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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貢獻了東海旺盛的基礎生產力
龔國慶 ／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系

一、前言

海
洋中的單細胞浮游植物 (phytoplankton) 是維

繫整個生態系食物鏈運轉的基礎，圖一就

是傳統上所熟知的海洋食物鏈傳遞過程

(Sumich, 1999)，基於此原因可統稱這些浮游植物為海

洋中的基礎生產者。也因此基礎生產者數量的多寡，

通常可被用以代表海域漁業生產量的指

標。基礎生產者數量的多寡，通常相當於

其行光合作用的速率，光合作用的速率就

是俗稱的基礎生產力 (primary produ-

ctivity)，所以欲對海域漁業資源，以致於

整個海洋生態系運轉過程有所瞭解，基礎

生產力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工作

項目之一。

東海擁有西北太平洋最廣大的陸棚海

域，也是東亞近海區域內最重要的漁場，

此結果可顯示在此陸棚海域應該蘊藏有旺

盛的基礎生產力，而旺盛基礎生產力則需

仰賴豐富的營養鹽供應才能形成，根據過

去諸多的研究報導亦曾顯示出此海域擁有

豐富的營養鹽存量與供應量 (Gong et al.,

1995, 1996, 2000; Chen, 1996; Liu et al.,

1992, 2000)。主要的營養鹽供應者有二，

一是來自於大陸沿岸河川淡水的注入，其

中最大的注入源是中國第一大河川「長

江」，另一是來自於台灣東北海域黑潮次

表層水的「湧升」。河川淡水與湧升的次

表層水均具有高營養鹽的特性，所以可推

論這兩大營養鹽的供應者應是促使東海具

備旺盛基礎生產力的主因。然而值得關切的是，大陸

當局目前正在興建長江三峽大壩，壩高約一○○公

尺，預定於西元二○○九年完工運轉。大壩的興建，

除了可能阻隔了長江淡水的注入量以外，也可能造成

陸棚海域原有環流系統的改變，致使黑潮湧升作用受

到影響。再加上長江沿岸以及台灣西部工業發展的結

果，東海將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污水放流場，屆時

現有維持高漁業生產量之基礎生產力是否會因此而瓦

圖一　海洋食物鏈傳遞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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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是一件值得深思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目前國際

上眾所矚目的焦點。

有鑑於此，國家科學委員會大力支持本「黑潮與

東海交換過程研究」整合計畫的執行。研究的成果，

除對東海海水之基礎生產力有較全面的瞭解，可呈現

出長江三峽大壩興建前之面貌外，更可進一步做為已

展開的「東海長期觀測與研究」整合計畫研究之基

石。國內海洋界學者過去十年來對東海相關之研究成

果，可參閱由國科會資助出版之黑潮邊緣交換作用研

究論文集第一至五冊 (莊文思、劉康克，1993；劉康

克、莊文思， 1 9 9 4；劉康克， 1 9 9 6；劉康克，

1997；龔國慶， 1999)、二○○○年大陸棚研究期刊

(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 中之黑潮與東海交換過程

研究專刊 (Wong et al., 2000)，以及將出版於深海研究

期刊 (Deep-Sea Research) 之專刊。

本文引用所收集之觀測成果，印證黑潮次表層水

湧升及長江淡水注入的豐富營養鹽量，確實是形成東

海旺盛基礎生產力的導因。

二、黑潮湧升現象

本研究計畫於一九九三年四月中旬及五月初，利

用海研一號在台灣東北海域澎佳嶼附近進行密集的觀

測，從錨碇於現場之洋流所測得之流場及水文資料探

測結果 (Chuang and Liang, 1994; Gong et al., 1997) 顯

示，在四月中旬的OR1_352A航次期間正處於黑潮淺

層海水入侵東海陸棚的狀態，在五月初的OR1_352C

航次期間黑潮入侵陸棚的行動已經停止。圖二即分別

表示在這兩個時期探測所得之營養鹽 (以硝酸鹽為例)

與基礎生產力結果 (龔國慶等，1992)。

由於黑潮淺層 (一○○公尺以上) 之海水營養鹽濃

圖二　台灣東北海域湧升流區春季水下50公尺之硝酸鹽濃度 (µM) (A和B) 與有光層總基礎生產力 (mgC m-2 d-1) (C和D) 之分布。OR1_352A與

OR1_352C航次之結果分別代表黑潮入侵陸棚與終止的時機。梯形範圍是指黑潮湧升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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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當貧瘠，因此當這股水入侵陸棚時，在湧升流範

