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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第八屆「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 

「海洋計畫科展類」申請書 

學校名稱 基隆市八斗國小 

組成團員 潘奕豪 蔡明哲 張郡豪 楊宇泰 

 

科展構想說明書 

科展主題： 

美”笠”天”鵝”壺—潮間帶笠藤壺(Tetraclita)與鵝頸藤壺(Pollicipes pollicipes)生物生態及蔓足

行為之研究 

一、研究動機：生活在海邊附近的我們，潮間帶是我們經常會去玩耍的區域，踩在岩石上時，很

容易發現上面黏著大大小小長得像「火山」的東西，一開始還不知道到底是石頭還是生物，後來

一問才知道是一種叫「藤壺」的生物。上網查了之後，發現藤壺又分很多類別哦！像那些固著在

漂流物上，伸著神秘觸手的「海怪」，其實也是藤壺的一種！哇！都是藤壺可是看起來卻差那麼

多，令人不禁想深入調查呢！ 

二、科展經費概算 

概算   

 
輔助項目 

經費概算 說明 

防滑雨鞋*6 2400(400*6) 潮間帶調查時穿著 

魚缸(2 呎)*2 3000(1500*2) 藤壺飼養、水流強度實驗 

沉水馬達(400L/H)*2 600(300*2) 水流與藤壺蔓足關係 

沉水馬達(800L/H)*2 800(400*2) 水流與藤壺蔓足關係 

沉水馬達(3200L/H)*2 1600(800*2) 水流與藤壺蔓足關係 

雜支(學生膳食) 1600 學生留校實驗餐點 

合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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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過程或方法 

 

 

研究概念圖： 

 

 

 

 

 

 

 

 

 

 

 

 

 

 

 

 

 

 

 

 

 

 

 

 

 

 

 

 

 

 

 

 

 

 

 

 

 

 

 

 

 

藤壺模
型模擬
(3D 列
印) 

美

笠

天

鵝

壺 

1.外觀特徵。  2.成長狀況。 3.存活狀況(方框族群)。 
4.固著位置(地理、材質)。   5.殼口破損是否影響？    
6.空殼可以繼續固著嗎？     7.新舊世代固著分佈。 

無水流 

有水流 

無水流 

有水流 

有飼料 

無飼料 

不同強度(強中弱) 

間歇水流(5”、30”) 
 

不同角度(水平、垂直) 

有飼料 

無飼料 

不同強度(強中弱) 

有飼料 

水流因素 

飼料因素 

水流過強 

笠藤
壺類 

生物
生態 

伸蔓足
時機 

蔓足
行為 

蔓足是否因特殊因素而轉向 

生物
生態 

伸蔓足
時機 

蔓足
行為 

蔓足是
否因特
殊因素
而轉向 

鵝頸
藤壺 

1.外觀特徵。 2.哪裡找得到？3.在漂浮物上分佈狀況。 
4.固著位置與水面關係？    5.柄長與水面距離關係？    
6.是否會在潮間帶固著？    7.鵝頸藤壺到潮間帶命運  

野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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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1、笠藤壺類之生物生態研究--基本外觀。 

(一) 方法：1. 野外踏查--拍照後，回實驗室透過圖片比對。2.圖鑑比對(陳國勤 2007)。 

 美麗笠藤壺 黑潮笠藤壺 東方小藤壺 龜爪藤壺 

外形 

   
說明 體殼呈火山狀，粉

紅色，有4片殼板 

體殼呈火山狀，灰

綠色，有4片殼板 

體殼灰白、圓錐

狀，有6片殼板 

體殼有像龜爪，8片

殼板，柄覆蓋鱗片 

環境 中潮帶海浪衝擊

的岩塊上 

中潮帶海浪衝擊

的岩塊上 

中潮帶海浪衝擊

的岩塊上 

主要在石縫間，量少 

 

