來了」、「沙頸岬上的老人與海」、「鯖金歲

月」及「北方澳：溯源傳奇故事」等書(以上均由蘭陽博物

館出版)。

不久，女兒方儀從台灣藝術大學、兒子元淵從華梵

大學美術系相繼畢業後返家幫忙館務，每當向參觀

者解說歷史、採撈、加工過程時都會感受到珊瑚漁場

從被發現和被撈採後很快便告枯竭的現實，而所加工

後的產品也全都運往外國去，自己並沒留下什麼的窘

境，因此，孩子們也更能體會老爸想要藉博物館的成

立來保留作品，當作珊瑚在台灣所留下足跡的見證和

用心。

為了收藏和解說需要，我們更努力收集珊瑚樣本和

資訊，過程中也發現國際間有關寶石珊瑚的文獻和書

籍並不多，國內業界也只出過幾本雕件圖集畫冊，女

兒有感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寶石珊瑚都生產在台灣；也

博得珊瑚王國的美譽，應該要有很具體、多面向的產

業記錄，於是在黃淑瑩的協助下取得漁業署的資助，

開始著手擬定章節大綱。由於珊瑚產業撈採、中盤、

加工、貿易市場等單元很繁鎖又緊密，便分成上、下冊

進行資料整理的編輯工作，並且以「珊瑚王國」當書

名，先以撈採、品種、顏色、質地等做為出書內容，在

民國95年出版1,000本，很快就被搶購一空。

這段時間以來，常常接到要買「珊瑚王國」書的電

話，激勵著我要完成下冊的使命，也重新啟動這個艱

難的任務，在收集船長的資訊，必須拿著海圖逐一向

碩果僅存的老船長一一請教珊瑚的產地、水深、流水，

由於每位船長的經驗都不盡相同，說法也有差異，得

訪問多人後再請經歷老道、記憶好的；如江錫鈴等人核

定查證，才能理出實際的狀況。其中的產地經緯度也

只能標示大致的範圍或中心點以供參考，在追溯前輩

的足跡，除有書籍刊物記載外，由於事隔多年，很難問

得清楚，在產業的實務裡，我也有40多年身歷其境的

經驗，尚可書寫脈絡輪廓及實際狀況，也盡可能的向

同業前輩們請教蒐集資料，但是能力有限，定有許多

遺漏或有立場、角度及觀點不同之處，尚請先進不吝

指正和見諒。

此次的資料蒐集涵蓋珊瑚產業各單元，也把上冊再

作補述齊全，重新整理匯輯成冊，在記錄之時由於筆

拙，經一再修正方才定稿。此書約20萬字，皆以原子筆

書寫，和之前的書籍原稿前後共用了90多隻筆芯，之

後再由邱秀蘭組長介紹李偉郡小姐打字完稿，並獲蘭

陽博物館陳碧琳館長應允出版。

由於筆者僅國小畢業，語文用詞雜亂無章，本書初

稿多虧林宏仁老師犧牲下班休息時間，義務擔任文字

編輯，前後花了一年多幫忙修改潤飾，也包括典故與專

業用語的查證和註釋，專注而細心，是本書字義楷正

的最大功臣。

本書得以付梓得感恩非常多珊瑚同業、各領域專

業菁英前輩，如資深的老船長、中盤商、加工廠、貿易

商、雕刻的老藝師等，為這項台灣特殊物產、價比黃

金的紅珊瑚產業留下共同的見證。

感恩文化部、蘭陽博物館出資；館長陳碧琳、許浩

倫、施麗娜、彭仁怡、張曉婷等玉成；邱秀蘭組長很

用心居間協調促成；中央研究院鄭明修研究員、宜蘭

縣史館廖英杰館長的審查及陳照旗社長為製作本書

付出的心力；賴元淵很用心的影像收集和整理，還有

家人的支持，需要感恩協助我的人太多，今天在此合

十一鞠躬，感恩…

珊瑚產業由興盛而衰退，不過數十年寒暑，就像是

一場紅金夢，夢醒之後似乎沒留下什麼，筆者盡力蒐

羅，點滴成江。但願這本書的問世，能為這一場夢留下

紀錄，見證南方澳乃至台灣珊瑚產業輝煌的時代。

末學

賴榮興合十

108.8.11

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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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著手擬定章節大綱。由於珊瑚產業撈採、中盤、