圍內 (圖二梯形範圍) 幾乎測量不到營養鹽 (圖二A)，

但是當此黑潮的入侵行動終止後，湧升流範圍內之營

養鹽濃度提升了至少五倍之多 (圖二B)。在入侵時期

湧升範圍內測得之基礎生產力約僅為300 mgC m-2 d-1

左右 (圖二C)，當入侵行動終止後，湧升流範圍內海

水測得之基礎生產力可躍升至約1000 mgC m-2 d-1以

上 (圖二D)，較入侵時多出約三倍之多。這個觀測結

果即說明兩件事實，第一是經由湧升作用所提供之營

養鹽量會因黑潮的入侵行動而被壓抑或減弱，第二是

經由湧升所帶來的營養鹽是導致旺盛基礎生產力形成

的原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黑潮入侵時會阻礙湧升

作用的發展，但是由於此海域之湧升作用是一持續性

的現象，因此雖然可以發現黑潮入侵時降低了湧升範

圍內之營養鹽量，但是黑潮入侵前已因湧升作用所供

應之營養鹽可能會被推送至湧升範圍的西北側 (圖二

A)，這些營養鹽仍然可以引發旺盛之基礎生產力，這

就是在黑潮入侵的時機裡，在有高營養鹽的位置上仍

可發現其基礎生產力也是相對較高的原因(圖二B)。

綜合這些觀測結果，應可以推論黑潮湧升作用提供之

營養鹽，的確是引發旺盛基礎生產力的導因。

三、長江注入淡水

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八年十月期間，本

研究計畫利用海研一號對整個東海陸棚海水進行四季

的觀測任務，其中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下旬的OR1_511

航次正是冬季長江淡水注入東海流量的低迷期，而一

九九八年六月下旬的OR1_521航次正是夏季長江淡水

注入東海流量的高峰期。圖三即是在長江淡水注入東

海流量不同時期時，經由這兩個航次探測所得之營養

鹽 (以硝酸鹽為例) 與基礎生產力的分布情況。

由硝酸鹽之空間分布情況 (圖三A與三C)，首先

可明顯地發現即使在長江注入東海的水流量夏冬季差

異很大，但整個陸棚內側海水均含有相當豐富的營養

鹽，足可證實長江淡水的注入對東海陸棚營養鹽的貢

圖三　東海陸棚海水海面硝酸鹽濃度 (µM) (A：冬季，B：夏季) 與有光層總基礎生產力 (mgC m-2 d-1) (C:冬季，D：夏季)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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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程度。不過也同時可以發現營養鹽在空間的分布型

態上並不完全一致，當冬季長江流量低迷期時，濃度

較高之營養鹽大都集中在長江口以南靠近大陸沿岸的

位置 (圖三A)，到了夏季長江流量達到高峰期時，陸

棚海域所觀測到之含營養鹽海水完全是由長江的淡水

所貢獻，並且呈現由長江口以東擴散的趨勢 (圖三

C)。此兩種不同的分布型態顯示在冬天東北季風盛行

時，以長江淡水為首的大陸沿岸水會被局限於靠近大

陸沿岸並且往南輸送，到了夏季則正好相反，由於長

江流量此時達到高峰期，加上西南季風盛行的配合

下，以長江為首的大陸沿岸海水因此被往東或是東北

方向輸送 (Beardsley et al., 1985; Gong et al., 1996)。

在基礎生產力的空間分布方面，可以很明顯地發

現，在這兩個不同時期其分布情況有相當大的差異。

冬季在長江口外附近海域基礎生產力相當的低迷，數

值約僅在200 mgC m-2 d-1以下 (圖三B)，但是到了夏

季在有營養鹽的海水中 (圖三B) 均出現較高的生產力

(圖三D)，長江口以東附近的海域基礎生產力更可高

達1000 mgC m-2 d-1以上，平均較冬季高出約有五倍

之多。此觀測結果亦清楚地證實夏季經由長江輸送至

東海陸棚之營養鹽對東海基礎生產力所做出的貢獻。

不過，冬季在同樣的海域範圍中海水也擁有含量

不少之營養鹽，但是其基礎生產力卻相當低。這個現

象可從控制基礎生產力高低之環境因子來分析。浮游

植物行光合作用的效率，除要有充足的營養鹽供應

外，尚需具備充足的陽光與合適的水溫配合，冬季雖

在有高量營養鹽的水體中，但海水的溫度普遍低於20

˚C，靠近大陸沿岸區域更可低至14˚C以下，而且在這

些低溫的海水又相當地混濁，再加上冬季陽光原本就

較為微弱，使水中進行光合作用所需之可見光能量受

到嚴重的限制。此因果關係的推測，應該就是冬季基

礎生產力低迷的原因，不過確實的原因仍需透過模擬

實驗才能獲得證實。

四、結語

本研究對於黑潮的湧升作用及長江淡水兩者輸送

至東海之豐富營養鹽量形成東海旺盛基礎生產力的結

果，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除此之外，同時也發現在

目前未有任何外力影響的情況之下，湧升作用的強弱

本身即會因為環流互動而改變，長江淡水注入東海的

輸送量與水質狀況會因為季節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

是當三峽大壩開始運轉後，若經由長江注入東海的水

量減少，注入水的品質變惡劣，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夏

季因長江大量淡水注入所引發之旺盛基礎生產力將會

消失。經由長江進入東海水量減少，更會連帶地改變

了現有之環流互動情況，並使得貧營養鹽的黑潮水流

從此大舉入侵陸棚，屆時因湧升作用所引發之旺盛基

礎生產力也將會消失，而現有東海豐富的漁業資源將

可能從此滅絕。

本研究除探討東海豐富漁業資源形成之原因，更

進一步瞭解當原因改變時可能造成之後果。此外，國

內相關學者也在國科會整合計畫的支助下，於今年八

月開始對東海展開長期的觀測與研究，希望在三峽大

壩運轉前對東海之生態環境匯集更多的相關背景資

料，同時再配合各式之生態模擬實驗及數值環流模式

的發展，達到預測東海生態環境長期變遷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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