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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格列夫人島 
珊瑚實況

大堡礁最享受 
的體驗



大堡礁的起源
大堡礁是世界上最複雜，生物多樣性最
豐富的生態系統之一。

珊瑚礁沿昆士蘭州海岸線綿延 2,300 
公里，從北部的約克角 (Cape York) 
到南部的邦德堡 (Bundaberg) 北部。

但是珊瑚礁並不是連續的，而是由 
2,700多個獨立的珊瑚礁及島嶼組成。

大約 200萬年前，當北澳大利亞人漂
流到熱帶地區時，發現了第一個珊瑚
礁系統在該地區生長。

再來由於海流，許多不同的生物從馬來
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周邊地區順流下
來，使他們得以在這種新環境中生長。

此後發生了幾次冰河時期，導致
海平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每個
冰河時代，海平面都會下降，從而
使大片礁區暴露在外。

珊瑚景
關於瑪斯格列夫人的故事: 200萬年前，
當珊瑚礁首次在該地區生長，礁石形 
成後，由於海平面的上升和下降，礁石
不斷的被淹沒和擱淺。當珊瑚礁在海平
面非常低的時候暴露為石灰岩丘陵時，
它們會被風和雨水侵蝕，但保持其基本
形狀。 海平面上升之後，它們又被淹沒
了，老舊的結構上又長出了新的珊瑚。

在大約 18,000年前的最後一個冰期中，
海平面達到最低點 (比當前水平低約
120m)。當極地冰川開始融化後， 
一萬年之中，海平面不斷上升，珊瑚在
被淹沒的舊礁石上生長。 大約 6,000 
年前，海平面趨於穩定，珊瑚礁越來越
靠近地表。 甚至有些已經到達海平面，
而有些仍遠存在於海下。

正是在這時期，風侵蝕了珊瑚之間的
大溝壑和山脊。當極地冰融化並使海
平面上升時，曾經乾燥的石灰岩基岩再
次支持了珊瑚的生長。自礁石形成以
來的最近 200萬年中，這種海平面變化
過程已經發生過數次。

由於隨著海平面的上升和下降，新珊瑚
不斷在舊珊瑚上生長，因此今天大堡礁
在許多數地方的最大厚度為 300米。

如今，珊瑚在已經穩定的海平面上迅速
成長，大堡礁已有 8,000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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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在6,000年前 
就趨漸穩定

8,000年之久



南大堡礁
在大堡礁的南端，有一連串被稱為 
“Capricornia” 的島嶼和珊瑚礁。

其中包含22個珊瑚礁，其中13個 
帶有島嶼，約距離大陸80公里， 
在大陸上方的淺海中。 Capricornia
是重要的保護區，是大堡礁上宣布
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一萬八千年前，Capricornia 的礁石 
是沿海景觀上的石灰岩丘陵。

土著家庭群體在洞穴中繪畫，並從沿
海平原和礁石中收穫豐富的食物。 
然後，一代接著一代，部落的狩獵 
場被緩慢上升的海淹沒了。

在 Capricornia 發現的珊瑚洞穴中有許
多洞穴是有充滿水的痕跡，然而卻沒
有證據表明原住民曾拜訪過。

發現新地標
1770年時，詹姆斯•庫克船長 (James 
Cook) 沿昆士蘭州海岸靠近大陸，並沒
有發現 Capricornia 群島。據說 1802年
的弗林德斯可能曾見過 Masthead 島，
但在記錄上 Bunker 船長於 1803年才首
次見到 Capricornia 礁。大堡礁上最南
端的島， Elliott夫人島於 1816年以  
Elliot夫人的名字名。在三年後，菲利普• 
帕克•金 (Phillip Parker King) 在他前 
往南大堡礁的3次航行中的第一次， 
Elliott 夫人島正式確定在地圖上的地理
位置。在 1821年，菲利普•帕克•金也觀
察了其他幾座 Capricornia 群島。

Masthead 於 1839年由 Wickham 和 
Stokes 命名，然後在 1843年， 
Blackwood 船長在 H.M.S. 飛行，調
查了所有的島嶼和礁石。此黨訪問了
西北島，並命名為 Wreck 島 (以 1831
年遭受美國破壞為名)，Heron 島 (以
優美的白鷺命名) 和 One Tree 島。根
據 Jukes 寫的有關馬斯格列的文章，
稱其為“第一邦克島”。夫人馬斯格雷夫
島以詹妮 (Jeannie) 的名字命名，珍妮
是昆士蘭州州長安東尼馬斯格雷夫爵
士在美國出生的妻子。

