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處長序

東沙環礁位在南中國海的北部，是海洋生物的重要棲息地，也是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寶庫。為了維護這裡豐富的

海洋生態與資源，東沙環礁於民國 96年經內政公告成為我國第 7座國家公園，也是第 1座海洋型國家公園，肩負

起保育及復育東沙環礁多樣生物及生態環境的任務。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成立至今已屆滿 10年，在本處的經營管理之下，進行了許多生物相關的調查與研究，包括珊

瑚、海草、魚類、甲殼類、螺貝類等，深入地瞭解我們所擁有的豐沛資源，也期許我們能夠完整記錄與保護這些

生物。然而，在這麼多年的研究與調查之中，我們始終沒有針對美麗的軟珊瑚進行較為全面的調查，並探討這些

與石珊瑚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軟珊瑚的多樣面貌。但這也是因為全世界研究軟珊瑚所屬的八放珊瑚亞綱的專家屈指

可數，相關的知識與技術較不普遍，參考資料闕如，使得要執行這類生物的調查研究及資料分析工作更加困難，

更遑論出版專門的科學圖鑑書籍。

我們非常榮幸能夠與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戴昌鳳教授共同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戴教授是全球在這個領域

中的少數專家之一，透過他數十年來在珊瑚礁生物與生態系的調查研究經驗，耗費2年的時間，在廣大的東沙環

礁海域搜尋各種八放珊瑚的蹤跡，發現了上百種的種類，並完成全球第一本針對熱帶海域八放珊瑚詳細分類的圖

鑑，不但讓我們更加瞭解了東沙環礁的生物多樣性，同時也為未來相關的研究奠定了重要與深厚的基礎。我們也

希望藉由這本圖鑑，能讓更多的人認識這種風姿綽約的海洋生物，進而愛護我們的海洋，關心我們的海洋。

　　作者序

東沙環礁位於北緯20度35至47分，東經116度42至55分之間，距離高雄約450公里，香港約320公里，汕頭約

260公里。東沙環礁為一直徑約 25公里，面積約 500平方公里，外觀近似圓形的典型環礁，整個環礁擁有發達的

珊瑚礁地形和豐富多樣的生物群聚，構成一完整的珊瑚礁生態系。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自 2007年成立以來，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積極推動海洋資源的調查、保育與復育；歷年調

查結果都顯示，東沙環礁外圍的北、東及南側擁有非常豐富的軟珊瑚群聚，而且覆蓋廣大面積，不僅構成優美景

觀，也是重要的自然資源；近年來，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師生已自東沙軟珊瑚體內發現許多具

有應用潛力的天然物，可能成為未來治療重大疾病的藥物資源。然而，由於八放珊瑚分類鑑定的困難度很高，相

關的生態和天然物研究僅侷限於少數較易鑑定物種，對於大多數物種迄今仍無有系統的分類和生態研究，國際間

也缺乏可資參考的八放珊瑚圖鑑。

本圖鑑歷時近二年完成，其間得到許多人士的協助。首先感謝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經費支持，以及莊正賢課

長和吳岱穎先生的規劃與督促。在潛水調查和標本採集方面，特別感謝中山大學宋克義教授領導的東沙國際海洋

研究站人員大力協助，以及海巡署東沙指揮部官兵和海管處東沙管理站人員的支援。在八放珊瑚分類鑑定方面，

感謝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Yehuda Benayahu教授及西澳洲博物館的Philip Alderslade博士提供指導與協助；台大

海洋所Vianney Denis教授協助一些法文文獻的翻譯。最後，特別感謝台大海洋所珊瑚礁研究室的夥伴，鄭有容博

士協助計畫初期的潛水調查和標本採集，蔡明憲教練協助拍攝八放珊瑚影像和標本採集，謝其衡博士和呂麗娟小

姐在標本及骨針影像整理方面，更是花費了很多時間與心力。

隨著分子親緣分析技術的應用，八放珊瑚的分類系統在最近數年已有許多突破性的進展，許多新的發現促使分

類系統更新。本圖鑑參考了最新的進展，然而相關研究仍在持續發展之中，未來可能仍有許多改進空間。本圖鑑

希望拋磚引玉，提供大眾認識八放珊瑚及學者投入相關研究的基礎，期待未來有更多人投入八放珊瑚的研究和資

源保育，使東沙環礁生態系的特色得以彰顯，並成為國際間八放珊瑚研究的重要基地。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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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海域的
八放珊瑚物種描述

第五章  

八放珊瑚簡介

第一章

八放珊瑚屬於刺胞動物門、花蟲綱、八放珊瑚亞綱。

牠們的每隻珊瑚蟲都具八根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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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花蟲綱分為二大亞綱：六放珊瑚亞綱 (Hexacorallia)和八放珊瑚亞綱 (Octocorallia)。這二者的主要差

別在於珊瑚蟲的體制，六放珊瑚的珊瑚蟲觸手數目和腸腔分隔都是六或六的倍數，八放珊瑚則只有八隻觸手，腸

腔有八個分隔。這兩大類都是珊瑚礁生態系的主要底棲生物。其中，六放珊瑚包括石珊瑚 (Scleractinia)、角珊瑚

(Antipatharia)、海葵 (Actinia)、沙葵 (Ceriantharia)、菟葵 (Zoantharia)、擬珊瑚海葵 (Corallimorpharia)等六目；八

放珊瑚則包括藍珊瑚 (Helioporacea)、海筆 (Pennatulacea) 、軟珊瑚 (Alcyonaria)等三大類。

六放珊瑚的珊瑚蟲觸手數目是六的倍數。

海筆之一種

八放珊瑚的每個珊瑚蟲有八隻羽狀觸手。

二、八放珊瑚與其他刺胞動物的親緣關係

近年來，以DNA分子探討不同分類位階間親緣關係的研究盛行，而且有許多突破性的進展。基本上，這些

研究結果都支持六放珊瑚和八放珊瑚各自為單系群 (monophyletic group)，亦即兩者在演化上都是獨立的類群。

但是關於花蟲綱是否為單系群則有不同的推論，多數學者主張花蟲綱為一單系群，與刺胞動物其他綱為並系群

(paraphyletic group)，並且認為這兩類應分別為刺胞動物的兩個亞門，而八放珊瑚與六放珊瑚應提升至綱的位階；

另有一些學者利用粒線體基因組建立的親緣關係則指出，八放珊瑚與六放珊瑚可能是並系群，而且八放珊瑚與水

螅蟲綱、缽水母綱的親緣關係可能更近。這兩類關於刺胞動物的親緣關係的假說，至今尚無定論。

從化石紀錄來看，在五億六千萬年前的前寒武紀化石動物群中，就有類似八放珊瑚海筆類的化石，而六放珊

瑚的化石紀錄最早可追溯至中生代三疊紀初期（約二億五千萬年前 )，而在古生代並未發現六放珊瑚的化石，因

此，這兩大類珊瑚可能有不同的起源，而且早在五億多年前就已經分開，然後獨立演化迄今。

近年來有關刺胞動物各綱之間分子親緣關係的二類假說(Kayal et al. 

2013)。

一、刺胞動物及八放珊瑚簡介

在傳統分類系統中，八放珊瑚屬於刺胞動物門

(Phylum Cnidaria)，花蟲綱 (Class Anthozoa)的八放

珊瑚亞綱 (Subclass Octocorallia)。在生物體制上，

刺胞動物屬於輻射對稱和組織層級的動物，牠們的

共同特徵是身體由二層組織 (外皮層和內皮層 )構

成，而且具有刺胞 (cnidae)，分布於外皮層中。刺胞

含有刺絲和毒液，通常是防禦和攻擊的武器，各類

刺胞動物所含刺胞的毒性差異甚大，有些水母和水

螅蟲的刺胞毒性很強，可能會致人於死；但絕大多

數八放珊瑚的刺胞毒性都很微弱，不致於對人造成

傷害。

刺胞動物是一群身體構造相當簡單的動物。牠

們的身體由一個囊袋狀的腸腔和一圈觸手構成，腸

腔只有一個開口，腸腔內部有許多隔膜，是食物消

化和吸收的場所；觸手位於口的周圍，可以用來捕捉食物，也可用於攻擊和防禦。基本上，刺胞動物有兩種體型：

水螅體 (polyp)和水母體 (medusa)；前者的開口朝上，通常行底棲固著生活；後者的開口朝下，通常行浮游生活。

已知的刺胞動物大約有10,000種，包括：珊瑚、海葵、水螅、水母等一群形態差異很大的動物，通常分為水

螅蟲 (Hydrozoa)、缽水母 (Scyphozoa)、花蟲 (Anthozoa)及立方水母 (Cubozoa)等四個綱。其中，水螅蟲綱的生活史

中常有水螅體和水母體世代交替出現的現象；但在缽水母和立方水母綱物種通常只有水母體形態，而花蟲綱種類

的一生都只以水螅體存在。由於花蟲綱與水螅蟲綱的水螅體形態有很大差異，因此我們通常把花蟲綱的水螅體稱

為珊瑚蟲。

中膠層

內皮層

隔膜

口
咽

水螅蟲之一種。

水母之一種。

一種形似珊瑚的扇形水螅。

海葵之一種。

八放珊瑚的橫切面圖，顯示腸腔有八個分隔 (仿自Fabricius & 

Alderslad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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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芽生殖

出芽生殖是在親代珊瑚體上長出新珊瑚蟲或芽體的繁殖方式。絕大多數的八放珊瑚都是以群體內出芽，增加

珊瑚蟲數目，並使群體逐漸長大。有些八放珊瑚則在群體邊緣產生芽體，然後芽體從母體上脫落下來，重新附著

生長，形成新的珊瑚體。這種芽體通常含有數隻珊瑚蟲，等於是一株小型群體，可大幅增加小珊瑚體的存活率。

此外，有些軟珊瑚用匍匐根延伸的方式，形成新的芽體，例如穗珊瑚和異軟珊瑚，經常從群體的基部延伸出細長

的匍匐根，固定在周圍的底質上，然後長出一株新的群體來，這種生殖方式就像草本植物一樣，靠著地下莖的蔓

延生長，迅速擴張地盤，佔據底質，可說是競爭空間資源的一種方法。

肉質軟珊瑚柱部的小芽體。

大多數八放珊瑚以體內出芽、複製珊瑚蟲的方式，使珊瑚體逐

漸長大。

異軟珊瑚常以組織延伸的方式長出新芽體。

肉質軟珊瑚的體外出芽生殖。

3.珊瑚蟲球脫離

有些八放珊瑚可在其分枝頂端或珊瑚體邊緣，形成珊瑚蟲球 (polyp ball)，然後以自割方式與母珊瑚體脫離，

形成游離的珊瑚蟲球，再藉由海流運送散佈至鄰近礁區，附著之後形成新的珊瑚體。這種生殖方式可能是珊瑚體

逃離惡化環境的一種機制。

花菜軟珊瑚頂端的珊瑚蟲球。骨穗軟珊瑚分枝末端的珊瑚蟲球。

三、八放珊瑚的生殖與生活史

(一 )無性生殖

八放珊瑚同時具有行有性和無性生殖的能力。其中，無性生殖不需經過精卵結合的受精過程，即可形成新的

個體；對大部分八放珊瑚種類而言，無性生殖是其生活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無性生殖不僅是珊瑚體生殖，也是

生長方式，更是牠們快速佔據地盤的生態適應，許多種類甚至以無性為繁衍種族的主要方式。八放珊瑚常見的無

性生殖方式有下列數種。

1.分裂生殖

分裂生殖是八放珊瑚最常見的無性生殖方式，尤其是軟珊瑚科、異軟珊瑚科和穗珊瑚科種類的主要生殖方

式。發生的機制通常是藉由珊瑚組織的延伸和分離，而形成新的珊瑚體，也可能經由風浪的力量或攝食者啃食，

而造成珊瑚體的分裂，也就是以複製的方式產生新的珊瑚體。這些分裂的小珊瑚體，存活率高，只要環境適合就

能快速長大，因此可被視為八放珊瑚快速擴充地盤的生長策略。對於一些生長速率較快的軟珊瑚和穗珊瑚，分裂

生殖可以使牠們的群體數量快速增加，尤其在珊瑚礁遭受颱風侵襲、空出底質之後，軟珊瑚的分裂生殖是很有效

率的拓殖方式。

分裂生殖使棘穗軟珊瑚的群體數快速增加。

正在分裂的小枝軟珊瑚。

肉質軟珊瑚以分裂方式增加群體數。

小枝軟珊瑚以分類生殖佔據底質。

正在分裂的肉質軟珊瑚。

錦花軟珊瑚經由分裂生殖佔據大面積底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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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孵育型的八放珊瑚大約佔有 40%物種，牠們行體內受精，受精卵留在體內發育至幼蟲之後，再釋放至海

中。由於牠們的受精卵在體內發育，存活率較高，這些珊瑚的生殖季節通常較長，而且可能沒有明顯的季節性。

東沙海域八放珊瑚的生殖生態目前尚無相關研究，根據我們的野外調查記錄，四至五月間採集的軟珊瑚體內

都有成熟的卵，因此東沙軟珊瑚的生殖季節可能與石珊瑚類同時發生在每年四至五月間，與台灣南部墾丁海域大

多數石珊瑚和軟珊瑚的生殖時間相同，也就是在每年春末月圓後數天的夜晚。

(三 )生活史

生活史特徵包括生殖成熟年齡、孕卵數 (生殖力 )、卵徑、幼生浮游期、幼生存活率、珊瑚體生長速率及死亡

率等。雖然有關八放珊瑚生活史的研究並不多，但從已發表的文獻看來，八放珊瑚展現非常多樣的生殖特徵和生

活史策略。

就生殖成熟體型而言，異軟珊瑚科的種類可能在珊瑚體直徑僅 2~3 cm即有生殖能力，然而有些軟珊瑚科的

物種 (如葉形軟珊瑚 )在直徑達 20 cm以上才有生殖能力；直立生長的柳珊瑚類也有很大變異，有的種類在 10 cm

高度即有生殖能力，有的種類須達 50 cm以上才開始進行有性生殖。每個珊瑚蟲的孕卵數也有很大差異，平均從

1.9~35個都有。一般而言，排放型珊瑚的孕卵數高，孵育型珊瑚只產少量的卵。卵的直徑代表親代的能量投資，

也有很大變異，從200~1,000 µm都有，通常排放型珊瑚的卵較小，而孵育型者較大。

關於八放珊瑚幼生的散播能力，目前相關研究很少。一般而言，孵育型珊瑚的幼生浮游期較短，甚至可能直

接附著在母珊瑚體周圍；排放型珊瑚的浮游期通常較長，但缺乏相關研究資料。至於八放珊瑚的生命週期，目前

仍缺乏相關研究；由於大多數八放珊瑚具有很強的再生能力，而且通常無明顯的老化現象，因此推論多數八放珊

瑚的壽命可能很長，甚至屬於不朽的生物。

八放珊瑚的生活史特徵顯示，牠們各有不同的生活史策略。就珊瑚礁上的八放珊瑚而言，異軟珊瑚科

(Xeniidae)及穗珊瑚科 (Nephtheidae)的物種大多屬於 r策略者或機會主義者，牠們大多以無性生殖方式擴張族群，

有性生殖則多數為孵育型，生殖期延長，整年或一年中大半時間都有孵育幼生，幾乎隨時都可提供幼苗，開拓新

基質。大多數的軟珊瑚科 (Alcyoniidae)物種，尤其是形成大型群體的葉形軟珊瑚和指形軟珊瑚，則是珊瑚礁生態

體表孵育型的八放珊瑚約有 11%，牠們通常行體內受精，也就是雄性珊瑚體排出精子，進入雌性珊瑚蟲體與

卵受精，然後珊瑚蟲將受精卵排出至體表，這類珊瑚通常於體表有特化的構造來保護受精卵的發育，直到發育為

幼蟲之後，再釋放至水體中，隨海流散播；在生殖季節這類珊瑚的體表往往有明顯變化，也可發現許多孵育中的

胚胎。

異軟珊瑚行體表孵育型生殖。 體內孵育型軟珊瑚的解剖圖顯示其幼生在體內發育。

發育中的胚胎

腸腔

(二 )有性生殖

雖然無性生殖是八放珊瑚族群繁衍的主要方式，所有種類仍然具備行有性生殖的能力。有性生殖經過精卵結

合的受精過程，使子代基因型有更多的遺傳變異，提供物種適應環境變遷的素材；而且，有性生殖產生的浮游性

幼蟲通常具有較佳的散播能力，對於不同地區族群之間的基因交流和新棲地拓殖，都是重要的媒介。

八放珊瑚的生殖腺通常在腸腔內的隔膜下端發育，大多數種類的八放珊瑚 (約佔 89%)為雌雄異體，也就是雄

性和雌性生殖腺 (精囊和卵囊 )分別在不同珊瑚體內發育，只有少數的八放珊瑚 (約 11%)屬於雌雄同體 (Kahng al. 

2011)。這種性別分化情形恰與石珊瑚相反，因為絕大多數的石珊瑚為雌雄同體，少數為雌雄異體。而且，已知多

數軟珊瑚的卵發育時間需要一年以上，發育成熟的卵通常具有顏色，因此在生殖季之前，可以發現已成熟及未成

熟的卵在同一株珊瑚體內。

一種葉形軟珊瑚體內已成熟 (深綠色 )及未成熟 (白色 )的卵。一種肉質軟珊瑚的卵已發育成熟。

八放珊瑚的有性生殖方式，已知有排放型、體表孵育型和體內孵育型等三大類。有近半數的八放珊瑚種類

(49%)為排放型，於生殖季將成熟的卵和精子排放至海中，行體外受精，然後發育成浮游幼生，目前已知大多數

的軟珊瑚科物種行排放型生殖。排放型珊瑚通常有集體同步排放精卵的行為；通常在每年一定的時間，許多種類

的珊瑚同時把精卵排放在海水中。這種行為在造礁石珊瑚已被普遍報導和研究，一般認為這種同步生殖行為是排

放型生殖物種增加其生殖成功率的生態適應。

簡單葉形軟珊瑚行排放型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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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長

八放珊瑚的生長往往依群體形態而異，基本上，群體生長主要來自珊瑚蟲個體增加，也就是不斷進行珊瑚蟲

分裂或出芽生殖的結果。對於大多數軟珊瑚科種類而言，隨著珊瑚蟲數目增加，群體面積和體積也逐漸增加，

可能成為直徑數公尺的大型群體。對於具有中軸骨骼、直立生長的柳珊瑚類而言，珊瑚體的生長包括分枝延長、

分枝數增加或網狀扇面擴大。然而，除了經由珊瑚蟲數目增加而生長之外，有些軟珊瑚類也可經由與相鄰同種珊

瑚體合併而快速增大；另一方面，珊瑚群體可能經由分裂或部份死亡而縮小。因此，在自然環境中，珊瑚群體的

體型變動往往可以反映內在及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例如：颱風侵襲和沉積物堆積可能使珊瑚群體在短時間內變

小；因而在干擾頻繁的海域，珊瑚體的體型通常比較小，相反的，在穩定的環境中則大體型珊瑚比較多。

八放珊瑚的生長速率有很大變異，一般而言，生活在淺海且含共生藻的軟珊瑚，生長速率比較高，在周圍無

其他生物的底質上，每年可生長數十公分；而不含共生藻的八放珊瑚通常生長較慢，每年生長速率可能只有數毫

米至數厘米；深海八放珊瑚的生長速率更慢，每年可能不到一毫米。珊瑚生長的過程會記錄在硬骨骼中，包括藍

珊瑚和笙珊瑚的鈣質骨骼，以及柳珊瑚類的中軸骨骼，都可作為分析其生長速率和環境特徵的依據，但是對於缺

乏硬骨骼的軟珊瑚類而言，其生長過程就難以追溯。

(三 )造礁潛力

八放珊瑚通常被歸類為非造礁珊瑚，一般認為牠們對珊瑚礁建造貢獻很少，主要是因絕大多數的八放珊瑚體

內只含有鈣質骨針，並不形成實體的硬骨骼。然而，近年來的研究顯示，許多指形軟珊瑚物種可在其基部把鈣質

骨針膠結起來，形成堅硬的骨針岩 (spiculite)。這些骨針岩在海底和陸上都可發現，而且相當普遍，有些甚至達到

礁的規模。在東沙海域軟珊瑚生長密集的礁區，經常可發現指形軟珊瑚基部的骨針岩，因此牠們對造礁可能有相

當程度的貢獻。

事實上，珊瑚礁建造的過程非常複雜而耗時，除了鈣質骨骼的直接堆積之外，還包括侵蝕、沉積物運送和膠

結等過程，而八放珊瑚體內的大量鈣質骨針，正是珊瑚礁鈣質沉積物或珊瑚砂的主要來源之一。這些骨針可經由

有些八放珊瑚體內含有共生藻，尤其是軟珊瑚科和異軟珊瑚科的種類幾乎都含有共生藻，穗珊瑚科和柳珊瑚

類也有許多物種含共生藻。這些含共生藻的八放珊瑚，其共生機制與造礁珊瑚相同，也就是共生藻位於珊瑚的內

皮層細胞內，可行光合作用，合成有機物質，然後回饋給宿主珊瑚利用。這些共生的八放珊瑚可能從共生藻獲得

相當高比例的營養來源，而牠們的生長也受到光度的限制，大多分布在水深30 m以淺的海域。其他不含共生藻的

八放珊瑚，包括大多數的柳珊瑚和棘穗軟珊瑚種類，完全依賴攝食維生，通常分布在較深海域。

具有共生藻的軟珊瑚，兼具自營和異營的營養來源。 珊瑚體表面的突起可形成小渦漩，形成利於捕食的環境。

指形軟珊瑚含有共生藻，生長速率快，使群體面積和體積都快

速增大。

紅扇珊瑚無共生藻，生長速率較慢，生長過程記錄在中軸骨

骼中。

系中的K策略者 (競爭者 )或S策略者，牠們具有較強的競爭能力或抵抗環境壓力的能力，因而一旦在珊瑚礁上佔

據底質之後，就可能長時間持續存在，雖然可能因颱風巨浪侵襲而遭受損傷，但珊瑚體可以經由再生而快速復

原，因而整個珊瑚體的死亡率很低。

東沙珊瑚礁上的錦花軟珊瑚屬於 r策略者。東沙珊瑚礁上的葉形軟珊瑚和指形軟珊瑚大多屬於K或S策略

者。

八放珊瑚的珊瑚蟲觸手是捕食構造。 紅扇珊瑚的網狀珊瑚體攔截水流，利於捕食。

四、八放珊瑚的營養、生長與造礁潛力

(一 )營養

大多數八放珊瑚屬於被動的懸浮物攝食者或濾食者，牠們固著在底質上，依賴水流帶來食物顆粒，利用延展

的珊瑚蟲觸手捕捉食物。牠們主要攝食小於20 µm的顆粒狀生物，包括浮游植物、浮游細菌、纖毛蟲和小型浮游

動物等。雖然有些八放珊瑚的觸手相當大，但是由於牠們的刺胞較小、毒性又弱，因此通常無法捕捉較大型的浮

游動物。

八放珊瑚群體常形成叢狀、樹狀、網狀或表面多突起狀，利用珊瑚體攔截或減緩水流，或使水流通過珊瑚體

表面時形成小渦漩，形成利於珊瑚蟲捕食的微環境。研究顯示，牠們的捕食效率與水流速度和珊瑚蟲大小都有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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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沉積物

沉積物對八放珊瑚的生長往往有重大影響，堆積在珊瑚體表面的沉積物會導致珊瑚組織壞死或窒息死亡；即

使少量的沉積物也可能造成珊瑚的生理負擔，改變珊瑚的生長形態，以及妨礙珊瑚幼蟲的發育和附著。各種八放

珊瑚對於沉積物的忍受能力與其群體形態、珊瑚蟲大小及沉積物顆粒大小均有關。珊瑚通常以分泌黏液吸附和觸

手擺動的方式清除體表的沉積物，對於珊瑚體為肉質的軟珊瑚來說，由於牠們的觸手小，自淨能力薄弱，因此對

沉積物的忍受度甚低，通常生長在沉積物較少的海域裡。至於直立分枝形的柳珊瑚，由於其生長形態不利於沉積

物堆積，因此可生長在沉積物稍高的環境。

的衝擊。生活在較深海域的柳珊瑚類，也常在海流較強的礁區聚集生長，不論是扇形、叢形或鞭形珊瑚體，都有

相當高的柔軟度，可以順應海流衝擊而變形，減低阻力。相關的實驗結果也顯示，柔軟度或流線形是八放珊瑚對

抗海流和波浪能量的主要機制。

柔軟指形軟珊瑚群體順應海流而變形，可減低阻力。 柳珊瑚群體的柔軟度高 ,可順應海流而變形。

軟珊瑚體易受沉積物的影響。 沉積物造成軟珊瑚組織壞死。

(三 )光度

含有共生藻的八放珊瑚種類，由於牠們體內的共生藻類行光合作用需要充足的陽光，而光在水中消失很快，

因此這些珊瑚的分布往往侷限在淺海礁區，主要分布在水深30 m以淺的海域。這些珊瑚包括藍珊瑚、笙珊瑚、軟

珊瑚科、異軟珊瑚科及錦花軟珊瑚等。至於不含共生藻的八放珊瑚，牠們的分布不受光度的限制，可以生長在較

深海底，而且往往在深海較常見，這些珊瑚包括棘穗軟珊瑚、骨穗軟珊瑚及大多數的柳珊瑚類等。

五、影響八放珊瑚分布的因子

(一 )波浪與海流

八放珊瑚屬於被動性懸浮物攝食者，依賴水流帶來食物及帶走廢物，因此需要生活在有相當強度波浪擾動或

海水流動的環境；另一方面，八放珊瑚體也會受到這些物理能量的衝擊而脫離底質或受到損傷；因此，牠們通常

分布在海流或波浪能量適合其生存的環境。然而，八放珊瑚的形態和類別都很複雜，適合牠們生長的環境也大不

相同。以生活在淺海的軟珊瑚科種類為例，牠們往往聚集生長在波浪和海流能量較強的淺海礁區，牠們柔軟的珊

瑚體可順應波浪能量的衝擊而改變形態，或者縮小肉質群體，趨近於流線形，以降低阻力，減少波浪或海流造成

海流運送而填充在多孔隙的石珊瑚骨骼或珊瑚碎屑之中，然後經由膠結作用形成堅固的珊瑚礁。因此從鈣質沉積

物的供應來看，八放珊瑚的造礁貢獻可能相當顯著。

軟珊瑚的鈣質骨針是珊瑚砂的主要來源之一。指形軟珊瑚基部的骨針岩在颱風巨浪侵襲之後裸露出來。

指形軟珊瑚基部的柱狀骨針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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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掠食者

八放珊瑚由於其體內含有豐富的毒性化學物質和骨針，因此很少有掠食者，尤其是生長在珊瑚礁上的軟珊

瑚，少有被掠食的痕跡。海兔螺 (Ovula ovum)是極少數攝食軟珊瑚的掠食者，牠們具有高度特化的攝食及處理化

學物質的消化系統，甚至特化的生活史，完全依賴軟珊瑚維生，在東沙珊瑚礁上偶而可見海兔螺攝食軟珊瑚的現

象，由於其族群數量少，因此不致於對軟珊瑚群聚造成重大影響。除此之外，尚未發現其他攝食軟珊瑚的動物。

軟珊瑚藉由生長方式的可塑性覆蓋石珊瑚。

海兔螺 (Ovula ovum)是高度特化的軟珊瑚掠食者。

錦花軟珊瑚藉由生長可塑性覆蓋桌形軸孔珊瑚。

軟珊瑚與石珊瑚的空間競爭，其邊緣有受到石珊瑚攻擊的傷口。 軟珊瑚與石珊瑚的空間競爭激烈。

(四 )溫度

水溫是影響珊瑚礁生物生理的重要因子，水溫太高或太低都會導致造礁珊瑚白化，同時也會造成含共生藻

的八放珊瑚產生白化現象。一般而言，最適合珊瑚礁生物生長的水溫在 23∼28℃之間，當水溫低於 18℃或高於

30℃，都可能引起珊瑚白化。針對軟珊瑚類生長與水溫關係的研究結果顯示，軟珊瑚比大多數石珊瑚種類更能忍

受高溫和低溫，因此在相同環境裡，軟珊瑚白化通常較晚發生。至於不含共生藻的八放珊瑚，牠們通常生長在較

深海域，水溫升高對其影響較小，而且也較能忍受低溫。

部分白化的柔軟指形軟珊瑚。

(五 )種間競爭

空間和食物資源可說是影響八放珊瑚生長和生存的兩大要件。對於在珊瑚礁上行附著生活的軟珊瑚來說，空

間是維持其生長的重要因子。由於珊瑚礁的空間有限，物種之間競爭空間的現象也就非常普遍，軟珊瑚必須與石

珊瑚、海藻及其他底棲生物競爭有限的空間。就攻擊能力而言，八放珊瑚缺乏毒性強烈的刺胞，也缺乏攻擊性的

觸手和隔膜絲，顯然不具有威脅對手的攻擊能力，因此在空間競爭時往往被攻擊成遍體是傷。

然而，軟珊瑚並不是珊瑚礁上的常見輸家，牠們可經由其他手段佔據和保有生存空間，包括覆蓋生長、先佔

策略和抑他化學物質等。軟珊瑚的體型柔軟，可塑性高，而且生長較快，因此當牠們在珊瑚礁上生長接近石珊瑚

體時，可以調整生長方向，覆蓋在石珊瑚體上，奪取生長空間。此外，軟珊瑚有效的無性繁殖方式，使牠們在干

擾頻繁的珊瑚礁區，可以快速佔據空出的底質，這就是牠們的先佔策略；只要先佔據底質，就可藉由生長體型和

其他防禦方式，保有其生存空間。而釋放抑他化學物質，以抑制鄰近生物的生長，就是軟珊瑚常用的防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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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變遷過程中，珊瑚礁生物的疾病也受到廣泛重視。過去二十年來，科學家對各種珊瑚疾病的研究指

出，疾病是造成全球珊瑚礁生態系衰退和破壞的主要因子之一。目前已知的珊瑚疾病有三十種以上，主要發生在

造礁石珊瑚上，包括：黑帶病、黑斑病、白帶病、白斑病、黃帶病和珊瑚白化病等；而珊瑚疾病發生的原因包括

環境變動、汙染、老化⋯等。根據歷年在東沙環礁生態系的調查資料，很少發現石珊瑚和軟珊瑚的疾病，僅有少

數零星的個案，並不構成疾病蔓延的條件。然而增進對珊瑚疾病的監測和瞭解，防患於未然，將有助於珊瑚礁生

態系的保育。

   

肉質軟珊瑚上疑似腫瘤的疾病。

指形軟珊瑚體上的疾病。

七、氣候變遷與疾病

氣候變遷對珊瑚礁生態系的衝擊是全球關注的議題，而海水暖化及酸化為二項主要因子。海水溫度異常升高

引起珊瑚大量白化的事件，已經被報導過多次，而且遍及各大洋的珊瑚礁，東沙珊瑚礁生態系也曾在 1998年的大

白化事件中遭受重創，導致環礁內潟湖區的珊瑚大量死亡，然而這些珊瑚白化事件主要聚焦於造礁石珊瑚，受害

最嚴重者也是石珊瑚，對八放珊瑚相對較輕。已有研究顯示，當水溫升高時，軟珊瑚體內的共生藻可向其肉質組

織的內層移動，以躲避高溫的衝擊，延緩白化發生 (Parrin et al. 2016)。

海水酸化會影響珊瑚碳酸鈣質骨骼生成，進而對珊瑚礁的結構和生態功能造成重大衝擊，這也是受到廣泛關

注的議題。近年一些針對海水酸化影響八放珊瑚的研究結果顯示，珊瑚礁生態系的八放珊瑚對於海水酸化的忍受

度較高，即使在酸鹼值甚低的海洋環境中，也不會受到明顯影響，主要原因可能是由於軟珊瑚的肉質組織可以當

做隔離或緩衝酸化海水的屏障，使其鈣質骨針的生成不受影響 (Gabay et al. 2013)。

基於八放珊瑚對於海水暖化和酸化忍受度都較高的現象，許多珊瑚礁學者認為，在氣候變遷的衝擊之下，未

來的珊瑚礁很可能是八放珊瑚佔優勢的生態系。因此在氣候變遷加劇的未來，增進對八放珊瑚生理和生態的瞭

解，顯然是重要課題。

六、天然物與化學生態

軟珊瑚體內含有豐富的天然化學物質，也是普受重視的天然藥物資源。近三十年來，隨著物質分離和鑑定技

術的快速發展，有關八放珊瑚天然藥物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許多科學家分別從熱帶和亞熱帶海域普遍存在的軟

珊瑚和柳珊瑚中，分離出具有細胞活性的物質，主要屬於帖類 (terpenes)、雙帖類 (diterpenes)、固醇類 (sterols)

等，這些物質通常被認為是八放珊瑚代謝過程的衍生物 (Sarma et al. 2009, Hu et al. 2011)。其中許多帖類和雙帖

類化合物具有抑制癌細胞或發炎細胞增殖的特性，具有做為天然藥物的潛力。近年來，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