研究一-2、笠藤壺類之生物生態研究—成長狀況。 

(一)動機：在潮間帶見到的藤壺有大有小，想了解牠們在野外成長狀況。 

(二)方法：1.在潮間帶分別標記 10 隻不同大小的笠藤壺(包含黑潮笠、以及在旁邊可做比較的東方

小藤壺)，每月 2-3 次量測牠們的大小(包含底部直徑、殼高、開口直徑—長與短)。 

        
◎編號 1,2 黑潮笠藤壺      ◎編號 9,10 東方小藤壺       ◎方框內小藤壺 

 

研究一-3、笠藤壺類之生物生態研究—存活狀況(方框族群)。 

(一)動機：岩石上的笠藤壺甚麼時候會有新的來固著呢？死亡的狀況又是怎樣的？ 

(二)方法：1.利用 50cm*50cm 的方框在潮間帶選定兩個位置架設，並標記方框四個點，以便日後可

以確認位置，長期觀察記錄，每月 2-3 次將方框拍照。 

2.利用電腦螢幕，清點方框中每個格子有多少藤壺(黑潮笠、美麗笠、東方小、龜爪)。 

3.因數量多，大小不一，且有藻類、貝類干擾，因此為避免清點錯誤，我們利用透明板子製作模

板，把方框內原有的藤壺依種類用不同符號標記上去，以後都用此模板來修改數量。 

           
◎方框一狀況(50cm*50cm)  ◎利用電腦清點格子內數量 ◎製作透明模板 

 

 

1cm 1cm 1cm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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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點過後的模板 

◎利用自製透明模板清點藤壺數量增減    【紅:新增加/藍:美麗笠/黑:黑潮笠/實心圓:死亡 

                                               藍(三角形)：東方小/藍(星形)：龜爪 

研究一-4、笠藤壺類之生物生態研究—固著位置(位置、材質)。 

(一)動機：浮游期的笠藤壺要固著時，有沒有特定位置？材質是否會影響牠們的存活？ 

(二)方法：1. 在野外實地調查，藤壺棲息的區域是否有特殊環境地形。 

2.利用方框的照片，分別清點固著在”岩石”上的與”生物殼”上的數量，比較存活狀況。 

3.計算岩石上與生物殼上的新世代藤壺數量的增減，了解固著在不同材質的藤壺，是否存活率會

不同。 

      
◎固著在岩石上的藤壺    ◎固著在藤壺殼上的藤壺    ◎固著在牡蠣殼上的藤壺 

 

研究一-5、笠藤壺類之生物生態研究—殼口破損是否有影響？ 

(一) 動機：野外觀察時發現，很多的殼口都會有破損，破損了是否影響牠們的存活？ 

(二) 方法：1.在方框一的其中一小格(編號 1-2)進行殼口修剪，與其他格子內的藤壺進行長期觀察

比較(編號 1-3)，看看有修剪過殼口的藤壺，牠們的存活是否會受到影響。 

                     
◎方框一(1-2)未剪殼狀況   ◎方框一(1-2)剪殼後狀況    ◎殼破損處低於口蓋便容易死亡 

 

研究一-6、笠藤壺類之生物生態研究—空殼可以繼續固著嗎？ 

(一) 動機：在岩石上的藤壺都是活著的嗎？藤壺死亡後留下的空殼還能繼續留在岩石上嗎？ 

(二) 方法：1.利用方框蒐集的照片資料，以透明模板清點過程中，如果發現有空殼，則往回找最

近存活的日期，並記錄之後空殼消失的日期，計算空殼在岩石上的天數，將每個空殼在岩石上的

天數進行加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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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7/29)    ◎空殼(8/7)     ◎殼脫落(8/13)  ◎被藤壺圍住的空殼 6/19 ◎12/17 殼仍在 

 

研究一-7、笠藤壺類之生物生態研究—新舊世代固著分布 

(一) 動機：野外觀察時，我們發現小的藤壺(新固著)好像沒有跟大的(原有的)完全聚在一起，難道

大藤壺較密集的區域，小藤壺就不易固著？ 

(二) 方法：1.在潮間帶笠藤壺分佈區域，另外架設四個方框，方框內有 25 個小格子，總共 100 個

小方格，分別清點大藤壺 0 隻、1 隻、2 隻.....時，新世代小藤壺各有多少隻，再平均 0 隻大藤壺

時，小藤壺有多少隻？1 隻大藤壺小藤壺有多少隻？…. 