加工、貿易市場等單元很繁鎖又緊密，便分成上、下冊

進行資料整理的編輯工作，並且以「珊瑚王國」當書

名，先以撈採、品種、顏色、質地等做為出書內容，在

民國95年出版1,000本，很快就被搶購一空。

這段時間以來，常常接到要買「珊瑚王國」書的電

話，激勵著我要完成下冊的使命，也重新啟動這個艱

難的任務，在收集船長的資訊，必須拿著海圖逐一向

碩果僅存的老船長一一請教珊瑚的產地、水深、流水，

由於每位船長的經驗都不盡相同，說法也有差異，得

訪問多人後再請經歷老道、記憶好的；如江錫鈴等人核

定查證，才能理出實際的狀況。其中的產地經緯度也

只能標示大致的範圍或中心點以供參考，在追溯前輩

的足跡，除有書籍刊物記載外，由於事隔多年，很難問

得清楚，在產業的實務裡，我也有40多年身歷其境的

經驗，尚可書寫脈絡輪廓及實際狀況，也盡可能的向

同業前輩們請教蒐集資料，但是能力有限，定有許多

遺漏或有立場、角度及觀點不同之處，尚請先進不吝

指正和見諒。

此次的資料蒐集涵蓋珊瑚產業各單元，也把上冊再

作補述齊全，重新整理匯輯成冊，在記錄之時由於筆

拙，經一再修正方才定稿。此書約20萬字，皆以原子筆

書寫，和之前的書籍原稿前後共用了90多隻筆芯，之

後再由邱秀蘭組長介紹李偉郡小姐打字完稿，並獲蘭

陽博物館陳碧琳館長應允出版。

由於筆者僅國小畢業，語文用詞雜亂無章，本書初

稿多虧林宏仁老師犧牲下班休息時間，義務擔任文字

編輯，前後花了一年多幫忙修改潤飾，也包括典故與專

業用語的查證和註釋，專注而細心，是本書字義楷正

的最大功臣。

本書得以付梓得感恩非常多珊瑚同業、各領域專

業菁英前輩，如資深的老船長、中盤商、加工廠、貿易

商、雕刻的老藝師等，為這項台灣特殊物產、價比黃

金的紅珊瑚產業留下共同的見證。

感恩文化部、蘭陽博物館出資；館長陳碧琳、許浩

倫、施麗娜、彭仁怡、張曉婷等玉成；邱秀蘭組長很

用心居間協調促成；中央研究院鄭明修研究員、宜蘭

縣史館廖英杰館長的審查及陳照旗社長為製作本書

付出的心力；賴元淵很用心的影像收集和整理，還有

家人的支持，需要感恩協助我的人太多，今天在此合

十一鞠躬，感恩…

珊瑚產業由興盛而衰退，不過數十年寒暑，就像是

一場紅金夢，夢醒之後似乎沒留下什麼，筆者盡力蒐

羅，點滴成江。但願這本書的問世，能為這一場夢留下

紀錄，見證南方澳乃至台灣珊瑚產業輝煌的時代。

末學

賴榮興合十

108.8.11

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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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珊瑚的前世今生