科技暨資源系師生對東沙海域的軟珊瑚藥物資源，已做了許多研究，並有許多重要發現 (如Cheng et al. 2011a, b; 

Hegazy et al. 2011; Lin et al. 2010, 2011, 2012; Lu et al. 2010)；這些研究結果顯示，東沙海域的軟珊瑚是非常有應

用潛力的天然資源。

對於八放珊瑚來說，牠們產生的天然化學物質當然有其重要功能 (Coll, 1992)。最明顯的功能就是抑制攝食

者，因而軟珊瑚雖然看起來肥厚鮮美，除了特化的海兔螺之外，幾乎沒有掠食者；其次，這些化學物質也可抑制

其他生物附著，固著生活的八放珊瑚，原本是污著生物（如藤壺、海鞘等）喜好的基質，但是八放珊瑚分泌的化

學物質可以抑制這些生物的幼蟲附著，因此八放珊瑚體表通常很少有污著生物。當然這些化學物質也可用於空間

競爭，釋放至珊瑚體周圍，可以抑制其他生物靠近或侵佔地盤。

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軟珊瑚的天然物可幫助其捍衛地盤。 軟珊瑚的天然物可用於空間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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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環礁海域珊瑚群聚的調查，始於1975年，早期調查範圍局限於東沙島周圍或鄰近礁區，有關八放珊瑚種

類和群聚的資料甚少 (楊等，1975)。在2005年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籌備小組成立之後，才開始有擴及外環礁的全面性

及系統性調查；歷年來，在環礁內和外部，共完成超過100條穿越線 (每條50 m)的珊瑚生態調查，幾乎涵蓋東沙環

礁的各個方位 (鄭等 , 2005, 2006, 2008, 2011; 戴等 , 2013)。這些調查結果顯示，內環礁與外環礁的珊瑚群聚有明顯差

異，內環礁珊瑚群聚幾乎完全由石珊瑚類組成，八放珊瑚主要分布於外環礁區，而且在不同方位之間有些差異。外

環礁北、東及南側，以及北航道水深10公尺以深都是以八放珊瑚為主要組成的群聚。然而，各測站的八放珊瑚覆蓋

率差異甚大，表示外環礁的八放珊瑚群聚呈現較大的空間變異，可能與區域性的微環境因子有關，主要因子為沉積

物、海流、波浪強度、內波帶來的營養鹽及食物供應等 (王及洪 , 2009; 王等 . 2010; Wang et al. 2007; Wang, 2016)，此

外，石珊瑚的空間競爭及逢機因子也可能是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楊 , 2012)。

一、外環礁

東沙外環礁面對海流和風浪的衝擊，基本上屬於開放型環境，海水流動性高、水質較清澈，珊瑚種類較多

樣，石珊瑚和八放珊瑚的整體覆蓋率較高。然而，由於環礁四周海域的環境條件不盡相同，因此發展出略有差異

的珊瑚群聚。其中東面及北面都是以八放軟珊瑚較佔優勢；南面則以石珊瑚為主，軟珊瑚為輔的群聚；西面則為

石珊瑚優勢群聚，軟珊瑚甚少。

1.外環礁東側

外環礁東側的礁體由於長期受到東北季風引起的風浪侵襲，表面被侵蝕成礁脊和槽溝交替分布的地形；槽溝

通常以垂直礁台方向、由淺向深處延伸，一直達到珊瑚礁邊緣的陡降坡。本礁區也是面對南海內波的前哨站，自

東沙環礁珊瑚群聚的分布型態。

東沙環礁八放珊瑚群聚

第二章

東沙環礁的八放珊瑚主要分布在外環礁及南北航道區，尤其在外環

礁北、東及南側礁區的覆蓋率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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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環礁西側

外環礁西側位在環礁的背風面，不論是冬或夏季的季風盛行期間都屬於相對隱蔽的環境，也是沉積物聚集的

地方，因此水質經常較混濁，底質上的沉積物較多。就南海內波的影響而言，此區也明顯較小。此區在水深0~5

公尺之間的礁盤表面通常有沙覆蓋，珊瑚覆蓋率低，珊瑚群聚以石珊瑚類小群體較常見，間雜一些軟珊瑚小群體

分布；水深 5~15公尺之間為平緩斜坡，珊瑚覆蓋率約有 30％，以石珊瑚類為主，軟珊瑚類比較少，而且大多是

小型群體；水深15公尺以深的地形較有起伏，有一些大型礁塊散布底質上，礁石底質上也有許多珊瑚碎屑或沙堆

積，此處有高比例的空白基質和沙底，珊瑚群聚以團塊形的石珊瑚種類較常見，偶而可見大型的微孔珊瑚群體。

水深20公尺以下為較陡的斜坡，斜坡表面多沙質沉積物，珊瑚覆蓋率通常低於 10%，主要為棘穗軟珊瑚小群體零

星分布。

外環礁西側水深25 m的珊瑚群聚以石珊瑚類較佔優勢。外環礁西側水深20 m的珊瑚覆蓋率甚低。

外環礁西側水深15 m的珊瑚群聚以石珊瑚類較佔優勢。

外環礁西側水深5 m的珊瑚群聚以石珊瑚類較佔優勢，間雜一些軟珊瑚 外環礁西側水深10 m的珊瑚群聚也是以石珊瑚類為主，偶有軟珊瑚群體

呂宋海脊產生的內波傳送至東沙環礁東側陸棚之後，因地形效應而湧升；此週期性的內波湧升帶來豐富營養鹽與

浮游植物，也使水溫快速降低，對珊瑚群聚有重要影響 (戴 , 2011; Wang, 2016)。

在水深 0~5公尺之間的礁區，由於經常受到風浪和湧浪衝擊的影響，珊瑚群聚以石珊瑚為主，生長形態大多

為表覆形、團塊型或緊密分枝形；軟珊瑚在此深度範圍內較少，以表覆形的大群體為主。在水深 5~15公尺之間為

平緩斜坡，珊瑚覆蓋率高，其中軟珊瑚覆蓋率略高於石珊瑚，以軟珊瑚科的肉質軟珊瑚、葉形軟珊瑚、小枝軟珊

瑚和指形軟珊瑚等為常見物種。石珊瑚類則以桌面形軸孔珊瑚為最顯眼物種，夾雜分布一些分枝粗狀的軸孔珊瑚

和巨枝鹿角珊瑚，其次則為團塊形的石珊瑚類等。水深 15~25公尺之間為坡度稍大的斜坡，珊瑚群聚仍以軟珊瑚

類較佔優勢，種類組成大致與前段相同；水深 25公尺以深為陡降坡，接著是峭壁，礁體表面主要有棘穗軟珊瑚和

柳珊瑚類等，也有少數軟珊瑚類和石珊瑚類小群體稀疏分布，整體珊瑚覆蓋率低。

外環礁東側水深15 m的珊瑚群聚以軟珊瑚佔優勢。

外環礁東側水深25 m以深為陡降坡，珊瑚覆蓋率較低。

外環礁東側水深20 m的珊瑚群聚以軟珊瑚佔優勢。

外環礁東側水深30 m峭壁的珊瑚群聚。

外環礁東側水深5 m的珊瑚群聚以石珊瑚佔優勢。 外環礁東側水深10 m的珊瑚群聚以軟珊瑚類佔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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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環礁北側水深15 m的珊瑚群聚以軟珊瑚為主 。

外環礁北側水深25 m斜坡的珊瑚群聚以軟珊瑚小群體為主。

外環礁北側水深30 m的礁塊上常有柳珊瑚生長。

外環礁北側水深5 m的珊瑚群聚以表覆形石珊瑚類為主，軟珊瑚為輔。 外環礁北側水深10 m，軟珊瑚聚集分布在礁脊表面。

3.外環礁南側

外環礁南側在水深0~15公尺的礁區為平緩斜坡，表面地形為礁脊和槽溝交替分布，礁脊寬約數公尺至十餘公

尺，溝較窄，寬約 2~5公尺，由淺向深處延伸分布，珊瑚主要分布在礁脊表面和槽溝兩側；珊瑚覆蓋率在不同地

點之間的差異甚大，約在40~75%之間。在水深0~5公尺之間，底質表面大多被表覆形的石珊瑚和軟珊瑚覆蓋；水

深5~20公尺之間的珊瑚群聚以軟珊瑚類較多，主要為肉質軟珊瑚、葉形軟珊瑚和指形軟珊瑚，可能以同種珊瑚體

群集的方式佔據底質。水深 20~25公尺斜坡的珊瑚群聚以石珊瑚類為主，但在不同區域的差異甚大；水深25公尺

以深為陡降坡，珊瑚覆蓋率低，底質上常見為柳珊瑚和棘穗軟珊瑚群體。

4.外環礁北側

外環礁北側在水深5至10公尺之間為平緩斜坡，表面也是礁脊和槽溝交替分布地形，水深 15公尺以深則偶有

外環礁南側水深15 m的肉質軟珊瑚群集。

外環礁南側水深25 m斜坡的珊瑚群聚以石珊瑚為主。

外環礁南側水深20 m的珊瑚群聚。

外環礁南側水深30 m的峭壁通常有柳珊瑚和棘穗軟珊瑚零星分布。

外環礁南側水深5 m的珊瑚群聚以表覆形石珊瑚類和軟珊瑚為主。 外環礁南側水深10 m的珊瑚群聚以軟珊瑚較佔優勢。

大型礁塊分布，地形較多變化。水深 0~5公尺之間的珊瑚群聚以石珊瑚類較佔優勢，約佔總覆蓋率的三分之二，

軟珊瑚類以表覆形的指形軟珊瑚和小枝軟珊瑚群體為主，約佔總覆蓋率的三分之一。水深5~20公尺之間的珊瑚群

聚，皆以軟珊瑚佔優勢，主要種類為肉質軟珊瑚、葉形軟珊瑚和指形軟珊瑚等，常形成大型群集密集覆蓋在礁石

表面；石珊瑚類主要是團塊形的群體為主，其次為表覆形和分枝形的石珊瑚。水深 20~25公尺的珊瑚群聚則漸以

軟珊瑚小型群體為主，水深25公尺以深的底質多大型礁塊，礁塊側面常有柳珊瑚群體分布，以紅扇珊瑚較常見。

二、航道區

東沙環礁的西北和西南方的缺口為環礁潟湖區海水與外界交換的主要通道，也是船隻進出東沙島的航道。航

道區的水流在漲退潮之際相當強勁 (王及洪，2009;王等，2010)，底質且多漂沙聚積。由於環境條件的限制，航

道區的珊瑚覆蓋率並不高，通常低於35%。在水深10公尺以淺的珊瑚群聚以石珊瑚為主，夾雜有軟珊瑚小群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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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其間；北航道在水深 10~20公尺之間的底質上有些軟珊瑚聚集生長，群體表面常有細沙沉積；南航道在水深約

15公尺以深礁區的地形起伏較大，常有強勁海流，吸引大批魚群聚集，底質上則有表覆形指形軟珊瑚、棘穗軟珊

瑚、骨穗軟珊瑚和柳珊瑚群體等。

三、環礁潟湖區

東沙環礁的潟湖區面積廣達 300餘平方公里，底質主要是沙、塊狀礁和海草床。潟湖中央有較大面積的沙

底，塊狀礁分布較稀疏；沙底大多由珊瑚骨骼碎片和鈣質細沙組成，只有少數石珊瑚可生長在沙地上。整個潟湖

區的塊狀礁有數百座以上，它們的大小和形態皆不一致，小的塊狀礁直徑只有數公尺，大的直徑可達數百公尺，

面積達數萬或數十萬平方公尺。塊狀礁頂部和周圍有較密集的珊瑚生長，構成多樣性和覆蓋率皆高的珊瑚群聚，

而且幾乎都由造礁石珊瑚類組成，常見的群體形態則為團塊形、葉片形和表覆形等。八放珊瑚在潟湖區很少出

現，僅在礁塊側面偶而有紅扇珊瑚群體生長；軟珊瑚類尤其罕見，僅在鄰近航道處偶而可發現一些小型珊瑚體，

而且往往生長狀態不佳，可能係因潟湖區的沉積物過多，限制軟珊瑚在此區生長所致。

美麗紅扇珊瑚聚集生長在小礁塊側面，成為小魚群的庇護所。

潟湖區塊狀礁表面的橙紅扇珊瑚群體。 潟湖區偶而出現的美麗紅扇珊瑚群體。

潟湖區少見的肉質軟珊瑚小群體。

航道區的軟珊瑚群體表面常有細沙沉積。

南航道水深約15~20 m的礁區常有強勁海流，吸引魚群聚集，底質上則有表覆形八放珊瑚。

南航道水深約30 m礁塊表面的骨穗軟珊瑚群集。

航道區水深約10 m的礁石表面有些軟珊瑚小型群體 北航道水深約15 m的軟珊瑚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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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放珊瑚形態觀察與分類

八放珊瑚的分類主要依據珊瑚體、珊瑚蟲和骨針等三層次的形態特徵。

珊瑚體的特徵包括：生長型、體型、分枝型式、各部位特徵及顏色等；珊瑚體的外部形態可能受到生長環境

的影響，例如水流強度、方向、底質坡度、光度等，都可能影響珊瑚體的外部形態，造成相當大的變異。

珊瑚蟲是構成珊瑚群體的基本單位，因此珊瑚蟲形態是八放珊瑚物種鑑別的重要特徵之一。然而，由於珊瑚

蟲通常很小，而且數量眾多，分布在珊瑚體不同部位，在大小和顏色上可能皆有差異。此外，珊瑚在受到刺激後

就收縮，有些種類會完全縮進共肉組織內，造成觀察的困難。因此，八放珊瑚群體和珊瑚蟲的形態特徵，通常僅

做為辨別珊瑚屬或種的初步依據，種的確認需要檢查珊瑚體內的骨針組成和形態，而且最好能搭配DNA分子條碼

分析的結果。

下列是觀察八放珊瑚外部形態，進行物種鑑定的基本步驟：

1.珊瑚體形態野外觀察

觀察項目包括珊瑚體外型、顏色，以及珊瑚體在伸展和收縮時的形態。由於八放珊瑚體的外部形態在伸展和

收縮狀態的變異甚大，因此可使用水底相機照取珊瑚體的海底生態照或在海底量測及記錄其形態特徵。由於軟珊

瑚體在採集之後，往往會大幅縮小，而且在加入酒精保存時，會改變顏色；因此海底生態照片可提供珊瑚體鑑定

的重要訊息。此外，有些八放珊瑚體的體型甚大，往往無法完整採集，僅能採集珊瑚體的一部分，此時海底珊瑚

體生態照片可提供比較完整的原始樣貌。拍攝的方式，除了整株珊瑚體各個角度之外，也需要微距拍攝分枝及珊

瑚蟲的形態。若珊瑚蟲觸手呈現伸展狀態，可使用指尖輕碰珊瑚體，使珊瑚蟲觸手收縮，便可分別記錄兩種不同

狀態的軟珊瑚體。

2.珊瑚體樣本採集

由於大多數八放珊瑚的種類鑑定必須依據骨針組成和形態，因此採集適量標本，攜回實驗室分析是必須步

驟；所幸八放珊瑚類的再生能力都很強，採集珊瑚體的一部分，通常並不會造成珊瑚死亡，而且在短時間內就可

復原。由於八放珊瑚體大多相當大型，而且各部位的骨針形態不同，因此在採集時必須包括各部位組織。通常使

使用水底相機拍攝珊瑚體和珊瑚蟲照片，提供分類鑑定參考。

八放珊瑚分類及調查方法

第三章

八放珊瑚的分類鑑定主要依據珊瑚體、珊瑚蟲及各部位的骨針形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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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針包埋在較厚的共肉組織裡，則可使用純酒精滴在珊瑚蟲上，再用棉紙將酒精吸乾，重複 2~3次，然後再滴上

丁香油，使珊瑚蟲呈現透明。如果珊瑚蟲位於肥厚的共肉組織中，則需先去除共肉組織，再重複上述方法，然後

使用解剖顯微鏡觀察珊瑚蟲的骨針排列。

5.骨針樣本製作與分析

骨針是八放珊瑚物種鑑定的主要關鍵特徵。由於珊瑚體各部位的骨針形態往往有很大變異，因此在進行觀察

時，首先必須針對不同部位的組織，分離取得骨針，然後在光學顯微鏡或電子顯微鏡下，觀察各類型骨針的形

態，記錄其大小。對於軟珊瑚科種類的骨針而言，通常分為：冠部表層、冠部內層、柱部表層、柱部內層、珊瑚

八放珊瑚骨針分析常用工具。

步驟2: 分離內、外層組織，分別置於玻片上。

步驟4: 靜置待肉質組織完全分解。

步驟1: 切取不同部位組織。

步驟3: 滴加漂白水。

步驟5: 清除雜質，使骨針潔淨。

用剪刀或潛水刀，截取珊瑚體組織的一部分；如果軟珊瑚的群體太大，則分別採集主幹、分枝及珊瑚蟲等部位的

樣本，放入同一夾鏈袋內。若八放珊瑚的群體屬於表覆形，採集時則須切取包含群體冠部及柱部的一部分組織。

採集時，應記錄樣本的採集地點、深度、大小、顏色、底質屬性、同種珊瑚體的大約數量等；詳細記錄樣本的資

料，將可作為日後相關研究或監測的背景資訊。採集的樣本通常浸泡於 80~95%的酒精中，可用來做骨針形態和

DNA分析，也可永久保存。

3.珊瑚體基本形態觀察

觀察項目包括：冠部、柱部、基部、脈狀分枝及小分枝的形

態；是否有中軸骨及中軸骨結構等，基於這些特徵通常可鑑定至

屬的層級。

4.珊瑚蟲基本形態觀察

觀察項目包括珊瑚蟲外觀、顏色、伸展或收縮時的大小，觸

手形態及顏色等。此外，珊瑚蟲周圍是否有骨針架支持及骨針排

列型式，也是重要的鑑種特徵，對於穗珊瑚科物種的鑑定尤其重

要。

有些軟珊瑚的珊瑚蟲骨針呈現透明或被共肉組織覆蓋住，不

易觀察，則需要特別處理才可觀察珊瑚蟲的骨針排列型式。首

先用較細的鑷子及解剖刀在解剖顯微鏡下，小心取下 2~3個珊瑚

蟲，放在載玻片上。若骨針與組織比較透明，則可以使用亞甲基

藍 (methylene blue)染劑將組織染色，顯示骨針的排列情形。若是

八放珊瑚標本採集，同時拍照及記錄珊瑚體特徵。

解剖顯微鏡適用於珊瑚蟲形態和骨針排列型式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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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珊瑚群聚取樣調查方法為橫截線取樣法，也就是在調查範圍內的特定深度設置數條取樣線，至於線的

長度需考量訊息的豐富度和操作的便利性，在東沙海域常用的橫截線長度是 50 m。取樣工具一般使用皮尺，操

作時，至調查地點後，先由潛水員大致沿著相同水深佈放調查線，然後由潛水員沿調查線直接觀察記錄珊瑚種類

和覆蓋長度資料，或沿線以海底攝影機拍攝珊瑚和其他底棲生物影像，拍攝時儘可能保持垂直於底質的角度，並

且涵蓋一定範圍的高度，然後在實驗室逢機選取相當數量的影像，使用分析軟體 (如CPCe- Coral Point Count with 

Excel extensions; Kohler and Gill, 2006）進行分析。

對於八放珊瑚而言，即使有經驗的調查員操作現場記錄和影像分析時，通常只能鑑定至屬的層級；若需要鑑

定至種，則需同時採集一部分珊瑚樣本，於實驗室中分析其骨針形態，據以判別其種名。

至於珊瑚群聚結構的分析，可使用套裝分析軟體 (如PRIMER-E, Clark and Warwick, 2001)分析其群聚結構，

包括物種歧異度 (H’)、均勻度指數 (E)、優勢性指數 (D)等群聚指標；其次可使用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 和

nMDS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分析，比較不同測站珊瑚群聚之間的關係，若群聚結構有差異時，則

進行主成分分析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和相似性分析 (ANOSIM, analysis of similarity)，配合各項環境

因子資料，探討造成珊瑚群聚差異的可能原因。

珊瑚群聚取樣調查的橫截線。

潛水員觀察記錄珊瑚群聚資料。

潛水員以攝影機記錄珊瑚底棲生物資料。

蟲及觸手等部位。若冠部有許多分枝，則分別採取分枝表層及內層的骨針加以分析，並可取代冠部表層及內層的

骨針。

首先使用解剖刀或剪刀，自八放珊瑚樣本的各部位取下大約1~2 mm2的組織，放置於載玻片上或小容器裡，

滴入一般家用漂白水或10%的次氯酸鈉，使肉質組織溶解。

待組織完全溶解至僅剩骨針，用棉紙將漂白水或是次氯酸鈉液體吸乾，並小心操作，不要將骨針一併吸走。

接著滴上數滴清水將漂白水或次氯酸鈉洗掉，重複 3~4次直到骨針完全乾淨。最後可用雙氧水將黏附在骨針表面

的雜質清除，即可使用光學顯微鏡進行軟珊瑚的骨針觀察。若要永久保存骨針，再將骨針放進烘箱將骨針烘乾即

可。

骨針形態觀察及分析，項目包括珊瑚體各部位的骨針形態、大小及顏色等 (參見第四章 )。

6.DNA條碼分析

對於形態變異大和不易鑑定的物種，需輔以DNA分子序列比較來鑑定物種。目前已發展出的八放珊瑚DNA

條碼是以粒線體基因的三個片段 (COI+igri1+mtMuts)組合為分子標誌 (McFadden et al. 2010, 2011)，此條碼的序列

也可用於親緣關係分析及新種判定。

將採得的八放珊瑚樣本，用解剖剪刀取得大約 5-10 cm2的肉質組織，放入離心管或有蓋的小瓶子裡，如果

所在環境有 -20℃以下的冷凍設施，則將標本置入冷凍系統保存；若無低溫保存設備，則加入 99.5%的純酒精，

置於陰暗處保存，並於 2~3天之內更換酒精。所採集之八放珊瑚標本，於實驗室中以標準程序萃取DNA (Qiagen 

DAeasy kit)，然後使用PCR增幅 (COI + igri1 + mtMuts)片段 (約 2000 bp)和定序；所得序列經使用軟體編輯整理

之後，利用親緣分析軟體如：貝氏推論 (MrBays 3.2.1)、最大似然法 (maximum likelihood)建立分類單元的親緣關

係樹。並可使用共祖模式 (coalescent model, 如GMYC)做物種判別，將所得結果與形態分析結果互相比較，可更

精確鑑定物種。

二、八放珊瑚群聚調查法

珊瑚群聚調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珊瑚的空間分布型式。在此前提之下，首先須確認調查範圍，其次採取適當

的取樣方法，在此範圍內進行取樣；所得結果經分析之後就可呈現珊瑚在該範圍內的分布型式。

使用光學顯微鏡觀察骨針形態及量測其大小。 常用的珊瑚群聚調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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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形態特徵

絕大多數八放珊瑚是群體型生物，牠們的分類主要依據珊瑚體、珊瑚蟲和骨針等三層次的形態特徵。

(一 )珊瑚體形態

八放珊瑚群體是由許多珊瑚蟲互相聯結在一起而形成，而聯結珊瑚蟲的肉質組織就稱為共肉 (coenenchyme)。

在群體的層級上，八放珊瑚具有非常多樣的變異；這些變異有些可被應用在分類系統中各目、亞目、科和屬的分

類鑑別上，因此珊瑚體形態是重要的分類特徵之一。

珊瑚群體大多是珊瑚蟲分裂生殖的結果，代表珊瑚體的生長型式。在其生長過程中，珊瑚體會受到環境因子

如海流速度、光度、沉積物等的影響，而改變群體形態，因此生長在相同環境的珊瑚體形態常有趨同現象；然

而，生長在不同環境中的同種珊瑚體大致仍有相同的基本形態，代表遺傳上的同質性。

基本上，八放珊瑚的群體形態主要有：表覆形、團塊形、分枝形、脈狀分枝形、指形、蕈形、叢形、扇形、

鞭形等，然而，各形態可能有相當多的變異，而且常有中間形態存在，因而造成分類鑑別上的困擾。

表覆形珊瑚體之一

分枝形珊瑚體

蕈形珊瑚體 扇形珊瑚體

表覆形珊瑚體之二

脈狀分枝形珊瑚體

叢形珊瑚體

團塊形珊瑚體

指形珊瑚體

第四章  

八放珊瑚的形態特徵、
分類系統及檢索表
現行八放珊瑚分類系統分為藍珊瑚、海筆及軟珊瑚等欄目，軟珊瑚目又可分為

根生、軟珊瑚、全軸、骨軸、鈣軸等五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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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八放珊瑚的珊瑚蟲可收縮入肉質組織中，有些則不完全收縮；當珊瑚蟲完全收縮時，珊瑚體的形態和

顏色都可能產生很大改變。有些八放珊瑚的營養體周圍具有骨針形成的骨針架，這些骨針架具有保護和支持的功

能，而骨針的排列型式往往是重要的分類依據。

(三 )骨針形態

骨針是八放珊瑚種類鑑別最重要的形質依據。傳統上，由於肉質組織的形態變異大，而鈣質骨針屬於硬的構

造，因此就被八放珊瑚分類學者當作種類鑑別的主要形質。八放珊瑚體的骨針分布於肉質組織中，包括珊瑚蟲、

觸手和共肉組織內都可能含有許多骨針，尤其在共肉組織中的含量最多；這些骨針不僅可增強珊瑚體的支撐力，

抵抗海流的衝擊，而且可使珊瑚體保有相當高的形態可塑性，同時可降低組織的可食性，使掠食者卻步。

然而，由於骨針的數量非常多，而且珊瑚體各部位的骨針形態和大小常有很大差異，因此在進行骨針分析

時，首先須分離不同部位的組織及溶取其骨針，分析其形態及測量其大小，整理之後作為分類依據。

八放珊瑚的骨針形態可謂五花八門，常見的骨針形態有：紡錘形 (spindle)、棒槌形 (leptoclados)、棒形

(club)、柱形 (rod)、多角形 (polygonal)、絞盤形 (capstan)、球形 (spherical or oval)、葉形 (foliaceous)、啞鈴形

(dumbbell)等，然而各種形態骨針其實都有相當多的變異，例如紡錘形骨針的長度和表面的突起，都有非常多樣

的變化，棒形骨針也是如此，這些變異使得骨針形態更為複雜。

二、八放珊瑚的分類系統

八放珊瑚的分類及命名可以追溯至林奈於1758年命名的Tubipora musica (笙珊瑚 )和Corallium rubrum (紅珊

瑚 )。其後，隨著被命名的物種逐漸增加，分類系統也跟著改變。Hickson (1931) 將八放珊瑚分為六個目：海筆目

(Pennatulacea)、藍珊瑚目 (Helioporacea)、柳珊瑚目 (Gorgonacea)、根生目 (Stolonifera)、軟珊瑚目 (Alcyonacea)、

遠生目 (Telestacea)，此六目被許多海洋生物及生態學者長期沿用。直至1981年，八放珊瑚分類學大師F. M. Bayer

總結他多年的研究經驗，認為後四目的珊瑚其實都有中間形態，無法明確區分，因此建議將牠們合併為軟珊瑚

目，這個分類方法一直被大多數八放珊瑚學者沿用至今，軟珊瑚目也成為物種最龐雜多樣的一目，包括傳統的柳

珊瑚、軟珊瑚和笙珊瑚等。因此，現行的分類系統將八放珊瑚分為：海筆目、藍珊瑚目、軟珊瑚目等三大類。

骨穗軟珊瑚的珊瑚蟲 棘穗軟珊瑚的珊瑚蟲有骨針束支持 芽雙叉鞭珊瑚的珊瑚蟲

肉質軟珊瑚的珊瑚蟲 雙異軟珊瑚的珊瑚蟲直徑可達1 cm 葇荑軟珊瑚的珊瑚蟲

八放珊瑚群體幾乎都行固著生活，以基部附著在底質上，珊瑚體的上方是珊瑚蟲密集分布的部位，稱為冠部

和盤部；冠部常有許多分枝、突起或褶曲，這些分枝或突起可能成簇或脈狀分布；而在冠部與基部之間則是柱

部，有些八放珊瑚的柱部組織光滑、無珊瑚蟲分布，可視為珊瑚體的局部分化現象。

笙珊瑚的珊瑚蟲伸展與收縮狀態

骨穗軟珊瑚的伸展 (下 )

和收縮 (上 )狀態

簡易葇荑軟珊瑚的伸展狀態 簡易葇荑軟珊瑚的收縮狀態

軟珊瑚群體通常具有很強的收縮性，尤其是穗珊瑚科的物種，在伸展與收縮時的形態差異很大，收縮時的群

體大小可能只有伸展時的十分之一，同時形態也會大幅改變，可能展現截然不同的形貌，增加物種辨識的困難。

因此，在觀察八放珊瑚體時，應儘可能同時記錄伸展和收縮時的形態。

肉質軟珊瑚群體的冠部、柱部與基部

冠部

柱部

基部

基部

分枝

主幹

柱部

棘穗軟珊瑚群體的

分枝、主幹、柱部與基部

(二 )珊瑚蟲形態

珊瑚蟲是八放珊瑚的個體，也就是基本構造單元。大多數八放珊瑚只

有單一形態的珊瑚蟲，稱為營養體 (autozooid)；少數屬種具有兩種形態的珊

瑚蟲：營養體和管狀體 (siphonozooid)。營養體是完整的珊瑚蟲，由柱形的

腸腔和一圈觸手構成，腸腔內有八個分隔，是食物消化和吸收場所，並有

一開口向外；八隻觸手則位在口的周圍，而且通常都有羽狀分枝。不同種

類的珊瑚蟲營養體大小差異甚大，大的可達5 cm高，觸手展開直徑可達2 cm寬；小型者長寬則皆僅約1 mm或更

小。管狀體更小，通常無觸手，但腸腔仍有分隔，可說是退化的營養體；管狀體分布在營養體之間，其主要功能

是物質運輸和聯繫，使整個肉質組織都有充分的營養供應。

肉質軟珊瑚的二型

珊瑚蟲 -營養體和管狀體

葉形軟珊瑚的

二型珊瑚蟲 -營養體和管狀體

肉質軟珊瑚的二型珊瑚蟲收縮狀態

營養體

管狀體 管狀體

營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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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近年來，分子親緣研究的結果也支持藍珊瑚目和海筆目皆為單系群的觀點，因此，這兩個目的分類大致沒

有爭議。至於種類最多的軟珊瑚目，現有分子親緣關係和形態分析的結果尚無一致結論 (McFadden et al. 2010)。

為了便於分類操作，大多數學者沿用Bayer (1981)的分類系統，將其分為 : Alcyoniina (軟珊瑚亞目 )、Calcaxonia 

(鈣軸亞目 )、Holaxonia (全軸亞目 )、Scleraxonia (骨軸亞目 )、Stolonifera (根生亞目 )、Protoalcyonaria (古軟珊瑚

亞目）等六個亞目。除了古軟珊瑚亞目之外，其他五個亞目都可在東沙海域發現代表物種。

東沙海域的八放珊瑚，除了海筆目尚未發現之外，藍珊瑚目及軟珊瑚目皆有發現，其中藍珊瑚目僅 1屬1種，

軟珊瑚瑚目則有30屬118種。

藍珊瑚目 Order Helioporacea 
藍珊瑚目是八放珊瑚中唯一會形成實體碳酸鈣骨骼的珊瑚，也是少數具有造礁能力的八放珊瑚之一。現生僅

有藍珊瑚科 (Helioporidae)，在東沙海域僅有一種，常與造礁石珊瑚和火珊瑚生長在一起，但其藍色骨骼及珊瑚蟲

有八隻羽狀觸手為明顯鑑別特徵。

軟珊瑚目 Order Alcyonacea 
本目的種類眾多，形態非常複雜，包括俗稱的軟珊瑚、柳珊瑚和笙珊瑚等。現行分類系統共包括六個亞目或

類群，共有 30餘科。本目珊瑚通常不形成實體堅硬的碳酸鈣外骨骼，而是形成鈣質骨針分散於肉質組織中。其

中，軟珊瑚的珊瑚蟲由肉質組織相連形成群體；柳珊瑚則具有由鈣質骨針和角蛋白構成的中軸骨骼，此骨骼在活

體時通常具有彈性，死亡後則變堅硬；笙珊瑚則具有小管狀骨骼。

根生亞目 Suborder Stolonifera
本亞目主要特徵為珊瑚蟲的基部由匍匐根 (stolon)相連，也可能互相聯合成束狀。東沙海域目前僅發現笙珊瑚

科1種。

八放珊瑚的主要分類系統。

藍珊瑚屬於八放珊瑚獨立的一目

海筆也屬於八放珊瑚獨立的一目

在八放珊瑚的三大類中，海筆目物種都具有肉質的柄，屬於共有衍生特徵 (synapomorphy)，因此是獨立的一

目，其化石紀錄可追溯至前寒武紀 (五億八千萬年前 )。藍珊瑚目會形成碳酸鈣實體骨骼，也屬於獨有衍生特徵，

為單獨一目，而且現生藍珊瑚的骨骼特徵與中生代的化石紀錄非常相似，因而藍珊瑚也被視為八放珊瑚的「活化

八放珊瑚的骨針常見形態。a~c：紡錘形；d：棒槌形；e~g：棒形；h~i：柱形；j：多角形；k~n：絞盤形；o~p：球形；q~r：十字形； s~t：葉片形；

u~v：啞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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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珊瑚科Family Nephtheidae Gray, 1862
本科軟珊瑚的形態和顏色都有許多變化，屬於珊瑚礁上非常亮眼的一群生物。牠們通常形成直立分枝樹叢