2.為避免小方格內數量太小，我們僅取大小藤壺加總數量大於 20 的才列入計算。 

           
◎在有大小藤壺處架方框   ◎大藤壺多，小藤壺少     ◎小藤壺多，大藤壺少 

 

研究二-1、笠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伸出時機(有無水流) 

(一) 動機：在野外見不到伸蔓足的笠藤壺，但採集回實驗室飼養，即便是 24 小時錄影觀察，也

都沒觀察到笠藤壺伸出蔓足，難道牠們不會伸蔓足？還是必須在特殊條件下才伸出來？ 

(二) 方法：野外採集有笠藤壺的岩塊，利用沉水馬達(400L/H)在魚缸內沖擊笠藤壺(黑潮笠藤壺、

美麗笠藤壺)，並利用攝影機錄影觀察。 

       
◎討論實驗設計    ◎馬達製造水流測試     ◎隔天觀察影片        ◎口蓋有開與沒開 

 

研究二-2、笠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伸出時機(有無飼料) 

(一) 動機：水流好像讓牠們的口蓋開合與挪動更為激烈，也更為頻繁，但並沒有伸出蔓足，難道

是因為沒有食物嗎？ 

(二) 方法：用夾子夾飼料放到笠藤壺上方(口蓋已打開)，觀察笠藤壺反應。2.選用顆粒非常細小的

魚飼料，先將魚飼料與海水攪拌，使魚飼料可以均勻溶到海水中，再用塑膠滴管，將飼料水注射

到笠藤壺殼口處，並利用攝影機錄影觀察。 

小藤壺 

大藤壺 

口蓋沒開 

口蓋打開 

笠藤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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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夾子放飼料         ◎特殊微小飼料溶到海水  ◎將飼料水注射到笠藤壺口蓋上方 

 

研究二-3、笠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伸出時機(不同水流強度) 

(一) 動機：小馬達(400L/H)水流跟飼料都沒能讓笠藤壺伸出蔓足，不過水流確實讓牠們口蓋挪

動活絡起來，難道是需要更強的水流？(潮間帶海浪衝擊的力道是可以非常強大) 

(二) 方法：1.添購馬力較強的馬達(3200L/H)來製造水流，將笠藤壺的石塊分別放置在離馬達出

水口 25 公分(弱)、15 公分(中)及 5 公分(強)處，以製造不同大小的水流，分別沖擊五分鐘，記

錄伸出蔓足的數量。 

          
◎製造強水流(5 公分)       ◎較弱水流(25 公分)        ◎黑潮笠藤壺伸出蔓足(25 公分) 

 

研究二-4、笠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伸出時機(間歇水流) 

(一) 動機：雖然水流變強後有讓部分笠藤壺伸出蔓足，但比例還是很低，在實驗進行過程中，

我們意外發現當一下有水流一下沒水流時，有幾隻藤壺就伸出蔓足了，難道間歇的水流比較容

易誘使牠們伸出蔓足？(潮間帶的海浪也是一波一波，這是否也是因素之一呢？) 

(二) 方法：1.同樣利用馬力較強的馬達(3200L/H)來製造水流，將笠藤壺的石塊分別放置在離馬

達出水口 25 公分(弱)、及 5 公分(強)處，以製造不同大小的水流，分別沖擊五分鐘，並堵住入

水口 5 秒後再放開 5 秒，重複進行造成間歇水流，記錄伸出蔓足的數量。 

                     
◎以手指頭堵住進水口     ◎放開水流時伸出蔓足(美麗笠)  ◎堵住時縮回蔓足(美麗笠) 