  寶石珊瑚的歷史文化內涵

傳說
8

西元三世紀時，一艘帆船因經商航至義大利那不

勒斯港附近，遭遇大風暴，在無數大浪的打擊下擱

淺在暗礁上，船上的水手也為災難的大限將臨做好

心理準備，但意外的竟能安然渡過。第二天海浪已平

靜，船員查看擱淺的船體損傷狀況，卻發現該暗礁長

滿了深紅色石頭材質的小樹，船底就是被這些紅色

石頭樹所托住，才能平安無恙。船員們為了感念紅色

石頭樹的救命之恩，就取了些紅色石頭樹返家留念，

也把紅色石頭樹繫在船首或桅杆上當做保佑平安的

吉祥物。

取回家的紅色石頭樹因枝型體態優雅，便時常拿

在手中把玩，不久卻發現經把玩磨擦的石頭樹外表

產生了溫潤美麗的質感，於是就用手折取石頭樹的斷

枝，研磨製成裝飾品，甚得女性們喜愛，很快的蔚成

風尚，因此地中海沿岸便有了採集漁夫，也有了研製

的加工業及生意人。 

神話

東西方都有許多關於珊瑚的神話，茲取幾則，表示

珊瑚受重視之一班。 

1  古希臘神話中有一位神勇的英雄普修斯(Perseus)，殺

死了邪惡的蛇髮女妖美杜莎(Medusa)、割下頭顱後，

從脖子流出的鮮血滴入海中，變成了紅色珊瑚。

2  傳說觀世音菩薩看到眾生因貪、嗔、癡在慾海中輪

迴受苦，不得解脫，慈悲心流下的眼淚，落在大海

中轉化成美麗、可親、溫馨的珊瑚，來撫慰苦難眾

生的心靈。

3  在海龍王的龍宮庭園中，有一種奇異珍貴的寶樹，

寶樹吸取大海精華和天地靈氣而孕育滋長。除了

深海之外，珊瑚也存在無數他方佛國中，以及神靈

的世界。

4  三千年前釋迦牟尼佛說，在西方極樂世界中，珊瑚

為七種寶樹之一（讓七種不同材質的寶樹，互相生

長在樹上不同部位和花果上，此說見無量壽經、觀

無量壽經等等佛經）。

古書裡的記載

關於珊瑚的文獻記載，始見於漢初，從它們的內容

提到的生態、用途，可見漢代之前珊瑚已被發現並使

用在生活、信仰與貢獻等方面。茲援引一些文獻片

8
義大利的珊瑚傳說，可能性雖高，但發現的時間還有待考證。地中海的沿岸幾乎都有珊瑚生存，也當屬義大利的珊瑚株體較大，而地中

海珊瑚的生長棲地水深從 2、3 公尺至 100 公尺皆有。義大利人也自稱地中海的珊瑚開採已有數千年的歷史，連遠在東方的中國在 2000

年前便有許多有關來自「大秦」（即義大利地區）的珊瑚樹了，由此可知地中海的珊瑚貿易從 2000 多年前便由絲路賣到中國，當地的開

採當然是會更早一些時間了。

7
與珊瑚礁共生的藻類需陽光照射，藻類會行光合作用釋出氧氣，提供海底生物所需。世上約有三分之一的魚種生活在珊瑚礁附近。

項目 珊瑚礁 寶石珊瑚

相同點 刺細胞動物門 刺細胞動物門

俗名 硓𥑮石、珊瑚 珊瑚

共生方式 需要和藻類共生 不需要和藻類共生

陽光需求 需要 ( 藻類需光合作用 ) 不需要

造礁能力 造礁珊瑚 非造礁珊瑚

分佈範圍
南北緯 25 度左右，冷水珊瑚不受此限。環

境水溫在攝氏約 20-28 度。
僅台灣、日本、美國中途島附近及地中海部份沿岸。

形體 多樣 僅樹枝狀

死亡特徵 白化 蛀洞、石化等

顏色
多樣。顏色依表面附著藻類的顏色而定。珊

瑚礁本體大多白色，也有少數紅色和藍色。

外表生長層顏色多深橘、橘黃、黃色。寶石珊瑚本

體為白、粉紅、桃紅、深紅色。

生長水深
多約 30 公尺以內，水深 30-50 公尺已很少，

少數可以深至 100 公尺以下。

水深約 110-1800 公尺，太平洋淺水海域沒有寶石

珊瑚。

用途

1. 古代沿海地區為房子的建材。

2. 天然消波塊，保護海岸線。

3. 海洋學家形容「珊瑚礁的重要性就如陸地

上的熱帶雨林」
7
。 

4. 維護生物的多樣性與漁業資源。

5. 魚礁。

6. 景觀造景。

7. 觀光旅遊經濟價值。

1. 古代是財富與身分地位的象徵。

2. 在西方傳統觀念，猶如中國的玉。

3. 國畫中珍貴的色料。

4. 入中藥，相近珠貝粉的醫療效果。( 見李時珍《本

草綱目》)

5. 古代染絲綢的鹼水原料之一。

6. 特殊燒窯釉料。

7. 佛教七寶之一，表吉祥。

8. 半寶石類珠寶藝術品使用。

保護議題
1. 列入「華盛頓公約附錄 2」保護的物種，

不可買賣。

1. 有四種寶石珊瑚列入 CITES ( 華盛頓公約附錄 3)，

可自由貿易。美國、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義

大利、希臘、南斯拉夫、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

摩洛哥、越南、日本和台灣均有採集

2. 在台灣，寶石珊瑚採集屬限制漁法之一，12 海

哩內禁止採集，只有在漁業署公告的漁區內才可

撈採。

人工養殖 部份品種可人工養殖 無法人工養殖

珊瑚礁與寶石珊瑚的不同表 1-1 

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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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珊瑚的質地和分類