形、球形或分枝形群體，具有明顯的柱部，珊瑚蟲大多成簇或束狀分布於分枝頂端。珊瑚體的收縮性通常很強，

收縮後的形態和大小與完全伸展時的差異甚大，珊瑚蟲大多由大型骨針支撐，有些可能突出表面。

本科軟珊瑚全球已知有 20屬共約 500種，多數分布於深海，其中，棘穗軟珊瑚屬 (Dendronephthya)就有約

250種。由於本科珊瑚物種的形態複雜多變，歷年的物種分類描述往往含糊不清，因此種或屬之間的分類系統相

當混淆，亟需重整。近年來針對本科部分物種的分子親緣研究結果顯示，依據形態特徵所建立的傳統分類系統，

亟需重新修訂；例如珊瑚礁區常見的穗珊瑚屬 (Nephthea)，分子親緣關係顯示其與錦花軟珊瑚 (Litophyton)為同

屬異名 (Ofwegen and Groenenberg, 2007； Ofwegen, 2016)，因此依據優先法合併於錦花軟珊瑚屬。棘穗軟珊瑚屬

(Dendronephthya)也包含數個單系群，未來可能分為數個屬；其他物種數較少的屬則可能有整併的必要。

在東沙環礁海域，本科已知有 5屬 22種，除了錦花軟珊瑚和棘穗軟珊瑚二屬之外，尚有花菜軟珊瑚 

(Capnella)、骨穗軟珊瑚 (Scleronephthya)及實穗軟珊瑚 (Stereonephthya)等，牠們大多分布在較深的珊瑚礁斜坡

上。就本科物種多樣性而言，顯然東沙海域可能還有許多屬種尚待發掘，尤其未來在水深 30公尺以深的採樣調

查，應可發現更多分布於較深海域的種類。

艾達軟珊瑚屬 (Aldersladum, p. 50) 

肉質軟珊瑚屬 (Sarcophyton,  p. 94) 

厚葉軟珊瑚 (Lohowia,  p. 74) 

葇荑軟珊瑚屬 (Klyxum,  p. 52)

葉形軟珊瑚屬 (Lobophytum,  p. 76)

硬皮軟珊瑚屬 (Dampia,  p. 194)

小枝軟珊瑚屬 (Cladiella,  p. 62) 

指形軟珊瑚屬 (Sinularia,  p. 118) 

笙珊瑚科  Family Tubiporidae 
本科現存僅一屬Tubipora (笙珊瑚屬 )，其鈣質骨骼為紅色細管狀，成束直立排列，並以橫向隔板相連，狀似

國樂器中的笙，所以被稱為「笙珊瑚」。由於其紅色骨骼的色彩艷麗，不易褪色，常被採集以做為裝飾品。生活

群體具有延展的珊瑚蟲和肉質組織覆蓋骨骼，使其不易被辨認。

軟珊瑚亞目Suborder Alcyoniina  
本亞目主要特徵為珊瑚蟲以肉質組織相連，形成群體，而且無支持中軸骨骼，也就是俗稱的軟珊瑚。本亞目

的物種多樣性很高，幾乎與造礁石珊瑚相當，是珊瑚礁生態系的主要成員。

軟珊瑚科 Family Alcyoniidae 
本科的珊瑚體為肉質團塊狀，因此被稱為「肉質珊瑚」。珊瑚蟲由肉質組織聯合在一起形成珊瑚群體，其表

面可能有柱狀、分枝狀或片狀等分枝構造；軟珊瑚群體可向周圍擴張生長，大型群體的直徑可達數公尺，覆蓋面

積可達十平方公尺以上。本科有些種類的珊瑚蟲有分化現象，包括以攝食為主的營養體 (autozooids)和以聯繫或輸

送物質為主的管狀體 (siphonozooids)，兩者交錯分布。本科珊瑚大多具有鈣質骨針，骨針形態為屬和種的重要分

類依據。

本科目前已知共有 34屬約 430種，是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常見或優勢的底棲物種之一。其中，有些屬的

種數很少或僅有一種，有些屬的物種多樣性則很高，例如指形軟珊瑚屬 (Sinularia) 的已知物種數超過 100種。

此外，各屬之間的親緣關係或分類地位仍有許多疑義，例如分子親緣的研究顯示，物種數較多的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和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都不是單系群，指形軟珊瑚則包含數個類群，因此屬和種之間的調整或

重整，將是此科未來的研究重點。

在東沙海域，本科軟珊瑚目前共記錄有8屬74種，除了前述三屬之外，尚有艾達軟珊瑚屬 (Aldersladum)、葇

荑軟珊瑚屬 (Klyxum)、小枝軟珊瑚屬 (Cladiella)、厚葉軟珊瑚屬 (Lohowia)及硬皮軟珊瑚屬 (Dampia)等。牠們是東

沙環礁珊瑚礁生態系的主要底棲生物。由於採集頻度仍相當有限，可能有些屬和種尚未被發現。

笙珊瑚 (Tubipora,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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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軸亞目Suborder Scleraxonia 
本亞目物種的珊瑚體可分為皮層 (cortex)和髓層 (medulla)，珊瑚蟲位於皮層中，髓層則為支撐群體的骨骼。髓

層幾乎完全由鈣質骨針形成的中軸骨或類似中軸骨的構造，可能有分節或無，但不形成中空、有腔室的核心。本

亞目物種的形態差異甚大，多數為直立的分枝形，少數為平鋪的表覆形，而且有些種類的皮層和髓層不易分辨。

  扇珊瑚科Family Melithaeidae 
本科的明顯特徵是主軸的髓質骨骼有分節現象，由短而膨大的節及較細長的節間構成，分枝通常由節間長

出。節內的骨針分散在柳珊瑚素構成的基質之中，堅固而有彈性；節間的骨針則大多與鈣質骨骼癒合，因此較無

彈性。本科在東沙環礁內外海域皆有分布，目前記錄有紅扇珊瑚屬 (Melithaea) 2種。

皮珊瑚科Family Briareidae
本科種類少，目前僅含一屬。珊瑚體為表覆形，覆蓋在礁石上生長，有些也可能聚集成脈狀。珊瑚組織有皮

層和髓層的分化，因此被認為是介於沒有組織分化的軟珊瑚類與有分化的柳珊瑚類之間的一科。近期的分類整理

結果顯示，本科在印度、太平洋區僅有皮珊瑚 (Briareum) 1屬4種 (Samini-Namin & Ofwegen, 2016)，東沙海域目

前僅發現1種。

ax:中軸骨；ac: 中軸核心； co：皮層；po：珊瑚蟲；rc: 環狀管；me: 髓層。

鈣軸亞目的中軸骨骼橫切面全軸亞目的中軸骨骼橫切面骨軸亞目的中軸骨骼橫切面。

珊瑚蟲

觸手

口咽

腸腔

共肉

中軸

骨骼

柳珊瑚類的珊瑚蟲與中軸骨骼

巢珊瑚科Family Nidaliidae Gray, 1869  
本科目前全球已知有 7屬 75種，牠們被視為介於軟珊瑚與柳珊瑚之間的一群物種，因此大致可分為二大群，

其中一群具有類似軟珊瑚科的肉質群體，另一群則為近似柳珊瑚的分枝狀群體。牠們的共同特徵是群體收縮時的

質地硬而脆，主要係因其珊瑚體的外壁由大型、縱向排列的紡錘形骨針構成。珊瑚蟲通常可收縮入骨針環繞的保

護鞘中。珊瑚體常具有鮮艷顏色。

東沙海域目前僅發現管柳珊瑚 (Siphonogorgia Kolliker, 1874)共三種，其共同特徵為： 珊瑚群體的形態和生長

模式近似柳珊瑚，群體分枝形，直立而堅硬，共肉具有不規則排列的骨針。無皮層組織，珊瑚蟲位於分枝或主幹

上，周圍有骨針形成的支持束支撐，且可完全收縮。

異軟珊瑚科Xeniidae Wright & Studer, 1889 
本科珊瑚體都很柔軟，體內只有少數小型鈣質骨針或完全沒有骨針；而且珊瑚體常分泌大量黏液，因此觸摸

時有柔軟滑溜的感覺。珊瑚體通常為小型，直徑很少超過五公分，但是往往聚集生長，覆蓋相當大面積的礁區表

面，這些珊瑚體大多由無性分裂生殖形成。

本科軟珊瑚在東沙環礁海域甚少出現，種類和族群量皆少，目前僅發現小花軟珊瑚 (Anthelia)、異軟珊瑚 (Xenia)

及雙異軟珊瑚 (Heteroxenia)等三屬，各一種。

異軟珊瑚屬 (Xenia,  p. 242) 雙異軟珊瑚屬 (Heteroxenia,  p. 242)

管柳珊瑚屬 (Siphonogorgia,  p. 242)

小花軟珊瑚屬 (Anthelia,  p. 242)

花菜軟珊瑚屬 (Capnella, p. 196) 

骨穗軟珊瑚屬 (Scleronephthya,  p. 210) 

錦花軟珊瑚屬 (Litophyton,  p. 198)

實穗軟珊瑚屬 (Stereonephthya,  p. 214) 

棘穗軟珊瑚屬 (Dendronephthya,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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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軸亞目Suborder Calcaxonia
本亞目珊瑚體具有實心的中軸骨，由柳珊瑚素結合碳酸鈣而形成，碳酸鈣可能分散於柳珊瑚素中或聚集於節

間，珊瑚體的中軸骨無中空或腔室構造。本亞目在東沙環礁海域目前發現有1科2屬2種。

鞭珊瑚科Family Ellisellidae 
本科珊瑚的主要特徵為具有雙頭或啞鈴形骨針。珊瑚體的中軸骨不分節，高度鈣化，堅硬而強韌，群體形態

包括不具分枝的鞭形、具少分枝的叢形或分枝稀疏的扇形。珊瑚蟲密佈組織表面，可收縮，但不會完全收縮入共

肉組織中，而在表面形成突出的萼狀構造。

雙叉鞭珊瑚屬 (Dichotella,  p. 276) 柔鞭珊瑚屬 (Viminella,  p. 278)

三、東沙海域八放珊瑚各屬的檢索表:

1a. 珊瑚蟲位於實體鈣質外骨骼中，骨骼藍色  Heliopora (藍珊瑚 , p. 44)

1b. 珊瑚蟲不位於實體鈣質骨骼中，不具藍色骨骼   2 

2a. 珊瑚蟲位於紅色細管狀骨骼中，細管狀骨骼橫向相連成束  Tubipora (笙珊瑚 ,  p. 48)

2b. 珊瑚蟲位於共肉組織中，以細小管道相連   3

3a. 珊瑚體肉質，體型和形態變異大，通常具鈣質骨針分散於肉質組織中   6 

3b. 珊瑚體具有中軸骨骼，由鈣質骨針和柳珊瑚素構成  4

4a. 中軸骨骼堅硬，完全由鈣質骨針構成   Scleraxonia (骨軸亞目 )

4b. 中軸骨骼主要由柳珊瑚素層構成    5

5a. 中軸骨骼有一中空的管狀腔室   Holaxonia (全軸亞目 )

5b. 中軸骨骼為實心或非中空    Calcaxonia (鈣軸亞目 )

6a  珊瑚蟲大型，觸手兩側有多排小羽枝，骨針小 (< 0.1 mm)而少，通常為扁平桿形或盤形，或者無骨針 

                                                                                                                        Xeniidae (異軟珊瑚科 ) 9

6b. 珊瑚蟲小型 , 觸手的兩側僅有一排小羽枝，骨針較大而多樣  7

7a. 珊瑚體的表皮層堅硬，由密集的大骨針組成，群體多分枝，具柄部   Siphonogorgia (管柳珊瑚 ,  p. 242) 

7b. 珊瑚體柔軟而有彈性，形態多樣  8

8a. 珊瑚體肉質，團塊形、指形或蕈形，鈣質骨針分散於肉質組織中，珊瑚蟲缺乏大骨針支持，通常可收縮 

                    Alcyoniidae (軟珊瑚科 )        11

8b. 珊瑚體通常為分枝形或叢形 , 珊瑚蟲由突出的大骨針支持   16

全軸亞目Suborder Holaxonia  
 本亞目珊瑚皆具有一中軸骨，中軸通常僅由柳珊瑚素 (gorgonin)構成，少數種類含少量鈣質骨針。柳珊瑚素

以纖維束型式緊密相連，形成中軸骨骼，並在中央有細管狀的空腔；中軸骨通常呈褐或黑色，為有彈性而強韌的

支持骨骼。本亞目在東沙環礁海域目前記錄有2科8屬11種。

刺柳珊瑚科 Family Acanthogorgiidae  
本科珊瑚的中軸骨骼為黑色，純粹由角質素構成，而且中軸骨的中央有一中空的核心。除此之外，珊瑚蟲的

表面被紡錘形骨針覆蓋，因而無法完全收縮。珊瑚群體具有許多分枝，呈扇形、網狀或叢形。本科含有6屬約110

種，現代分子親緣分析結果顯示，數個屬並非單系群，因此其屬與種的分類界線尚待釐清。

本科在東沙環礁海域記錄有：刺柳珊瑚 (Acanthogorgia)、花柳珊瑚 (Anthogorgia)及尖柳珊瑚 (Muricella)等3屬5種。

  

網柳珊瑚科Family Plexauridae Gray, 1859 
本科珊瑚群體通常呈樹叢形，分枝通常不密集，具有黑或褐色的角質中軸骨，中央為軟而中空的核心，周圍

並有許多空腔。珊瑚蟲可收縮入共肉組織中，基部有由大型骨針構成的鞘。共肉組織的骨針具有多種形態。

刺柳珊瑚屬 (Acanthogorgia,  p. 244) 花柳珊瑚屬 (Anthogorgia,  p. 260) 尖柳珊瑚屬 (Muricella,  p. 262)

紅扇珊瑚屬 (Melithaea,  p. 248) 皮珊瑚屬 (Briareum,  p. 252)

真網柳珊瑚屬 (Euplexaura,  p. 264)

棘柳珊瑚屬 (Echinogorgia,  p. 270)

蔓柳珊瑚屬 (Bebryce,  p. 268)

細鞭珊瑚屬 (Menella,  p. 274)

星柳珊瑚屬 (Astrogorgia,  p.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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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珊瑚體扁平膜狀，由此伸出珊瑚蟲  Anthelia (小花軟珊瑚 ,  p. 46)

9b. 珊瑚體形成直立脈狀肉質組織  10

10a. 珊瑚蟲僅有單一型態  Xenia (異軟珊瑚 ,  p. 47)

10b. 珊瑚蟲有二種型態 , 生殖期更明顯  Heteroxenia (雙異傘珊瑚 ,  p. 45)

11a. 珊瑚蟲僅有單一型態   12

11b. 珊瑚蟲有二種型態  15

12a. 珊瑚體呈脈狀，由許多指形分枝組成 , 無團塊狀基底  .  13

12b. 珊瑚體厚，有團塊狀基底，上表面褶狀或脈狀  .  14

13a. 骨針小，呈8字型或橢圓形，中央稍凹入   Aldersladum (艾達軟珊瑚 ,  p. 50)

13b. 骨針主要為多刺紡錘形和絞盤形 .  Klyxum (葇荑軟珊瑚 ,  p. 52)

14a. 骨針主要為矮胖或多刺的雙星形 ; 珊瑚體表面的突起通常為短的圓指形  

14b. 骨針主要為大而多刺的紡錘形及小棒形，群體表面有指形或脈狀分枝  

15a. 珊瑚體為蕈形，冠部和柱部的分界明顯，冠部邊緣通常有褶曲，柱部無珊瑚蟲

15b. 珊瑚體為厚的扁平形和團塊形，柱部短，且和冠部的分界不明顯，冠部表面有脊狀或指形突起 

 Lobophytum (葉形軟珊瑚 ,  p. 76)

16a. 珊瑚蟲不具鮮艷顏色，呈塊狀或柳絮狀分布  17 

16b. 珊瑚蟲通常具鮮艷顏色，成束或成簇分布  18

17a. 珊瑚蟲含葉頭棒形骨針，珊瑚體管道壁厚，充滿骨針  Capnella (花菜軟珊瑚，見196頁 )

17b. 珊瑚蟲含紡錘形骨針，珊瑚體管道壁薄，骨針少   Litophyton (錦花軟珊瑚，見198頁 )

18a. 珊瑚蟲在小分枝上成束或成簇分布，且有突出的大紡錘形骨針   

18b. 珊瑚蟲單獨或成小群分布於小分枝上，周圍無突出的大骨針   19 

19a. 珊瑚蟲可完全收縮，珊瑚體具高收縮性，表面光滑   Scleronephthya (骨穗軟珊瑚 ,  p. 210)

19b. 珊瑚蟲不完全收縮，珊瑚體表面粗糙多刺  Stereonephthya (實穗軟珊瑚 ,  p. 214)

Cladiella (小枝軟珊瑚 ,  p. 62)

Sinularia (指形軟珊瑚 ,  p. 118)

 Sarcophyton (肉質軟珊瑚 ,  p. 94)

Dendronephthya (棘穗軟珊瑚 ,  p. 218)



東沙海域的
八放珊瑚物種描述

第五章  

東沙海域的
八放珊瑚物種描述

第五章  

本章介紹東沙海域的八放珊瑚119種，
分別屬於2目，5亞目11科31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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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通常呈表覆形、團塊形或分枝形，表面常具有指形、

柱形或隔板狀的分枝或突起，同一群體可能具有形態變異。生活群體

的組織呈褐色或綠褐色，珊瑚骨骼呈藍色，表面多孔狀。

珊瑚蟲：珊瑚蟲位於實體骨骼的大孔中，大孔為管狀，珊瑚蟲由此伸

出，延展的珊瑚蟲呈透明或半透明狀，觸手為白色或透明；在生殖季

節，觸手會膨大成為孵育幼苗的處所。

骨骼: 珊瑚體的實體骨骼表面多孔，大孔直徑約0.5 mm，小孔直徑約

0.1 mm，內為細小的管腔，大及小孔皆不具隔片。

東沙分布：僅在東沙環礁潟湖區發現少數小群體，生長在石珊瑚殘骸

之間，極罕見。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無

   

藍珊瑚的珊瑚蟲伸展狀態。

藍珊瑚的骨骼，表面藍點為珊瑚蟲孔洞。

Heliopora coerulea （Pallas, 1766） 

藍珊瑚

珊瑚體：珊瑚體呈蕈形，具有圓頂形的盤部和柱部，珊

瑚蟲分布在盤部上方，柱部無珊瑚蟲。珊瑚體直徑通

常約3~6 cm，高約2~3 cm，蕈形群體常聚集出現或產

生分枝，並由底部的共肉組織相連，生活群體的共肉

組織呈白色，珊瑚蟲上的觸手有較深顏色，大多為褐

色。

珊瑚蟲：成熟群體的珊瑚蟲有二種型態，大的營養體長

約6~10 mm，觸手長約5~6 mm，上有小羽枝2~3列，小

羽枝細長。管狀體小型，聚集分布在營養體周圍。同

一群體上的營養體常呈現韻律的收縮和舒張行為。

骨針：骨針數多，呈小片形、橢圓形或圓球形，直徑約

0.02 mm。

東沙分布：生長在外環礁及南、北航道，水深5~15 m 

的礁區，相當常見。

世界分布： 菲律賓、台灣東沙、墾丁及綠島。

相似種：  本種外觀與菲律賓小花珊瑚（A n t h e l i a 

philippinense）及百合傘軟珊瑚（Xenia lillieae）可能混

淆，主要差異在於本種珊瑚體有明顯柱部，珊瑚蟲較

大且為雙型。

梅地雙異軟珊瑚

Heteroxenia medioensis Roxas, 1933

珊瑚體呈蕈形。

骨針（長度約0.02 mm）。

Heliopora coerulea小群體。  Heteroxenia medioensis珊瑚體。

藍
珊
瑚
科 H

elioporidae 

異
軟
珊
瑚
科 X

eni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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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由成叢的珊瑚蟲構成，底部以薄層肉

質組織或匍匐根相連，覆蓋於礁石表面，生活群體呈乳白、淡黃

或淡褐色，具共生藻。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伸展時高可達2~5 cm，收縮性低，珊瑚蟲

體壁厚。觸手表面的羽狀分枝為小圓管形，分布於觸手兩側各有

二列。　

骨針：骨針形態一致為扁平的柱形，長約0.04 mm，寬約0.009 

mm，兩端鈍，表面有粗糙的結晶狀構造。

東沙分布：生長在外環礁及南、北航道，水深3~10 m的礁區，不

常見。

世界分布： 菲律賓、台灣東沙、墾丁及綠島。

相似種：  本種外觀與梅地雙異傘軟珊瑚（H e t e r o x e n i a 

medioensis）及百合異軟珊瑚（Xenia lillieae）可能混淆，主要差

異在於本種珊瑚體為膜狀表覆形，珊瑚蟲為單型。

菲律賓小花珊瑚

Anthelia philippinense Roxas, 1933 

珊瑚體：珊瑚體由數個分枝構成，柱部圓筒形，基部扁平，可

能以匍匐根相連。盤部圓頂形，其上密布珊瑚蟲。生活群體的

柱部和珊瑚蟲呈淡黃色或白色，觸手呈淡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柔軟，長約5~12 mm，寬約2~4 mm，觸手長約

6~8 mm，頂端尖細。觸手上的小羽枝短，成列分布在兩側，各

列約12~16隻。

骨針：骨針數量頗多，呈小圓球形或不規則盤形，長徑約0.02 

mm。

東沙分布：生長在外環礁及南、北航道，水深5~10 m 的礁區，

並不常見。

世界分布： 菲律賓、台灣東沙及綠島。

相似種： 本種外觀與菲律賓小花珊瑚（Anthelia philippinense）

及梅地雙異軟珊瑚（Heteroxenia medioensis）可能混淆，主要

差異在於本種珊瑚體有柱部，珊瑚蟲較小且為單型。

百合異軟珊瑚

Xenia lillieae Roxas, 1933

骨針 （長度約0.04 mm）。 骨針（長徑約0.02 mm）。

Anthelia philippinense珊瑚體。 Xenia lillieae珊瑚體。

小型珊瑚體。珊瑚蟲觸手表面的羽狀分枝。

異
軟
珊
瑚
科 X

eniidae

異
軟
珊
瑚
科 X

eni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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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珊瑚（Tubipora musica）骨針。A：觸手；B：珊瑚蟲基部。比例尺：A = 0.025 mm； B = 0.1 mm。

笙珊瑚骨骼。

珊瑚蟲收縮狀態。

珊瑚蟲伸展狀態。

珊瑚體：珊瑚體呈半球形、團塊形或表覆形，群體直徑可達50 

cm。骨骼是由許多紅色直立的細管構成，這些細管的直徑約

1~2 mm，排列成束狀。每一細管中為一個珊瑚蟲，細管之間

由橫向的匍匐管道連結。

珊瑚蟲：珊瑚蟲具有八隻羽狀的觸手，直徑約1~3 mm，呈灰

綠、黃綠、灰白或淡褐色，可完全縮回管內。珊瑚蟲無法伸縮

的部分，為一層薄而軟的角質覆蓋。

骨針：觸手骨針細小膠囊狀或橢圓形，長約0.01 mm，珊瑚蟲

基部骨針不規則棍棒形或片形，長約0.5~1.0 mm。

東沙分布：常見於外環礁及航道附近水深5~15 m之間的珊瑚

礁平台或斜坡，相當常見。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伸展的珊瑚蟲和羽珊瑚（Clavularia sp.）或小花珊

瑚（Anthelia sp.）相似，但本種的紅色小管狀骨骼為明顯鑑

別特徵。

笙珊瑚 
Tubipora musica Linnaeus, 1758 

Tubipora musica珊瑚體。

大型珊瑚群體。

笙
珊
瑚
科  Tubiporidae 

笙
珊
瑚
科  Tubipor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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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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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A

lcyoniidae 

軟
珊
瑚
科  A

lcyoniidae 

Klyxum flaccidum珊瑚體。

珊瑚體的指形分枝。

珊瑚蟲伸展時呈絨毛狀。

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基底肉質，附著在礁石上，延展出指狀或

脈狀分枝；分枝非常柔軟，長短不一致，群體表面多黏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脈狀分枝上，無法完全收縮入肉質

組織中；觸手呈褐色，具羽狀小分枝。

骨針：具有許多典型8字形小骨針，即兩端圓鈍、中央稍微凹入的骨

針，長約0.03~0.05 mm，另有一些長條形或不規則形小骨針，長度相

似。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海流較強的南、北航道鄰近沙地的礁石底質

上，外環礁北及東側也可發現。

世界分布：南非、肯亞、阿曼、日本、台灣澎湖及墾丁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的形態與部分葇荑軟珊瑚（Klyxum spp.）相似，

主要區別在於8字形骨針。

鄭氏艾達軟珊瑚

Aldersladum jengi Benayahu & McFadden, 2011

Aldersladum jengi珊瑚體。

鄭氏艾達軟珊瑚（Aldersladum jengi）的骨針。比例尺= 0.1 mm。

指形分枝與珊瑚蟲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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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低矮表覆形或盤形，冠部表面有許

多指形或脈狀突起，稀疏而不規則分布。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小而短，均勻分布於群體表

面。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大多為兩端圓鈍的柱形或紡錘

形，長度約0.08~0.18 mm，表面有些低矮突起；冠部

內層和基部表層的骨針形態都是兩端圓鈍的柱形或

紡錘形，多數長度在0.15~0.20 mm之間，少數達0.25 

mm，表面有許多小錐形或三角形突起；基部內層骨

針大多為圓胖的柱形，長約0.2 mm，寬約0.03~0.07 

mm，少數為兩端稍尖的紡錘形，表面也有許多小錐形

或三角形突起。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附近水深5~15 m

的珊瑚礁區。

世界分布：馬達加斯加、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與收縮狀態的簡易葇荑軟

珊瑚（K. s implex）或南方小枝軟珊瑚（Cladiel la 

australis）可能不易分辨，須檢視骨針確認。

珊瑚體呈盤形。

小型珊瑚體。

鬆弛葇荑軟珊瑚

Klyxum flaccidum （Tixier-Durivault, 1966） 

Klyxum flaccidum珊瑚體。

鬆弛葇荑軟珊瑚（Klyxum flaccid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2 mm。

珊瑚體分枝與珊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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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珊瑚體。

珊瑚體分枝。

珊瑚體：珊瑚體為團塊形，質地柔軟，冠部表面有許多短指形或

脈狀突起，不規則分布。

珊瑚蟲：珊瑚蟲分布於表面，並不均勻，可完全收縮。

骨針：多數為兩端圓鈍的香腸狀骨針，少數為兩端稍尖的紡錘

形骨針。珊瑚蟲骨針為小橢圓形或香腸形，長約0.02~0.06 mm，

表面突起少；冠部表面骨針為香腸形或紡錘形，長約0.09~0.20 

mm；柱部骨針的形態相似，稍粗大些，長約0.12~0.25 mm。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附近水深5~15 m 的珊瑚礁

區。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本種與簡單柔荑珊瑚（K. simplex）形態相似，但本種

的群體有許多指狀分枝，骨針較大，且有明顯突起，珊瑚蟲較

疏，鈍骨針常見。

短指葇荑軟珊瑚

Klyxum molle （Thomson & Dean, 1931）

Klyxum molle珊瑚體。 短指葇荑軟珊瑚（Klyxum molle）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 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2 mm。

珊瑚蟲伸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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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分枝成簇分布，分枝頂端為指形，群

體肉質，非常柔軟，且多黏液。

珊瑚蟲：珊瑚蟲大型，直徑約1~2 mm，觸手具羽狀分枝，伸展時

呈綠褐色，收縮時呈乳白色，通常不完全收縮。

骨針：指形分枝的骨針為兩端圓鈍的香腸形或兩端尖的紡錘形，

長約0.05~0.60 mm，柱部骨針大多粗短圓柱形或略呈卵圓形，長

約0.10~0.16 mm。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水深5~15 m海流稍強的外環礁或航道附

近。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與鄭氏艾達軟珊瑚（Aldersladum jengi）或東沙葇荑軟珊瑚（K. dongshaensis）頗相似，骨針

則不同。

分枝與珊瑚蟲。

厚實葇荑軟珊瑚

Klyxum rotundum （Thomson & Dean, 1931）

Klyxum rotundum珊瑚體。

厚實葇荑軟珊瑚（Klyxum rotundum）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2 mm。

分枝呈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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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柔軟、肉質，由許多短而頂端圓鈍的指狀

分枝構成，分枝具有相當大的伸縮性，伸展時長而柔軟，

收縮時則呈現粗短的指形突起，分枝常呈半透明狀。生活

群體呈淡至暗褐色，具有共生藻。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伸展時呈絨毛狀，收縮時可完全沒

入組織中。

骨針：珊瑚蟲的骨針為小紡錘形或棒形，長約0.04~0.10 

mm；分枝及柱部表面骨針亦為小紡錘形或棒形，長約

0.05~0.12 mm；分枝及柱部內層骨針為較大紡錘形，長約

0.2~0.4 mm，表面有些錐形突起。

東沙分布：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15 m之間，通常僅小群體零星分布，甚少出現大片群集。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形態與鄭氏艾達軟珊瑚（Aldersladum jengi）及東沙葇荑軟珊瑚（K. dongshaensis）可能混

淆，但骨針形態不同。

珊瑚蟲伸展的珊瑚體。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體。

簡易葇荑軟珊瑚

Klyxum simplex （Thomson & Dean, 1931）

Klyxum simplex珊瑚體。

簡易葇荑軟珊瑚（Klyxum simplex）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2 mm。

珊瑚蟲近照。



60 61

軟
珊
瑚
科  A

lcyoniidae 

軟
珊
瑚
科  A

lcyoniidae 

珊瑚體：珊瑚體柔軟，以肉質基底附著在礁石上，延展出長

指狀或脈狀分枝；分枝非常柔軟，長短不一致，群體表面多

黏液。生活群體的珊瑚蟲呈淡至暗褐色，共肉組織白或灰白

色，具有共生藻。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伸展時呈絨毛狀，長度可達3~5 mm，

收縮時珊瑚孔直徑約1.5~2.0 mm，分布不均勻，在主幹及分

枝基部較疏，分枝頂端較密集。

骨針：珊瑚蟲的骨針主要為細長棒形，長約0.1~0.3 mm，另

有少數扭曲十字形或不規則形小骨針，長約0.05~0.1 mm；群

體表面骨針亦為小紡錘形或棒形，長約0.02~0.08 mm；共肉

表層骨針大多為延長棒形，長度變異大，自0.02~0.60 mm皆

有；共肉內層骨針為延長紡錘形或棒形，長度在0.2~0.8 mm

之間，表面有些錐形突起。

東沙分布：生長在北航道附近水深10~20 m礁區，僅零星分

布，相當罕見。

世界分布：目前僅在台灣東沙發現，為本屬新種，種名為暫

定名稱。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鄭氏艾達軟珊瑚（Aldersladum 

jengi）及厚實葇荑軟珊瑚（K. rotundum）都很相似，但是骨針形態截然不同。本種珊瑚蟲較大而長，且不完全收

縮，主要係因其具有細長骨針所致，而後二者之珊瑚蟲無骨針。

小型珊瑚體。

Klyxum dongshaenesis分枝與珊瑚蟲。

東沙葇荑軟珊瑚

Klyxum dongshaensis n. sp.