 

研究二-5、笠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伸出時機(水流角度) 

(一) 動機：錄影觀看笠藤壺伸出蔓足的行為時發現，牠們的口蓋並不只是單純的兩片開合，口

蓋打開時，裡面還有一層密合度更高的膜，蔓足就在這膜內，而這個膜跟整個殼口大多都是呈

現”傾斜”的鳶形，鳶形的鈍角是蔓足面對的方向，如果是這樣，那牠們是否因不同的水流角

度而影響牠們伸出蔓足呢？ 

(二) 方法：1.縮小水流衝擊範圍，不再以整顆石頭的藤壺當樣本數，而是以水柱直接接觸的少 

蔓足 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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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藤壺為樣本，並先以對準鳶形口蓋較鈍的一方為 0 度，側面是 90 度，尖的一面是 180 度，

分別記錄藤壺在不同方向水流沖擊下，伸出蔓足的數量(共進行 10 次)。 

     
◎殼口方向相似(0 度)  ◎手繪蔓足伸出與水流方位關係    ◎不同方位的口蓋方向 

 

研究二-6、笠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伸出時機(3D 列印製作藤壺模型模擬水流沖擊) 

(一) 動機：水流方向似乎有影響笠藤壺伸出蔓足，而這是否與牠們口蓋附近的結構及口蓋內的

蔓足方向有關？為了能更清楚瞭解這狀況，我們運用 3D 列印技術，製作出大型笠藤壺模型，

希望可以看出特定方向水流是否真的對牠們有較大影響。 

(二) 方法：1.仔細觀察笠藤壺外觀型態與殼口結構，與資訊老師合作製作等比例放大的笠藤壺

模型。 

2.在模型口蓋打開正下方開一個洞，使水流可以進入，利用油土將衛生紙覆蓋住洞口，再分別

讓水流在 0 度、90 度、180 度沖擊，從 5 公分處開始沖擊，每次 10 秒，如果沒破，則重複進

行 10 次，記錄衛生紙在第幾次破損，如果衛生紙破了，便往後退 10 公分再進行一次(降低水

流強度)，觀察不同角度下，各會在哪個強度下沖破衛生紙。 

    
◎正前方 0度      ◎黏貼衛生紙        ◎衛生紙緊貼洞口       ◎沖擊測試(90 度) 

    
◎90 度時沖擊              ◎0 度時沖擊                ◎0 度時沖破衛生紙 
※ 如果 0 度面對水流(蔓足面水流)最容易伸蔓足，那野外藤壺的方向是否也符合這條件呢？ 

(一) 動機：野外海浪也有一定方向，是否岩石上的藤壺也有受這海浪方向影響，而有較特定的

固著方向呢？ 

(二) 方法：在藤壺聚集區域，以面對海蝕平台的方向，加設 8 個方框並拍照，回實驗室利用電

腦放大清點四個方位的數量，加總同一個方框內同方向的藤壺數量，再將 8 個方框平均，看四

個方向的平均數量。 

水流 

正伸出蔓足 
90 度沖擊 

180 度沖擊 

出水口 

衛生紙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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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區域為藤壺聚集區域，箭頭是指藤壺蔓足面對的方向 

