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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珊瑚的顏色來自哪裹？

大部份珊瑚的碳酸鈣骨骼是白色，
珊蝴蟲是透明。五彩繽紛的顏色來
自生活於珊瑚蟲體內的共生藻類 - 
蟲黃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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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對海洋和人類有多重要？

珊瑚礁被稱為「海洋的熱帶雨林」，
為不同海洋生物提供居所和食物，
對維持生物多樣性發揮很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珊瑚礁形成保護海岸線
的天然屏障，減少海水侵蝕，從而
保護沿岸的設施。

珊瑚探究  

海洋公園舉辦了「海洋公園Chill級保育計劃」，當中的「海洋公園保育聯盟」邀請本
地中學參與綠海龜、金裳鳳蝶及鹿角珊瑚的保育工作。其中一項為鹿角珊瑚而設的保
育工作便是應用人工智能技術，協助研究人員整合珊瑚普查的數據，建立香港珊瑚人
工智能辦識系統，從而提升學生對香港珊瑚多樣性的認識及親身為海洋保育出一分力

「海洋公園Chill級保育大使計劃」 邀請大專生成為教育大使，向大眾分享動物和保育
知識。我們將在一連三期的雜誌介紹其中一種動物 — 鹿角珊瑚。第一期先介紹珊瑚的
基本資料以及復育工作。

編輯：畢卓忻、張梓晴、鍾靜儀、何浩賢、潘耀興、袁澤豐

   珊瑚到底是動物還是植物？

珊瑚是動物。只因我們肉眼看不到
牠們移動，所以經常誤當珊瑚是植
物。珊瑚是由很多珊瑚
蟲組成的，每一個珊
瑚蟲都有一個口部
用作進食和排泄，
觸手則用來自我防
禦及捕捉食物。

   珊瑚有什麼種類?

珊瑚被分成三大類，分別是六放珊
瑚，八放珊瑚和水螅珊瑚。
六放珊瑚有十二隻以上的觸手，數
量是六的倍數；八放珊瑚只有八隻
觸手，而水螅珊瑚的珊瑚蟲很小，
很難用肉眼觀察。

六放珊瑚的珊瑚蟲分泌碳酸鈣,沉積
後形成外骨骼。當外骨骼不斷地堆
積和互相連會分泌碳酸鈣，沉積後
形成外骨骼。當外骨骼不斷地堆積
和互相連結起來，便會形成像澳洲
大堡礁一樣的珊瑚礁，因此這種珊
瑚又稱為造礁珊瑚。這次的主題動
物鹿角珊瑚就是屬於這個類別。

八放珊瑚則沒有外骨骼，只有骨針
在內部支撐群體，外部是軟肉。



   香港有珊瑚礁嗎？

珊瑚礁是由造礁珊瑚（六放珊瑚）
互相堆積而形成的。珊瑚礁有幾種
形態，以澳洲大堡礁為例，從高空
俯瞰會看到堡礁和陸地之間好似隔
著一條護城河。
受制於地理因素, 香港冬天的水溫
普遍較低, 不利於珊瑚的生長, 所以
並沒有珊瑚礁, 只有珊瑚群落。香
港東及東北水域有天然屏障保護，
在西貢、 東平洲等都可以找到
珊瑚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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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何出一分力保育珊瑚？

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出發。例如市
面上不少的防曬產品都含有對珊瑚
有害的成分，即使你不進行水上活
動，防曬還是會在沖洗的過程經由
排水管進入大海。選購珊瑚友善的
防曬產品或使用物理防曬方法（如
穿著防曬衣）就可以避免水質污染。
我們亦可從多方面減少碳排放以避
免海水溫度上升，例如減少進食紅
肉，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選購一
級能源標籤的電器。這些日常的小
改變都可以為珊瑚帶來一個更好的
環境。

   珊瑚面臨什麼威脅？

海水溫度升高或水質污染令珊瑚受
壓，蟲黃藻可能因而離開珊瑚，剩
下透明的珊瑚蟲和白色的骨骼，形
成珊瑚白化。雖然蟲黃藻離開令珊
瑚失去最主要的能量來源，但珊瑚
並不會即時死亡。只要水質改善，
蟲黃藻還是會重新回到珊瑚。但如
果情況繼續惡化，白化的珊瑚就會
步向死亡。因此白化現像是珊瑚向
人類發出的求救訊號。

   蟲黃藻是什麼？

蟲黃藻是一種和珊瑚共生的藻類。
牠們屬於互利共生的關係, 珊瑚蟲
給予蟲黃藻一個居住的地方， 蟲黃
藻則會為珊瑚蟲提供所需的養份。
由於珊瑚蟲靠觸
手在晚上捕獲食
物只佔全部能量
來源的約10%，
要依靠蟲黃藻
提供透過光合作
用所產生的有機物
質提供其餘近90%
的能量。珊瑚蟲和蟲黃藻互相各取
所需，互惠互利。