Klyxum dongshaenesis珊瑚體。 東沙葇荑軟珊瑚（Klyxum dongshaenesis）的骨針。A：珊瑚蟲； B：共肉表層； C：共肉內層。比例尺：A1, B, C = 0.2 mm； A2 =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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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低矮的表覆形或團塊形，具有寬廣的基

部，表面具有圓錐狀或小指形突起。珊瑚蟲伸展時呈褐色或

綠褐色，群體柔軟；受到刺激時，會立即收縮珊瑚蟲，呈灰

白或灰褐色，群體質地也變硬。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小而數多，開口直徑小於1 mm，均勻

分布於群體冠部和突起表面。觸手小，無骨針。

骨針：冠部及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小啞鈴形或小柱形，長約

0.05~0.13 mm，近兩端處各有一環突起，另有紡錘形骨針，

長度可達0.2 mm；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小啞鈴形或小柱形，

長約0.05~0.08 mm。冠部內層及共肉骨針大多為啞鈴形或圓

柱形，長約0.18~0.23 mm，兩端各有一大環狀突起，中央稍

凹入或連續而呈圓柱形。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水深3~15 m水流或波浪較強的淺海礁

石表面。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澳洲、斐

濟、越南、台灣澎湖及東沙皆有分布。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及骨針形態與粗壯小枝軟珊瑚（C. 

pachyclados）有些重疊，但是本種的突起較小而低，珊瑚蟲較小，冠部表層骨針較大，內層骨針突起較尖銳。

Cladiella australis珊瑚體群集。

珊瑚群體表面的小指型突起。

南方小枝軟珊瑚

Cladiella australis （Macfadyen, 1936）

Cladiella australis珊瑚群體。

南方小枝軟珊瑚（Cladiella australis）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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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呈表覆形。

珊瑚體冠部突起與珊瑚蟲。  

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或團塊形，常密集覆蓋在礁

石表面，珊瑚體肉質，冠部表面具有圓柱狀或圓錐狀

突起，長度及大小皆不一致。珊瑚蟲伸展時呈褐色或

黃褐色，收縮時呈灰白或灰褐色，群體質地也變硬。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均勻密集分布於群體冠部及突

起表面，珊瑚孔內凹，直徑約1~2 mm，珊瑚蟲可完全

收縮入珊瑚孔，收縮時形似小松球。

骨針：冠部及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啞鈴形或圓柱形，

長約0.05~0.08 mm，近兩端處各有一環帶，由錐形突

起構成；冠部內層及共肉骨針大多為啞鈴形或圓柱

形，長度大多在0.08~0.10 mm之間，兩端各有一大的

環狀突起，皆由錐形突起構成，中央明顯凹入。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水深3~15 m的淺海礁

區，常聚集生長。

世界分布：南海、越南芽莊、台灣東沙。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收縮狀態與多刺小枝軟珊瑚（C. 

echinata）及克氏小枝軟珊瑚（C. krempfi）相似，但是

骨針形態不同，珊瑚體的伸展狀態也有明顯差異。

松球小枝軟珊瑚

Cladiella conifera （Tixier-Durivault, 1943）

Cladiella conifera珊瑚體群集。

松球小枝軟珊瑚（Cladiella conifera）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 0.1 mm。

珊瑚蟲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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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多肉而軟為表覆形生長，基部很短，幾乎

無柱部，表面多長指狀突起及脈狀分枝，分枝頂端略呈圓

錐形。珊瑚蟲伸展時呈深褐色，收縮時呈灰白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分布於冠部表面，相當均勻，收縮

時表面呈花頭狀，觸手有骨針。

骨針：群體冠部及柱部表層骨針為小圓柱形或啞鈴形，長

度大多在0.05~0.07 mm之間，有些表面平滑，大多數兩端有

尖棘狀突起，呈環狀排列；冠部及基部內層骨針大多為多

刺的雙球形或柱形，長度大多在0.08~0.11 mm之間，兩端的

刺狀突起長而明顯，使得部分骨針的中央腰部被覆蓋。

東沙分布：可在外環礁西、北側及北航道附近水深5~15 m 

礁區發現。

世界分布：印度、紅海、台灣東沙。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伸縮狀態與克氏小枝軟珊瑚（C. krempfi）或針葉小枝軟珊瑚（C. conifera）相似，但骨針形

態不同。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體。

珊瑚蟲伸展形態近照。

多刺小枝軟珊瑚

Cladiella echinata （Tixier-Durivault, 1943）

Cladiella echinata珊瑚體的珊瑚蟲伸展（上）及收縮（下）形態。

多刺小枝軟珊瑚（Cladiella echinata） 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體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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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珊瑚體。

指形突起分枝。

珊瑚蟲收縮狀態。

珊瑚體：群體為表覆形，基部緊附於礁石基質上，表

面有許多長的指形或脈狀分枝，並由此分生出數個指

形小分枝，小分枝成簇分布。

珊瑚蟲：珊瑚蟲很小，單型，呈褐色，均勻分布於群

體冠部表面，可完全收縮入肉質組織中。

骨針：珊瑚蟲骨針為小柱形、啞鈴形或扁平不規則

形，長約0.02~0.06 mm；冠部及分枝表層的骨針為啞

鈴形，長度約0.06~0.10 mm，兩端具有結節狀或鈍錐

狀突起。柱部表層和內部骨針皆為啞鈴形，長度約

0.04~0.08 mm，兩端具有結節狀或鈍錐狀突起。

東沙分布：生長在東沙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20 m的

礁斜坡或槽溝附近。

世界分布：新加坡、台灣東沙及澎湖。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的分枝形態與多刺小枝軟珊瑚

（C. echinata）近似，但是本種的分枝質地較硬，且骨

針形態不同。

賀氏小枝軟珊瑚

Cladiella hartogi Benayahu & Chou, 2010

Cladiella hartogi珊瑚體。 賀氏小枝軟珊瑚（Cladiella hartogi）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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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群體為表覆形，肉質而柔軟，基部短，冠部具有許多指

形或圓錐形突起，頂端圓鈍，大小不一致，群體收縮時呈乳白

色，表面有許多凹入的小孔，為鑑別特徵。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呈褐色，分布於群體冠部表面，可完全收

縮入肉質組織中。

骨針：骨針形態多樣，觸手骨針小柱型，略呈橢圓，長約

0.02~0.03 mm，表面有少數突起； 珊瑚蟲骨針為延長柱形，長約

0.05~0.08 mm，兩端稍膨大並有突起。冠部內層骨針為啞鈴形或

柱形，長約0.03~0.07 mm，表面有疣狀突起，稀疏分布。基部表

層骨針大多為柱形，少數為紡錘形，長約0.10~0.15 mm，通常具有二至三環突起； 基部內層骨針為較粗的圓柱形

或粗紡錘形，長約0.10~0.16 mm，表面有二環錐狀突起。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平台或槽溝壁上，也可在航道附近礁區發現。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收縮狀態與多刺小枝軟珊瑚（C. echinata）及針葉小枝軟珊瑚（C. conifera）相似，骨針形態

則不同。

珊瑚體收縮狀態。

珊瑚體冠部的突起。 珊瑚蟲完全收縮後表面呈凹入的小孔。

克氏小枝軟珊瑚

 Cladiella krempfi （Hickson, 1919）

Cladiella krempfi珊瑚體群集。 克氏小枝軟珊瑚（Cladiella krempfi）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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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低矮的表覆形或盤形，基部短小，表面

具有許多粗大的指形、側扁或圓錐形突起，寬度及長度不

一致，圓錐形突起常另有分枝，常聚集覆蓋礁石表面，珊

瑚蟲伸展時為褐色，收縮時為灰白或黃色，且質地變硬。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小而數多，開口直徑小於1 mm，

均勻分布於群體冠部和突起表面。觸手小，無骨針。

骨針：冠部及柱部表層骨針相似，大多為小啞鈴形或小

柱形，長約0.05~0.10 mm，近兩端處各有一環突起。冠

部及柱部內層骨針則為啞鈴形或圓柱形，長度大多在

0.12~0.20 mm，兩端各有一粗大的環狀突起，中央凹入通

常不明顯或呈圓柱形。

東沙分布：常見於外環礁北、東、南側水深3~15 m的淺海

礁區，常聚集生長。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及骨針形態與南方小枝軟珊瑚（C. 

australis）有些重疊，但是本種的突起較大而高，珊瑚蟲

較大，冠部表層骨針較小。

珊瑚體群集。

珊瑚體冠部分枝。

粗壯小枝軟珊瑚

Cladiella pachyclados （Klunzinger, 1877）

Cladiella pachyclados的珊瑚體。

粗壯小枝軟珊瑚（Cladiella pachyclados）的骨針。 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0.2 mm。

分枝與珊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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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扁平而低矮，表面平滑，少有突起，邊緣稍有褶

曲，珊瑚體質地堅硬。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大而明顯，周圍有骨針環繞，故略顯突

起，管狀體小而數多，密集分布。

骨針：骨針形態非常多樣。營養體及觸手骨針為扁平桿形或紡錘形，

長約0.1~0.25 mm；管狀體骨針亦為扁平桿形或紡錘形，長約0.07~0.20 

mm；群體冠部表面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2~0.8 mm，冠部和基部內層

骨針為粗大紡錘形，長度可達3~4 mm，有些骨針具有分叉。基部表層

骨針則為細長紡錘形，長約0.2~1.0 mm。

東沙分布：生長在珊瑚礁鄰近沙地處，在北航道及外環礁北部可發現，罕見。

世界分布：目前已知僅分布於澳洲東部之Lode Howe Island及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外觀與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spp.）小群體近似，但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庫斯厚葉軟珊瑚

Lohowia koosi Alderslade, 2003 

小珊瑚體。

庫斯厚葉軟珊瑚（Lohowia koosi）的骨針。A：營養體頭部； B：觸手； C：管狀體； D：冠部表面； E：冠部內層； F：基部表面； G： 基部內層。比例

尺：A1、B、C、F1= 0.4 mm；A2、D、E、F2、G= 0.8 mm。

Lohowia koosi珊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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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群體為扁平延展的盤形，冠部表面有隔

板狀陵脊，呈輻射狀由中心向邊緣排列，陵脊高約3~5 

cm，厚度約0.5~1.0 cm，下端漸厚，陵脊上緣多起伏。

生活群體呈褐、淡褐或綠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短小，通常呈綠或黃綠

色，密集分布於冠部表面，可完全收縮入共肉中，開

口間隔約1 mm，管狀體更小，分布於營養體之間。

骨針：冠部和柱部表層骨針皆為棒形，長約0.08~0.20 

mm，有些棒頭突起呈環狀，柄上有二至三環突起，另

有些桿形骨針，長約0.1~0.2 mm，較長者近似紡錘形。

冠部和柱部內層骨針皆為紡錘形，長度大多在0.20~0.35 mm之間，突起明顯呈環狀排列。

東沙分布：東沙外環礁及航道附近水深20 m以淺的礁石平台。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隔板葉形軟珊瑚（L. crassum）及謝氏葉形軟珊瑚（L. hsiehi）有些重疊，但是骨針形

態不同。

珊瑚體近照。

突起的陵脊與珊瑚蟲。  珊瑚蟲收縮狀態。

巴塔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batarum Moser, 1919

Lobophytum batarum珊瑚體。 巴塔葉形軟珊瑚（Lobophytum batar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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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盤形，有一短而窄的柱部，冠部表面有許

多指形或片形突起，分布不規則，有些突起連結成陵脊狀。

生活群體呈暗褐或綠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伸展時呈白色，收縮時開口直

徑約0.2 mm，管狀體更小，但依稀可分辨；二營養體之間約

有2~5個管狀體。

骨針：冠部及突起的表層含（1）梭子形骨針，長約0.10~0.12 

mm，（2）棒形骨針，長約0.08~0.25 mm，中央部位的突

起大致成環排列。冠部內層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25~0.45 

mm，突起呈環狀排列，部分骨針形態不規則。柱部表層骨針

大多為桿形或棒形，長約0.07~0.14 mm。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絞盤形，長約0.20~0.25 mm，中間的突起呈二環排

列。另有少許較長的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0.35 mm。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25 m的珊瑚礁平台或斜坡，偶而可見。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西自馬達加斯加，東至法屬波里尼西亞。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形態與部分疏指葉形軟珊瑚（L. pauciflorum）相近，有些則與隔板葉形軟珊瑚（L. crassum）

近似，但其柱部內層骨針為圓胖紡錘形。

珊瑚蟲伸展的群體。

珊瑚蟲近照。

卡達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catalai Tixier-Durivault, 1957

卡達葉形軟珊瑚（Lobophytum catalai）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B、D = 0.2 mm。

珊瑚蟲收縮狀態。

Lobophytum catalai珊瑚群體。



80 81

軟
珊
瑚
科  A

lcyoniidae 

軟
珊
瑚
科  A

lcyoniidae 

珊瑚體：珊瑚體呈厚實的盤形，基底高約5~10 cm，冠部表

面的隔板狀陵脊高約5~8 cm，上端較薄，厚度約1~2 cm，下

端漸厚，陵脊長短不一，通常呈輻射狀排列，上緣呈大雞冠

狀。生活群體呈褐、淡褐或綠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開口約0.3~0.5 mm，稀疏分布

於群體表面，間隔約1~3 mm；管狀體肉眼可見。二營養體

之間約有1~3管狀體。

骨針：珊瑚體冠部表層的骨針為梭子形或棒形，長約

0.08~0.20 mm，上有2~3環錐狀突起，棒形骨針通常較長，

一端較大且多突起。冠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紡錘形，長約

0.16~0.40 mm。柱部表層骨針為棒形，表面突起大，可能呈環狀；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絞盤形，長約0.15~0.20 

mm，具有二環腰帶狀突起，另有一些紡錘形骨針，長度相仿。

東沙分布：東沙外環礁及航道附近水深20 m以淺的礁石平台。 

世界分布：越南、南海、台灣墾丁海域。

相似種： 本種與隔板葉形軟珊瑚（L. crassum）及奇異葉形軟珊瑚（L. mirabile）外觀相似，但是本種的基底較

短，冠部表面的陵脊較高而厚，珊瑚蟲營養體較大，分布較疏，骨針形態和大小亦有不同。

小型珊瑚體。

珊瑚體近照。

緊密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compactum Tixier-Durivault, 1956

Lobophytum compactum珊瑚體。

緊密葉形軟珊瑚（Lobophytum compact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珊瑚蟲伸展狀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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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水平延展的盤形，具有厚的基底，高約

5~10 cm，冠部表面有隔板狀的陵脊，上方厚度約6~8 mm，陵

脊通常呈輻射狀排列，由中心向周圍分布，上緣呈雞冠狀。

生活群體呈黃褐、淡黃或淺綠、綠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小型，伸展時呈白色，收縮時

開口約0.3 mm，間隔約0.7~1.5 mm，密集分布於群體表面；

管狀體更小，但肉眼可辨別。二營養體之間約有2~5個管狀

體。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大多為棒形，長約0.10~0.25 mm，表面突

起成環排列，另有梭形骨針，長約0.09~0.16 mm；冠部內層

骨針大多數為延長梭形或柱形，長約0.25~0.40 mm；柱部表層骨針為梭形或棒形，長約0.08~0.18 mm，表面有2~4

環突起；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絞盤形，長約0.16~0.25 mm，具有二環腰帶狀突起及頂端突起叢，另有一些介於紡

錘形和絞盤形之間的骨針，長約0.20~0.30 mm。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3~15 m的礁石平台上，常形成大型群體，很常見。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緊密葉形軟珊瑚（L. compactum）或奇異葉形軟珊瑚（L. mirabile）可能混淆，但其冠

部陵脊寬度介於後兩者之間，且內層紡錘形骨針較大。

珊瑚蟲伸展狀態。

珊瑚蟲收縮狀態。 珊瑚蟲近照。

隔板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crassum von Marenzeller, 1886 

Lobophytum crassum的大型群體。 隔板葉形軟珊瑚（Lobophytum crass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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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扁平延展盤形，表面有大致呈

輻射狀排列的陵脊突起，陵脊頂端呈指形或扁平

片狀，底部則聯合在一起。生活群體呈黃褐或暗

褐色，珊瑚蟲收縮時呈褐或灰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和管狀體皆小，營

養體伸展時呈淡黃或白色，高約1~2 mm，收縮後

間隔約1~1.5 mm，二營養體之間約有2~3個管狀

體。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大多呈梭形、棒形或紡錘

形，長約0.1~0.2 mm；棒形骨針的頭部突起較多，

紡錘形骨針的突起成環排列。冠部內層骨針為紡

錘形，長約0.25~0.40 mm，突起呈環狀排列。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紡錘形，長約0.09~0.15 mm，突起大致呈二環排

列，另有棒形或梭形骨針，長約0.10~0.13 mm，表面多突起。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絞盤形，長約0.15~0.35 mm，另有

紡錘形及過渡型骨針，長約0.3~0.5 mm，突起大多呈四環排列，另有少數十字形或不規則骨針，大小相近。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0 m的礁石平台上，偶而可見。

世界分布：越南、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介於隔板葉形軟珊瑚（L. crassum）和疏指葉形軟珊瑚（L. pauciflorum）之間，其骨針

形態也有些重疊，其種間界線尚待釐清。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體。

冠部突起及珊瑚蟲近照。

粗糙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hirsutum Tixier-Durivault, 1956

Lobophytum hirsutum珊瑚體。 粗糙葉形軟珊瑚（Lobophytum hirsut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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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扁平表覆形，附著生長在礁石表面，基底

低矮，通常聚集生長，覆蓋大片礁石表面；珊瑚體冠部表面

平滑，上有輻射狀或不規則的陵脊狀突起，群體邊緣通常呈

不規則褶曲，肉質組織的質地堅韌。

珊瑚蟲：珊瑚蟲密集分布於群體表面，珊瑚蟲伸展時呈綠褐

或黃褐色，長約1~2 mm，可完全收縮入組織中；珊瑚蟲無骨

針。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為棒形，長約0.08~0.17 mm，表面有明

顯的突起。有些頭端突起呈環狀，柄上常有二環突起。冠部

內層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18~0.30 mm，表面突起呈柱狀，

有些頂端有分叉。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棒形，長約0.09~0.17 mm，與冠部表層相似，但明顯較粗；柱部內層骨針

大多為紡錘形，長約0.18~0.25 mm，也與冠部內層相似，但是較粗而短。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海流和北航道附近水深5~10 m的礁區表面，相當常見。

世界分布：南海、台灣澎湖。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一些隔板葉形軟珊瑚（L. crassum）混淆，但是本種的柱部較短，冠部脊狀突起

較低矮、不規則分布，且骨針明顯不同。

珊瑚蟲部分伸展與部分收縮狀態。

珊瑚蟲伸展狀態。

Lobophytum hsiehi Benayahu & van Ofwegen, 2011

謝氏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hsiehi珊瑚體。

謝氏葉形軟珊瑚（Lobophytum hsiehi）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珊瑚蟲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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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大致呈盤形，冠部表面有許多直立陵脊，厚

度約2~4 mm，大致呈輻射狀排列，分布相當密集；陵脊自

中央向邊緣延展，上緣多起伏，外觀頗不規則。生活群體通

常呈黃褐色或黃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及管狀體皆可辨認，伸展的營

養體呈透明或淡黃色，高度約2~4 mm，收縮時的間隔約1~2 

mm，二營養體之間約有1~4個管狀體。

骨針： 冠部表層骨針為棒形或梭形，長約0.08~0.16 mm，

較小者表面突起少而鈍，較大者的突起呈疣狀，皆呈環狀

排列；冠部內層骨針為多刺或疣突的紡錘形或棒形，長約 

0.15~0.30 mm，突起呈環狀或不規則分布。柱部表層骨針大

多為棒形，長約0.08~0.18 mm，另有柱形或紡錘形骨針，

長約0.09~0.15 mm；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絞盤形或圓柱形，

長約0.15~0.20 mm，另有少數紡錘形骨針，長約0.15~0.25 

mm。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附近水深15 m以淺的珊

瑚礁平台或斜坡上段。

世界分布：太平洋珊瑚礁區、馬達加斯加。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隔板葉形軟珊瑚（L. crassum）混淆，但本種群體表面的陵脊明顯較薄，較多褶

曲，且較密集，紡錘形骨針也較小。

珊瑚蟲伸展的珊瑚體。

冠部陵脊狀突起。

薄板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mirabile Tixier-Durivault, 1956 

Lobophytum mirabile珊瑚蟲收縮狀態。

薄板葉形軟珊瑚（Lobophytum mirabile）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珊瑚蟲近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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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低矮的表覆形，常形成大型群體，直徑可

達1 m以上，其冠部水平延展，表面有許多指形突起，高約

2~5 cm，基部寬約1 cm，頂端較細，密集分布於表面。生活

群體呈黃綠或黃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較大而明顯，伸展時呈白色透

明狀，收縮時呈突起狀；管狀體較小，數量多，皆清晰可

見，二營養體之間約有2~5個管狀體，於群體中央較疏，邊緣

較密。

骨針：珊瑚體冠部表層骨針大多呈梭形、棒形或紡錘形，長

約0.1~0.2 mm；棒形骨針的頭部突起較多，紡錘形骨針的突

起成環排列。冠部內層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25~0.40 mm，寬約0.09~0.10 mm，突起呈環狀排列。柱部表層骨針

大多為紡錘形，長約0.09~0.15 mm，突起大致呈二環排列，另有棒形或梭形骨針，長約0.10~0.13 mm，表面多突

起。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絞盤形或紡錘形，長約0.10~0.25 mm，突起大多呈四環排列，另有少數十字形骨針，大

小相近。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0 m之間的珊瑚礁平台或斜坡，很常見。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本種群體形態與一些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spp.）相似，但本種珊瑚蟲為雙型，後者僅單一型態。

珊瑚蟲伸展的珊瑚體。

指形突起與珊瑚蟲。

疏指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pauciflorum （Ehrenberg, 1834） 

Lobophytum pauciflorum大型珊瑚體。

疏指葉形軟珊瑚（Lobophytum pauciflor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B、D = 0.2 

mm。

珊瑚蟲的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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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 珊瑚體為延展的盤形或團塊形，具有肥厚的基底，上有略

呈輻射狀分布的陵脊，邊緣則為開放而疏的褶曲，形態介於葉形

軟珊瑚與肉質軟珊瑚之間，其種名即蘊含此意。生活群體大多呈

綠褐色或綠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較大而明顯，伸展時呈褐色，收縮

時在珊瑚體表現呈小突起狀，分布並不均勻：管狀體小型，數量

多，分布於營養體之間，依稀可辨認。

骨針： 珊瑚體冠部表層骨針大多呈棒形，長約0.06~0.25 mm；

另有細長柱形及紡錘形骨針，表面突起大致呈環狀排列。冠部

內層骨針大多為棒形，形態及長度皆與表層者相似；另有二類紡

錘形骨針，較大者長度可達0.55 mm，表面平滑僅有小突起；較

小者長約0.25 mm，表面具有突出且分叉的疣突，與Sarcophyton 

ehrenberghi的典型骨針相似。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較粗短的棒

形，長約0.05~0.25 mm，棒頭有明顯較大的突起，少數較大骨針

為紡錘形。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紡錘形，長約0.2~0.3 mm，突起

成環排列，另有一些較小的棒形骨針及十字形骨針。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水深5~20 m之間的珊瑚礁平台或斜坡，相當常見。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包括新喀里多尼亞、澳洲、菲律賓、琉球群島、馬達加斯加、

留尼旺群島、台灣。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肥厚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crassocaule）相似，但群體較低矮，表面陵脊較多而

明顯，而且柱部內層無絞盤形骨針。

冠部陵脊與珊瑚蟲。

肉質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sarcophytoides Moser, 1919 

Lobophytum sarcophytoides群體。

肉質葉形軟珊瑚（Lobophytum sarcophytoides）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2 mm。

大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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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蕈形或花朵形，柱部短，大型群體的中央

凹入，盤部邊緣多彎曲的皺褶，並向上延伸。生活群體呈綠

褐、黃褐或暗褐色，觸手收縮時呈淡藍或灰褐色，邊緣柔軟

且不平整。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只分布於冠部表面，營養體大而明

顯，呈黃綠色，收縮時開口間隔約1.5~2.5 mm，二營養體之

間約有2~4個管狀體，分布相當均勻。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為延長的棒形，長約0.12~0.25 mm，棒

頭僅稍大一些，部份骨針可能長達0.3 mm以上；柱部表層骨

針也是棒形或柱形，但較冠部者稍粗大，表面突起也較多。

冠部內層骨針為長梭形或細長柱形，部分呈彎曲狀，多數長

度在0.2~0.5 mm之間，少數可長達1.0 mm以上；柱部內層骨

針為長紡錘形或棍形，多數長度在0.5~0.8 mm之間，長度超

過1.5 mm者也不少。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附近水深5~15 m的礁石

平台上，很常見。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包括馬達

加斯加、新克里多尼亞、越南芽莊、台灣墾丁等。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外觀與杯形肉質軟珊瑚（S. ehrenbergi）相似，但是骨針形態及長度明顯不同，長梭形或細長

柱形骨針為本種之鑑別特徵。

珊瑚蟲收縮狀態。

珊瑚蟲近照。

青灰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cinereum Tixier-Durivault, 1946 

Sarcophyton cinereum珊瑚體。

青灰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cinere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B、C = 0.1 mm； D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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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平舖伸展的盤形，柱部短，與冠部直徑相

似，冠部肉質組織甚厚，中央通常無突起，僅在邊緣有陵脊狀

突起或褶曲。生活群體呈黃褐、綠褐或灰藍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細管狀，密集分布於盤部表面，

伸展時長度可達1 cm，大多呈黃褐色，觸手為白色；收縮時

間隔約1~2 mm，二營養體之間約有2~3個管狀體，分布相當均

勻。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大多為棒形，長約0.09~0.16 mm，少數可

達0.25 mm，表面通常有二環錐狀突起；冠部內層骨針為多刺

紡錘形，長約0.2~0.4 mm。柱部表層骨針為較粗大的棒形，

長約0.09 ~0.18 mm；柱部內層骨針為絞盤形或圓柱形，長約

0.15~0.25 mm，寬約0.05~0.10 mm，中央具有二環突起，兩端

也有叢狀突起。

東沙分布：生長在外環礁和航道區水深3~15 m的礁石平台或斜

坡上，相當常見。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西太平洋珊瑚礁海域，包括印尼、越

南、菲律賓、南海、台灣墾丁海域。

相似種： 本種外型與肉質葉形軟珊瑚（Lobophytum sarcophytoides）相近，可能造成混淆，但本種的冠部的陵脊

突起較疏而短，而且兩者柱部內層骨針不同，本種大多為絞盤形，肉質葉形軟珊瑚則為紡錘形。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體。

珊瑚蟲營養體。

肥厚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crassocaule Moser, 1919 

Sarcophyton crassocaule 珊瑚蟲伸展的珊瑚體。

肥厚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crassocaule）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B、D = 0.1 mm； C = 0.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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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平鋪延展的花朵狀，冠部中央凹入而呈杯

形，周圍向上延展，並於邊緣形成褶曲，冠部比柱部稍寬，兩

者分界明顯。生活群體常呈褐或綠褐色，珊瑚蟲收縮時則呈灰

藍或黃綠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密集分部於冠部表面，間隔約

0.6~1.0 mm，延展時長度可達1 cm，二營養體之間約有0~3個

管狀體。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主要為棒形，長約0.13~0.26 mm，棒頭膨

大且多疣突，柄部有1~2環的鈍突起；冠部內層有扁平、半透

明的針狀骨針，長約0.18~0.30 mm，其表面具有數個突出且頂

端呈角叉狀的突起，此為本種之明顯鑑別特徵。另有紡錘形骨

針，長約0.15~0.40 mm，表面有錐狀突起呈不規則分布。柱部

表層骨針大多為棒形，棒頭較寬而多疣突，長約0.1~0.2 mm，

柱部內層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2~0.4 mm，表面突起通常排列

成環狀。

東沙分布：常見於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0 m之間的礁石平台

或斜坡。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西太平洋珊瑚礁海域，包括澳洲、印尼、越南、菲律賓、南海、台灣墾丁海域。

相似種：本種外觀與青灰肉質軟珊瑚（S. cinareum）有些相似，但是骨針形態不同。

珊瑚蟲收縮（左）和伸展（右）的珊瑚體。

珊瑚蟲收縮狀態。

杯形肉質軟珊瑚 （埃氏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ehrenbergi （von Marenzeller, 1886）

Sarcophyton ehrenbergi珊瑚體。

杯形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ehrenbergi）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 D = 0.2 mm； B, C =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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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花朵形，冠部中央稍微凹入或呈杯狀，

邊緣延展形成上下起伏的褶曲，柱部明顯較冠部窄。生活

群體呈淡黃或黃褐色，珊瑚蟲為白或淡黃色，在珊瑚礁上

甚為顯眼。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數量多，高約6~8 mm，密

集分布於冠部表面，觸手為白或淡黃色， 張開時呈小星星

狀，收縮時珊瑚孔直徑約0.8 mm。管狀體小而不明顯，分

布於營養體之間。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為棒形，長約0.09~0.20 mm，棒頭有

較多而明顯的突起，棒柄的突起較小，且排列成環狀；冠

部內層骨針為柱形或紡錘形，長度在0.17~0.50 mm之間，

表面有許多大小不一的突起。柱部內層骨針為紡錘形或

一端鈍的圓柱形，長度在0.3~0.9 mm之間，表面有許多突

起。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水深5~20 m之間，海流稍強的礁石

平台或斜坡上，在外環礁及航道區常見。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西太平洋珊瑚礁區，包括澳洲、菲

律賓、越南、琉球群島、台灣東沙及墾丁都有分布。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外形與藍綠肉質軟珊瑚（S. glaucum）相近，但珊瑚蟲較小，且柱部內層骨針較小；本種部

分珊瑚體形態與明確肉質軟珊瑚（S. serenei）相近，但冠部邊緣較厚，褶曲規則，且骨針亦不同。

黃褐色珊瑚體。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體。

華麗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elegans Moser, 1919

Sarcophyton elegans淡黃色珊瑚體。

華麗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elegans）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A、B、C、D1 = 0.1 

mm； D2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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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本種珊瑚的群體形態和內層骨針形態的變異都甚

大；小型珊瑚體呈蕈狀，冠部中央稍凹入，邊緣則有波狀褶

曲，冠部較柱部大甚多；大型珊瑚體的直徑可達1 m以上，

形態漸趨不規則，尤其邊緣褶曲蜿蜒曲折或呈數個脈狀。生

活群體的顏色多變異，常呈黃褐、綠褐或灰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伸展時長度可達3 cm，在冠部

邊緣分布較密（相距約1~2 mm），近中央處較疏（相距約

3~5 m）。二營養體之間的管狀體數目，在邊緣處為1~2個，

中央處為3~5個。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大多為棒形，長約0.1~0.5 mm，棒頭不

突出，且有小而圓或錐狀突起，較長骨針則近似紡錘形；冠

部內層骨針為紡錘形，長度大多在1.0 mm以內，表面的突起

分布不規則。柱部表層骨針也是棒形，長約0.1~0.5 mm，較

長骨針也趨向紡錘形；柱部內層骨針為粗大紡錘形，長度可

達2.3 mm，骨針的大小和形態都有甚大變異。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水深5~20 m之間海流稍強的礁石平台

或斜坡上，在外環礁及航道區常見。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海域（包括紅

海），在各海域皆甚常見。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外形與優雅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elegans）相近，但珊瑚蟲較大，且柱部內層骨針明顯較

大。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體。 珊瑚蟲近照。

Sarcophyton glaucum （左）及Sarcophyton elegans （右）。

藍綠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glaucum （Quoy & Gaimard, 1833）

Sarcophyton glaucum珊瑚體。 藍綠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glauc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 = 0.2 mm； D 

= 0.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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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冠部呈漏斗形，中央凹入，周圍延展向上形

成許多褶曲，蜿蜒分布，柱部短，且呈V字形。生活群體的

珊瑚蟲呈黃褐或深褐色，珊瑚蟲收縮時共肉呈灰白或灰藍

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密集分布於冠部表面，邊緣較

密，間隔約1.5~2.0 mm；二營養體之間約有1~2個管狀體。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為棒形長約0.1~0.3 mm，多數在棒頭有

圓鈍的突起頂端向上，有些棒形骨針的突起呈環狀分布。柱

部表層含相似的棒形骨針，長約0.1~0.2 mm。冠部及柱部內

層共肉骨針皆為紡錘形，長度大多在0.40 mm以內； 其中狹

長的骨針表面有錐形突起，較大骨針則有簡單的疣狀突起，

而且通常排列呈腰帶狀。柱部內層骨針較大且有較多突起。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0 m之間的礁石平台或斜

坡。

世界分布：馬達加斯加、斯里蘭卡、西沙、台灣東沙及墾丁。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優雅肉質軟珊瑚（S. elegans）、

青灰肉質軟珊瑚（S. cinereum）及杯形肉質軟珊瑚  （S. 

ehrenbergi）都有些相似，不易區別，但可依據骨針形態區

別，本種冠部內層骨針與青灰肉質軟珊瑚（S. cinereum）相似，但柱部內層無長骨針。

Sarcophyton infundibuliforme珊瑚蟲伸展形態。

珊瑚蟲近照。

漏斗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infundibuliforme Tixier-Durivault, 1958

Sarcophyton infundibuliforme珊瑚蟲伸展形態。

漏斗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infundibuliforme）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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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扁平，冠部且呈水平延展，柱部很短，

小型群體的邊緣平滑，少有褶曲，稍大群體則邊緣多

褶曲，褶曲可能下垂。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密集分布於冠部表面，冠

部邊緣較密，中央稍疏，二營養體之間約有1~2個管狀

體。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為棒形，長約0.08~0.25 mm，棒

頭多圓的小突起，棒柄則有小錐形突起，通常呈環分

布。柱部表層骨針與冠部相似，皆為棒形，但突起較

多。冠部內層含細長多突起的柱形骨針，以及稍大多

刺的紡錘形骨針，長約0.25~0.55 mm；柱部內層含粗大

的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0.75 mm，寬可達0.22 mm，

表面有密集突起。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0 m之間的礁石平

台或斜坡。

世界分布：菲律賓、斐濟、所羅門群島、澳洲、馬達加

斯加、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本種群體形態可能與部分杯形肉質軟珊瑚（S. 