※潮間帶的海浪既然可以那麼強大，那強大的水流真的也能讓笠藤壺伸出蔓足嗎？  

(一) 動機：這讓我們回頭再檢視水流強度實驗，如果使用更強的水流，是否伸出蔓足的藤壺會

更多呢？ 

(二) 方法：將原本 5 公分使藤壺伸出蔓足後，往前到約 2 公分處，觀察藤壺蔓足反應。 

   
◎過強水流造成蔓足傾倒 ◎過強水流造成蔓足收回 ◎稍微減弱水流，蔓足再度伸出 
 

研究二-7、笠藤壺蔓足行為研究—笠藤壺蔓足是否因特殊因素而轉向？ 

(一) 動機：如果蔓足面對水流是牠們攝食的最佳狀態，但野外地形崎嶇，水流也不是一直固定，

當沒有面對水流時，牠們怎麼辦呢？我們在觀察笠藤壺蔓足伸出時，似乎有些微的轉動現象，

而這轉動現象是因水流衝擊而亂轉，還是真的可以因應水流而轉向呢？ 

(二) 方法：1.水流衝擊笠藤壺時，若發現伸出來的蔓足沒有對準水流時，觀察牠們是否有將蔓

足轉向水流行為。 

2.如果一開始伸出來的蔓足是面對水流的，先看是否有轉向行為，接著將水流轉向(馬達換邊)，

觀察是否有隨著水流而轉向。 

    
◎剛開始伸蔓足時背向水流          ◎不久後開始轉向水流 

36% 

38% 
9% 

17% 

N 

背向水流 

水流方向 
轉向水流 

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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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伸蔓足時側向水流          ◎不久後開始轉向水流 

 

研究三-1、鵝頸藤壺之生物生態研究--基本外觀。 

(一) 方法：透過野外觀察、乾燥屍體解剖、圖鑑比對以及文獻上的資料蒐集來進行了解。 

    
◎ 鵝頸藤壺(鵝茗荷)基本外觀           ◎鵝頸藤壺有 5片殼板  ◎乾死後解剖構造圖 

 

研究三-2、鵝頸藤壺之生物生態研究--潮間帶哪裡找得到？ 

(一)動機：笠藤壺可以在潮間帶特定區域找到，那鵝頸藤壺是否也可以在某些特定區域找到呢？ 

(二)方法：透過多次野外觀察、實地記錄發現鵝頸藤壺的位置。 

(三)結果： 

       
◎被沖到高潮帶的乾竹子   ◎被沖到高潮帶的廢棄漁具   ◎高潮帶發現的保麗龍 

 

研究三-3、鵝頸藤壺之生物生態研究--在漂浮物上分佈狀況 

(一) 動機：鵝頸藤壺在漂浮物上是不是會固著在特定位置？ 

測向水流 

水流方向 

轉向水流 

水流方向 

蔓足 

殼版 

柄 
蔓足 

主要身體 像頸的
構造 

外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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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法：透過野外調查，仔細觀察有鵝頸藤壺的所有漂浮物，記錄牠們在漂浮物上的固著位

置是否有規律性。 

(三) 結果： 

     
◎壓扁寶特瓶有凹角處較多      ◎漂流木上的細縫處較多   ◎燈泡螺旋處較多 

 

研究三-4、鵝頸藤壺之生物生態研究--固著位置與水面關係 

(一) 動機：鵝頸藤壺固著的位置是否都在水面下呢？ 

(二) 方法：1.野外調查時，將有鵝頸藤壺的漂浮物放在水面，等它靜止，再觀察鵝頸藤壺分佈

在水面上、水面下及水面附近的狀況。 

(三) 結果： 

      
◎玻璃罐水面附近有鵝頸藤壺◎浮球在水面附近有鵝頸藤壺 ◎水面附近有很多鵝頸藤壺 

 

研究三-5、鵝頸藤壺之生物生態研究—柄長與水面距離關係 

(一) 動機：鵝頸藤壺有些離水面較遠，是否會迫使牠們的”柄”長得更長？ 

(二) 方法：1.採集有鵝頸藤壺的漂浮物回實驗室，利用保麗龍綁在漂浮物上，使某些藤壺離水

面較遠，測量牠們的柄長與離水較近的其它藤壺作比較，長期觀察，並定期測量。 

     
◎保麗龍使某些藤壺離水較遠 ◎量測頸長               ◎每週固定量測記錄 

 