   珊瑚對海洋和人類有多重要？

珊瑚礁被稱為「海洋的熱帶雨林」，
為不同海洋生物提供居所和食物，
對維持生物多樣性發揮很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珊瑚礁形成保護海岸線
的天然屏障，減少海水侵蝕，從而
保護沿岸的設施。



珊瑚碎片的希望 ~ 珊瑚礁盤  

由於珊瑚的生長需要依附在一個堅硬穩固的表平面上(如岩石、石頭等), 珊瑚礁盤能
作為一個地基, 為珊瑚蟲在柔軟的沙面上提供一個可生長的地方和增加繁衍的機率。
平日裏，隨着海浪的衝擊，海洋生物對珊瑚的侵蝕，一些珊瑚部分會從主體剝落，
形成珊瑚碎片。它們大多數會因海牀泥土的覆蓋而無法吸收陽光，加上不斷受到泥
沙磨蝕，導致難以存活。但珊瑚礁盤給予它們一個可以依附的堅固結構，去發展出
全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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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學者和保育團體開始設計並打
造專門爲修復珊瑚羣落而設珊瑚礁盤。
例如2016年，由漁護署和香港大學太古
海洋科學研究所開展的海下灣海岸公園
石珊瑚修復項目，當中便包含了一項礁
盤計劃。

珊瑚礁盤的種類十分多樣，它們有不同
的材質，結構，大小和成本。
常見的珊瑚礁盤多是本身源自其他用途
的廢棄人造物，例如鋼鐵船，木船，水
泥船，舊輪胎，混凝土建築部件，舊海
事建築物等等。它們構造上大多數都有
許多空隙，內腔和堅固的表面可供珊瑚
依附生長。但與此同時，這些材質的礁
盤有機會釋出有毒的化學物質，毒害珊
瑚。

2020年7月份，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和
海洋生物學家合力利用立體打印技術
製作出陶土材質的珊瑚礁盤。這個修
復項目中的珊瑚盤礁從整體外觀至細
節設計都別有用意，完全針對珊瑚生
長的特性而製。

圖片二 3D打印珊瑚礁盤
取自香港大學新聞稿   

Vriko Yu

圖片一 瑚珊礁盤
取自香港大學新聞稿  

漁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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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計劃其中一個主要的珊瑚修復對象便是鹿角
珊瑚（Acropora）。鹿角珊瑚生長快速，具有適合珊
瑚魚和無脊椎動物棲息的多支結構，卻對環境變化十
分敏感，需要集中保育以保留其寶貴的生態作用。保
育團體在放置珊瑚礁盤後一年半會保持對珊瑚生長情
況的監測，收集數據，利用科學方式進行分析，這個
結果將會成爲日後進行珊瑚保育的寶貴資料。大家可
以掃描右面的QR Code去了解更多關於海下灣石珊瑚
修復計劃。

總結及反思

      即使人工珊瑚礁盤能加快珊瑚
復育進程，珊瑚依然一直受到各種
威脅影響。作為學生，未必能夠投
身參與珊瑚復育工作。大家又能如
何從日常生活出發為保育珊瑚盡一
分力呢？



         在剛過去的十一至十二月，同學們通過珊瑚保育及人工智能的工作坊，認識了
本港不同珊瑚品種以及目前珊瑚保育工作，明白到保護珊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而
激起了他們為保育珊瑚出一份力的心。活動因為疫情關係改為網上進行，亦無阻同學
們對人工智能以及珊瑚保育的熱情。並不是所有同學都接觸過程式編碼，他們反而向
難度挑戰，善用網上平台交流發問，分享圖片辨識的成果，互相學習。不少同學更表
示重複觀看網上工作坊影片有助重溫及鞏固學習內容，提高學習效率。

當中一大亮點就是運用人工智
能建立辨識珊瑚的程式。同學
學習親手建立一個人工智能識
別珊瑚的系統：由網上蒐集圖
片、實地考察拍攝照片;  到整
理、篩選合適圖片;  再到使用
Makesense  在圖片標籤珊瑚;  
繼而讓人工智能系統透過大量
圖片輸入學習，根據不同珊瑚
特徵分辨各個品種;  最後反覆
試驗並優化系統。

所有同學們都已建立自己的人工智能系
統，現正努力處理並輸入更多照片供系
統學習，以提高辨識準確度。同學們自
己無法辨認珊瑚是其中一個難題，畢竟
他們不是珊瑚專家，凡是遇上罕見品種
或者沒有典型珊瑚特徵的都會措手不及，
但是他們積極面對困難，在接觸及比對
更多照片中累積經驗，並徵詢專家意見。
技術上的問題包括;  如何標籤半個珊瑚
或重疊的珊瑚、應否標籤已死亡的珊瑚
等等。相信他們遇上了並提出這些問題
都反映他們不斷試驗系統，希望進一步
把它完善。

在這一至兩個月的時間，同學們在兼顧
繁重的學業以外都花了不少時間建立及
改善人工智能系統，成果實在令人鼓舞。
究竟人工智能系統最終能否成功運用在
珊瑚保育上? 請密切留意下期雜誌!

學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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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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