ehrenbergi）群體混淆，但骨針形態不同。

珊瑚蟲部分收縮的珊瑚體。

珊瑚蟲近照。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體。

皺褶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latum （Dana, 1846）

Sarcophyton latum珊瑚蟲伸展狀態。 皺褶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lat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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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蟲伸展狀態。

珊瑚蟲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呈蕈形，具有短而寬的柱部和扁平的冠

部，冠部邊緣有褶曲，且明顯突出柱部。

珊瑚蟲：珊瑚蟲無骨針，營養體伸展時長可達6 mm，管

狀體小而清晰，二營養體之間約有2~5個管狀體。

骨針：冠部表層含近似棒形的骨針，小型骨針（長度

<0.1 mm）的棒頭不明顯，近似橢圓形，較大骨針之棒

頭較明顯，且有葉形突起，長度可達0.2 mm，柄部突起

可能成環排列。冠部內層含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0.25 

mm，表面多突起，略彎曲。柱部表層含橢圓形骨針，

長約0.03~0.08 mm，與冠部表層相似，較大骨針則為棒

形。柱部內層含桶形和絞盤形骨針，長可達0.3 mm，表

面多突起，通常在中央呈二環及兩端呈叢狀。 

東沙分布：外環礁東及南側水深10~15 m礁區。

世界分布：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形態與皺褶肉質軟珊瑚（S. latum）

相似，但骨針明顯不同。

南灣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nanwanensis Benayahu & Perkol-Finkel, 2004

Sarcophyton nanwanensis珊瑚體。

南灣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nanwanensis）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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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蕈形，冠部較柱部大，中央略凹入，

邊緣明顯較薄，形成波狀褶曲，外形不規則，大群體形

態往往不對稱。生活群體通常呈黃褐或灰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伸展時長度可達6 cm，在

冠部邊緣分布較密，近中央處較疏。二營養體之間的管

狀體數目，在邊緣處為1~2個，中央處為5~7個。

骨針：冠部表層含二類棒形骨針，一類較短者長度約

0.06~0.10 mm，另一類較長者約0.15~0.40 mm，二者棒

頭及柄部皆不突出，且皆具有扁的錐狀突起，呈環狀或

不規則分布；冠部內層骨針為細長針形或柱形，長約

0.2~0.6 mm，有些稍彎曲，表面的突起很少。柱部表層

骨針也是棒形，長約0.08~0.20 mm，表面的突起呈環狀

分布；柱部內層骨針為兩端尖銳的紡錘形，長度可達1.7 

mm，有些呈彎曲狀，少數有分叉。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0 m之間的礁石平台

或斜坡。

世界分布：越南、台灣東沙。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形態與藍綠肉質軟珊瑚（ S . 

glaucum）和優雅肉質軟珊瑚（S. elegans）的部分群體相

似，但是骨針形態不同。

珊瑚體邊緣形成波狀褶曲。

珊瑚蟲近照。

明確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serenei Tixier-Durivault, 1958

Sarcophyton serenei珊瑚體。

明確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serenei）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 = 0.05 mm； B, C = 0.1 mm； D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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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蕈狀，冠部大致扁平，邊緣的褶曲

甚厚，形成下垂的葉狀，柱部短、上寬下窄。生活

群體呈綠褐或黃褐色，珊瑚蟲收縮時呈灰綠色或灰褐

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延展時可達5 mm，均勻

且密集分布於冠部表面，間隔約1.0~1.5 mm，管狀體

小，二營養體之間約有1~3個管狀體。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為棒形或棍形，長約0.07~0.15 

m m，棒頭有扁平突起；另有紡錘形骨針，長約

0.1~0.2 mm，表面有錐形突起；冠部內層骨針為紡錘

形，長度可達0.6 mm，表面有錐狀突起，有些骨針形

狀不規則或有不規則分叉。柱部表層骨針為棒形或柱

形，長約0.10~0.25 mm，表面多錐狀突起；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紡錘形或柱形，長約0.2~0.4 mm，另有不規則分

叉或多角形骨針，長度相似。

東沙分布：常見於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0 m之間的礁石平台或斜坡。

世界分布：印尼、南海、台灣墾丁海域。

相似種： 本種群體外形與藍綠肉質軟珊瑚（S. glaucum）和杯形肉質軟珊瑚（S. ehrenbergi）不易分辨，但本種群

體較扁平，邊緣較厚，骨針形態有明顯差異。

珊瑚體邊緣的褶曲甚厚。

珊瑚蟲近照。

星形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stellatum Kükenthal, 1910 

Sarcophyton stellatum珊瑚體群集。 34.5 星形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stellat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 C = 0.1 mm； B, D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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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 珊瑚體呈蕈狀或花環狀，冠部大致呈圓形，邊緣

有波狀褶曲，柱部明顯。生活群體呈金黃色、黃綠或黃褐

色，珊瑚蟲收縮時呈灰藍色或灰綠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營養體大而明顯，延展時長度可達10 

mm，均勻且密集分布於冠部表面，間隔約0.9~1.3 mm，管

狀體小，二營養體之間約有2~3個管狀體。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為棒形，長約0.08~0.24 mm，中間有明

顯腰部，棒頭有葉狀突起，柄部則有一環錐形突起；冠部內

層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20~0.35 mm，表面有錐狀突起或小

疣突。柱部表層骨針為棒形，長約0.09~0.15 mm；柱部內層

骨針大多為橢圓形或圓柱形，長約0.24~0.30 mm，中間有二

圈環狀疣突，頂端突起則呈叢狀。

東沙分布：常見於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5 m之間的礁石平

台或斜坡。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海域（包括

紅海），在各海域皆甚常見。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與星形肉質軟珊瑚（S. stellatum）或

藍綠肉質軟珊瑚（S. glaucum）的部分群體相似，但是骨針

形態不同，本種柱部內層之橢圓形或圓柱形骨針為鑑別特

徵。

珊瑚蟲伸展的珊瑚體。

珊瑚蟲近照。

花環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trocheliophorum von Marenzeller, 1886

Sarcophyton trocheliophorum的大型群集。

花環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trocheliophorum） 的骨針。A：冠部表層；B： 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珊瑚蟲收縮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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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盤形，冠部中央稍微凹入，邊緣較高且有

褶曲，柱部明顯較小。珊瑚蟲收縮時群體表面有許多小突

起，高和寬各約2~3 mm，小突起於群體中央較明顯，邊緣

則較小。生活群體呈灰褐色或綠褐色，珊瑚蟲收縮時呈褐色

或綠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雙型，小突起通常由一隻營養體和周圍數隻

管狀體構成，營養體大而明顯，其間之間隔變異大，約1~10 

mm，二營養體之間有許多管狀體，可達20個。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為棒形，長約0.06~0.20 mm，棒頭有疣

突，另有較長的紡錘形骨針；冠部內層骨針亦為紡錘形，

長度可達0.6 mm，有些中央有腰部或有分叉。柱部表層骨

針為棒形，長約0.08~0.20 mm，突起通常呈環狀排列，另有

少數梭形和絞盤形骨針；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紡錘形，長約

0.2~0.3 mm，另外可能有一些形態不規則的骨針。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航道附近或外環礁槽溝鄰近沙底的礁

石上。

世界分布： 香港、台灣澎湖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較獨特，通常易辨認，但可能與

明確肉質軟珊瑚（S. serenei）之小型群體混淆，兩者骨針不

同。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體。

珊瑚蟲近照。

小突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tumulosum Benayahu & van Ofwegen, 2009

Sarcophyton tumulosum珊瑚蟲伸展態。

小突肉質軟珊瑚（Sarcophyton tumulosum）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0.1 mm。

珊瑚蟲部分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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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表面的突起。

片狀突起與珊瑚蟲。

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柱部寬而短。冠部表面大多為側扁的

片狀突起，不規則分布，另偶有結節狀或指狀突起。生活群體呈

灰白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細小，不具骨針，均勻密集分布於冠部及

脈狀突起表面。

骨針：冠部表層含棒槌形骨針，長約 0.08~0.15 mm，另有柱形

骨針，長度在0.2 mm以內；柱部表層的棒槌形骨針稍寬大，長約 

0.10~0.18 mm。冠部及柱部內層主要為紡錘形骨針，長度在3.5 

mm以內，其表面有突出而粗糙的不規則突起，密集覆蓋在骨針表

面。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3~20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越南芽莊、夏威夷群島、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短小指形軟珊瑚（S. exilis）部分群體

相似，但骨針形態不同。

分隔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abrubta Tixier-Durivault, 1970

Sinularia abrupta大型珊瑚體。

分隔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abrubt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05 mm；B = 0.1 mm；D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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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群體呈小叢形，有明顯的柱部，冠部有許多

脈狀分枝，由此再分出小分枝，收縮時分枝甚硬且頂端漸

尖。生活群體呈黃綠或淡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分布在脈狀分枝和小分枝表面，珊瑚蟲周

圍骨針呈八點環狀，由彎曲小紡錘形骨針及棒狀骨針形

成。

骨針：冠部表層骨針為棒槌形，長度約0.05~0.10 mm，少

數可達0.20 mm；長棒形骨針則長達0.25 mm，頭部較粗

且多突起；另有紡錘形骨針，長可達0.35 mm，表面有小

疣突。柱部表層骨針與冠部表層骨針相似，其中棒槌形骨

針的棒頭比較寬、疣突較多，而紡錘形骨針則較寬而短；

冠部與柱部內層骨針皆為大紡錘形，尾端不分叉，長度可

達4.0 mm，表面多複雜突起。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 m以深的槽

溝或斜坡上。

世界分布：印尼摩鹿加群島、台灣東沙。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可能與細枝指形軟珊瑚（ S . 

leptoclados）混淆，但其脈狀分枝較大，且分枝頂端漸

尖。

珊瑚蟲伸展的珊瑚體。

珊瑚體冠部的分枝。

尖銳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acuta Manuputty & van Ofwegen, 2007

Sinularia acuta珊瑚群體。 尖銳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acut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05 

mm；B、D = 0.4 mm。

珊瑚蟲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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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通常為表覆形，柱部很短，冠部表面形

態有多種變異，包括葉狀、脊狀或指狀隆起。群體收縮

時，表面的脊略顯彎曲，珊瑚體粗糙而堅硬。生活群體

呈黃或綠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大而突出，可能呈淡黃、黃綠或

白色，不均勻分布於表面，在邊緣較集中。

骨針：冠部表層含有許多T字形的棒形骨針，長約

0.12~0.22 mm之間，棒頭的寬度通常在0.06~0.15 mm 之

間，表面有許多突起；柱部表層含相似形態的骨針，長

寬也大致相似。冠部和柱部內層骨針為粗大的紡錘形，

長度可達4 mm，寬度可達0.65 mm，大骨針於組織內清晰可見。

東沙分布：零星分布於航道區及外環礁槽溝鄰近沙底的礁區。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本種形態特殊，易辨認。

Sinularia brassica的指形珊瑚體。 珊瑚蟲近照。

卷曲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brassica May, 1898 

Sinularia brassica的葉形珊瑚體。

卷曲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brassic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B、D = 0.5 mm。

珊瑚體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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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與珊瑚蟲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具有明顯的柱部，冠部表面

多細長柔軟的分枝，兩者之間有明顯分界。生活群體呈

黃褐或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短小，呈淡黃色，密集分布於分枝表

面，而於冠部表面較疏，柱部無珊瑚蟲。

骨針：分枝表層骨針大多為棒形，長約0.06~0.12 mm，

棒頭多大突起，棒柄有一環小突起；另有紡錘形骨針，

長約0.15~0.30 mm，表面有小而鈍突起。柱部表層含稍

大的棍棒形骨針，多數長度在0.08~0.12 mm之間。分枝

及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1.8 mm，表面有

略呈圓形的齒狀突起。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5~25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越南芽莊、帛琉、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與部分叢狀指形軟珊瑚（S. lochmodes）相似，但是後者分枝及柱部表層骨針較長。

毛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capillosa Tixier-Durivault, 1970

Sinularia capillosa的珊瑚體群集。 毛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capollos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B、D = 1. 0 mm。

珊瑚體表面多細長柔軟的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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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柱部短而較窄，冠部寬而

大，表面有許多直立而側扁的分枝；分枝長短不一，

長者可達40 mm，寬約15 mm，短者呈結節狀，少數較

大分枝另有次生分枝。生活群體呈灰白或灰藍色。

珊瑚蟲：珊瑚蟲短而小型，密集分布於冠部及分枝表

面，可完全收縮入肉質組織中，僅留下不明顯的小開

口。

骨針：分枝表層骨針大多為棒形，長約0.06~0.10 mm，

少數長可達0.14 mm，棒頭有不規則突起，棒柄的突起

成環狀排列；另有紡錘形骨針，長約0.15~0.25 mm，

表面有鈍突起，也有介於二者之間的過渡型骨針。柱

部表層骨針亦為棍棒形，長約0.06~0.10 mm，稍寬大一

些。分枝及柱部內層骨針皆為紡錘形，長可達3 mm，

中央部位稍收縮，表面有圓齒狀突起。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或航道區水深5~25 m的

槽溝或斜坡上。

世界分布：印尼摩鹿加群島、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外型與短小指形軟珊瑚（S . 

exilis）部分群體相近，但本種的表面光滑，骨針形態

亦不同。

珊瑚體呈表覆形。

珊瑚蟲收縮狀態。

光滑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ceramensis Verseveldt, 1977 

Sinularia ceramensis的大珊瑚體。

光滑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ceramensis）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E：柱部內層骨針的結節狀突起。比例

尺：A、B = 0.1 mm；C = 0.5 mm；E = 0.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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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常形成大群體，冠部肉質組織

肥厚，表面有圓或橢圓形的脈狀突起，由此分出數個圓錐

形小突起，當群體收縮時呈圓頂形。生活群體大多呈淡黃

或淡藍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分布於群體表面，於脈狀分枝處較

多，共肉表面較疏，收縮時珊瑚孔稍突出，直徑約1 mm。

骨針：珊瑚蟲含有桿形骨針，長約0.08~0.16 mm；冠部及

分枝表層骨針大多為棒形，多數長度在0.12~0.20之間，少

數較大者長度可達0.35 mm，棒頭有許多圓或尖的突起，

頂端呈銳角向上，突起大多膨大為葉形呈環狀排列，棒柄

另有小突起，通常於中央處排列成環狀；另有少數柱形骨

針，長約0.2~0.3 mm。柱部表層骨針形態與冠部相似，皆

為棒形，但稍粗大些。冠部與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

長度多在1 mm以上，較長者可達5 mm，表面有許多略呈圓

形的突起。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或航道區水深5~20 m的礁區

或斜坡上。

世界分布：越南芽莊、模里西斯、馬達加斯加、新克里多

尼亞、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Sinularia abhishiktae近似，但是後者珊瑚蟲無骨針。

珊瑚體冠部肉質組織肥厚。

脈狀分枝與珊瑚蟲。

肥厚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crassa Tixier-Durivault, 1945

Sinularia crassa珊瑚體。

肥厚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crassa）的骨針。A： 珊瑚蟲；B： 冠部表層；C： 柱部表層；D： 冠部內層；E： 柱部內層。比例尺：A、B、C = 0.05 mm；

D、E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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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柱部短，冠部表面有小指形突

起，單獨或相連呈脈狀，不規則分布。生活群體呈淡黃或藍

灰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不均勻分布於冠部表面，於指型突起

較密集，於共肉表面則較分散。珊瑚蟲收縮時之開口直徑小

於1.0 mm。

骨針：冠部表層含棒形骨針，長度介於0.12~0.22 mm 之間，

其棒頭形態多變異，含各式各樣的突起，寬度也頗不一致。

柱部表層含較粗的棒形骨針，形態變異更大，有些具有長而

大的突起，近似三輻或十字形骨針，長度大多在0.11~0.18 mm之間。脈狀分枝內層含粗大紡錘形骨針，長可達3.3 

mm，直或彎曲皆有，有些於一端有分叉，表面有結節狀突起；柱部內層也含相似的紡錘形骨針，但稍短且稍細，

分叉更常見。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5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波里尼西亞、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直立指形軟珊瑚（S. erecta）近似，但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珊瑚體表面有小指形分枝。

分枝與珊瑚蟲伸展近照。

變形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deformis Tixier-Durivault, 1969

Sinularia deformis珊瑚體。 變形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deformis）的骨針。A： 冠部表層；B： 柱部表層；C： 冠部內層；D： 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B、D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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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柱部短，高約0.5~1.5 

mm，冠部稍大，表面分布脈狀或脊狀突起，脈狀

突起有次生分枝，略呈側扁。生活群體呈褐色或黃

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通常呈白色或淡黃色，密集

分布於冠部及分枝表面。

骨針：珊瑚蟲含小桿形和棒形骨針，長度在0.2 mm

以內。冠部及脈狀分枝表層含棒槌形骨針，長約

0.06~0.20 mm，棒頭略呈圓形，另有過渡型的柱形

骨針。柱部表層也含棒形骨針，其棒頭較大突起較

多。冠部及柱部內層骨針為紡錘形，長可達3.8 mm，表面多突起；有些骨針的一端圓鈍，有些則分叉。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5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夏威夷、馬爾地夫、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可能與部分變形指形軟珊瑚（S. deformis）及直立指形軟珊瑚（S. erecta）群體近似，但冠部

及柱部表層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密集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densa （Whitelegge, 1897）

Sinularia densa珊瑚體。 密集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densa）的骨針。A： 冠部表層；B： 冠部內層；C： 柱部表層；D： 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B、D = 0.5 mm。

珊瑚蟲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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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團塊形，具有稍厚的柱部，盤部表面有許多

直立的指形分枝，通常聯合成脈狀，且有次生小分枝，大多為

指形，有些短小呈結節狀。珊瑚體收縮時質地堅硬；生活群體

呈灰藍或灰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短小，密集分布於分枝及盤部表面，呈綠褐或

黃褐色，可完全收縮。

骨針：珊瑚蟲含小棒形或柱形骨針，長約0.05~0.10 mm；分枝

表層骨針為棒槌形或棍棒形，長約0.07~0.10 mm，棒頭有葉形

突起，另有桿形骨針長約0.12~0.20 mm；柱部表層骨針與分枝

表層相似，但稍大些。分枝與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長度

可達2.4 mm，表面常有複雜的突起，也可能有分枝。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約5~20 m的礁區。

世界分布：紅海、馬達加斯加、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可能與部分變形指形軟珊瑚（ S . 

deformis）及密集指形軟珊瑚（S. densa）群體近似，但柱部內

層骨針較大且常有分叉。 珊瑚體分枝。

直立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erecta Tixier-Durivault, 1945

Sinularia erecta珊瑚體。

直立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erecta）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 = 0.05 mm；B、D = 0.1 

mm；C、E = 0.5 mm。

Sinularia erecta珊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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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蟲伸展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為低矮表覆形，柱部短，常形成大群體緊密覆蓋

在礁石表面，珊瑚體直徑可達1 m以上，冠部表面有許多短的結節

狀突起，有些突起相連成脊狀。珊瑚體質地堅硬。生活群體呈灰

褐色或灰藍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短小，密集分布於突起及盤部表面，呈綠褐或黃

褐色，可完全收縮。

骨針：冠部及基部表層骨針為棒槌形，頂端有葉片形突起，長約

0.08~0.12 mm，另有桿形和紡錘形骨針，長約0.14~0.23 mm；冠部

突起的內層含紡錘形骨針，長約0.3~0.4 mm；柱部內層含紡錘形骨

針，直或彎曲，長度可達3.5 mm，表面有大而鈍的疣狀突起，中

央有束腰狀構造。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海流稍強的外環礁水深約3~15 m處。

世界分布：越南芽莊、台灣墾丁。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絲麗指形軟珊瑚（S. slieringsi）有些重疊，但骨針形態不同。

分離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exilis Tixier-Durivault, 1970

Sinularia exilis珊瑚體。 分離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exilis）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B 、D = 0.1 mm。

珊瑚體表面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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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群體為直立分枝形，由脈狀大分枝上長

出許多小分枝，分枝細長而柔軟，冠部與柱部之間無

明顯分界。常形成大型群體，外觀呈黃、黃褐或綠褐

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在脈狀分枝和小分枝表

面，不完全收縮。

骨針：小分枝頂端附近無骨針，愈靠近群體基部的骨

針愈多，也愈大型。柱部表面骨針為棒形，長度多數

在0.07~0.15 mm之間，少數長可達0.25 mm，棒頭大而

柄部漸小，小骨針則近似橢圓形，表面有低矮而鈍的

突起。分枝內層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3~0.7 mm；柱部內層骨針變異大，近基部者長度可達3.5 mm，常呈不規則

彎曲或分叉，表面有圓的鋸齒狀突起。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海流稍強的礁石平台上，常聚集生長。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的形態獨特，容易鑑定，但仍須檢視骨針，因可能與毛指形軟珊瑚（S. capillosa）及短指形

軟珊瑚（S. humilis）等混淆。

珊瑚蟲收縮狀態。

分枝與珊瑚蟲伸展狀態。

柔軟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flexibilis （Quoy & Gaimard, 1833） 

Sinularia flexibilis珊瑚體。 柔軟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flexibilis）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mm；B、D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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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呈叢形。

珊瑚蟲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為叢形，柱部稍厚，其上延展出數個

脈狀分枝，並由此長出許多次生分枝，分枝呈指形或

結節狀，頂端圓鈍。珊瑚體收縮時呈團塊形，小分枝

聚集成團，珊瑚體質地稍軟。生活群體呈綠褐色或灰

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在脈狀分枝和小分枝

表面。

骨針：分枝表層骨針形態多樣，主要為棒形，棒頭有

不規則突起及中央環，少數呈分枝形或不規則形，長

約0.08~0.15 mm。柱部表面骨針也很多樣，形態和大小

皆與分枝表層相似。分枝及柱部內層骨針為紡錘形，長度可達4.0 mm，頂端稍鈍，通常不分叉，表面多疣突，疣

突中央稍凹入，邊緣有小突起。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海流稍強的礁石平台上，或在珊瑚礁鄰近沙底處。

世界分布：斯里蘭卡、越南芽莊、賽席爾、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可能與部分毛指形軟珊瑚（S. capillosa）群體近似，但骨針形態不同。

脈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gibberosa Tixier-Durivault, 1970 

Sinularia gibberosa珊瑚體。 脈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gibberos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05 mm；B、D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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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團塊或叢形，具有寬而厚的柱部，由此分出

數個大脈狀分枝，再分出一系列的指形分枝，末端延長為指

形，珊瑚體柱部質地堅硬，脈狀分枝稍柔軟，略可彎曲。生活

群體呈褐色、灰藍或綠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細小，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而在脈狀分枝基

部及冠部較稀疏，不完全收縮。

骨針：分枝表層骨針為棒形，長約0.08~0.14 mm，棒頭通常有

中央環，棒柄有鈍的突起，另有少數分枝形或不規則形骨針，

長約0.08~0.15 mm。柱部表層也含棒形骨針，與表層相似。分

枝及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3.5 mm，頂端稍鈍，通常無分叉，表面通常有大疣突。

東沙分布：主要生長在外環礁水深5~20 m 的礁石平台或礁斜坡上。

世界分布：菲律賓、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可能與部分極大指形軟珊瑚（S. maxima）群體近似，但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珊瑚體脈狀分枝。

珊瑚體分枝與珊瑚蟲。

巨葉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grandilobata Verseveldt, 1980 

Sinularia grandilobata珊瑚體。 巨葉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grandilobat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05 mm；B、D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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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表覆形，柱部短，冠部寬大，表面有許多葉

狀或片狀突起，密集分布，使珊瑚體表面呈現彎曲、大小不一

的分隔或迷宮狀構造。

珊瑚蟲：珊瑚蟲小型，密集分布於冠部分枝表面，可完全收縮

入凹下的小孔中，孔徑約 0.4~0.6 mm，相隔約0.8~1.0 mm。

骨針：冠部表層含棒形骨針，長度在0.09~0.25 mm之間，但多

數在0.12~0.17 mm之間，且棒頭突起呈環帶狀或不規則狀；另

有一些近似紡錘形骨針長約0.2~0.3 mm；柱部表層含稍大的棒

形骨針，另有少數不規則形骨針如十字形、柱形、雙頭形等，

這些骨針也可能出現於冠部表層。冠部及柱部內層皆含兩端圓

鈍的紡錘形或柱形骨針，外觀似長橢圓形或菱形，其中多數有

腰帶環，長度可達2.20 mm，寬度達0.65 mm，表面多突起。

東沙分布：外環礁東部及南部水深5~25 m之礁區。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西太平洋珊瑚礁區及紅海。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丘突指形軟珊瑚（ S . 

tumulosa）部分群體近似，但其內層橢圓形骨針為鑑別特徵。分枝與珊瑚蟲。

迴旋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gyrosa （Klunzinger, 1877）

Sinularia gyrosa珊瑚體。

迴旋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gyros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B、D = 0.5 mm。

珊瑚體的葉狀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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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有一明顯柱部，冠部有許多

分枝與次生分枝，末端分枝為小指形或突起狀。生活

群體通常呈黃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不完全收

縮，收縮時表面呈小突起狀。

骨針：珊瑚蟲含棒形骨針，長約0.12~0.24 mm，但棒

頭不膨大，突起少，觸手則含小柱形骨針。分枝頂

端附近幾乎無骨針，分枝基部及柱部表層大多為棒

形骨針，長約0.10~0.15 mm，少數為梭形骨針，長約

0.17~0.40 mm，表面皆有明顯的高突起。分枝基部的內

層含大紡錘形骨針，通常呈不規則彎曲或有分叉，長度可達6 mm；柱部內層含相似的大紡錘形骨針，但形態較規

則，另有梭子形骨針，長約1.0~2.0 mm。

東沙分布：主要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0 m 的礁石平台或礁斜坡，較常見於礁斜坡區。

世界分布：馬達加斯加、帛琉、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大指形軟珊瑚（S. macropodia）部分群體近似，但骨針形態不同。

珊瑚體部分收縮（白色部分）。

分枝及珊瑚蟲近照。

異骨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heterospiculata Verseveldt, 1970

Sinularia heterospiculata珊瑚體。 異骨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heterospiculata）的骨針。A：珊瑚蟲及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 = 0.1 mm；B、D-2 

= 1.0 mm；C = 0.2 mm；D-1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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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叢形，柱部短，冠部表面有許多細長的指

形分枝，部分聚合成脈狀，分枝基部較寬，頂端漸尖。珊瑚

體柱部質地堅硬，分枝則相當柔軟。生活群體呈黃褐色或綠

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突出於分枝表面，延展時高約2.0 mm，密

集分布於分枝表面，脈狀分枝基部及冠部較稀疏，不完全收

縮。

骨針：分枝表層骨針為棒形，長度變異大，約0.08~0.34 

mm，小骨針的棒頭有許多為小突起，柄部少突起，大骨針

的棒頭不明顯，稍彎曲。柱部表層骨針的形態與大小皆與分

枝表層相似；分枝及柱部內層骨針為紡錘形，長度可達3.5 

mm，大型者通常彎曲，無分叉，表面有圓或錐形的疣突。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3~25 m的礁石平

台上或鄰近沙底處。

世界分布：馬爾地夫、菲律賓、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叢狀指形軟珊瑚（S . 

lochmodes）混淆，但兩者骨針形態不同。

Sinularia hirta珊瑚體。

分枝與珊瑚蟲近照。

菊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hirta （Pratt, 1903）

Sinularia hirta珊瑚體。 菊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hirta）的骨針。A：珊瑚蟲及觸手；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 、B、D = 0.1 mm；

C 、E = 1.0 mm。

珊瑚蟲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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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平舖的叢形，柱部短而堅硬，冠部含許多

扁平的葉狀分枝，每一分枝有許多小分枝，小分枝呈扁平指

形或結節狀，分枝及小分枝皆相當柔軟。生活群體通常呈暗

褐、黃褐或紅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間隔約 1~1.5 

mm，但在冠部表面較疏，柱部無珊瑚蟲。 

骨針：分枝表層含小棒形骨針，長約0.12~0.16 mm，也有較大

的棒形骨針，長約0.18~0.31 mm，其柄部平滑；柱部表層也含

棒形骨針，長約0.12~0.21 mm，另有棒狀紡錘形骨針，長約

0.24~0.38 mm。分枝及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3 

mm以上，表面有圓的疣突，其中分枝內層的骨針較窄小些。

東沙分布：外環礁南面水深10~20 m的礁區斜坡。

世界分布： 馬達加斯加、帛琉、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的扁平分枝形態獨特，易分辨，但仍需

檢驗骨針以確認。

分枝與珊瑚蟲伸展狀態。

扁平分枝近照。

胡氏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humesi Verseveldt, 1971

Sinularia humesi珊瑚體。

胡氏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humesi）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　　　　　　　　　　　。比例尺：A 、C = 0.1 

mm；B 、D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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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部的粗短小分枝。

分枝與珊瑚蟲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呈表覆形，柱部短，冠部含許多粗短的指形分

枝，每一分枝分出許多小分枝，小分枝環繞大分枝排列而呈花

環狀或波狀。生活群體通常呈土黃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間隔約 1 mm，但

在冠部表面較疏，柱部無珊瑚蟲。

骨針：珊瑚蟲含小棒形骨針，長度在1.5 mm以內，觸手則含

柱形骨針，長約0.1 mm。分枝表層含棒形骨針，長度可達0.25 

mm，多數棒頭中央突起呈環狀，另有紡錘形骨針，長可達0.35 

mm，表面有簡單或低伏的突起；柱部表層也含相似骨針，但稍

粗大些，另有少數小絞盤形骨針。分枝及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

骨針，長度可達2 mm，表面有小的疣突，有些呈彎曲狀或有側

向分枝。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5~20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 帛琉、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丘突指形軟珊瑚（S. tumulosa）

混淆，但骨針形態不同。

短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humilis van Ofwegen, 2008

Sinularia humilis大型珊瑚體。

短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humilis）的骨針。A：珊瑚蟲及觸手； B：分枝表層； 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B、D = 0.2 

mm； C、E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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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小叢形，柱部寬而堅硬，長可達5 cm以上，

冠部含許多脈狀分枝，每一分枝上有許多小分枝，小分枝呈小

指形或結節狀。生活群體通常呈黃褐或灰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收縮時於表面呈

小突起狀，間隔約 1 mm。

骨針：分枝表層含較粗大的棒形骨針，長約0.17~0.25 mm，棒

頭有突出或簡單的突起，有些突起呈葉狀；柱部表層含相似骨

針，但稍短而寬。分枝及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

3 mm，有些呈彎曲狀或有分叉，表面有小火山形疣突或圓的齒

狀突起。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15 m的礁區與沙底交界處或

槽溝附近。

世界分布： 越南芽莊、澳洲大堡礁、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叢狀指形軟珊瑚（ S . 

lochmodes）或脈指形軟珊瑚（S. gibberosa）混淆，但骨針形態

不同。

脈狀分枝。

小分枝與珊瑚蟲近照。

混淆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inexplicita Tixier-Durivault, 1970

Sinularia inexplicita的珊瑚體。

混淆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inexplicita）的骨針。A：分枝表層； B：分枝內層； C：柱部表層； 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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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叢形或團塊形，柱部稍厚，其上有

數個脈狀分枝，由此延伸出一系列小分枝，分枝大多

為指形，小分枝則呈短小結節狀。珊瑚體基部質地堅

硬。脈狀分枝稍軟。生活群體呈黃褐色或灰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突出於分枝表面，延展時高約1 ~ 2 

mm，分枝表面較密，脈狀分枝基部及盤部較稀疏，不

完全收縮。

骨針：分枝表層骨針為棒形，長約0.08~0.11 mm，頭部

有鈍突起，傾斜向上，柄部較細，有少數鈍突起。柱

部表層骨針也是棒形，頭及柄部稍大；內層骨針為紡

錘形，長度可達4 mm，有些呈不規則彎曲或有分叉，

表面有許多小的圓形疣突。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海流稍強的礁石平台上，或在

珊瑚礁鄰近沙底處。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西太平洋珊瑚礁區，南自澳洲

大堡礁，北至琉球群島。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菊指形軟珊瑚（S. hirta）

及混淆指形軟珊瑚（S. inexplicata）相似，但骨針形態

不同。

珊瑚體呈叢形。

分枝及珊瑚蟲近照。

叢狀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lochmodes Kolonko, 1926

Sinularia lochmodes珊瑚體。

叢狀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lochmodes）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B、D = 1.0 mm。

珊瑚蟲部分收縮的珊瑚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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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扁平樹狀，有明顯的柱部。盤部表面延展出數

個小型脈狀分枝，衍生出一系列的短指形分枝，末端略呈圓鈍

狀。珊瑚體質地堅硬，脈狀分枝活體顏色為褐色，柱部為淺灰褐

色。

珊瑚蟲：有些珊瑚蟲不完全收縮，而完全收縮的珊瑚蟲看起來呈

現微微隆起的半球形，觸手向內彎曲。珊瑚蟲基部由縱向、表面

平滑的棒狀骨針組成。

骨針：分枝表層的骨針呈不規則分佈，某些部位非常密集，其

他部位則幾乎無骨針。骨針呈柱形或不規則的小棒形，長約

0.10~0.22 mm，表面有疣突，有些一端分叉或呈十字形。柱部表

層含棒形骨針，但寬度較寬，疣突更為不規則且大，或由數個疣

突重疊組成；內層骨針為紡錘形，長度可達3.6 mm，呈不規則

彎曲，有一端分叉或有次生分枝，表面有中型的圓形疣突密集分

佈。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航道區及外環礁水深10~25 m鄰近沙地的

礁區。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太平洋，包括：馬達加斯加、模里西

斯、澳洲大堡礁、新克里多尼亞、越南、沖繩、關島、斐濟等。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形態與部分櫟葉指形軟珊瑚（ S . 