枯蟲枝：珊瑚外皮皆是 3-4mm 深的大蛀洞層，超

大蛀洞也會遍及全株，珊瑚的外型已蛀蝕嚴重，

12mm 小枝也都被蛀蝕斷掉，僅剩原株體的大約

輪廓狀。

蟲枝：珊瑚外表皆是 3-5mm 厚的蛀層，15mm 粗

的旁枝幹也都被蛀蝕斷掉，其整體已因嚴重蛀蝕

而變成塊狀，所剩的材質有部份也都變成磚紅、

磚黃色了，也會質變乾脯，或嚴重褪色，或變成

柿黃、金瓜黃，更甚者會變牛奶質或啞巴枝。

若蟲枝蛀蝕嚴重者，其外皮會有 10-15mm 厚的蛀

蝕層，一般船長會以柴刀砍削粗蛀的外皮，使其

蛀蝕層尚留有 3-5mm 的厚度，此款砍削粗蛀的外

皮，船方稱為「蟲枝整理」。

以上為桃色珊瑚株體大小的基本分類，但會因

產區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

第一產區的「207」16 珊瑚，該區是珊瑚的巨人國，

很少有小枝椏，故 7-9mm 的中枝對「207」產區

而言算是小枝了；而同為第一產區中的扛轎、花

瓶嶼是珊瑚界中的小枝國，其材質色澤非常優異，

故其 7-9mm 的中枝會較一般少 1mm，以 6-8m/m

就算是中枝了。這種現像是珊瑚中盤商對於價值

的因應之道。

桃色珊瑚株體大小的分類，是自民國 64 年之後，

由於桃色珊瑚大量的生產，南方澳中盤商為因應

各種加工廠的不同材料需求所發展而來，而此分

類也借鏡日本早期分類的概念。

16
位於赤尾嶼的東北方，水深 207 公尺的桃色珊瑚。

2  二枯材料枝                  3  三枯材料枝

二枯材料枝：二枯的珊瑚枝表皮已沒有灰色層存

在，其灰色層均已被蛀蝕，蛀層厚度約有 2mm 左

右，甚至已有一半都是粗蛀的現象，株體約 6mm

粗的小旁枝也都被蛀蝕一空。

三枯材料枝：三枯的珊瑚外表全都是 2-3mm 的蛀

洞層，也都是大蛀洞，甚至有超大蛀洞參雜發生

，株體 10mm 粗的旁生小枝也都會被蛀蝕而斷掉

。珊瑚到了三枯的階段，其質地和色澤均已起了

很大的氧化作用，其鮮艷度和顏色都已褪失泰半，

磚黃、乾脯也都逐漸浮現。

 枯蟲枝：分枯蟲枝、蟲枝

1  枯蟲材料枝                 2  蟲材料枝

虫的桃色珊瑚。（陳順寶提供） 白珊瑚。（洪明麗提供）花珊瑚 粉紅珊瑚。(劉聰松提供)

特大枝

大   枝

中   枝

小　枝

60mm
40mm
30mm
15mm

枯虫的桃色珊瑚。（林金水提供，賴方儀攝）

特大枝

大   枝

中   枝

小　枝

70mm
50mm
35mm