研究三-6、鵝頸藤壺之生物生態研究—是否會在潮間帶固著？ 

(一) 動機：鵝頸藤壺幼生期，除了在外海固著，是否也會像笠藤壺進到潮間帶固著？ 

(二) 方法：1. 利用尼龍繩將漂浮物（木頭、防撞條、花盆）固定在潮間帶石頭上，觀察看看

有沒有鵝頸藤壺固著上來。2：改用較強韌的跳繩來綁較穩重的浮筒，並在大岩石後方的位置

來固定。 

離水較遠個體 

綁上保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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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間帶的漂流木        ◎選擇大岩石後方的位置                    

方法 3：利用粗繩子將寶特瓶綁在港邊，使它們可以在海面漂浮，定期進行檢驗。並同時觀察

記錄在岸邊纏在岩石上的捕魚廢棄漂浮物，詳細檢查是否有鵝頸藤壺固著。(108/12) 

    
◎寶特瓶製作漂浮物 ◎選擇潮間帶岸邊固定 ◎每個禮拜記錄一次  ◎3 個月後仍無發現 

 
研究三-7、鵝頸藤壺之生物生態研究—鵝頸藤壺是否能存活於潮間帶？ 

(一)動機：進到潮間帶的鵝頸藤壺，是否有可能定居下來呢？ 

(二)方法：利用多次野外調查，記錄每次發現的鵝頸藤壺漂浮物，並在下次調查時，觀察存活

狀況。 

(三)結果： 

    
◎被沖沖到高潮帶接近飛沫帶的鵝頸藤壺，不到一個禮拜便都已死亡。 

       
◎暫時停留在低潮帶的鵝頸藤壺雖然不會立即乾死，但久了，存活的數量也是越來越少 

 

研究四-1、鵝頸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伸出時機(有無水流) 

(一) 動機：了解笠藤壺伸蔓足時機後，型態與棲息環境完全不一樣的鵝頸藤壺，牠們伸出蔓足

的時機是否有不一樣呢？ 

(二) 方法：野外採集有鵝頸藤壺的漂浮物，一部分放在沒有水流的魚缸中，一部份放在有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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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L/H 馬達)的魚缸中，觀察牠們伸出蔓足的數量。 

          
◎靜止水域觀察蔓足伸出狀況 ◎有水流時蔓足伸出狀況    ◎沒水流情況仍有部分伸蔓足 

 

研究四-2、鵝頸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伸出時機(水流強度) 

(一) 動機：笠藤壺要強的水流，那鵝頸藤壺是否也是水流強一點，蔓足會伸的更明顯呢？ 

(二) 方法：利用小馬達製造穩定水流，將鵝頸藤壺分別固定在離出水口 5 公分、15 公分、25

公分處，記錄蔓足伸出狀況。 

      
◎強水流時藤壺被沖倒         ◎弱水流時藤壺蔓足正常收縮 
 

研究四-3-1、鵝頸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伸出時機(食物)(無水流) 

(一) 動機：水流是可以刺激鵝頸藤壺伸蔓足，那如果食物是不是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呢？ 

(二) 方法：野外採集有鵝頸藤壺的漂浮物，放在沒有水流的魚缸中，將特製細小魚食料與海水

攪拌，慢慢放到鵝頸藤壺四周，觀察牠們伸出蔓足的數量。 

          
◎準備飼料海水          ◎無水流下加入飼料海水  ◎鵝頸藤壺蔓足有抓取動作 

 

研究四-3-2、鵝頸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伸出時機(食物)(不同水流強度) 

(一) 動機：有食物的情況下，在不同水流沖擊時，是否更容易刺激鵝頸藤壺伸出蔓足呢？ 

(二) 方法：野外採集有鵝頸藤壺的漂浮物，放在魚缸中，利用小馬達(400L/H)製造水流，將鵝

頸藤壺漂浮物分別固定在 5、15、25 公分處，再將特製細小魚飼料與海水攪拌，慢慢放到鵝頸

藤壺與水流之間，觀察牠們伸出蔓足的狀況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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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水流與飼料實驗記錄本  ◎弱水流時加飼料     ◎強水流時加飼料，藤壺被沖倒 