後來，隨著昆士蘭州中部和北部 
港口的建立，Capricornia 附近的航運
增加了。 1866年，在 Elliott 夫人島上
架起了一座臨時燈塔，並於 1873年將他
建造成了一個永久的標的物。1878年，
北礁燈塔也跟著落成。

1974年，儘管有這些信標，在馬斯格列
夫夫人島上航行時，仍然有許多沉船 
事故。(1983年，一艘大型散裝貨船 TNT 
Alltrans 擱淺在馬斯格列夫人珊瑚礁
上，但已被打撈)。十九世紀末， 
隨著尋求磷礦的礦工的到來， 
Capricornia 的和平被打破了。他們於
1863年在 Elliot 夫人島上開始開採， 
留下了一片片被破壞的樹木和土地， 
甚至放牧山羊使災害更加嚴重，還好 
在最後的 20年該島已開始漸漸恢復。 
Fairfax 島和馬斯格列夫人島於 19世紀
末開採礦物，結果，山羊也在這兩個島
上造成了廣泛的破壞。

馬斯格列夫人島是 Capricornia 的第 
二個旅遊勝地，始建於 1939年，但由於 
經濟原因不久後關閉。(第一個旅遊勝
地於 1932年在 Heron島上建立，利用
了舊的烏龜湯罐頭廠)。 1900年代初
期，Heron和西北島嶼都建立了罐 
頭廠。由於過度開發，到 1930年停 
止了捕撈，20年後海龜被宣布保
護。 1938年，馬斯格列夫夫人島的
一半被宣佈為國家公園，其餘的則於
1967年宣佈為國家公園。

瑪斯格列夫人島被
昆士蘭州州長以安
東尼·馬斯格列夫爵
士的妻子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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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格列夫人島
是一個14公頃珊瑚
礁瀉湖島

在珊瑚礁瀉湖裡面
大致有8米深

馬斯格列夫人島和珊瑚礁
馬斯格列夫人島是邦克集團中最南端的島嶼。該島是一個
佔地 14公頃的珊瑚礁，周圍有 1,192公頃的礁石，被一個大
型庇護所潟湖所佔據。

Capricornia 的珊瑚礁，例如馬斯格列夫人，是低矮而平坦的 
島嶼，它們從未與大陸相連，而是由圍繞它們的珊瑚礁形成。
它們隨著珊瑚，藻類和其他珊瑚礁居民的碎片被海浪和暴風雨
沉積在礁石上成為島的一部分 (通常是在背風面)。這個過程導
致了馬斯格列夫人島的形成，所以周圍的海灘大多是沙灘。

馬斯格列夫人的珊瑚礁是獨特的自然區，包括一個深潟湖。 
迎風礁的坡度陡峭，具有“凹凸”結構。在背脊上是美麗的鹿角
珊瑚，和被潮汐和洋流沖刷的凹槽，

珊瑚礁頂上面覆蓋著藻類。礁岩的外緣擁有許多珊瑚品種，而
沙子則佔據了潟湖內的底部。潟湖深達 8米，有山坡形的珊瑚
礁圍繞。並且提供了一個優良的下錨場所，並通過側面的通道
與大海相連。瀉湖之內提供了各種珊瑚闢戶的場所，使它們 
沒有暴露在波濤洶湧的外海中。海中突起較大的珊瑚礁稱做  
“ bommies” (原住民語 “ bombora” 的縮寫) 是無數魚類
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家。

該島的大部分地區是由珊瑚沙形成的，土壤層甚淺以及不
斷的強風影響了植被。

與更北的沙洲相比，樹冠普遍較低，從南側的 6-8米到最 
大約 15米。該島南部東部的開放植被讓位於中心的抗風桐
和無花果林雜亂無章。越往庇護所的西北側，抗風桐森林的
高度和密度逐漸增加。

島上的樹抗風桐非常適合島上的生活，通常生長在茂密的 
森林中，幾乎沒有光線穿透森林地面，因此排除了其他大多
數植物。 抗風桐在富含鈣的珊瑚土壤中繁盛，在乾燥的時期
通過脫落的葉子生存。