16mm

特大枝

大   枝

中   枝

小　枝

80mm
60mm
40mm
18mm

特大枝

大   枝
中   枝

小　枝

50mm
40mm
25mm
13mm

Miss珊瑚的質地
學名：未定、台灣特別種

別名：MISU

水深：280 ～ 700 米

產區： 赤尾嶼東北、雞仔瀨東邊、大武口、大塊

淺、鵝鑾鼻西邊、東沙島

Miss珊瑚是在民國66年（1977）才被發現的新品

種，也是台灣的特有種。它屬粉紅色中的淺淡色系，

有嬌艷鮮麗又晶瑩明亮的特性，其色澤接近花朵

淺淡色的質感，像是一位美麗溫婉的小姐，故稱為

Miss珊瑚。

Miss珊瑚材質類似赤色珊瑚，具有微透的質感。

活枝珊瑚質地均勻溫潤，淺淡的色澤更是瑩麗粉

嫩。在部份濁質的材質中，會帶有明亮似瓷的乳白

色感。

Miss珊瑚正面生長層厚實，且十分潔淨均勻，背面

有紅色雲團或紅筋出現，生長白心大部份偏向背面，

嚴重者生長點會長在株體背面外層，形成不規則的

突出筋紋和小突出點。在淡色系中生長白點不會很

明顯。

枯枝、倒枝、蟲枝的老珊瑚，其鮮麗色澤和油脂溫

潤都已逐漸流失，會有黑暈、乾脯出現。乾脯部份含

雞爪痕、蜈蚣紋、甘蔗絲、甘蔗脯、白絲筋等質變瑕

疵。

黑暈可以雙氧水浸泡還原，乾脯可就無法解決

了，若浸油也只能掩飾短時間而已。Miss珊瑚屬淺

色系，故氧化老珊瑚中沒有磚紅、磚黃、柿黃、金瓜

黃等質變色。

Miss珊瑚有很優異的特性，如嬌美、鮮艷、瑩粉、

細嫩等。老珊瑚普遍都會有黑暈和乾脯現象，是最

嚴重的瑕疵。Miss珊瑚微透的質地，會因長時間的

自然氧化而漸現濁質。

 活生枝、海景枝、

生長完整枝  

民國 60 年代是 Miss 珊

瑚大量生產期。一般要

外銷義大利，中盤商大

量自船方購入珊瑚後

，會全數做大小分類、

裝箱再出口；國內工廠則是整批購入再自行分類。

當時 Miss 珊瑚都是新棲地，材料皆活生枝，很少

有枯蟲枝，Miss 屬淺色系珊瑚。

活枝的Misu珊瑚，生長層還附著
在珊瑚表層。（江美蓮提供，賴
方儀攝）

特大枝

大   枝
中   枝

小　枝

18mm以上
7-18mm
5-7mm
5m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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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珊瑚的生產海域

