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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浮石對生態環境的新思維 
文．圖 / 鄭明修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浮石是海底火山噴發後的天然礦物，早期對於台灣離島居民而言它不算罕見，在岸邊

沙灘偶爾可以撿拾到浮石，拿回家主要用途在於它可以磨掉鐵鍋或鐵製品上的鏽蝕；

也有人收集來販賣，但是它來自何處一般人並不清楚。然而 2021 年 8 月在日本小笠原

群島的海底火山噴發的浮石數量卻前所未見，超過歷史上的記錄，當大量浮石漂到沖

繩沿岸後，日本才開始啟動衛星和航空機來觀測其分布範圍，如今發現它對周遭海洋

生態環境和人類活動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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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小笠原群島一

座名為「福德岡之場」的海底火山在

2021 年 8 月 13 日噴發，大量的火山浮

石就開始隨著洋流和季風漂流，首先

在 10 月中旬大部分浮石漂流至沖繩和

奄美沿岸，威脅到船隻及海洋生物的安

全。

　　火山浮石漂流 1,500 公里才到達沖

繩海岸，隨後隨著海流和風浪，部分往

東北漂流抵達四國，甚至到關東沿岸。

到底噴發出多少浮石物質原先都無法得

知，直到漂到沖繩群島才發現大量火山

浮石的嚴重影響。日本產業技術綜合研

究所估計，此次海底火山噴出浮石的

量，約一億立方公尺，數量非常鉅大。

　　到 11 月初沖繩本島海岸線幾乎被

浮石污染，除了人類無法岸邊游泳和從

事海洋遊憩活動之外，亦危害航行安

全，很多船隻被浮石包圍，發動機被浮

石卡住後擱淺，上千艘漁船無法出海作

業，甚至連核能電廠入水口都有安全警

示；海面下的生物都被覆蓋住，甚至阻

礙淺海珊瑚的共生藻行光合作用；有不

少箱網養殖魚被懷疑誤食浮石後死亡，

各地災情均隨爾後天氣變化中的風向和

風力大小而改變其浮石流向，同時也擴

大威脅沿岸區域的嚴重性。

基隆市大武崙沙灘浮石與海面一波波條狀浮石（2021.12.19）

 浮石是海底火山噴發後的天然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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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崙海灘上垃圾袋是淨灘的海漂垃圾，浮石只能留在沙灘上。

老梅沙灘上半年來遺留下的浮石，漸漸地與當地沙子混合在一起。
（2022.4.4）

龜吼海灘上浮與漂流木景象（2021.12.18）

火山浮石在台灣的漂流記
　　日本海底火山噴發的浮石從 11 月底開始

出現在台灣沿海，12 月 3 日到達台灣北海岸，

以及台灣東部和綠島，特別是東北季風的吹送

和港口地形的關係，很多港口受到火山浮石阻

塞的影響特別嚴重，例如 : 外木山，水湳洞、

八斗子、深澳、南雅和鼻頭等漁港；至於北海

岸著名沙灘也都有浮石堆積，例如 : 大武崙、

老梅、龜吼、大白沙海灘等地。筆者記錄到綠

島北岸從 11 月底開始發現火山浮石，其中以

中寮港淤積最為嚴重，其次為公館港，一直持

續到 2022 年 3 月 19 日仍有浮石漂入港內，顯

然在東北季風的吹襲下，讓日本漂向綠島的浮

石擴散更廣。

基隆市大武崙沙灘上堆積浮石與灣底一大片浮石（20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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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中寮港火山浮石堆積在曳船道上（2021.12.4）

綠島中寮港內仍有浮石漂入（202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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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柴口附近沙灘上浮石

綠島燈塔北岸沙灘上一層層浮石（2022.3.19）

綠島公館海灘浮石景象

有潮間帶部分潮池仍有浮石覆蓋在上面。（2022.3.19）

綠島西岸浮石分布數量愈往南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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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後寮沙灘上浮石景象（2022.4.7）

　　綜合筆者調查綠島海灘浮石數量分布，則

以北岸最多，甚至潮間帶的潮池裡都可以看

見，其次綠島西岸海灘浮石分布數量則由機場

往南寮方向遞減，東岸則由柚子湖往溫泉船澳

方向遞減。同樣的在澎湖則以白沙鄉北邊海灘

浮石數量較多。

　　根據海委會國家海洋研究院製作 2021 年
12 月 25 日的火山浮石漂流軌跡，研究假設浮

石移動的特性跟小塑膠瓶一樣，利用模式計算

經由表面海流與海面風速去驅動浮石移動，所

以紅點都是可能出現火山浮石的位置，顯示浮

石從日本東邊漂流漫延到沖繩、台灣四周、至

東沙島海域，但是未達南沙群島，因為筆者 5

月 18~23 日出差到南沙太平島，調查該島四周

海灘上未曾見到任何一顆浮石。

　　綜合台灣各地記錄，如今除了金門、馬

祖、台中、彰化、高雄以外，其他縣市沿岸都

國家海洋研究院製作火山浮石軌跡圖（2021.12.25）

有火山浮石出現。雖然開始有些學者初步認為

日本火山浮石不會漂流到台灣，因為黑潮是終

年往北流；筆者則認為等到 2021 年冬季東北

季風開始之後，火山浮石就會被風吹往南邊，

因為浮石比海水輕，漂浮在海水表面，而且它

的風阻係數很高，很容易受風力影響，相對沿

岸海流或洋流對它的影響比較小，所以台灣整

個冬天都陸續有浮石漂來，反觀若吹起西南季

風，就不會有浮石漂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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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外木山漁港內船舶被浮石包圍（2021.12.19）