在暴風雨中吹散的樹枝發芽新的葉子和根。粘性種子被海鳥 
傳播，尤其是在抗風桐中築巢的玄燕鷗。

馬斯格列夫夫人背風處的海灘以優美的沿海蛇紋林為後盾， 
迎風面有露兜樹。在海灘上，蔓，草藥和草木，例如綠色， 
枕形的植物在海灘非常豐富。

居住在島上的本土動物是通過飛行，漂流或游泳，或者緊緊抓
住漂浮的植物，漂浮物或其他動物而到達的。要成為島上居
民，他們必須能夠在島上解決無水源和度過颶風時期。

昆蟲，蜘蛛和其他節肢動物在馬斯格列夫人島很常見，然而卻
沒有哺乳動物或爬行動物 (除了來訪的海龜)，只有很少的陸生
鳥類。有眾多的季節性鳥類來該島覓食，棲息或繁殖， 
但不會永久停留。



瑪斯格列夫人 
浮潛景觀
當靠近船的珊瑚礁周圍進行浮潛時，最多
物種的地帶是沿著礁石邊緣和海洋交界
處，在這裡您將看到最多的生活多樣性。

在接近礁石邊緣和珊瑚時，您會看到巨
型海參躺在沙地上。海參是海星家族的
一部分，被稱為珊瑚礁的吸塵器，因為它
們清潔沙子中的魚糞和細菌。

潟湖中有大量的鹿角珊瑚。通常顏
色非常鮮豔，但是有些僅在尖端具有
顏色。藍色毛毯珊瑚在這裡是蠻常見
的，他們通常生長礁石邊緣。

蘑菇珊瑚是唯一隨潮汐或潮流移動的 
珊瑚，看起來像是中間裂開的“飛盤”。 
當他們伸出觸手時，看起來 
就像個小海葵。

靠近礁石邊緣的坡上有一些車渠貝。 
貝的硬殼在進食模式下是打開的，當它表
面的感光藻類檢測到光線變化時，它的殼
會輕輕閉合。在珊瑚中也可以看到另一種
會挖洞的貝，他們會將自己埋在珊瑚中。

在潟湖周圍的位置是重要的 “清潔站”， 
由清潔工瀨魚，一條藍白相間的小
魚經營。當清潔的瀨魚開始他們的清
潔生意時，其他魚類會在清潔站停
下來，而清潔的瀨魚會越過它們的身
體，吃掉體內的寄生蟲和粘液。清潔
的瀨魚實際上會進入一些較大魚的嘴
和腮，以完成更徹底的工作。

8個不可思議是生活在馬斯格列夫人珊瑚礁的居民生物，僅在其自然棲息 
地中可見。每種標誌性動物被選擇的原因是它與大堡礁的密切關係， 
對海洋生態系統的重要性 。

8個不可思議

鯨魚
座頭鯨在冬季遷時會移動經過達南部 
大堡礁，以繁殖，交配和活動。 
最佳觀看時間為六月至十月 。

海龜
每年10月至2月海龜會開始築巢產卵， 
到每年1月至3月海龜卵才會孵化， 
這些都是令人難忘的經歷，
會讓您永遠記憶猶新。

鯊魚
在船旁的珊瑚礁浮潛時， 
您會看到許多種類的小鯊魚。

小丑魚
如果您看過電影《海底總動員》， 
您已經知道這個小傢伙多麼可愛又虛幻

車渠貝
如果您從未去過大堡礁， 
那麼這些動物真的會讓您震驚。  
長達1.5米，重達 200kg，就像手工印花， 
具有獨特的圖案和顏色，絕不重複。

黑斑石斑鱼
這種巨大的灰棕色石斑魚可以長到 
兩米長，重 100公斤。 由於其友善的性格和
好奇的個性，許多潛水員都與這條魚有過親密接觸。

魟魚
資料顯示，蝠鱝會尋找並在潛水員和浮潛員
周圍遊玩，使蝠鱝潛水或浮潛夢想成真 。

蘇眉魚
這種獨特的魚有厚厚的肉質嘴唇和
從額頭突出的凸起。 它獨特的外
觀更獨顯了他的個性。



珊瑚的形成與生長

大堡礁是由動植物組成的複雜結構，
但是，基層建造者是最小，最簡單的
生物之一。這些動物是珊瑚蟲，每隻
動物都像一隻顛倒的水母。息肉由一
個簡單的杯狀體組成，其頂部有一個
由觸角環環繞的開口。

珊瑚有許多不同的品種，但是只有 
一種特殊的類型，即硬珊瑚， 
負責構建珊瑚礁。

珊瑚息肉與一種名為人蟲黃藻的微小藻
類具有特殊的共生關係。這些單細胞藻
類通常僅在生長於赤道南北緯30度的珊
瑚中發現，這裡的水溫更高。正是這種
藻類使珊瑚具有了不同的顏色。