迴響。日本海域對於小漁船而言算是很遙遠，於是大家呼朋引友，10艘、20艘相約前去，並由

經驗豐富的船老大領頭，就像是個相互照應的小船隊，打撈成果十分豐盛。

日本漁民很快便有資源被掠奪的感受，就向日本政府反應，於是日本海上保衛廳的艦艇便

開始出動，起先是警告並勸離進入其12海浬作業的台灣珊瑚船，但是對於12海浬外的珊瑚

船則不予干涉，於是台灣珊瑚船才意識到日本有12海浬領海的概念，因此凡是去日本海域打

撈珊瑚，就都在12海浬外的公海上作業。由於日本海域太大了，有產珊瑚的地方也很多，於是

日本的公海就成了台灣打撈珊瑚的漁場。

在日本公海打撈珊瑚，是以赤色珊瑚為主，但是赤色珊瑚的市場全在日本，因此有些日本

人會很吃味的抱怨，說台灣珊瑚船到日本撈珊瑚，加工後又高價賣給日本。日本二戰後的龐

大赤色珊瑚市場，幾乎都是台灣製造的珊瑚珠寶所創造出來的，台灣、日本在珊瑚史上，無

論是產地、撈採業、加工業、貿易業及市場銷售業，皆有緊密的因果關係，有非常細緻且互

為牽扯的過程，而且都有強弱因子的存在，筆者對此甚有回味，若有機會再寫一本「台灣、日

本珊瑚因果關係」，應該會有精彩的內容。

台灣珊瑚船藉著日本精緻的高科技儀器，遍掃日本廣大的海域，也摸透了日本海域赤色

珊瑚、桃色珊瑚的棲息地，所以民國70年代的老船長均對日本海域知之甚詳。後來中國大陸

經濟掘起，軍事力量增強，給了日本很大的壓力，以致加強日本海域的管控，加上200海浬經

濟領域的設立，便禁止台灣珊瑚船在日本經濟海域內作業。

台灣頓失廣大的珊瑚漁場，又加上寶石珊瑚在國際市場呈現蕭條，以致台灣的珊瑚船及

整體產業均告急速萎縮。爾後台灣珊瑚船也在政府積極介入並嚴格管制下，以永續經營的

規劃，持續在台灣海域的老漁場輪番打撈作業至今。

如今反觀審視台灣、日本的珊瑚棲息的海域版圖及產量，才發現日本的海域超過台灣太多

了，若論出產珊瑚的範圍及珊瑚可能棲息的蘊藏量，日本超過台灣10多倍之多是有可能的。

二戰前日本因科技不足，撈珊瑚時無法有效掌握定點及流水竅門，加上設備器材及網索的

不堪強用，以致無法確實深入打撈便告結束。

而大戰後在各種航海儀器精密，船隻大馬力強，網索堅韌，自動

化絞繩器等優勢的大環境下，打撈珊瑚也講究科技設備及規劃管

理，可以不全仰賴神明的庇佑和好運的垂憐，就能收穫滿滿了。

台灣的珊瑚棲地，在日本與台灣先後長時間的蹂躪下，早已

打撈殆盡，雖然政府後來有了規劃管理，但為時已晚；而日本

珊瑚棲地廣闊，又嚴格管控珊瑚，均採輪番打撈制，可以做長

期永續的作業。

可見的未來寶石珊瑚的材料盡在日本的手上，台灣「珊瑚王

國」的美譽也將消失無踪。日本雖掌握了寶石珊瑚的材料生產，

卻限於國內沒有市場及加工廠弱勢，若要執掌「珊瑚王國」的大

旗，是智慧的大考驗；而大陸消費市場、加工業在台灣的培植下

雖然羽翼已豐，但是欠缺自己的材料資源，也難以振翅高飛。
桃色珊瑚生長過程包裹住釣魚線。（江國忠船長捐
贈，珊瑚法界博物館收藏）

宜蘭外海舊地號名及漁類生產圖(含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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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寶石珊瑚的樞紐─南方澳