 

研究四-4、鵝頸藤壺蔓足行為研究--蔓足是否因特殊因素而轉向？ 

(一) 動機：固著在固定不動岩石上的笠藤壺，牠們的蔓足轉向水流是蠻合理的，但漂浮物漂來

漂去，上面的鵝頸藤壺，牠們的蔓足是否也會受某些因素而轉向呢？ 

(二) 方法 1：1.『水流因素』--將有伸出蔓足的鵝頸藤壺，固定在有弱水流的魚缸中，使蔓足背

對水流，觀察牠們蔓足是否會轉向。 

2.『食物因素』--將有伸出蔓足的鵝頸藤壺，固定在沒有水流的魚缸中，在蔓足背面注入有細小

飼料的海水，觀察牠們的蔓足是否轉向。 

3.『水流加飼料因素』--將有伸出蔓足的鵝頸藤壺，固定在有弱水流的魚缸中，使蔓足背對水流，

在蔓足與水流間注入有細小飼料的海水，觀察牠們的蔓足是否轉向。 

         
◎背向水流不轉向但倒下   ◎無水流加飼料，有抓取無轉向◎有水流加飼料並無轉向 

 

※鵝頸藤壺容易受水流影響而晃動，因此這樣的方式不是很容易觀察，決定改利用兩個沉水馬

達，並在魚缸內進行，可以由魚缸側面來進行觀察。 

(二) 方法 2 初步測試：1. 將鵝頸藤壺固定後（且有些背向出水口），打開馬達製造水流並靠近

水流，再用攝影機錄下牠的一舉一動，看看水流是不是可以使牠轉向。 

(三) 結果 2 初步結果：在單一馬達時，觀察的結果，發現鵝頸藤壺的”柄”確實是可以從背向

水流變成面向水流的。 

 

      
 ◎ 鵝頸藤壺一開始背對水流狀況    ◎ 水流衝擊一段時間後開始利用”柄”轉向水流 

 

※只是單一水流，並不能看出水流忽然改變時，牠轉向的狀況，因此我們決定在前後各設置一

水流 

殼板往水流方向倒下 

飼料管子 

水流 

飼料管子 

背向水流 

水流 

轉向水流 

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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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馬達，重覆測試看牠是否真的會因此改變方向。 

(二) 方法 3：在鵝頸藤壺左右各設置一個馬達，先打開一邊的馬達 A 製造水流，隔一段時間後

將馬達 A 關閉，再將另一個馬達 B 打開，觀察鵝頸藤壺是否會轉向。 

◎ 雙馬達水流實驗 

(三) 結果：實驗後我們發現，當馬達 A 打開時，鵝頸藤壺會盡量朝向馬達 A，而當馬達 A 關

閉，B 打開時，鵝頸藤壺會盡量朝向馬達 B。 

 
◎ 馬達 A 沖水時，鵝頸藤壺均轉向 A 

 
◎ 換馬達 B沖水時，鵝頸藤壺又轉向 B 

四、結果與討論： 

(一) 固著在岩石上的笠藤壺與漂浮物上鵝頸藤壺，因各種生物與非生物因素，造成牠們在蔓足

上的行為也有很大的不同，總結如下： 

 笠藤壺 鵝頸藤壺 

1.外觀特徵 火山型體殼，殼口有四片口蓋 五片白色殼版，有一明顯的柄 
2.固著物 岩石或岩石上的生物殼 各種漂浮物 
3.棲息區域 接近中高潮帶岩石，約在綠藻區域

上方 
外海，但可能隨著漂浮物被海

水沖到高潮帶 

馬達 B 

轉向水流(馬達 B) 

水流 

馬達 A 

面向水流(馬達 A) 