這種微小的藻類生活在珊瑚的 
組織內部，它利用太陽的能量進行光
合作用，生產有機碳。其中 95% 至 
98% 的碳從藻類中洩漏出來，是珊瑚蟲
息肉的重要食物來源。

另外，在陽光充足的地區，這些珊瑚能
夠沉建造其石灰石骨架，比不進行光合
作用的珊瑚快2至3倍。正是這個石灰石
骨架賦予了珊瑚生長地其堅固的框架。

當珊瑚主動進食而不是通過光合
作用獲取食物時，息肉會將其觸
角伸到水中。每個觸手都配備有
稱為線蟲囊的刺細胞。

某些刺細胞會誘捕獵物，而另一些則 
會使獵物癱瘓。掙扎的獵物會激活其 
他細胞，這有助於將獵物傳遞到口腔。
息肉會捕獲微小的浮游動物 (由微生物
和幼蟲組成的組合)。

珊瑚在生殖能力上表現出了很高的
創造力，很可能許多模式繁殖方式尚
未發現。最常見的繁殖形式–珊瑚
產卵，這也是最大程度地分散和遺傳
混合的機制。每年的發生是珊瑚礁
最戲劇性的事件之一。

珊瑚外部受精的困難導致許多同
樣地區產卵會同步化。

產卵季節，整個過程發生在春季，日落
之後，月亮滿月。潮汐必須處於最弱的
位置，因此漂移最小。這項壯觀的事件
直到 1982年才發現，克服了稀疏分離的
精子和卵子結合的問題。

圖1: 珊瑚蟲的解剖圖， 
顯示了蟲黃藻的位置

（圖片來源不列顛百科全書）

這種繁殖形式是有性的，而無性繁殖則
是珊瑚蟲長出了新的息肉。

如果沒有將各個原件組和在一起的珊瑚
藻，那活的珊瑚礁將是不完整的。在壁
架下面和縫隙中，躺著無數動物，如苔
蘚動物，軟珊瑚和海綿。

這種獨特的環境提供各種魚類和
其他動物生活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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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珊瑚礁石類型
大堡礁地區存在的三種主要類型的珊瑚
礁是帶狀，邊緣狀和平台狀。