querciformis）相似，但分枝表層骨針形態不同。

珊瑚體。

分枝及珊瑚蟲。

大足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macropodia （Hickson & Hiles, 1900）  

Sinularia macropodia珊瑚體。

大足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macropodia） 的骨針。A： 珊瑚蟲； B： 分枝表層； C： 柱部表層； D： 分枝及柱部內層。比例尺：A、B、C = 0.1 mm； D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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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高大的柱部。

珊瑚蟲收縮狀態。

分枝及珊瑚蟲伸展狀態。

珊瑚體：珊瑚體為高大分枝形，具有高大的柱部，冠部表

面有許多粗大的分枝，由此長出次生分枝，小分枝長約2~5 

cm，頂端圓鈍。柱部與冠部之間的分界不明顯。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間隔約

1.0~1.4 mm，觸手頂端圓點狀，環繞口部。 

骨針：珊瑚蟲含有稍彎曲的小柱形骨針，長約0.10~0.15 

mm。分枝表層含棒槌形骨針，長約0.06~0.15 mm，棒頭

有葉狀突起，另有兩端尖或鈍的柱形骨針，長約0.15~0.50 

mm；柱部表層也含相似的棒槌形和柱形骨針。分枝內層及

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直或稍彎曲，長度變異大，可

達3.3 mm，較大者兩端呈圓鈍狀，表面密集分布大而突出

的疣突。

東沙分布：外環礁北、東、南側水深5~20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馬達加斯加、帛琉、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巨葉指形軟珊瑚（S . 

grandilobata）混淆，但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巨大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maxima Verseveldt, 1971

Sinularia maxima珊瑚體。 巨大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maxim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05 

mm；B、D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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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表覆形，緊附礁石表面生長，可形成

大群體，柱部甚短，冠部有許多呈小叢的脈狀分枝，分

枝略呈側扁，頂端圓鈍或不規則彎曲。生活群體通常呈

綠褐或黃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短而小，白或淡黃色，密集分布於分枝

表面，可完全收縮，開口稍下凹。

骨針：分枝表層骨針主要為棒形，長度約0.08~0.20 

mm，頭部有不規則突起及中央環，而較長的骨針往往

中央環不明顯；柱部表層骨針形態和大小皆與分枝表層

相似，不過棒狀骨針頭部下方的長柄較寬厚，且中央

環較不明顯。分枝與柱部內層骨針皆為紡錘形，有時略微彎曲且頂端稍鈍，偶有分叉，柱部內層骨針長度可達3.6 

mm，分枝內層骨針則可達3.0 mm，骨針表面有許多小疣突起，通常呈橫向排列。

東沙分布：外環礁北、東、南側水深3~20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印尼摩鹿加群島、安達曼海、泰國普吉島。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可能與部分眾多指形軟珊瑚（S. numerosa）或丘突指形軟珊瑚（S. tumulosa）近似，但骨針

形態不同。

珊瑚體呈表覆形。

分枝及脈狀突起分枝。

小葉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nanolobata Verseveldt, 1977

Sinularia nanolobata大型群體。

小葉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nanolobat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 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分枝及珊瑚蟲伸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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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狀分枝及珊瑚蟲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柱部短而堅硬，冠部表

面有許多脈狀、片狀或小指形突起，脈狀分枝上有

許多次生分枝，成簇密集分布，生活群體為灰褐或

黃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收縮

時於表面呈小突起狀，於突起或分枝上較密，間隔

約 1 mm，於共肉表面較疏。

骨針：分枝表層含細長的棒形骨針，長約0.09~0.18 

mm，棒頭中央有環帶，但較大骨針的環帶不明顯。

柱部表層也含棒形骨針，長約0.10~0.22 mm，較分

枝表層者稍寬。分枝及柱部內層含紡錘形骨針，長

度可達3.5 mm，直或彎曲，通常不分叉，表面疣突通常呈橫向排列。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5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 新克里多尼亞、馬達加斯加、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丘突指形軟珊瑚（S. tumulosa）混淆，但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眾多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numerosa Tixier-Durivault, 1970

Sinularia numerosa珊瑚體。 眾多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numeros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 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珊瑚體的分枝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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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 珊瑚體為表覆形，柱部具有厚實的基底，冠部表面

上延展出許多脈狀分枝，並由此長出許多次生分枝；分枝呈結

節狀，頂端圓鈍，密集分布，顯得相當擁擠。生活群體為淡褐

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短小而密集分布在分枝及冠部表面，間

隔約1 mm，相當均勻。

骨針：分枝表層的骨針呈棍棒形，棒頭有不規則突起，長約

0.08~0.32 mm，小的棍棒狀骨針，棒頭有中央環；柱部表層也

含棍棒形骨針，長度約0.08~0.18 mm，但棒頭的不規則突起較

大，且柄部也較寬厚。分枝內層及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直或稍微彎曲，頂端不分叉，長度可達3.20 mm，大

骨針通常有中央腰帶環，表面有小刺狀或鋸齒狀疣突，呈橫向排列。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5~25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新克里多尼亞、波里尼西亞群島。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短指形軟珊瑚（S. humilis）混淆，但骨針形態不同。

   

結節狀分枝及珊瑚蟲。

分枝珊瑚蟲收縮狀態。

絢麗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ornata Tixier-Durivault, 1970

Sinularia ornata群體照。 絢麗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ornata）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柱部表層；D：分枝及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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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及珊瑚蟲近照。

珊瑚體的脈狀分枝。

珊瑚體：珊瑚體呈叢形，具有厚實的柱部基底，冠部

表面延展出許多扁平的脈狀分枝，並在頂端衍生出次

生分枝，呈結節狀或指形，生活群體為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小而密集分布在分枝及冠部表

面，在分枝上較密集，但在分枝基部及冠部表面較

疏。

骨針：分枝表層含棍棒形骨針，長約0.09~0.18 mm，

棒頭的突起不規則，棒柄呈倒錐形，頂端尖銳；柱部

表層骨針的形態及大小與分枝表層相似，但稍寬大。

分枝及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3.5 mm，

直或不規則彎曲，兩端尖或圓鈍，通常不分叉，表面

多鋸齒狀或半錐形疣突，大骨針中央通常有腰帶狀束

隘。

東沙分布：外環礁東、南及北側水深5~25 m的礁區表

面。

世界分布：越南、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密集指形軟珊瑚（S. 

densa）或直立指形軟珊瑚（S. erecta）混淆，但骨針

形態明顯不同。

冠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pavida Tixier-Durivault, 1970

Sinularia pavida珊瑚體。

冠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pavid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05 mm； B、D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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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小叢形，基部小而薄，盤部表面有許多脈

狀分枝，脈狀分枝再分出小分枝，分枝和小分枝為細指形或

結節狀，珊瑚體質地堅硬。生活群體伸展時呈黃褐色，收縮

時呈灰色。

珊瑚蟲：珊瑚蟲周圍呈八點環狀，由小桿形骨針支持。珊瑚

蟲於指狀分枝上較密集，在珊瑚體表面較稀疏，可收縮入組

織中，

骨針：珊瑚蟲周圍骨針為小桿形，長度在0.20 mm以內；分

枝表層骨針為棒槌形，長約0.10~0.20 mm，有些長達0.30 

mm，棒頭較粗且多突起，另有紡錘形骨針長可達0.50 mm；

柱部表層也含棒槌形和紡錘形骨針，形態及大小與分枝表

層相近。分枝及柱部內層皆含大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3.0 

mm，表面有粗糙的突起。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5 m的礁區皆可發現，常

見於礁區與沙底交界處。

世界分布：台灣澎湖及東沙。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鱗指形軟珊瑚（S. scabra）

混淆，但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珊瑚蟲收縮狀態。

分枝與珊瑚蟲伸展近照。

澎湖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penghuensis van Ofwegen & Benayahu, 2012

Sinularia penghuensis珊瑚體。

澎湖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penghuensis）的骨針。A：珊瑚蟲及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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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叢形或小叢形，柱部短而明顯，冠

部中央有數個直立指形分枝，邊緣延展出脈狀分枝，

並再衍生出許多次生分枝，小分枝呈結節狀，頂端圓

鈍，生活群體呈灰褐或黃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相當大而突出，密集分布在分

枝及冠部表面，間隔約1.5~2.0 mm，觸手深褐色，呈

明顯對比。

骨針：分枝表層含棍棒形骨針，外形較為寬厚，棒頭

不規則突起相當扁平或呈葉片狀，且通常以銳角朝向

上方，底端則尖細，長度約為0.19~0.28 mm；柱部表

層的骨針形態與分枝表層相似，但較粗大些，頭部不

規則突起較粗糙。分枝與柱部內層骨針形態及大小一

致，呈細長紡錘形或稍微彎曲，通常兩端皆尖，長度

達4.0 mm。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5 m的礁區，較常

見於礁區與沙底交界處。

世界分布：馬爾地夫、馬來群島、新克里多尼亞。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大指形軟珊瑚（S. 

macropodia）或變異指形軟珊瑚（S. variabilis） 混

淆，但骨針形態不同。

大型珊瑚體。

珊瑚蟲收縮狀態。

櫟葉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querciformis （Pratt, 1903）

Sinularia querciformis珊瑚體。 櫟葉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querciformis）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珊瑚蟲珊伸展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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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低矮的分枝形，柱部短，冠部有許

多脈狀分枝，並有次級分枝及指形突起，分枝頂端圓

鈍。生活群體呈黃褐或綠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而均勻分布於分枝表面，於

共肉表面較疏，觸手與珊瑚體同色，收縮時呈小突起

狀。

骨針：分枝表層的骨針呈棍棒狀，長度從0.08 mm到

超過0.30 mm都有，長度差異變化大，頭部不規則突

起較窄小，而較長的骨針，通常略微彎曲，底端呈尖

頭狀；柱部外層的骨針成棍棒狀，長度約為0.08~0.20 

mm，亦常可發現不規則或十字形狀的骨針。分枝及柱

部內層骨針相似，長度可達2.8 mm，小型的骨針形狀

可能呈不規則形，骨針表面的小疣突密集分佈，有的

會聚合在一起，邊緣略呈鋸齒狀。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5 m的礁區。

世界分布：塞席爾、新克里多尼亞、越南。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鱗指形軟珊瑚（S . 

scabra）混淆，但兩者骨針形態不同。

珊瑚體冠部的脈狀分枝。

分枝珊瑚蟲伸展狀態。

散枝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ramosa Tixier-Durivault, 1945 

Sinularia ramosa珊瑚群集。

散枝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ramos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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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小型，直徑很少超過20 cm，柱部短，冠部有許多脈狀分枝，並有次級分枝及小指形突起，生活群

體呈綠褐或青灰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觸手與珊瑚體同色，半透明狀，密集分布在冠部分枝表面，於共肉表面較疏。

骨針：冠部分枝表層含棒形骨針，長約0.1~0.2 mm，棒頭多疣突，較大者有中央環；柱部表層含相似的棒形骨

針，長度也相近，但棒頭稍大。分枝內層含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4.6 mm，常呈現彎曲或不規則形態，表面有低

伏的錐形突起；柱部內層也含紡錘形骨針，但較短小，長度可達3.6 mm。

東沙分布：通常聚集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30 m海流稍強的珊瑚礁斜坡。

世界分布：越南芽莊、台灣墾丁及東沙。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澎湖指形軟珊瑚（S. penghuensis）混淆，但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鱗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scabra Tixier-Durivault, 1970 

Sinularia scabra珊瑚體群集。

鱗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scabra）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珊瑚蟲收縮狀態。 分枝與珊瑚蟲伸展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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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冠部的突起。

分枝和珊瑚蟲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具有短的柱部，冠部表面的

脈狀突起相當多樣，包括結節形、指形或扁平指形，

少數突起可能相連成脊狀。珊瑚體質地堅硬，可造

礁。生活群體呈灰褐色或灰藍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冠部表面，不含骨

針，可完全收縮。

骨針：分枝及冠部表面皆含棒形骨針，長度大多在

0.08~0.12 mm之間，較長者可達0.2 mm，棒頭通常有

中央環，其上之突起有些呈葉片狀；另有小紡錘形骨

針，長度可達0.3 mm。柱部表層骨針與分枝表層相

似，但稍粗而短，且其紡錘形骨針含較多突起。分枝

及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3 mm，表面有

簡單或複雜的突起。

東沙分布：外環礁東、南及北部水深3~20 m的礁石表

面。

世界分布：帛琉、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短小指形軟珊瑚（S . 

exilis）或丘突指形軟珊瑚（S. tumulosa）部分相似，但

骨針形態不同。

夏仙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siaesensis van Ofwegen, 2008

Sinularia siaesensis大珊瑚群體。

夏仙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siaesensis）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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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及珊瑚蟲。 珊瑚蟲收縮狀態。

珊瑚體：珊瑚體為低矮的表覆形，常形成大群體緊密覆蓋在礁石表面，珊瑚體直徑可達1 m以上，冠部表面有許多

短的結節狀或丘狀突起，有些突起聚集成簇，柱部短。珊瑚體質地堅硬。生活群體呈黃褐色或灰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短小，密集分布於冠部表面，各珊瑚蟲周圍呈八點環狀，由小桿形骨針支持。

骨針：珊瑚蟲周圍骨針為小桿形，長度在0.2 mm以內，下方基冠的骨針為略彎曲的紡錘形，長度在0.35 mm以內。

分枝表層含棍棒形骨針，長約0.10~0.25 mm，棒頭有不規則突起及中央環帶，較長骨針的中央環不明顯；另有紡

錘形骨針，長度可達0.40 mm，表面有小顆粒狀突起；柱部表層的骨針形態與分枝表層相似，但稍長而大。分枝

內層含大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4 mm，有些有側向分枝，表面有大而粗糙的突起或小刺突；柱部內層含紡錘形骨

針，長可達2 mm，表面有許多粗糙的突起。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3~20 m的礁石表面。

世界分布：印尼、帛琉、台灣澎湖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短小指形軟珊瑚（S. exilis）相似，但骨針形態不同。

絲麗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slieringsi van Ofwegen & Vennam, 1994

Sinularia slieringsi珊瑚體。

絲麗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slieringsi）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B、D = 0.1 mm； C、

E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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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叢形，柱部短而明顯，冠部表面有數

個脈狀分枝，並有許多次生分枝密集分布，分枝頂端圓鈍呈

小圓球狀，大小相當一致，有些稍側扁。生活群體呈土黃色

或黃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各珊瑚蟲周圍

呈八點環狀，由小紡錘形骨針支持；觸手則含小柱形骨針。

骨針：分枝表層含棒形骨針，長約0.10~0.25 mm，多數棒頭

有中央環帶；另有十字形骨針，長約0.09 mm。柱部表層含數

種形態骨針，包括較小的柱形、絞盤形和十字形骨針，長約

0.07~0.12 mm，以及棒形骨針長約0.15~0.23 mm，棒頭有中

央環；另有紡錘形骨針，長約0.3~0.4 mm。分枝內層含紡錘

形骨針，長度可達2 mm，有些有側向分枝，表面有突起；柱

部內層也含紡錘形骨針，大小變異大，長度可達1.7 mm，表

面有密集的突起。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20 m的珊瑚礁

鄰近沙底處。

世界分布： 琉球群島、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絢麗指形軟珊瑚（S. ornata）或散枝指形軟珊瑚（S. ramosa）混淆，但骨針形態

不同。

分枝及珊瑚蟲近照。

脈狀分枝。

宋氏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soongi van Ofwegen & Benayahu, 2012

Sinularia soongi大型珊瑚體。

宋氏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soongi）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184 185

軟
珊
瑚
科  A

lcyoniidae 

軟
珊
瑚
科  A

lcyoniidae 

Sinularia tumulosa珊瑚體（珊瑚蟲伸展狀態）。

分枝與珊瑚蟲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柱部短，冠部表面有許多直立

的指形分枝，少數較長分枝另有小分枝，有些短小分枝則

呈結節狀。珊瑚體質地堅硬，可造礁。生活群體呈黃褐色

或灰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珊瑚體表面，伸展時呈

白色，可收縮入組織中，珊瑚蟲周圍呈八點環狀，由小桿

形骨針支持。

骨針：珊瑚蟲周圍骨針為小桿形，另有紡錘形骨針，長約

0.13 mm；分枝表層骨針為棒槌形，長約0.08~0.28 mm，

棒頭較粗且多突起，另有紡錘形骨針長可達0.36 mm；柱

部表層也含棒槌形骨針，有些長可達0.22 mm；柱部內層

骨針為大紡錘形，長可達2.0 mm，表面多小突起。

東沙分布：東沙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3~20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台灣澎湖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短指形軟珊瑚（ S . 

humilis）混淆，但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丘突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tumulosa van Ofwegen, 2008 

Sinularia tumulosa珊瑚體（珊瑚蟲收縮狀態）。

丘突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tumulosa）的骨針。A：冠部表層；B：冠部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B、D2 = 0.2 mm；

D1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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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群體呈叢狀，有明顯的柱部，冠部表面有許多脈

狀分枝，由此衍生出密集的次生分枝，小分枝呈短指形或結節

狀。生活群體呈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但於共肉表面較

疏，可完全收縮。

骨針：分枝表層含棍棒形骨針，長約為0.17~0.31 mm，棒頭有

不規則突起，部分呈葉片狀，柄部表面有小刺突或小疣突；柱

部表層的骨針形態與分枝表層一致，但稍粗短。分枝與柱部內

層皆含紡錘形骨針，長度可達3.4 mm，多數略為彎曲，兩端圓

鈍或尖，一端偶有分枝，表面有大的疣突，邊緣常呈鋸齒狀。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30 m海流稍強

的珊瑚礁斜坡。

世界分布：波里尼西亞、新克里多尼亞。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絢麗指形軟珊瑚（S. ornata）

或脈指形軟珊瑚（S. gibberosa）混淆，但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珊瑚體脈狀分枝。

珊瑚蟲伸展狀態。

變異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variabilis Tixier-Durivault, 1945

Sinularia variabilis珊瑚體。

變異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variabilis）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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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小叢形，柱部窄小，高約1~2 cm，

冠部表面有脈狀分枝，由此長出許多小分枝，小分枝

呈結節狀。生活群體伸展時呈綠褐或黃褐色，收縮時

呈灰色，質地堅硬。。

珊瑚蟲：珊瑚蟲周圍呈八點環狀，由小桿形骨針支

持。

骨針：珊瑚蟲周圍骨針為小桿形，長度在0.10 mm以

內，下方的基冠骨針為略彎曲的紡錘形，長度在0.15 

mm以內。分枝表層骨針為棒槌形，多數長約0.07~0.15 

mm，少數長達0.25 mm，棒頭較粗且多突起；另有紡

錘形骨針，長可達0.40 mm。柱部表層骨針也是棒槌

形，與分枝表層骨針相似，但較為粗大，長約0.1~0.3 

mm，紡錘形骨針則可達0.35 mm；分枝及柱部內層骨

針為大紡錘形，長可達4.0 mm，表面有大而粗糙的突

起。

東沙分布：通常聚集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30 

m海流稍強的珊瑚礁斜坡。

世界分布：台灣澎湖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鱗指形軟珊瑚（S. 

scabra）混淆，但骨針形態明顯不同。

珊瑚體呈小叢形。

分枝及珊瑚蟲部分伸展狀態。

望安指形軟珊瑚

Sinularia wanannensis van Ofwegen & Benayahu, 2012 

Sinularia wanannensis珊瑚蟲收縮（左）及伸展（右）群體。

望安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wanannensis）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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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蟲收縮狀態。

小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

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叢形，柱部厚而明顯，冠部由脈

狀分枝組成，並有許多次生分枝和小分枝，小分枝呈

小指形或結節狀。生活群體通常呈黃褐或灰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收縮時於

表面呈小凹洞狀，柱部無珊瑚蟲。

骨針：分枝表層含棒槌形骨針，棒頭有葉狀突起，多

數長約0.06~0.08 mm，少數可達0.12~0.15 mm；柱部表

層含相似的棒槌形骨針，但較粗大些。分枝內層及柱

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直或稍彎曲，長度變異大，

大約在2~5 mm之間，兩端皆尖，中央通常呈束腰狀，

表面密集分布大而突出的疣突。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15 m的礁區。

世界分布：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及骨針形態大致符合原細枝指形

軟珊瑚（S. leptoclados）之形質描述（參見Verseveldt, 

1980），但依據van Ofwegen et al. （2016）之分析結

果認為細枝指形軟珊瑚（S. leptoclados）可能僅限於紅

海珊瑚礁區，太平洋珊瑚礁區物種應屬於另一新種，

但尚未命名。

指形軟珊瑚 -未定種1
Sinularia sp. 1

Sinularia sp. 1的珊瑚體。

指形軟珊瑚未定種1 （Sinularia sp. 1）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05 mm； B、D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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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表覆形，柱部短而窄，冠部有許多指形分

枝，有些分枝聯合成脈狀，分枝頂端圓鈍。生活群體通常呈

黃褐或綠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於分枝表面，收縮時於表面

呈小突起狀，柱部無珊瑚蟲。

骨針：分枝表層含棒形骨針，長約0.09~0.18 mm，有些棒頭

有中央環，多數則不明顯，棒柄有少數錐形突起；柱部表層

含相似的棒槌形骨針，但較粗大些，棒頭的突起較大而多，

另有紡錘形骨針，長約2.0 mm，以及少數有分枝或十字形骨

針。分枝內層及柱部內層皆含紡錘形骨針，直或稍彎曲，大

約在1.5~3.0 mm之間，多數有分叉，表面有簡單或複雜的疣

突。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5~15 m的礁區。

世界分布： 無。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及骨針形態大部分與S. sublimis van 

Ofwegen, 2008之描述相符，不同處在於分枝表層並未發現

有許多紡錘形骨針。另本種珊瑚體形態也與疏指葉形軟珊瑚

（Lobophytum pauciflorum）相似，但骨針形態完全不同。

珊瑚體冠部的指形分枝。

珊瑚體分枝近照。

指形軟珊瑚 -未定種2
 Sinularia sp. 2

Sinularia sp. 2珊瑚體。

指形軟珊瑚未定種2 （Sinularia sp. 2）的骨針。A：分枝表層；B：分枝內層；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A、C = 0.1 mm； B、D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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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團塊形，柱部粗短，冠部有數個厚的脊狀突

起，突起頂部頗不規則，冠部表面粗糙，肉質組織質地堅硬。生

活群體通常呈黃褐或綠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周圍有紡錘形骨針構成之萼部，收縮時表

面呈突起狀，突出於冠部表面約2~3 mm。

骨針：因未採得本種標本，故以文獻骨針圖代替。珊瑚蟲萼部含

紡錘形骨針，冠部及柱部表層皆含棒形骨針，多數長約0.1~0.2 

mm，棒頭大，柄部漸尖，大致呈倒三角形。柱部內層骨針為大紡

錘形，兩端圓鈍，長可達4.5 mm。

東沙分布： 僅見於外環礁東部水深約10~15 m的礁區，極罕見。

世界分布： 澳洲西部、斯里蘭卡、台灣東沙及墾丁。

備註：本種之形態獨特，由Alderslade （1983）命名為新屬一新

種，然而仔細比較其群體與骨針形態，其實應屬於指形軟珊瑚之

一獨特物種，但因尚未被修訂，故仍沿用其屬名。

珊瑚體冠部的脊狀突起。

珊瑚體表面的珊瑚蟲萼部突起。

硬皮軟珊瑚

Dampia sp. 

Dampia sp.珊瑚體。

硬皮軟珊瑚（Dampia sp.）的骨針。（取自Fabricius & Alderslad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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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具許多脈狀分枝，分枝上另有小分枝，柱部

短，基底稍寬，附著於礁石上，生活群體呈灰褐或黃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僅分布在脈狀分枝上，觸手短小，收縮

時頂端朝向群體表面，密集堆疊，使得外表呈鱗片狀或松毬

狀。

骨針：珊瑚蟲骨針為不規則棒形，頭部具有寬扁的突起或呈葉

狀，柄部較細長且有小突起，長約0.10~0.25mm；分枝表層骨

針為不規則棒形或近橢圓形，表面多突起；分枝內層骨針不規

則橢圓形或球形，表面多刺；基部骨針為不規則紡錘形或棒

形。

東沙分布：外環礁北、東及南面水深5 m以深的礁區，常出現

在其他軟珊瑚大型群體的間隙。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外觀與錦花軟珊瑚（Litophyton spp.）相

似，但珊瑚蟲收縮之外形呈疊瓦狀，骨針頭部寬扁或呈葉狀。

Capnella imbricata的珊瑚體。

珊瑚蟲收縮狀態。

疊瓦花菜軟珊瑚

Capnella imbricata （Quoy & Gaimard, 1833）

珊瑚蟲伸展與收縮的群體。

疊瓦花菜軟珊瑚（Capnella imbricate）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B、D = 0.1 mm；

C、E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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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小叢形，基部短，主分枝亦短，由

此分出稍細長的小分枝，長約7 mm，珊瑚蟲分布於小

分枝頂端。生活群體呈淡紫色，保存於酒精中的標本

為灰黃色。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蟲呈杯狀，有柄支持，成簇分布

於小分枝頂端。珊瑚蟲基部具有骨針束，但不突出。

骨針：珊瑚蟲的骨針為細長紡錘形，長約0.18~0.28 mm，

表面有明顯突起；觸手骨針為小桿狀，長約0.08~0.15 

mm，表面突起少；支持束骨針為粗棒形或具分叉的紡錘

形，長約0.5~0.7 mm。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不規則的放射

形或棒形，長約0.12~0.25 mm；柱部內層骨針為紡錘形，

長度在0.2~0.9 mm之間，表面有明顯的突起。

東沙分布： 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的珊瑚礁斜

坡或峭壁上。

世界分布：菲律賓、南海。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外觀可能與疊瓦花菜軟珊瑚

（Capnella imbricata）混淆，但珊瑚蟲細部特徵和骨針

皆不同。

小型珊瑚體。

部分珊瑚蟲伸展狀態。

紫帶錦花軟珊瑚

Litophyton amentaceum （Studer, 1894） 

Litophyton amentaceum的珊瑚體。

紫帶錦花軟珊瑚（Litophyton amentaceum）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 B, C, D = 0.2 

mm；E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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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頂端略呈圓形。

分枝及珊瑚蟲收縮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的基部粗短，由此長出分枝及小分枝

都相當短，分枝頂端略呈圓形，珊瑚蟲分布於表面，

外觀似花椰菜，生活群體的分枝呈乳白色，柱部為白

色，具共生藻。

珊瑚蟲：珊瑚蟲小型，基部有短柄，成簇或均勻分布於

分枝頂端。

骨針：觸手骨針為小桿狀，長約0.06~0.16 mm，表面的突

起甚少。珊瑚蟲的骨針為直或彎曲紡錘形，長約0.22~0.35 

mm，表面有少數明顯的突起；支持束骨針為彎曲紡錘

形，長約0.7~1.5 mm，表面有小突起；柱部表層骨針為多

刺的紡錘形，長約0.45~1.05 mm，表面具有許多大突起，

另有不規則彎曲形骨針，長約0.14~0.25 mm；柱部內層骨

針為大紡錘形，長約1.0~1.5 mm，表面突起為點狀。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

或峭壁上。

世界分布：菲律賓、印尼、台灣東沙。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外觀可能與紫帶錦花軟珊瑚（L. 

amentaceum）混淆，但珊瑚蟲細部特徵和骨針皆不

同。

甘藍錦花軟珊瑚

Litophyton brassicum （Kükenthal, 1903） 

Litophyton brassica珊瑚體。

甘藍錦花軟珊瑚（Litophyton brassicum）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1, B, C, D-1, E = 0.5 

mm；A-2, D-2 = 0.2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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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小分枝形，基部短，分枝相當柔軟，沿

柱部間隔分布；分枝頂端略尖，由成簇珊瑚蟲包覆，形似

小松毬。生活群體的分枝呈灰白或灰黃色，柱部為白色。

珊瑚蟲：珊瑚蟲約0.63 mm高，以5~7隻成簇分布於小分枝頂

端。

骨針：觸手骨針為平滑小桿狀，長約0.03 mm；珊瑚蟲骨

針為紡錘形，長度約0.15~0.22 mm，表面有明顯突起，大

致呈兩行排列；支持束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4~0.7 mm。

柱部表層骨針多為紡錘形，長約0.3~0.8 mm，長刺狀突起

多位於一側；另有不規則形骨針，長約0.10~0.15 mm。柱

部內層骨針為大紡錘形，長約1.1~2.0 mm，直或稍彎曲，

表面有密集突起。

東沙分布： 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或

峭壁上。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西太平洋珊瑚礁區，包括菲律賓、

帛琉、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外觀可能與黑錦花軟珊瑚（L . 

nigrum）混淆，但珊瑚蟲細部特徵和骨針皆不同。

珊瑚蟲收縮狀態。

分枝沿柱部間隔分布。

柏形錦花軟珊瑚

Litophyton cupressiformis （Kükenthal, 1903）

Litophyton cupressiformis珊瑚體。

柏形錦花軟珊瑚（Litophyton cupressiformis）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 B-2, C-2, D-2, 

E-2 = 0.5 mm； B-1, C-1, D-1, E-1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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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直立分枝形，基部短，由此分出數個分枝和

脈狀小分枝，脈狀小分枝細長，約9 mm，頂端稍尖。生活群

體呈黃褐色，保存於酒精中的標本呈灰黑色或暗褐色，主要係

因骨針顏色所致。

珊瑚蟲：珊瑚蟲直徑約0.7 mm，密集分布於小分枝頂端，並在

頂端以下呈小群分布。

骨針：骨針大多為紡錘形，珊瑚蟲骨針為多突起的紡錘形，長

約0.18~0.35 mm；觸手骨針為小紡錘形或棒形，長約0.06~0.10 

m m；各珊瑚蟲的支持束由6隻紡錘形骨針組成，各長約

0.56~0.90 mm。柱部表層骨針多為稍粗的紡錘形，長約0.3~0.5 

mm，表面有大突起；另有突起較小的骨針，長約 0.15~0.2 

mm。柱部內層骨針為粗大紡錘形，長約0.9~1.2 mm，另有較

小而多突起的紡錘形骨針，長約0.3~0.6 mm。

東沙分布： 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或峭

壁上。

世界分布：菲律賓、南海。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外觀可能與柏形錦花軟珊瑚（ L . 

cupressiformis）混淆，但珊瑚蟲細部特徵和骨針皆不同。

黑錦花軟珊瑚（Litophyton nigrum）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 B = 0.2 mm； C, D, E = 

0.5 mm。

珊瑚體收縮狀態。

密集分布於分枝頂端。

黑錦花軟珊瑚

Litophyton nigrum （Kükenthal, 1895） 

Litophyton nigrum珊瑚體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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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樹叢形或分枝形，分枝呈稻穗狀，珊瑚蟲分

布於分枝頂端，群體柔軟而收縮性強。生活群體的分枝呈灰白

或淡黃色，柱部為灰白色；收縮群體的質地甚硬。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均勻分布於穗狀分枝表面。珊瑚蟲由骨

針束支持，但不突出，骨針排列不規則。

骨針：珊瑚蟲的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20~0.45 mm，表面有少

數明顯的突起，觸手骨針為小桿狀，長約0.09~0.20 mm，支持

束骨針為彎曲紡錘形，長約0.8~1.7 mm，柱部表層骨針為多刺

的紡錘形，長約0.2~0.5 mm，刺狀突起多集中於一側，另有不

規則形骨針，長約 0.10~0.15 mm；柱部內層骨針多為大紡錘

形，有些稍彎曲，長約1.1~2.0 mm，表面有密集的突起，另有

小紡錘形及多刺骨針，長約0.2~0.5 mm。

東沙分布： 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或峭壁

上。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西太平洋珊瑚礁區，包括菲律賓、琉

球、台灣本島及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外觀可能與部分柔軟錦花軟珊瑚（L. 

setoensis）混淆，但珊瑚蟲細部特徵和骨針皆不同。

太平洋錦花軟珊瑚（Litophyton pacificum）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1, B, C, D-2 = 0.5 

mm； A-2, D-1 = 0.2 mm； E =1 mm。

珊瑚體伸展與收縮狀態。

珊瑚蟲伸展近照。

太平洋錦花軟珊瑚

Litophyton pacificum （Kükenthal, 1903） 

Litophyton pacificum的珊瑚體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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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柔軟分枝形，基部短，由此分出數個分枝