託「台灣水產株式會社」專司珊瑚拍賣和管理，全名為

「台北州水產會珊瑚市場」，是正式的珊瑚拍賣市場，

場址設基隆之「濱町」，現在的中正路舊漁市場附近。

在珊瑚撈採的實績中，促使台灣總督府提撥經費

由台北州水產會舉辨珊瑚加工講習會，會中聘請日

本高知縣的技師傳授珊瑚雕刻及平面打磨等技術，

學員多數是居住基隆的台灣人，造就了台

灣珊瑚加工產業的部份基礎。1928年為了

找尋更多的珊瑚漁場，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也派出「凌海丸」試驗船，在棉花嶼附近及

彭佳嶼至釣魚台之間發現了很豐富的珊瑚

漁場，其間除了有基隆漁船持續撈採外，南

方澳的漁船也因地利之便紛紛投入撈採的

行列，收穫也很豐碩，其珊瑚的產值倍受重

視。1929年當局便在南方澳設立「台北州水

產會珊瑚分場」，交由蘇澳水產會代辦，處

理珊瑚拍賣事項。

由於北台灣高產值的珊瑚漁獲引起澎湖

廳高度重視，也展現開發台灣西南部海域

珊瑚漁場的企圖心，陸續派出「開澎丸」、

「銀聚丸」、「喜生丸」、「第十五千島丸」等

等試驗船，及當地數十艘漁船的配合做有

計劃的調查和開採，此海域雖稱澎湖珊瑚

漁場，實則是由高雄向西經東沙島至海南島

的海底礁棚，此區因距岸甚遠無陸地或島

嶼可供定位，個別船隻前往甚為危險，故由

澎湖廳及水產會匯整指揮，採集體生產統

制組織進行，並且一面調查，一經發現珊瑚

船隊即時撈採，探查和撈採是同時並行，效

率良好，是故澎湖的珊瑚船隊所撈採的海

域還擴及到台東外海、紅頭、火燒島、半羊

島，連恆春尾的巴士海峽都是其作業的範

圍。1934年當局成立「澎湖水產會珊瑚專門

市場」負責珊瑚拍賣，至此台灣海域的珊瑚

術、珊瑚分類、原料輸出、加工販售

等等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雖然珊

瑚產區是在台灣，但所得利益皆屬

日本人所有，與台灣人無關，撈採

珊瑚屬高收入，怎麼可能會讓利給

台灣人呢？就與檜木、樟油、蔗糖及

金礦、煤礦一樣，重要受益的都是

日本人，提供勞力的台灣人所得很

有限。後來因為二次大戰最為激烈

時，一些青壯的日本人漸漸的被徵

調往戰爭前線，在缺少船員時才不

得不請台灣人下船做些勞務工作，

至於探 賴（探查海底石質）看流水

及定位的關鍵技術，台灣人是無從

得知的，而且在當時要擁有一艘機

器船也是一件很奢望的事。

可是時勢都會有變化，日本的機

器漁船是以日本杉所建造的，有一

定的使用年限，若經過十多年就得

汰換了，二十年就算很老舊了，淘汰

的漁船便賤價賣給台灣人。雖是老

船，對台灣人來說卻是天大的機

會，可以在冬天七、八級大浪裡追

逐大旗魚，收益可以媲美日本人。

除了捕魚外，夏天也會請日本人當

船長撈珊瑚，可是日本人卻不教技

術。此種老漁船轉移給台灣人，在

當時台灣各個港口都有此現象，數

量不多，後來絕大部份也都被軍方

徵調當補給船赴戰場。

在日治的末期，南方澳就有日本

珊瑚商人請過姓林、胡二位台灣人41 代為收購珊瑚，

但是都沒有留下記錄，本地民眾雖有片斷記憶，卻

無法陳述整體細節，只有日本人在港邊整理珊瑚網

產地已全被找出來了，只要被發現，幾乎也都被撈取

一空，所幸以前的海面定位太過原始，只能標出大

範圍的珊瑚棲息地，而區內諸多小山嶺或山腰峭壁

可就無法探知和撈取，也因此光復後台灣人才有機