水流 

馬達 A 馬達 B 

鵝頸藤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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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長(潮間帶) 非常緩慢，底直徑約可成長0.7公

分，殼高約成長0.6公分(11個月) 
很難存活 

5.族群變化 約有24%死亡率(一年)，十月時則有

新世代固著 
沒有明顯週期會到潮間帶，而

到潮間帶的幾乎都會死亡 
6. 蔓 足 伸 出 時

機 
(1)中強水流      (2)水流間歇 
(3)蔓足方向朝向水流 

(1)小水流 
(2)有碰到海水 

7.固著方向 背向大海，朝向岩石上方 漂浮物上的水面附近 
8.蔓足轉向 伸出時，會明顯轉向海流 不明顯，但柄經常會翻轉 

 

五、本科展結果可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 

學校座落於海邊，學生也都是海邊長大的小孩，我們每年都會引導有興趣的學生進行潮間

帶生物相關探索與研究，透過種種實驗，學生們除了清楚瞭解藤壺這個生物外，也更能體會每

種潮間帶生物都有牠們存在的價值，到潮間帶玩耍時，要留意腳下可能還有生物躲藏著。同時

可利用研究結果，建立海洋教育教材，作為學校推廣海洋教育與環境保護相關教材。 

六、預定完成期程（提醒您：需在申請年度起一年內完成）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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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計畫科展」推薦函 

 

一、指導教師姓名（請教師親簽）： 

二、指導教師服務單位： 

基隆市八斗國小 

三、被推薦人海洋科展之特色： 

這是一份關於潮間帶生物的專題研究，主題是笠藤壺與鵝頸藤壺，但內容不單單

只是介紹這兩類藤壺，而是透過對笠藤壺(Tetraclita)與鵝頸藤壺(Pollicipes pollicipes)在

生物生態上的調查與實驗，進而分析牠們在蔓足行為上的差異。 

學生自行設計透明模板來替笠藤壺做記號，清點方框內易混淆的上百隻藤壺族

群，另外也利用 3D 列印技術製造出 10 倍大的笠藤壺模型，了解到蔓足面對水流時，

內部受刺激大，因此較易伸出蔓足。 

此項研究找出了笠藤壺伸出蔓足的最佳條件是中強水流朝向蔓足，間歇性的沖

擊，水流太弱或太強蔓足伸出都不明顯，因此蝙蝠洞的笠藤壺多數是背向大海，面向

岩石回流的水來伸蔓足，若沒有完全面對水流，還可轉動蔓足來調整；而漂浮性的鵝

頸藤壺因一直在海上漂動，很容易就伸縮蔓足，轉向主要依靠柄的擺動，使自己容易

接觸海水。 

這個研究會進行至少一整年的時間，長期的野外調查以及多項的室內實驗，研究

主要分四大部分： 

(一)笠藤壺類之生物生態研究，包含：1.外觀特徵；2.成長狀況；3.存活狀況(方

框族群)；4.固著位置(地理、材質)；5.殼口破損是否影響？6.空殼可以繼續

固著嗎？7.新舊世代固著分佈。 

(二)鵝頸藤壺之生物生態研究，包含：1.外觀特徵；2.哪裡找得到？3.在漂浮物上

分佈狀況；4.固著位置與水面關係？5.是否會在潮間帶固著？6.柄長與水面

距離關係？7.鵝頸藤壺到潮間帶命運。 

(三)笠藤壺類之蔓足行為研究，包含：1.伸蔓足時機(水流、飼料、水流強度、間

歇水流、水流方向)；2.蔓足是否因特殊因素而轉向？ 

(四)鵝頸藤壺之蔓足行為研究，包含：1.伸蔓足時機(水流、飼料、水流強度)；

2.蔓足是否因特殊因素而轉向(水流、飼料、水流加飼料)？ 

透過對藤壺的觀察與研究，學生們了解到再不起眼的生物也都有牠存活的特殊本

領，以及值得我們去探究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