和許多小分枝，小分枝細長，密布於群體表面。生活群體呈

黃褐色或淡黃色。

珊瑚蟲：珊瑚蟲成簇分布於脈狀小分枝或旁枝頂端，珊瑚蟲

較同屬其他種類稍大，長約1.0 mm，寬約0.7 mm。

骨針：觸手骨針為平滑小桿狀，長約0.06~0.16 mm；珊瑚

蟲骨針為細長或彎曲紡錘形，長約0.15~0.40mm，表面突起

長而分布不均勻；支持束骨針為多刺的彎曲紡錘形，長約

0.45~0.65 mm。柱部表層骨針多為紡錘形，長約0.18~0.45 

mm，表面突起頂端呈圓點狀；另有較小、表面多刺的棒形

或紡錘形骨針，長約0.15~0.25 mm。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紡

錘形，長約0.55~0.70 mm，表面突起較不明顯，另有較小型

多刺的紡錘形或弧形骨針，長約0.20~0.35 mm。

東沙分布： 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或

峭壁上。

世界分布：日本、菲律賓、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外觀可能與太平洋錦花軟珊瑚（L. pacificum）混淆，但珊瑚蟲細部特徵和骨針皆不同。

   

珊瑚蟲成簇分布於脈狀分枝。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1 mm）。

珊瑚蟲伸展近照。

柔軟錦花軟珊瑚

Litophyton setoensis （Utinomi, 1954）

Litophyton setoensis珊瑚體群集。 柔軟錦花軟珊瑚（Litophyton setoensis）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部內層。比例

尺：A-1, B, C, D = 0.2 mm； A-2, E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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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小型，高度通常低於10 cm，常聚集生長。

珊瑚體的伸縮性高，伸展時呈樹叢形，具有許多小分枝，也有

鮮艷色彩；收縮時呈團狀，表面多皺褶。生活群體多數呈橙

色，少數呈金黃、粉紅或綠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僅分布在群體的小分枝上，而且各自獨

立，不成束分布；可完全收縮入肉質組織中。

骨針：觸手骨針為小棒形或紡錘形，長約0.09~0.15 mm；珊瑚

蟲骨針為直或彎曲紡錘形，長約0.2~0.6 mm，表面通常具有細

管狀突起；柱部表層骨針為桿形及紡錘形，前者長約0.08~0.20 

mm，後者長約0.15~0.30 mm；柱部內層骨針主要為粗大紡錘

形，長度可達0.8 mm，寬度可達0.15 mm。

東沙分布： 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5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或峭壁

上。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淺海珊瑚礁及岩礁區。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與丘疹骨穗軟珊瑚（S. pustulosa）相似，

但後者的柱部較長，而且大多呈粉紅色，尤其是柱部內層骨針

明顯較長。

珊瑚蟲收縮狀態。

珊瑚蟲伸展狀態。

美麗骨穗軟珊瑚

Scleronephthya gracillimum （Kükenthal, 1906） 

Scleronephthya gracillimum珊瑚群體。

美麗骨穗軟珊瑚（Scleronephthya gracillimum）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A, B, C-1, D, E 

= 0.2 mm；C-2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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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具有延長的柱部，長約6 cm，上

端分出主分枝，再分出小分枝，珊瑚蟲分布於小分枝上，

生活群體具有鮮豔顏色，常見為橙紅或粉紅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或成小群分布於小分枝上，珊瑚蟲骨

針架為8尖點，各點由2~3對大紡錘形骨針組成人字紋，珊

瑚蟲表面有傾斜的紡錘形骨針覆蓋，在尖點之下呈水平排

列形成襟部。

骨針：觸手骨針為小棒形或紡錘形，長約0.035~0.065 mm；

珊瑚蟲骨針為紡錘形或棒形，長約0.15~0.45 mm，表面有

長突起；柱部表層骨針為紡錘形，小型者長約0.2~0.3 mm，

大型者長約0.3~1.0 mm；柱部內層骨針主要為長紡錘形，長

度在1.6~7.0 mm之間，表面有密集的突起。

東沙分布： 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5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或

峭壁上。

世界分布：菲律賓、日本、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與美麗骨穗軟珊瑚（S. gracillimum）

相似，但本種的柱部較長，而且大多呈粉紅色，尤其是柱

部內層骨針大多為長紡錘形。

珊瑚體部分收縮。

珊瑚蟲骨針排列（比例尺= 2 mm）。 珊瑚蟲骨針排列（比例尺= 0.2 mm）。

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

丘疹骨穗軟珊瑚

Scleronephthya pustulosa Wright & Studer, 1889

Scleronephthya pustulosa珊瑚體群集。 丘疹骨穗軟珊瑚（Scleronephthya pustulosa）的骨針。A：珊瑚蟲；B：分枝；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比例尺： A-1 = 0.2 mm； A-2, B, C 

= 0.5 mm； D =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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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小分枝形，外觀呈鬆軟狀，尤其近基部處

愈鬆軟。珊瑚蟲呈單獨或小群分布於群體表面，並在分枝頂

端較密集，生活群體的顏色較淡，常呈淡粉紅色。

珊瑚蟲：珊瑚蟲長約1.3 mm，寬約0.7 mm，與支持短柄約呈

銳角；骨針架呈5組雙排，外層的3組每排由6~8隻紡錘形骨

針構成，側面的2組各由3~4隻骨針組成。

骨針：主要為細長紡錘形骨針，珊瑚蟲骨針長約0.20~0.35 

mm；支持束骨針為長紡錘形，長度可達3 mm，突出珊瑚蟲

約0.7 mm。柱部表層骨針為細長紡錘形，長約0.9~1.2 mm，

表面有小錐形突起；另有許多小棒形骨針長約0.12 mm。柱

部內層共肉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1~0.5 mm，表面突起稀疏

分布。

東沙分布： 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5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或峭

壁上。

世界分布：菲律賓、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伸展狀態與水晶實穗軟珊瑚（ S . 

crystallina）有些相近，但是後者收縮之後相當堅硬，本種仍

鬆軟，骨針形態亦不同。

珊瑚蟲骨針排列（比例尺=1 mm）。

珊瑚蟲收縮狀態。

鬆軟實穗軟珊瑚

Stereonephthya bellissima Thomson & Dean, 1931 

Stereonephthya bellissima珊瑚體。 鬆軟實穗軟珊瑚（Stereonephthya bellissima）的骨針。A1：珊瑚蟲；A2：支持束；B：分枝表層；C：分枝內層；D：柱部表層；E：柱部內層。比例尺：

A1、B1、C1、D1、E1 = 0.2 mm； A2、B2、C2、D2、E2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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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小樹叢形，高度在20 cm以內，基部膜狀，表面

粗糙有突出之骨針，收縮時呈小碎花狀。群體的頂端呈灰白色，

分枝及柱部上端呈紅或紫紅色，顏色來自大型骨針。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單一或呈小群分布在分枝頂端，骨針架有

突出的骨針支持束，兩者互呈銳角，珊瑚蟲不完全收縮。

骨針：骨針形態多樣，大小差異亦大。珊瑚蟲骨針為直或稍彎曲

紡錘形，長約0.2~0.3 mm；支持骨針為長紡錘形，長度可達2~4 

mm。柱部內層共肉的骨針為紡錘形或棒形，長約0.1~0.5 mm，表

面有許多不規則分布的長突起。柱部及分枝表層的骨針為直或彎曲紡錘形，長約0.4~0.7 mm，以及大型紡錘形骨

針，長約1~4 mm，少數有分叉；分枝表層骨針較大而疏，柱部表層骨針較小而密；大型骨針具顏色，通常呈紫紅

或黃褐色，小型骨針則無色。

東沙分布：生長在水質清澈海域，偶而也在混濁海域出現，並不常見。

世界分布：菲律賓、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伸展狀態與鬆軟實穗軟珊瑚（S. bellisima）近似，但是收縮時珊瑚體較硬，柱部骨針較長。

珊瑚體分枝。

珊瑚蟲半收縮狀態。

水晶實穗軟珊瑚

Stereonephthya crystallina Kükenthal, 1905 

Stereonephthya crystallina珊瑚體。

水晶實穗軟珊瑚（Stereonephthya crystallina）的骨針。A：珊瑚蟲；B1, B2：支持束；C：柱部內層；D：分枝表層；E：柱部表層。比例尺：A、B1 = 0.5 

mm；B2 = 1.0 mm；C、D、E = 0.2 mm。

珊瑚蟲骨針排列（比例尺=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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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穗軟珊瑚是一群形態多樣，顏色鮮豔，種類繁多，且分布廣泛的軟珊瑚。群體通常具有一無珊瑚蟲的柱部，上

端有許多分枝；珊瑚蟲分布在分枝頂端，其基部皆由大紡錘形骨針形成的支持束支撐，珊瑚蟲通常不完全收縮。

本屬珊瑚曾經被許多學者研究過，Kukenthal （1905）首先依據珊瑚體形態將其分為三群： 散枝形（Divaricate）、

團集形（Glomerate）、繖形（Umbellate），如下圖所示。現今的資訊認為此三群大致與三亞屬Dendronephthya, 

Roxasia, Morchellana符合。其中，散枝形群體的分枝沿著主幹長出許多次級和三級分枝，分枝細長且散開，珊瑚

蟲沿著分枝分布；團集形群體由主幹依序長出少數短的次級分枝，再分別長出三級分枝，珊瑚蟲成簇狀分布在次

分枝周圍，收縮時呈團集狀；繖形群體的主幹分生出數個短而密的次級分枝，再分生出三級分枝，群體呈繖狀，

珊瑚蟲分布在外圍。

傳統上，本屬的物種分類主要依據骨針排列型式與骨針形態。由於骨針非常複雜多樣，而且變異很大，為了便於

識別與比較，依據排列位置，各有不同名稱，如下圖所示。

目前本屬珊瑚的種類鑑定仍處於混沌狀態，由於形態變異大，歷史文獻又常描述不清，因此多數種類很難確認。

顯然本屬的分類體系尚待結合形態與分子親緣分析的結果加以重整，這可能導致分類體系的大幅改變；近年已有

多位學者開始嘗試去做，但尚無具體一致的成果。下列種名是根據現有文獻及形態比對的暫定結果，未來可能需

要依據新的分類系統更新。

Dendronephthya Kükenthal, 1905

棘穗軟珊瑚屬

散枝形

觸手骨針（tentacle）

尖點骨針（point）

基冠骨針（crown）

支持束骨針（supporting bundle）

各部位骨針名稱

團集形 繖形

Grade I

Grade IV

Grade II

Grade V

Grade III

Grade VI

Thomson and Dean （1931）依據本屬珊瑚蟲骨針排列的型式，將其可分為六級 （I~IV，如下圖），其中，I 為最原

始的狀態，各尖點含 8~12對小骨針，II之各尖點含 6~8對相當一致的骨針，III之各尖點含 4~6對骨針，最上端者

稍大，IV之各尖點含約 4對骨針，最上端一對明顯較大或僅一隻，V的尖點數減少，上端一對明顯較大，近似基

冠骨針，VI尖點僅有一對或一隻骨針。配合各部位骨針數即為「珊瑚蟲骨針排列公式」，此為本屬分類描述之常

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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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散枝形，外形不規則，稍微扁平；柱部短，

近基部分枝呈葉狀，主幹上的次生分枝不規則分布。群體的主

幹、分枝及小分枝皆為鮮紅色，係因骨針顏色所致；珊瑚蟲白

或淡黃色，其上骨針無色。

珊瑚蟲：多數珊瑚蟲以3~6隻成簇不規則分布，少數單獨分布，

珊瑚蟲與支持柱部呈銳角。珊瑚蟲骨針模式為IV = 2P + 3~4 Cr 

+ strong SB

骨針：珊瑚蟲骨針架有8尖點，各尖點由2隻彎曲紡錘形骨針構

成，其下方基冠有3~4隻水平不規則排列的紡錘形骨針，長約

0.2~0.5 mm，珊瑚蟲和基冠骨針皆為白色或淡黃色，表面有小疣突。支持束骨針為紡錘形，長度約0.69~1.3mm。

觸手骨針為短棒形，長約0.05~0.1mm。分枝表層骨針多為紡錘型，長約0.12~0.88mm；分枝內部骨針為多刺不規

則形，長約0.12~0.14mm。主幹表層骨針有紡錘形、短棒形、多角形或不規則形，長約0.11~0.54mm；主幹內部骨

針為多刺不規則形狀，長約0.06~0.11mm。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的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 安達曼海、菲律賓、婆羅洲、南海。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紫紅棘穗軟珊瑚（D. purpurea）相似，但珊瑚蟲骨針模式不同。

珊瑚體收縮狀態。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0.2 mm）。 小型群體。

火焰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flammea Sherriffs, 1922

珊瑚體伸展狀態。

火焰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flammea）的骨針。A：珊瑚蟲 （A1：尖點；A2：支持束； A3：觸手）；B1：分枝表

層；B2：分枝內層；C1：柱部表層；C2：柱部內層。比例尺：A1, A3, B1, C1, C2 = 0.2 mm； A2 =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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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針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microspiculata）的骨針。A：珊瑚蟲 （A1：尖點；A2：觸手； A3：支持束）；B1：分枝表層；

B2：分枝內層；C1：柱部表層；C2：柱部內層。比例尺A1, A2, B, C = 0.2 mm； A3 = 1 mm。

珊瑚體：珊瑚體為散枝形，形態頗不規則，略扁平；柱部短，近基部有許多小分枝，其上分出主幹，再依次分出

許多小分枝，珊瑚蟲位於小分枝上。群體的主幹、分枝及小分枝皆為鮮紅色，主要係因骨針顏色所致；珊瑚蟲白

色，其骨針為無色。

珊瑚蟲：多數珊瑚蟲以4~8隻成簇而分散分布，少數單獨分布，主分枝及小分枝清晰可見，珊瑚蟲與支持柱部呈銳角。

珊瑚蟲骨針模式為 II = 1P + 5~7p + 0 Cr + strong SB

骨針：  珊瑚蟲骨針架有8尖點，每尖點由6~8對骨針組成，最上端1對為稍大而突出的紡錘形，長約0.5~1.0 mm，

其他對骨針亦為直或彎曲的紡錘形，長約0.2~0.4 mm；珊瑚蟲和基冠骨針皆為白色，表面有小疣突。支持束為紡

錘形骨針，長度可達3~8 mm，其中較長者突出珊瑚蟲約1.0 mm。支持束及珊瑚蟲基柱的骨針皆為深紅色。珊瑚體

柱部表層及內層骨針主要為大而寬、表面粗糙的黃色紡錘形骨針，長約0.2~0.5 mm，另有許多扁平不規則形或星

形紅色小骨針，分布於大骨針之間。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的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安達曼海、菲律賓、香港、婆羅洲、南海。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與紫紅棘穗軟珊瑚（D. purpurea）及火焰棘穗軟珊瑚（D. flammea）相似，但珊瑚蟲骨針模

式明顯不同。

小針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microspiculata Pütter, 1900

Dendronephthya microspiculata珊瑚體。

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伸展狀態。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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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散枝形，柱部短而側扁，分枝大多位於同一平

面，整個群體略顯側扁且不規則，主幹依次分出大及小分枝，末端

小分枝短，珊瑚蟲位於小分枝上。生活群體的主幹、分枝及小分枝

皆為深紫紅色，珊瑚蟲白色，柱部淡黃色。

珊瑚蟲：珊瑚蟲以4~9隻成簇分布於小分枝頂端，與支持柱部呈銳

角。

珊瑚蟲骨針模式為 IV = 1 P + （2~4） p + 0 Cr + very strong S.B. + 0 M

骨針：  珊瑚蟲骨針架有8尖點，每尖點由5~6對骨針組成，最上端1

對為突出紡錘形，長約0.5~1.0 mm，其他對骨針亦為紡錘形，長約

0.2~0.4 mm，無基冠骨針，觸手則含扁平小骨針，長約0.08 mm以內，具橫向突起。支持束骨針為紡錘形，長約

1~3 mm，可能突出1 mm以上。分枝表面骨針包括較大的細長紡錘形，長約0.8~2.0 mm，有些稍彎曲，以及較小的

粗紡錘形，長約0.2~0.6 mm。柱部表層骨針為粗紡錘形或棒形，長約0.4~0.8 mm，一端可能有大突起或分枝；另

有許多不規則形小骨針，約0.1~0.2 mm，表面具有大棘；柱部與分枝內層有扁平、星形或不規則形小骨針，長約

0.08~0.12 mm。

東沙分布：北航道及外環礁水深10 m以深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安達曼海、菲律賓、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形態與火焰棘穗軟珊瑚（D.  flammea）相似，但珊瑚蟲骨針模式不同。

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伸展狀態。

珊瑚體標本照

紫紅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purpurea Henderson, 1909

珊瑚體收縮狀態。

紫紅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purpurea）的骨針。A：珊瑚蟲 （A1：尖點；A2：觸手； A3：支持束）；B1：分枝

表層；B2：分枝內層；C1：柱部表層；C2：柱部內層。比例尺：A1, A2, B2, C2 = 0.1 mm； A3、B1、C1 = 0.25 mm。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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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gigantea）的骨針。A：珊瑚蟲 （A1：尖點；A2：觸手； A3：支持束）；B1：分枝表層；B2：分枝內層；C1：柱部表層；

C2：柱部內層。比例尺：A1, A3, B1, C1 = 0.25 mm；A2, B2, C2 = 0.1 mm。

珊瑚體主幹分出許多分枝。 珊瑚體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為團集形，柱部短，從主幹分出許多分枝，基部分枝略呈葉狀，分枝末端呈圓形，由成簇珊瑚蟲

構成，幾乎完全覆蓋群體表面。生活群體顏色多變異，珊瑚蟲及分枝通常為紅或橙紅色，有些為橙黃或黃色，柱

部為黃、橙或紅色。

珊瑚蟲：珊瑚蟲直徑約0.8 mm，與柄部呈銳角，珊瑚蟲骨針架有8尖點，各尖點由5~6隻骨針組成，無基冠骨針，支

持束非常發達，由4隻以上骨針構成，其中較長的1~2隻突出珊瑚蟲達1 mm以上，使群體外觀呈刺球狀。

珊瑚蟲骨針模式為 III = 1P + 4~5p + 0 Cr +very strong SB + （0~1） M

骨針： 支持束骨針為紡錘形，長約1.5~4.0 mm；尖點骨針為紡錘型，多數長約0.3~0.5 mm，少數長可達1.0 mm，

一端稍微彎曲，明顯突出珊瑚蟲頭部；觸手骨針為短棒形，長約0.10~0.12 mm。分枝表層及內層骨針大多為紡錘

形，一端偶有分叉或呈多角形，長約0.2~2.5 mm；柱部表層骨針有彎月形、短棒形、多角形及不規則形等，長約

0.2~0.8 mm；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紡錘型，一端偶有分叉或側邊有分枝，長度約0.3~1.2 mm。

東沙分布：北航道及外環礁水深10 m以深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自新克里多尼亞至日本、韓國海域都有分布。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外觀與密針棘穗軟珊瑚（D. spinifera）相似，主要區別為本種珊瑚蟲骨針架為無色，支持束

為白色，且各尖點骨針皆突出，整體骨針形態亦不同。

大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gigantea Verrill, 1864

Dendronephthya gigantea珊瑚體。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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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氏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koellikeri）的骨針。A：珊瑚蟲；B：支持束；C：柱部表層；D：柱部內層。

比例尺： A, C1, D1 = 0.1 mm； B, C2, D2 = 0.5 mm。

珊瑚體顏色多變化。 珊瑚體收縮狀態。

珊瑚體：珊瑚體呈厚實的團集形，柱部短而寬，分枝由主幹表面密集長出，幾乎完全覆蓋主幹，珊瑚蟲成簇密集

分布於分枝頂端，外觀呈圓弧形，每簇約含15~28隻珊瑚蟲。生活群體高度可達50 cm，顏色多變化，通常呈黃、

乳白、粉紅或紅色。

珊瑚蟲：珊瑚蟲長約2.8~3.7 mm，柄部長約1.0~1.6 mm，骨針架有8尖點，最上端1組有1隻長骨針呈彎曲紡錘形，

且非常突出。各組尖點之間可能有一對中型骨針或闕如，無基冠骨針。支持束通常由3~4隻多刺紡錘形骨針組成；

珊瑚蟲柄部有粗大的紡錘形骨針；無基冠骨針；珊瑚蟲骨針排列公式為：

IV = 1P + （1~3） p + 0 Cr + very strong SB + （0~1） M

骨針： 支持束骨針為多刺紡錘形，長可達3.5 mm，其中1~2隻突出珊瑚蟲頭部；珊瑚體分枝表層的骨針為多刺

紡錘形，有些稍彎曲，大小差異大，長約0.1~1.6 mm。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直或彎曲紡錘形，多刺或疣突，

長約0.5~1.5 mm，有些末端有分叉；另有棒形骨針，長約0.2~0.5 mm，以及許多不規則形或星形小骨針，長約

0.15~0.22 mm；柱部及分枝內層大多為紡錘形骨針，表面多突起，且呈不規則彎曲，長度可達3.5 mm，另有一些

小而多突起的紡錘形或棒形骨針。骨針通常有顏色。

東沙分布：北航道及外環礁水深10~30 m的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 韓國（濟州島）、日本沖繩、帛琉、印尼、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變異大，有些可能與尖刺棘穗軟珊瑚（D. mucronata）或玫瑰棘穗軟珊瑚（D. roemeri）

相似，但珊瑚蟲骨針模式和形態不同。

柯氏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koellikeri Kükenthal, 1905

Dendronephthya koellikeri珊瑚體。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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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刺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mucronata）的骨針。A：珊瑚蟲（A1：尖點，A2：觸手，A3：支持束）；B1：分枝表層；B2：分枝內層；C1：柱部表

層；C2：柱部內層。比例尺：A1, A2 = 0.1 mm；A3 = 0.2 mm；B1, B2, C1, C2 = 0.5 mm。

珊瑚體呈厚實的團集形。 珊瑚體收縮狀態。

珊瑚體：珊瑚體為厚實的團集形，稍側扁，柱部粗短，分出2~4枝主幹，再分出數個短的小分枝，分枝頂端有珊瑚

蟲成簇分布，近基部分枝呈葉狀，生活群體高度可達50 cm，大多呈白色或淡紅色。

珊瑚蟲：珊瑚蟲成簇分布於分枝頂端，每簇約8~12隻，珊瑚蟲長約2.7~3.2 mm，骨針架由8尖點組成，各對有一支

較長骨針非常突出，無基冠骨針。珊瑚蟲骨針排列公式為：IV = 1 P + （1-3） p + 0 Cr + very strong SB + （0 or 

1/2） M

骨針： 珊瑚蟲尖點骨針為紡錘形，長度差異大，最長者可達1.2 mm，其他大多在0.2~0.5 mm之間；觸手骨針為多

突起之棒形，長約0.04~0.08 mm，鬆散成列分布；支持束非常發達，通常由3~4隻紡錘形骨針及2~3隻小紡錘形骨

針組成，最長者可達5 mm，明顯突出；柱部表層骨針為紡錘形，大小及長度差異甚大，最長者可達5.5 mm，有些

稍彎曲或一端有分叉；柱部內層骨針為粗紡錘形，長約0.5~2.5 mm，呈不同程度彎曲。骨針通常有顏色。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 韓國（濟州島）、日本南部、東海、越南、印尼、斐濟、澳洲大堡礁。

相似種：本種外型與柯氏棘穗軟珊瑚（D. koellikeri）相似，但本種的柱部骨針形態不同。

尖刺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mucronata （Pütter, 1900）

Dendronephthya mucronata珊瑚體。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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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團集形，具有較長的柱部，主幹圓柱形，由此分出許多短小的分枝，外觀相當均勻，近基部分

枝延展呈襟狀或葉狀，生活群體顏色多變異，分枝及珊瑚蟲呈粉紅、橙紅、紫紅或紅褐色，柱部大多呈灰白色。

珊瑚蟲：珊瑚蟲成小群分布於小分枝頂端，大約5隻成一群；珊瑚蟲骨針架有8尖點，各尖點由3~5隻骨針成排構

成，無基冠骨針，支持束非常發達，明顯突出珊瑚蟲。珊瑚蟲骨針模式為IV = 1P +（2~4） p+ 0 Cr +very strong 

SB + 0 M

骨針：尖點骨針為紡錘型，多數長約0.3~0.6mm，略微彎曲，較長者可達1.0 mm，突出珊瑚蟲頭部，其方向大致與

支持束骨針平行。支持束為紡錘型，通常含2~3隻，長約2~4 mm，最長者突出約1 mm。觸手骨針少，扁平柱形，

長約0.06~0.12 mm。分枝表層骨針大多為彎曲紡錘形，長度約0.2~2.5 mm，一端偶有分叉；分枝內層骨針多為粗

短紡錘形，一端通常彎曲，長約0.5~1.6mm。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彎月形或棒形，長約0.2~0.8mm；柱部內層骨針

的大小差異甚大，大多為彎曲紡錘形，長約1.6~3.3 mm，部分於一端有分叉。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菲律賓、印尼、越南、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外觀與大棘穗軟珊瑚（D. gigantea）相似，但珊瑚蟲骨針模式和骨針形態不同。

玫瑰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roemeri）的骨針。A：珊瑚蟲 （A1：尖點；A2：支持束）；B1：分枝表層；B2：分枝內

層；C1：柱部表層；C2：柱部內層。比例尺：A1, B1, C2-2 = 0.2 mm；A2, B2, C1, C2-1 =0.5 mm。

珊瑚體呈團集形。 珊瑚蟲成小群分佈。

玫瑰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roemeri Kükenthal, 1911

Dendronephthya roemeri珊瑚體。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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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團集形，略呈側扁，柱部

短，分枝末端密布珊瑚蟲，形成密實的圓球

形，幾乎完全覆蓋珊瑚體。生活群體分枝及珊

瑚蟲呈鮮紅色，柱部呈灰白色。

珊瑚蟲：珊瑚蟲以8~15隻成簇密布於群體表

面，珊瑚蟲與支持束骨針呈銳角，骨針架有8

尖點，各尖點由4~6隻骨針構成，其中較長骨

針突出珊瑚蟲，其下方無基冠骨針。支持束

骨針非常發達，含3~7隻，最長者可達4 mm，

突出珊瑚蟲達1mm，使群體外觀呈刺球狀。

珊瑚蟲骨針模式為IV = 1P +（3~4） p+ 0 Cr 

+very strong SB + 0 M

骨針：尖點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3~0.8 mm，略微彎曲，支持束骨針為紡錘形，長約2~5 mm，頂端偶有分叉。觸

手骨針少，扁平柱形，長約0.06~0.12 mm。分枝表層骨針為紡錘形，長度約0.2~2.5 mm，較大者粗短而彎曲，一

端偶有分叉；分枝內層骨針與表層相似，稍小一些，長約0.5~1.6 mm。柱部表層骨針為紡錘形、彎月形、棒形或

不規則形，長約0.2~0.8 mm；柱部內層骨針大多為彎曲紡錘形，長約1.6~3.3 mm，少數於一端有分叉。

東沙分布： 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包括馬爾地夫、澳洲大堡礁、菲律賓、越南、馬來半島、日本九州、南海。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外觀與大棘穗軟珊瑚（D. gigantea）相似，主要區別為本種珊瑚蟲骨針架為紅色，通常僅側

邊尖點較長骨針突出珊瑚蟲頭部，且支持束為淡黃色。

分枝末端形成密實的圓球形。

成簇的珊瑚蟲。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0.5 mm）。

密針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spinifera）的骨針。A1：支持束；A2：尖點；A3：觸手；B1：分枝表層；B2：分枝內層；C1：柱部表層；C2：柱部內

層。比例尺：A3 = 0.1 mm；其他 = 0.5 mm。

密針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spinifera （Holm, 1895）

Dendronephthya spinifer珊瑚體。

分枝末端密布珊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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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繖形，繖狀分枝不聚集呈半球形，柱部短，分枝大致等長，使群體外觀呈延長橢圓形，上層分

枝略呈弧形，基部分枝略呈葉狀。分枝末端呈紅色，珊瑚蟲為淡黃色，主幹呈粉紅或淡黃色，基部為紫紅色。

珊瑚蟲： 珊瑚蟲以5~20隻為一組，分布於分枝頂端，珊瑚蟲長約0.7 mm，與支持柄呈銳角。珊瑚蟲骨針架有8尖

點，由白色骨針組成，最外圍骨針並不突出，無基冠骨針，支持束非常發達，明顯突出珊瑚蟲。

珊瑚蟲骨針模式為 II = 6~8 p + 0 Cr + strong S.B. + 0 M.

骨針：珊瑚蟲尖點骨針為白色短紡錘形，長約0.08~0.20 mm；珊瑚蟲支持束骨針為紅色細長紡錘形，長約0.3 

mm；觸手有小型扁平骨針，長度約0.03~0.05 mm，表面多突起，呈雙列排列。支持束由3隻以上紅色紡錘形骨針

組成，長可達3 mm，最長者明顯延伸出珊瑚蟲頭部。分枝及主幹表層大多為細長紡錘形骨針，有些略呈彎曲，有

的一端分叉，長度約0.2~2.5 mm；分枝內層大多為粗紡錘形骨針，一端偶有分叉，長約0.8~2.5 mm。柱部和基部

表層為粗糙、多突起的紡錘形骨針，長約0.2~0.8 mm （平均0.5 mm），大多有不規則分叉；柱部和基部內層骨針

為三輻或不規則四輻骨針，也有少數粗紡錘形骨針，長約 0.8~2.0 mm。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 南海、菲律賓、印尼、澳洲北部。

相似種：本種珊瑚體可能與蒼白棘穗軟珊瑚（D. pallida）混淆，但骨針形態不同。

短枝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brevirama Burchardt, 1898

Dendronephthya brevirama珊瑚體。

短枝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brevirama）的骨針。A：珊瑚蟲（A1：尖點，A2：觸手，A3：支持束）；B1：分枝表層；

B2：分枝內層；C1：柱部表層；C2：柱部內層。比例尺：A1, A2, B1-1 = 0.1 mm；A3 = 1.0 mm；B1-2, B2, C1, C2 = 0.5 mm。

珊瑚體繖狀分枝。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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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繖形，柱部短，外觀相當密實，表面

粗糙顆粒狀，並呈現一些脊和溝，末端分枝非常多而密

集，且長度大致相等，使群體外觀呈弧形。生活群體的

珊瑚蟲為淡黃色，分枝及主幹為白或淡黃色，保存於酒

精的標本為蒼白色，主幹基部為紫紅色。

珊瑚蟲：珊瑚蟲以2~10隻成簇分布於小分枝末端，外觀

略呈橢圓形，與支持柄呈銳角。珊瑚蟲骨針架有8尖點，

各尖點由7~8對白色骨針組成，外圍骨針並不突出珊瑚蟲

頭部，無基冠骨針，支持束由透明骨針組成，外圍1或2隻明顯突出珊瑚蟲。珊瑚蟲骨針模式為II = 7~8 p + 0 Cr + 

strong S.B.

骨針：珊瑚蟲尖點骨針為紡錘形，略微彎曲，長約0.10~0.27 mm，珊瑚蟲基部骨針為紡錘形，長約0.26~0.45 

mm，觸手骨針為短棒形，長約0.04~0.06 mm；支持束骨針為紡錘型，平均長約2.0 mm。分枝表層骨針大多為彎曲

紡錘形，一端或有分叉，長度約0.4~1.5 mm。分枝內層骨針大多為彎曲的紡錘形，長約0.8~2.0 mm，一端可能有

分叉；另有扁平、多刺小骨針，長約0.1~0.3 mm。 柱部表層骨針有多種形態，包括彎曲紡錘形、棒形、三叉或四

叉形，長約0.3~1.0 mm；柱部內層骨針多為紡錘形，一端常有分叉，長約0.8~3.0 mm。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 緬甸、越南、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可能與部分柯氏棘穗軟珊瑚（D. koellikeri）相近，但珊瑚體分枝和骨針模式皆不同。

蒼白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pallida）的骨針。A：珊瑚蟲（A1：尖點，A2：觸手，A3：支持束）；B1：分枝表層；

B2：分枝內層；C1：柱部表層；C2：柱部內層。比例尺：A1, A2, B2-2 = 0.1 mm；A3, B1, B2-1, C1, C2 = 0.5 mm。

珊瑚體呈繖形。

成簇分布的珊瑚蟲。

蒼白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pallida Henderson, 1909

蒼白棘穗軟珊瑚群體。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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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棘穗軟珊瑚（Dendronephthya rubra）的骨針。A：珊瑚蟲（A1：尖點， A2：觸手，A3：支持束）；B1：分枝表層；

B2：分枝內層；C1：柱部表層；C2：柱部內層。比例尺：A1, B1-1 = 0.2 mm； A2 = 0.05 mm； B2, C1, C2 = 0.2 mm； A3, 

B1-2 = 0.05 mm。 

珊瑚體：珊瑚體為繖形，主幹短，分枝多為兩叉，珊瑚蟲成叢分布於分枝外圍，群體外觀稍扁平，珊瑚蟲為白

色，珊瑚體其他部位皆為紅色，呈鮮明對比。

珊瑚蟲：珊瑚蟲以5~10隻為一簇，大致均勻分布於外圍表面，收縮之珊瑚蟲大致呈圓形，直徑約0.75 mm，高約

0.65 mm，與主幹呈直角或銳角排列。珊瑚蟲骨針架有8尖點，由4~5對白色骨針組成，最大者明顯突出珊瑚蟲頭

部，無基冠骨針，支持束非常發達，其外圍骨針明顯突出珊瑚蟲。珊瑚蟲骨針模式為：IV = （1P + 3~4 p） + 0 Cr 

+ strong S.B.