會接續珊瑚產區及其週邊豐富的資源。

日治時代珊瑚產業鏈中的珊瑚船、船員、撈採技

具，港邊角落偶爾可以拾到珊瑚小枝末或碎片，或

家裡的抽屜會有小節的珊瑚枝、珊瑚珠、珊瑚煙斗，

以及大約有10艘珊瑚船在撈採珊瑚等等回憶。

上圖：這是日治時期，日本珊瑚商人在台灣基隆拍賣的情形。（莊滿禎提供）

下圖： 水產業的漁獲物中，珊瑚的漁期在夏季，漁法是珊瑚網，價額是415,970日圓，

僅次於旗魚423,898日圓，總漁獲物價額是1,277,528日圓，當時日圓與美金等

於。出處《蘇澳郡勢一覽》昭和6年(民國20年，1931)

上圖：昭和9年完成的魚市場(含珊瑚拍賣市場)(台大總圖書館藏)。

下圖： 大正12年基隆珊瑚工藝講習班(台大總圖書館藏)。

41
南方澳當地的年輕人林炎枝（1912年生）及胡海堂（1915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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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

  特別感謝

老船長： 黃春生、江錫鈴、伍進恭、陳瑞文、林阿乾、張德川、黃炳松、張進明、伍　主、王榮宗、董吉祥

董榮三、伍進通、洪文對、李文山、洪國內、伍永湖、江國忠、王德發、黃秋雁（省漁業局）等

中盤商： 林友勝、曾添賜、簡添財、洪昆億、洪進添、王俊雄、楊石義、林金地、李福慶、楊幸男

           洪柳德、王文章、林錦清、林玉通、林忨樟、陳順寶、林金水、陳建謀、陳明德、陳景有

           戴建成、陳邦連、葉四郎、楊鴻棍等

貿易公司： 海寶公司蘇登山、蘇朝榮、蘇再興、鴻美公司林德信、友立公司戴萬鐘

               吉利亞公司歐啟昌、綺麗公司洪明麗、海山公司馬松明、意台公司周肇初等

加工同業： 施深琳、陳文宗、王龍丁、劉聰松、陳榮豐、蕭書賓、成萬億、楊文仁、王深池、林進通

               陳文良、許新典、楊火龍、郭福松、林錫鏞、趙松明、許福基、林天成、陳水河、李榮顯

               許慶業、黃讚盛、呂華娟、林炳宏、蔡家興、楊木忠、郭榮慶、黃警長、黃源波、林萬榮

               李魁圍、簡燦明、張議顯、王耀徵、林振盛、賴煌謨、王文通、嚴建國等

雕刻業： 蔡寶林、古永鑑、蔡德發、林義守、陳啟文、歐生利、黃忠山、陳景民、陳景道、吳德真

            謝東上、尤秋賓、楊朝琴、李坤淵、鄭玉煌、林清輝、何鎮全、楊北中

友情協力：  盧春雄(台灣珠寶藝術學院)、單峰(上海單老師)、邱春雄(傑比攝影)

蘭陽博物館：陳碧琳、邱秀蘭、林宏仁、許浩倫、施麗娜、李偉郡等

採集（文史）工作夥伴： 林碧雲、莊佶繶、林怡慈、陳羿嫺、黃柏庸、楊昱靖、陳敬家、廖雪虹

                                賴方儀、賴元淵、賴元達、賴昱昕、賴宣睿等
一家專門收藏、展覽、解說台灣珊瑚文化的

―珊瑚法界博物館―
“本書刊載之圖片除特別標示提供者外，皆為珊瑚法界博物館館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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