大風大浪可以將浮石往岸邊高潮線推送

浮石對漁業和海洋環境的衝擊
　　火山浮石確實嚴重影響船舶航行安全和漁

民生活，雖然漂到台灣沿海的火山浮石數量不

如日本沖繩和奄美地區；但是像基隆外木山漁

港就有多艘漁船，因為出海時引擎系統吸入浮

石，造成阻塞，無法吸入海水冷卻，造成船身

受損。因此北海岸漁民和遊艇業者想要出海海

釣，看到外海浮石很多時根本就不敢出海，經

濟收入也就沒有著落。宜蘭壯圍鄉海邊大量浮

石影響捕鰻苗作業，以及定置漁網塞滿火山浮

石等都是對漁業造成影響！

  　自古以來海底火山爆發就有火山浮石來

源， 到 底 有 多 少 海 洋 生 物 會 誤 食 浮 石， 或

是間接受到傷害，這是從未有科學家評估

過。但是這次大規模的火山浮石數量打破過去

歷史記錄，就墾丁國家公園風吹砂景觀區，在

岸上和潮間帶，都遭受到火山浮石大量入侵，

潮間帶被浮石覆蓋較嚴重的區域，甚至深達幾

十公分，很多岸邊蝦蟹貝類全都看不見，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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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梅海灘發現最大顆浮石

在火山浮石漂流中常會有茗荷藤壺附著生長

苔蘚蟲群體也在大洋中附著在浮石上面生長

該地潮池內的底棲生物嚴重的衝擊，甚至造成

潮間帶藻類無法行光合作用而死。

　　由於火山浮石比海水輕，因此若是再有大

浪一波波推送至高潮線以上的沙灘，就不會長

久覆蓋在潮池上。評估各地潮間帶的浮石清理

問題，可能要讓它自然消散到高潮線以上為惟

一可行做法。

浮石對大洋中生物的影響
　　火山浮石大小不一，最小顆粒可能接近 1

公厘，如同火山灰般細小，最大可達 15 公分

（浮石標本採自老梅），當然大多數都如細砂

般，很容易被海中的魚、蝦、蟹類誤食。潛水

攝影者也在沖繩縣久米島發現鬼輻魟（Manta 

ray）排便出來都是火山浮石，顯然牠們在濾

食時吃進去大量浮石。日本科學家曾記錄到一

隻小綠蠵龜死亡，從其胃內含物發現很多火山

浮石顆粒，可能是造成牠死亡的原因之一。

　　有趣的是，我發現不少較大顆的火山浮石

比較容易被藤壺（通稱 barnacle，中文名 : 茗

荷，屬名 :Lepas）附著，根據文獻，這種茗荷

藤壺長大到 1.5 公分大約需要 35 天。根據採

樣記錄綠島、台灣北海岸、澎湖等地的火山浮

石均發現有藤壺附著。其中最大顆火山浮石

（長 14.8 公分，寬 14.3 公分，高 11.3 公分，

重量約 400 公克）採集自老梅海灘，上面附著

大小藤壺十幾顆，顯示牠們在海中附著生長且

漂流一個月以上了。

　　其次有些火山浮石上面也附著苔蘚蟲，發

現越大顆浮石可能有苔蘚蟲群體比例愈高，顯

然浮石在大洋中漂流期間，也有海洋生物藉著

牠們的幼生附著生長，在大海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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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內清理出來的浮石裝袋堆置在漁港空地上等待再利用

沙灘上的浮石和海漂垃圾，以及原來砂石不容易分開清理。

浮石的再利用價值
　　火山浮石屬於天然物質，並非全然無法利

用，它們是火成岩的一種，成分絕大部分由

二氧化矽組成，結構為多孔隙，密度小於 1g/

cm3（大約 0.3-0.4）可以浮在水面上，沒有毒

性，不具有晶形，學理上被稱為玻璃質的火山

岩。已知浮石具有排水通氣的功能，在農業上

使用可以增加土壤通氣性，以及有助於菌根生

成等優點，可應用於介質混拌來提高植物根系

生長通氣性等，台灣農業改良場初步認為火山

浮石經過浸水處理後 PH（酸鹼值）及 EC（電

導度）值可大幅降低，後續應可適用於多肉植

物種植及園藝之應用等。若是要大規模在野外

步道鋪設火山浮石，恐怕不適合，因為浮石比

水輕，遇到下大雨，恐怕很容易會被沖進河流

裡造成二次污染。

　　根據漁業署 2022 年 2 月 7 日統計台灣各

漁港內撈起浮石數量，新北市約 550 公噸、基

隆市約 80 公噸為最大宗，其餘縣市漁港均為

基隆市外木山漁港內佈滿浮石（2021.12.19）

零星數量；至於各地沙灘的浮石數量以台灣及

各離島的北海岸沙灘較多，其它海岸則零星分

布。由於各地沙灘上的浮石分布不均，且含有

大量海漂垃圾和原來砂石，因此建議採原地保

留不再清除。所有漁港內所清除的浮石將先暫

存，未來朝再利用的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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