骨針：珊瑚蟲尖點骨針為白色紡錘形，表面突起少，長約0.13~0.25 mm；觸手骨針為短棒形，長約0.04~0.06 

mm，支持束骨針為紅色紡錘形，表面有小突起，長約1.0~3.5 mm，最長者延伸出珊瑚蟲表面約1 mm。分枝表層

骨針大多為紡錘形，有的略呈彎曲，有的一端分叉，長度約0.2~3.5 mm；分枝內層骨針多為紡錘形，一端偶有分

叉，長度約0.4~2.5 mm。柱部表層骨針有多種型態，包括彎曲紡錘形、短棒形、多角形，長約0.19~0.60 mm。柱

部內層骨針大多為紡錘形，長約0.5~1.5 mm。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0 m以深礁斜坡或礁塊側面。

世界分布：菲律賓、帛琉、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短枝棘穗軟珊瑚（D. brevirama）相近，但是珊瑚蟲骨針模式和整體骨針形態皆不同。

紅棘穗軟珊瑚

Dendronephthya rubra May, 1899

Dendronephthya rubra珊瑚體。

珊瑚蟲骨針排列 （比例尺= 0.5 mm）。小型珊瑚體及珊瑚蟲。 珊瑚蟲伸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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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呈小灌叢狀，末端多分枝，主幹和分

枝相當堅硬，表面有厚的紡錘形骨針，共肉內部由中空管道構

成，無中軸骨骼。生活群體通常呈紫紅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大多分布在分枝末端，不完全收縮。珊瑚

蟲基冠具有約12列橫排骨針，長度由上至下漸減，尖點通常由4

隻骨針組成。珊瑚蟲基冠與萼部顏色相近。

骨針：骨針形態複雜多變，珊瑚蟲骨針大多為棒形，長約

0.05~0.15 mm；觸手骨針為棒形或紡錘形，長約0.05~0.07 mm；

基冠及萼部骨針為紡錘形或棒形，長約0.12~0.75 mm，呈紫紅

色；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長紡錘形，長約0.45~1.40 mm； 柱部

內層大骨針長約1.2~2.4 mm，另有小型骨針長約0.20~0.55 mm，皆以紡錘形為主。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水質清澈環境的礁石壁或洞穴開口附近。

世界分布： 日本、南海。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變異管柳珊瑚（S. variabilis）有些重疊，主要區別在於基冠部骨針列數較多，骨針較

粗大，且為紫紅色。

珊瑚蟲伸展狀態。

珊瑚蟲收縮狀態。

紫紅管柳珊瑚

Siphonogorgia dofleini Kükenthal, 1906

Siphonogorgia dofleini珊瑚體。

紫紅管柳珊瑚（Siphonogorgia dofleini）的骨針。A：觸手；B：珊瑚蟲；C：萼部；D：襟部；E：柱部表層；F：柱部內層。比例尺：A、B = 0.05 mm； 

C、D、F1 = 0.2 mm；E、F2 = 0.5 mm。

珊瑚蟲骨針排列（比例尺=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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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呈小灌叢狀，主幹較大而光滑，與分枝

皆相當堅硬，分枝多在末端，表面有厚的紡錘形骨針，共肉內部由

中空管道構成，無中軸骨骼。生活群體大多為淡黃色，珊瑚蟲的萼

部及基冠部為橙紅色，主要係因其骨針顏色所致。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大多分布在分枝末端，不完全收縮，呈白色

點狀。珊瑚蟲基冠部具有約3~4列橫排骨針，各尖點通常由1~2對骨

針組成，外圍2隻較大。珊瑚蟲萼部及基冠部骨針顏色為橙紅色。

骨針：骨針形態複雜多變，珊瑚蟲骨針大多為紡錘形或棒形，長約

0.15~0.30 mm；觸手骨針為棒形或細紡錘形，長約0.05~0.07 mm；基冠部及萼部骨針皆為紡錘形，基冠部骨針長

約0.45~0.75 mm，萼部骨針長約0.9~2.0 mm，部分可達3.0 mm；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紡錘形，長約0.65~2.0 mm，

另有小型骨針，長約0.15~0.20 mm。柱部內層大骨針長約0.6~1.6 mm，另有小型骨針長約0.15~0.30 mm，皆為紡

錘形或棒形。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水質清澈環境的礁石壁或洞穴開口附近。

世界分布： 南海。

相似種： 本種外觀及骨針形態與變異管柳珊瑚（S. variabilis）相似，但其珊瑚蟲基冠部骨針僅3~4列橫排骨針，

而變異管柳珊瑚有10列。

珊瑚蟲收縮狀態。

燦爛管柳珊瑚

Siphonogorgia splendens Kükenthal, 1906

Siphonogorgia splendens珊瑚體。

燦爛管柳珊瑚（Siphonogorgia splendens）的骨針。A：觸手；B：珊瑚蟲；C：萼部；D：襟部；E：柱部表層；F：柱部內層。比例尺：A = 0.025 mm； 

B、E2、F2 = 0.1 mm；C、D、E1、F1 = 0.5 mm。

珊瑚蟲伸展近照。 珊瑚蟲骨針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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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呈小灌叢狀，末端多分枝，主幹

和分枝相當堅硬，表面有厚的紡錘形骨針，共肉內部由中空

管道構成，無中軸骨骼。生活群體顏色多變，常見為黃橙

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大多分布在分枝末端，不完全收縮。

珊瑚蟲基冠具有約10列橫排骨針，尖點通常由4隻骨針組

成，其中外圍2隻明顯較大。珊瑚蟲基冠及萼部骨針顏色通

常為鮮紅色，與其他部位對比鮮明。

骨針：骨針形態複雜多變，珊瑚蟲骨針大多為棒形，長約

0.05~0.15 mm；觸手骨針為棒形或紡錘形，長約0.04~0.08 mm；基冠部及萼部骨針為紡錘形或棒形，長約0.2~0.5 

mm，呈橙紅色；柱部表層骨針大多為紡錘形，長約0.55~1.30 mm，另有小型骨針，長約0.15~0.30 mm。柱部內層

大骨針長約0.7~1.0 mm，另有小型骨針長約0.15~0.40 mm，皆以紡錘形為主。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水質清澈環境的礁石壁或洞穴開口附近。

世界分布：廣泛分布於印度、太平洋岩礁海域。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紫紅管柳珊瑚（S. dofleini）及燦爛管柳珊瑚（S. splendens）可能混淆，須檢視珊瑚蟲

周圍骨針排列型式以區別之。

小型珊瑚體。

變異管柳珊瑚

Siphonogorgia variabilis （Hickson, 1903） 

Siphonogorgia variabilis珊瑚體。 變異管柳珊瑚（Siphonogorgia variabilis）的骨針。A：觸手；B：珊瑚蟲；C：萼部；D：襟部；E：柱部表層；F：柱部內層。比例尺：A = 0.025 mm； 

B、C、D、E1、F1 = 0.1 mm；E2、F2 = 0.5 mm。

珊瑚蟲骨針排列。

珊瑚蟲伸展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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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低矮的分枝形，通常由數個扇形平面構成，高度通

常在20 cm以內；分枝為二叉分生，且大致分布在同一平面上；分枝的

節間相當一致，長約1.4 mm，直徑約1.5 mm。分枝相當柔軟，表面有

縱向排列的珊瑚蟲萼部錐形突起，外觀呈小念珠狀。生活群體呈紅色

或橙紅色，珊瑚蟲所在的萼部則為黃色。

珊瑚蟲：珊瑚蟲小型，延展時為白色，收縮時進入珊瑚分枝表面的萼

部錐形突起之中。

骨針：珊瑚蟲觸手的骨針為扁平多突起、稍彎曲的片形或棒形，長約

0.05~0.10 mm；尖點骨針為彎曲的紡錘形，長約0.11~0.19 mm，表面多突起，皆為白色。襟部則有棒形或紡錘形

骨針，長約0.1~0.2 mm，棒頭及中央部位多突起。共肉組織含有彎曲多刺的紡錘形、絞盤形及雙盤形骨針、一端

膨大的葉狀棒形骨針，大多長度在0.08~0.10 mm之間，少數可長達0.18 mm，皆呈橙紅色。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水深3~25 m的礁石邊緣，環礁內外皆有分布。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本種與橙紅扇珊瑚（M. ochracea）的群體形態相似，但是兩者的骨針形態不同，而且本種的珊瑚蟲通常

為白色，共肉組織和骨骼為鮮紅色。

珊瑚體分枝。

分枝與珊瑚蟲伸展狀態。

美麗紅扇珊瑚

Melithaea formosa （Nutting, 1911） 

Melithaea formosa珊瑚體。 美麗紅扇珊瑚（Melithaea formosa）的骨針。A：觸手；B：尖點；C：襟部；D~F：共肉組織（D： 紡錘形； E： 棒形； F： 盤型和絞盤形）。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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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分枝為二叉分生，通常形成扇狀平

面，主幹的節間稍膨大，長度可達17 mm，但在分枝上則不明

顯。節和節間皆呈紅色或橙紅色，珊瑚蟲所在的襟部則為黃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可完全收縮，珊瑚蟲分布在分枝的側面和

前面，伸展時呈白色，收縮時的襟部寬度<1 mm，僅稍突出分枝

表面。

骨針：珊瑚蟲觸手的骨針為扁平多突起、稍彎曲的片形或棒形，

長約0.07~0.12 mm；尖點骨針為彎曲的紡錘形，長約0.11~0.19 

mm，皆為白色，表面多突起。襟部則有黃色扁平紡錘形骨針，長

度變異大，可達0.4 mm，突起集中於中央部位，部分形成分枝。

共肉組織含有絞盤形及雙盤形骨針（皆長約0.05~0.10 mm）、一

端膨大的葉狀棒形骨針（長約0.06~0.12 mm）、以及紡錘形骨針

（長約0.06~0.20 mm），皆呈橙紅色；節內含有桿狀骨針，節間

則含有癒合在一起的桿狀骨針。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水深2~25 m海流稍強的礁區頂部或側面，

在環礁內外皆有分布。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珊瑚礁區。

相似種： 本種與美麗紅扇珊瑚（M. formosa）的群體形態相似，但是兩者的骨針形態不同，而且本種的珊瑚蟲通

常為橙黃色，共肉組織表面也有橙黃色調。

。

珊瑚體主幹的節間稍膨大。

珊瑚蟲伸展（左）和收縮（右）的珊瑚體。

橙紅扇珊瑚

Melithaea ochracea （Linnaeus, 1758） 

Melithaea ochracea珊瑚體。 橙紅扇珊瑚（Melithaea ochracea）的骨針。A：觸手；B：尖點；C：襟部；D~F： 共肉組織骨針。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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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薄的表覆形，以一薄層覆蓋礁石表面。珊

瑚體表面常有結節狀、指狀或柱狀的突起，大型群體直徑可

達1 m以上。生活群體的表層組織為灰白或灰褐色，含共生

藻，內層為紅或紅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伸展時高約15 mm，可收縮入組織

內，中央口部明顯而突出，觸手薄而略扁，邊緣的羽枝不明

顯或退化。收縮時，萼部突起不明顯。

骨針：萼部骨針大多為柱形，無色，兩端稍小，有些近似紡

錘形，長度在0.2 mm以內；皮層骨針大多為圓柱形、少數為

紡錘形或三叉形，皆無色，多數長度在0.3 mm以內，少數可

達0.6 mm，表面多突起。內部髓層骨針為紅色紡錘形，多數

具有分枝，分枝無一定方向，表面有大的結節狀突起，長度大多0.2~0.6 mm之間。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0~15 m的礁區表面。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西太平洋熱帶至亞熱帶珊瑚礁及岩礁區，包括澳洲、印尼、菲律賓、南海、琉球群島、台

灣。

相似種： 本種與同屬其他種如 B. violaceum 的外形相似，但是兩者骨針形態不同，本種之圓柱形骨針為其鑑別特

徵。

圓柱皮珊瑚（Briareum cylindrum）不同部位的骨針。A：萼部頂端；B：皮層；C：髓層。比例尺= 0.2 mm。

珊瑚蟲收縮及伸展狀態。

珊瑚蟲近照。

圓柱皮珊瑚

Briareum cylindrum Samimi-Namin & van Ofwegen, 2016 

Briareum cylindrum珊瑚體覆蓋生長在礁石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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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由許多細分枝組成，大致分布在同一平面，但

有些分枝分散而呈叢狀。主分枝自基部起交互長出次生分枝，

次生分枝頂端部分相連成網狀。分枝直徑大多在1~2 mm之間，

共肉僅以薄層覆蓋骨骼表面。生活群體的珊瑚蟲通常為淡褐

色，骨骼為暗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呈細管狀，高約1~2 mm，由排列成環狀而突出

的骨針支撐，外觀呈刺冠狀；珊瑚蟲分布在分枝周圍表面，間

隔約1.5~3.0 mm，有集中於兩側的趨勢，且近分枝尖端較密集。

骨針：珊瑚蟲周圍的骨針為彎曲紡錘形，長度在0.2~0.5 mm之

間，兩端大多無明顯差異，表面有錐狀突起稀疏分布；另有弓

形骨針長度在0.6 mm以內，觸手骨針為小桿形或紡錘形。共肉

皮層含有多突起的紡錘形、十字形、三輻及不規則片形骨針，

長約0.1~0.3 mm，表面突起多，且形態變異大。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25 m以深的礁斜坡邊緣。

世界分布： 錫蘭、印尼、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群體形態與印度蔓柳珊瑚（Bebryce indica）近

似，但珊瑚蟲呈刺冠狀為明顯差異。

珊瑚體伸展近照。

珊瑚蟲收縮狀態。

錫蘭刺柳珊瑚

Acanthogorgia ceylonensis Thomson & Henderson, 1905

Acanthogorgia ceylonensis珊瑚體。

錫蘭刺柳珊瑚（Acanthogorgia ceylonensis）的骨針。A：觸手；B：珊瑚蟲尖點；C：共肉。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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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扇形，分枝並不密集，但大致分布在同一平

面。扇形分枝常互相層疊，形成叢狀群體。生活群體的珊瑚蟲通

常為白色或淡黃色，骨骼為暗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密集分布在分枝周圍表面，與主幹或分枝呈直

角，珊瑚蟲呈細管狀，高約2 mm，寬約1 mm，頂端和基部稍寬。

骨針：珊瑚蟲主要含細長的紡錘形骨針，通常不彎曲，不呈弓

形，而且骨針兩端無近端與遠端區別；這些特徵與本屬其他物

種不同。萼部主要含較粗的紡錘形骨針，通常也不彎曲，表面

突起粗大而密集，在珊瑚蟲周圍呈山形排列。共肉皮層的骨針形

態變異大，包括多突起的三輻、十字形及不規則片形骨針，長約

0.1~0.3 mm，突起大多集中於尖端。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25 m以深的礁斜坡邊緣。

世界分布： 新幾內亞、印尼、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群體形態與錫蘭次柳珊瑚（A. ceylonensis）相似，

但骨針明顯不同。

分枝及珊瑚蟲伸展狀態。

珊瑚蟲部分收縮。

史氏刺柳珊瑚

Acanthogorgia cf. studeri Nutting, 1911

Acanthogorgia cf. studeri珊瑚體。

史氏刺柳珊瑚（Acanthogorgia  cf. studeri）的骨針。A：珊瑚蟲；B：珊瑚蟲萼部；C：共肉皮層。比例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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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群集。

珊瑚蟲骨針架（比例尺= 0.2 mm）。

珊瑚體：珊瑚體呈扇形，由鬆散的網狀分枝組成，主

分枝和小分枝的直徑相似，分枝在相同平面上，互相

連結成網狀，共肉組織薄，生活群體常有鮮艷顏色，

常見為黃綠色，中軸骨為暗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呈管狀，密集分布於分枝和主幹表

面，大多與分枝垂直，高約1~2 mm，寬約1.0 mm，珊

瑚蟲周圍有紡錘形骨針組成山形的支持構造。珊瑚蟲

活體為淡黃色，酒精標本為白色。

骨針：觸手的骨針為小板形，表面有突起，長約 

0.08~0.10 mm；珊瑚蟲壁有紡錘形骨針，直立或彎曲，

多數長度在 0.2~0.4 mm之間，少數可達0.6 mm，表面多突起，少數有分叉； 共肉組織的骨針大多為十字形和多刺

紡錘形，多數表面有不規則突起，且多有分叉，長度在0.15~0.60 mm之間；骨針皆無顏色。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水深15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偶見於軟珊瑚群體的間隙。

世界分布： 馬爾地夫群島、南海。

相似種： 本屬不同種之間的鑑別仍存在許多混淆處，本種名為暫定名稱。

扇形刺柳珊瑚

Acanthogorgia flabellum Hickson, 1905 

 Acanthogorgia flabellum珊瑚體。 扇形刺柳珊瑚（Acanthogorgia flabellum）的骨針。A：觸手； B：珊瑚蟲壁； C：共肉組織。比例尺= 0.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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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大致呈扇形，由許多分枝組成，主幹分生出一

系列的分枝，分枝生長方向並不一致，往往相互連結成扇形網

狀。生活群體常見為深紅色，酒精標本則為褐或黃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呈圓柱形，高約3~4 mm，直徑約1.5 mm，頂

端較大；通常分布在分枝的各表面，但側邊有較多的趨勢；珊

瑚蟲不完全收縮，其周圍有紡錘形骨針組成山形支持構造。

骨針：珊瑚蟲觸手含柱形和紡錘形骨針，直立或彎曲，長約

0.1~0.4 mm，表面有錐狀或小柱狀突起；珊瑚蟲支持束骨針大

多為粗大的紡錘形，長約0.3~1.0 mm，表面有大顆粒狀突起；

共肉組織的骨針大多為棒形和紡錘形，長約0.1~0.4 mm，表面

也有大顆粒狀突起。骨針大多為黃褐或淡黃色。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水深20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或岩

壁上。

世界分布： 安達曼海、南海。

相似種： 本屬的群體和骨針形態與尖柳珊瑚（Muricella sp.）

相似，形質也多有重疊處，尚待分子親緣研究資料之釐清。

分枝與珊瑚蟲伸展近照。

珊瑚蟲收縮狀態。

網狀花柳珊瑚

Anthogorgia racemosa Thomson & Simpson, 1911

Anthogorgia racemosa珊瑚體。

網狀花柳珊瑚（Anthogorgia racemosa）的骨針。A：觸手；B：珊瑚蟲；C：共肉組織。比例尺= 0.2 mm。

珊瑚蟲頭部的骨針排列。 珊瑚蟲骨針架 （比例尺=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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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大致呈扇形，由主分枝長出小分枝，但分枝形態頗不規則，有些環境的群體分枝不在一平面上，

而呈樹叢形。生活群體的珊瑚蟲為白色或淡黃色，主幹及分枝骨骼為紅紫色。

珊瑚蟲：珊瑚蟲呈白色，分布在群體各方向的表面，但是並不均勻，在小分枝頂端較密集，主分枝則較稀疏，珊

瑚蟲襟部由垂直排列的紡錘形骨針組成，頂端圍成口蓋狀構造，萼部骨針則呈水平排列。珊瑚蟲可完全收縮，收

縮時在分枝表面呈錐狀或管狀突起。

骨針：珊瑚蟲觸手的骨針為大多紡錘形或桿形，長約0.2~0.3 mm，少數為棒形，長約0.08~0.16 mm，表面皆有錐

狀突起；珊瑚蟲襟部及共肉皮層骨針皆為紡錘形，多數的兩端尖細，長度多在0.2~1.0 mm之間；珊瑚蟲萼部則有

兩端較鈍的紡錘形骨針及多突起的片形骨針，長約0.2~0.3 mm。觸手及珊瑚蟲襟部骨針為無色或淡黃色，萼部及

共肉皮層骨針為紅色或紅褐色。

東沙分布：通常生長在外環礁水深20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

世界分布：婆羅洲、馬來半島、菲律賓、日本南部、南海、台灣墾丁。

相似種： 本屬的群體和骨針形態與花柳珊瑚（Anthogorgia sp.）相似，容易混淆；同屬各種之間的形態和骨針變

異皆甚大，種間分界尚待釐清。

直針尖柳珊瑚

Muricella complanata Wright & Studer, 1889

Muricella complanata珊瑚體。 直針尖柳珊瑚 (Muricella complanata)的骨針。 A：觸手；B：珊瑚蟲；C：萼部；D：共肉骨針。比例尺：A = 0.1 mm； B、C = 0.2 mm；D = 0.4 mm。

珊瑚蟲骨針架（比例尺= 0.5 mm）。

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 珊瑚蟲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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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大致呈扇形或樹叢形，分枝依序由主幹分出，交

點近直角，但隨即彎曲，與原主枝呈平行向上延伸，分枝近圓

形，直徑約3~4 mm，近末端稍膨大，呈圓弧狀。生活群體常呈

鮮紅色或紫色。

珊瑚蟲：珊瑚蟲均勻分布在群體表面，間隔約2~3 mm，可完

全收縮在凹入的共肉組織中，收縮時在珊瑚體表面有明顯的孔

洞，部分珊瑚蟲不完全收縮。

骨針：珊瑚蟲的骨針為細長而扁的紡錘形，在觸手外圍排列成

山字形環狀，表面多突起。萼部及共肉表皮層的骨針包括球

形、橢圓形及紡錘形，表面覆蓋密集的疣突，長度大多在0.2 mm以內；共肉內層骨針大多為粗短的柱形，表面多

突起。骨針皆無顏色。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15 m以深的珊瑚礁區，可能生長在軟珊瑚叢的間隙。

世界分布： 日本、廣東、香港、南海。

相似種： 本種群體形態與強韌真網柳珊瑚（E. robusta）相似，但是分枝較粗，珊瑚蟲分布較疏，骨針形態亦有不

同。

直立真網柳珊瑚（Euplexaura erecta）的骨針。A：珊瑚蟲；B：萼部及共肉表皮層；C：共肉內層。比例尺= 0.2 mm。

珊瑚蟲收縮的珊瑚體。

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

直立真網柳珊瑚

Euplexaura erecta Kükenthal, 1908 

珊瑚蟲伸展的珊瑚體。

珊瑚蟲骨針架（比例尺= 0.25 mm）。 珊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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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韌真網柳珊瑚（Euplexaura robusta）的骨針形態。A：珊瑚蟲；B：共肉皮層。比例尺= 0.2 mm。

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伸展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呈扇形或樹叢形，主幹及分枝的圓徑大

小相當一致，直徑約3 mm。分枝疏而短、稍側扁，常

與主幹呈直角，並向上延展，分枝頂端膨大。小群體

的外觀似燭台。生活群體常見為紫紅、紫或紅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均勻分布在群體表面，間隔約

1.5~2.0 mm，可完全收縮入共肉組織中，收縮時在珊

瑚體表面有明顯的孔洞，有些稍微突起，有些則不明

顯。

骨針：珊瑚蟲的骨針為細長紡錘形，多數稍微彎曲，

表面多細小或錐形突起。共肉皮層的骨針大多為厚實

的橢圓形或圓柱形，表面覆蓋密集的疣突；另有較小

的棒形骨針，長約0.05~0.15 mm，以及紡錘形骨針，長約0.2~0.3 mm。骨針皆無顏色。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15 m以深的珊瑚礁區，可能生長在軟珊瑚叢的間隙。

世界分布： 馬來半島、日本琉球及四國、澳洲西北部、香港、南海。

相似種： 本種群體形態與直立真網柳珊瑚（E. erecta）相似，但是分枝較細，珊瑚蟲分布較密集，骨針形態亦有

不同。

強韌真網柳珊瑚

Euplexaura robusta Kükenthal, 1908  

 Euplexaura robusta珊瑚體。

珊瑚蟲骨針架（比例尺= 0.5 mm）。珊瑚蟲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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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分枝不規則，但大致在一平面而呈

扇形；主幹與分枝的直徑差異大，共肉組織甚薄。生活群體呈

鮮紅或橙紅色，酒精標本則呈黃或褐色。

珊瑚蟲：珊瑚蟲分布在分枝及主幹表面，但有集中於兩側的趨

勢，珊瑚蟲為突出小錐體狀，高和寬約1.5 mm，間隔約1.5~2.0 

mm，開口周圍有骨針構成的尖點。

骨針：珊瑚蟲骨針大多為紡錘形或棒形，表面有不規則分布的

突起，長約0.2~0.5 mm；尖點和襟部骨針為直或彎曲紡錘形長

約0.4~0.6 mm。共肉皮層主要為蓮座狀骨針（rosettes），高和

寬各約0.1 mm，為本屬的鑑別特徵；此外尚有3~6幅 （大多數

為4幅）的板形骨針，長約0.5~0.6 mm。骨針無顏色。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20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或礁石側面。

世界分布： 印度、印尼、南海、台灣墾丁。

相似種： 本種珊瑚體形態與刺柳珊瑚（Acanthogorgia sp.）及

花柳珊瑚（Anthogorgia sp.）可能混淆，但骨針形態不同。

印度蔓柳珊瑚（Bebryce indica）的骨針。A：觸手；B：珊瑚蟲；C：共肉。比例尺：A、B = 0.2 mm； C = 0.1 mm。

珊瑚體不規則分枝。

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

印度蔓柳珊瑚

 Bebryce indica Thomson, 1905

Bebryce indica珊瑚體。

珊瑚蟲骨針架 （比例尺=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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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孔的萼部突起（比例尺= 0.2 mm）。

枝網棘柳珊瑚（Echinogorgia pseudosassapo）的骨針。A：珊瑚蟲；B：共肉表層；C：萼部。比例尺：A = 0.1 mm；B, C = 0.2 mm。

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

珊瑚體：珊瑚體為分枝形，小分枝由放射狀的主分枝

上長出，呈向上生長，延展於一平面，相互連結成扇

形，小分枝直徑約3 mm，末端稍微膨大。生活群體多

為紅色、黃色或咖啡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均勻分布於群體表面，珊瑚蟲能

完全收縮，在表面有萼部突起，直徑約1.2 mm，高約

0.5 mm。

骨針：骨針形態非常多樣，且大多呈猩紅色。珊瑚蟲

的骨針多為棒狀或紡錘形，珊瑚蟲萼部骨針為多刺葉

片形或盤形，其柄部有小顆粒狀突起。共肉表層骨針

形態和大小皆有甚大變異，包括紡錘形、棒形、葉片形和不規則形等，表面皆有大小不一的突起。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20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很罕見。

世界分布： 印尼、印度、香港、南海。

相似種： 本屬的群體形態和花柳珊瑚（Anthogorgia sp.）及尖柳珊瑚（Muricella sp.）相似，骨針形態則不同；本

屬種間的分界也相當混淆，故種名為暫定名稱。

枝網棘柳珊瑚

Echinogorgia pseudosassapo Kölliker, 1865

 Echinogorgia pseudosassapo珊瑚體。

珊瑚體分枝表面的珊瑚孔（比例尺=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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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星柳珊瑚（Astrogorgia sinensis）的骨針。A：共肉皮層表面；B：珊瑚蟲；C：觸手。比例尺：A1=0.4 mm；A2=0.8 mm；B、C=0.2 

mm。

珊瑚蟲集中於兩側生長。

珊瑚蟲伸展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呈平面扇形，分枝不規則，且很少連結在一

起。主幹及主分枝直徑約3~4 mm，稍側扁。生活群體顏色為深

紅色或紅色，珊瑚蟲呈橘色或白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分布於分枝的周圍，但有集中於兩側的

趨勢，珊瑚蟲收縮時在表面形成錐狀突起，間隔約2~3 mm。

骨針：珊瑚蟲觸手骨針為扁平紡錘形或小板形，表面有稀疏的

錐形突起，長約0.04~0.15 mm；珊瑚蟲骨針為棒形和紡錘形，

多數長約0.1~0.3 mm，表面有錐形或細柱形突起；共肉皮層骨

針為粗大紡錘形，長約0.4~1.6 mm，表面有結節狀或顆粒狀突

起，呈不規則排列。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25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

世界分布： 廣東、香港、台灣東沙。

相似種： 本種與同屬之紅星柳珊瑚（A. rubra）難以區分，可能

是同種異名。

中華星柳珊瑚

Astrogorgia sinensis （Verrill, 1865） 

Astrogorgia sinensis珊瑚體。

珊瑚蟲骨針架（比例尺= 0.2 mm）。珊瑚蟲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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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細鞭珊瑚（Menella rubescens）的骨針。A：珊瑚蟲；B：共肉表層；C、D：共肉內層。比例尺：A = 0.1 mm；B = 0.5 mm；C、D = 0.2 mm。

珊瑚蟲伸展近照。

珊瑚體：珊瑚體呈稀疏的分枝形，分枝為細長的圓柱形，大多為二

叉分生形成，分枝向上生長，表面有厚的共肉組織。生活群體呈紅

或橙紅色，伸展的珊瑚蟲為白或淡黃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密集分布在主幹和分枝表面；珊瑚蟲收縮時

在表面形成萼部突起，萼部的壁薄，開口近圓形，直徑約1.5~2.0 

mm。

骨針：珊瑚蟲觸手的骨針為棒形或紡錘形，周圍的骨針為不規則的

星形或十字形；共肉表層骨針為不規則形，內層骨針為不規則形或

片形。骨針呈紅褐色。

東沙分布：外環礁及航道區水深15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

世界分布： 馬來半島、香港、南海。

相似種：本屬群體形態與芽雙叉鞭珊瑚（Dichotella gemmacea）相似，但兩者珊瑚蟲、中軸骨骼及骨針皆不同；

現有同屬不同種之間的分界亦尚需釐清。

紅細鞭珊瑚

Menella rubescens Nutting, 1910 

Menella rubescens珊瑚蟲伸展的珊瑚體。

珊瑚孔的萼部（比例尺= 0.5 mm）。

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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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呈樹叢形，分枝為鞭形，由二叉分生形成，高度可達1 m以上，珊瑚體為圓柱形，表層共肉組織

厚。生活群體呈紅色、橙色、白色或粉紅色，珊瑚蟲則為紅色或白色。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相當均勻或呈數條縱帶分布在鞭形群體周圍，珊瑚蟲呈黃色，可收縮，但不完全收縮入共

肉組織中。收縮的珊瑚蟲呈小突起密布在群體表面。

骨針：共肉表層含不對稱的柱形骨針，長約0.02~0.04 mm，表面有高聳的突起；共肉內層骨針為對稱的啞鈴形或

絞盤形，長約0.03~0.07 mm，表面有突起大致成環排列，骨針為橙黃或橙紅色。

東沙分布：外環礁和航道區水深20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印度、西太平洋，台灣南部及北部海域皆有分布。

相似種： 本種與鞭珊瑚（Ellisella sp.）的群體和骨針形態都很相似，但是本屬種類的表層組織具有不對稱的棒形

骨針，而鞭珊瑚則皆為對稱形骨針。 

芽雙叉鞭珊瑚

Dichotella gemmacea （Milne Edwards & Haime, 1857）  

Dichotella gemmacea叢形珊瑚群體。

芽雙叉鞭珊瑚（Dichotella gemmacea）的骨針。A：共肉表層； B：共肉內層； 比例尺= 0.1 mm。

珊瑚蟲收縮狀態。分枝呈鞭形的珊瑚體。

珊瑚體分枝及珊瑚蟲伸展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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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體：珊瑚體為延長的鞭形，長度可達2 m，直立或

彎曲，通常無分枝。生活群體呈橙紅色，柔軟而有彈

性。 

珊瑚蟲：珊瑚蟲單型，均勻或呈縱列分布在鞭形群體周

圍的共肉組織表層，珊瑚蟲呈白色或半透明，可收縮，

但不完全收縮入共肉組織中。

骨針：珊瑚蟲萼部含紡錘形和梭子形骨針，長約

0.03~0.08 mm；共肉組織含雙頭形和絞盤形骨針，長

約0.03~0.08 mm，寬約0.02~0.06 mm，中央凹入呈腰帶

狀。骨針有顏色，通常為橙色。

東沙分布：外環礁水深25 m以深的珊瑚礁斜坡，常呈群集分布。

世界分布： 廣泛分布於印度、太平洋珊瑚礁及岩礁區。

相似種： 本種珊瑚群體外形與紅鞭珊瑚（Junceella juncea）相似，但是骨針形態不同。骨針形態則與芽雙叉鞭珊

瑚（Dichotella gemmacea）相似，但群體通常無分枝，直徑較大，且珊瑚蟲構造不同。

珊瑚體呈長鞭形，通常無分枝。

珊瑚蟲伸展狀態。

長柔鞭珊瑚

Viminella juncelloides （Stiasny, 1938）

Viminella juncelloides珊瑚體。

長柔鞭珊瑚（Viminella juncelloides）的骨針。A：珊瑚蟲萼部；B：共肉組織；比例尺= 0.1 mm。

珊瑚蟲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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