在 Capricornia 地區，平台礁很常見。 
平台礁以形 The 狀和形式的多樣性而 
聞名。 有些可能是巨大到跨越 22公里。 

在任何情況下，它們的地質歷史都可以
變化。 可以根據珊瑚礁的年齡和珊瑚生
長速度對其進行分類。 

少年礁是那些珊瑚仍向表層生長的
礁石。成熟的礁石擁有發達的礁石
灘和庇護潟湖。在潟湖被沙子充斥
的地區，可能會形成珊瑚礁。北部
地區往往有帶狀的礁。

珊瑚生物學

大堡礁上有 600多種不同種類的
珊瑚。由於硬珊瑚種類繁多， 
通常將它們分為三大類。

分類於他們的成長形式。第一組 
也許是珊瑚礁上最多產的，當然 
也是長最快的。它們是分支 
珊瑚，也稱為鹿角珊瑚。

這些珊瑚類似於鹿鹿角，因此得名。 
在理想條件下，這些珊瑚每年可以長到
20厘米。但是，這些珊瑚最容易遭受強
風和暴風雨的侵襲，大樹枝容易折斷。

這個種類的珊瑚家族往往是第一個 
在荒蕪地區先長出來的。

第二類是板狀珊瑚，在珊瑚平台的側 
面形成大型的 “桌面” 或板狀結構。 
許多板狀珊瑚與分支珊瑚屬於同一科， 
但生長形式卻大不相同。

板狀珊瑚每年約增長8至10厘米， 
為魚類如東星斑和石斑魚 
提供了很好的庇護所。

第三類珊瑚是圓石珊瑚。

包括腦珊瑚和蜂窩珊瑚 (都與它們的名字
相似) 以及鐘形微孔珊瑚。 平均而言，
這些珊瑚通常每年僅增長3-4毫米。 

正是這些珊瑚能夠承受風暴和 
颶風。 堅硬的珊瑚全部由碳酸鈣
或石灰石骨架組成。 該骨架是相
對多孔的，接近時必須小心。

鹿角珊瑚的樹枝很容易折斷， 
如果將巨石珊瑚翻出，內部組織久 
可能會受到破壞。

超過600種硬珊瑚
和軟珊瑚

珊瑚由碳酸鈣組成

珊瑚種類：
• 鹿角珊瑚
• 板珊瑚
• 圓石珊瑚



大堡礁的魚
大堡礁內有 1,500多種魚類，從大型掠食性魚類到精緻的熱帶珊瑚魚。

部分的魚也可以在馬斯格列潟湖內發現了。雖然一開始可能會令人
生畏，但大多數珊瑚礁魚都類似。大部分在珊瑚礁上發現的魚類屬
於一些特定的家族。 

以下是4個最常見的家庭以及可識別的行為。

雀鯛
這些魚是所有珊瑚礁魚中數量最多的家族。 它們僅以浮
游生物為食，並大部分居住在主要浮潛區域。

這個家族中包括黑白條紋的條紋豆娘魚和鮮豔 
的藍綠光鰓魚

大堡礁內發 
現了 1,500多 
種魚類

蝴蝶魚
在所有礁魚中最著名的蝴蝶魚，以其優美的動作和錯綜複
雜的色彩圖案而著稱。 

大多數物種部分或全部以珊瑚組織為食。 會維持地域性 
的魚，經常成對出現，人們也常認為他們互相 
是彼此的伴侶。

小丑魚
小丑魚躲在海葵的觸角中，不受海葵刺細胞的侵害。 小丑
魚和它們的卵獲得了保護，如果掠過海葵，它們會被螫。

沒有海葵，小丑魚是不會獨立生長的，但是海葵並不依賴 
小丑魚，自己也可以生活的很好。

見的其他魚類是神仙魚，竺鲷，石斑魚，倒吊魚 。

鸚哥魚
作為瀨魚的近親，鸚嘴魚還可以顯示出驚人的色彩。  
然而，通常只有雄性才是明亮的藍色或綠色。 這些魚 
以后宮而聞名。 每組8-9位女性，一位男性領導者 。

經常觀察到在藻類和珊瑚上活動。 雌性通常為淡灰色或 
棕色，並具有將性別改變為雄性的能力。 如果組中的 
優勢男性死亡，通常會發生這種變性的變化。 

鸚嘴魚對珊瑚礁非常重要，因為它們可以控制藻類和珊瑚
之間的微妙平衡。 它們對於清除藻類至關重要，以使新生
的小珊瑚具有結實的石板並可以生長。



魚類是任何珊瑚礁系統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每個物種在整個生態系統中
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某些類
型的魚可能會收穫特定類型的藻類。
如果這些魚被清除，藻類不再有任何
捕食者，那麼藻類的生長將急劇加速，
窒息附近的珊瑚群落。

礁魚有許多不同的飼養方式，其中 
大多數專門用於特定物種。在白天的 
礁石種群中，大多數較小的魚是以 
浮游生物為食。

大多數的雀鯛掛以撿藻類碎片為生。 
其他種類的雀鯛將在珊瑚中會有屬於自
己的家園。這種所謂的 “土地所有權”  
使產卵場地也連帶受到他們保護。

鸚鵡魚，刺尾魚和兔子魚都以生長在 
岩石表面和珊瑚上的藻類為食。這些魚 
在將藻類刮落。因此，鸚嘴魚已經進化 
出一種類似顎的喙狀結構，它們可以 
用來咬下珊瑚。特殊的牙齒位於喉 
嚨的後部，將珊瑚骨骼磨成細粉， 
隨糞便排出。

浮潛時，有可能聽到鸚鵡魚在 
珊瑚上嘎吱作響。

某些大型食肉魚類的行為餵養方法有 
所不同。有些魚是伏擊捕食者，它們會 
坐下來等待獵物游過。伏擊掠食者掠奪
獵物時，會以閃電般的速度補食。其他
食肉種類，例如礁鯊，往往是開放水 
域捕獵者，帶有專門的牙齒來抓住和 
撕裂獵物的肉。

礁魚的生殖方法往往很不尋常。絕大 
多數礁魚通常有兩種繁殖方式。

產卵頻通常生在黃昏，不僅可能涉
及單一雄性和雌性，還可能涉及一
群魚的數量。當參與者都游向水面
時，該過程就開始。恰好在魚轉身並
回到海底的同時釋放卵和精子，從而
促使卵子受精。鸚鵡魚，瀨魚和蝴蝶
魚都表現出這種產卵。

蝦虎魚，砲彈魚和雀鯛等其他物種則將
卵產在底部。在產卵之前，清除珊瑚區
域的任何藻類和碎屑。在卵受精後， 
一個或兩個父母都會照管巢，直到孵化
為止。天竺魚類以一種較不尋常的繁殖
方法，雄性將卵放在他嘴裡孵化。

關於大多數珊瑚魚壽命。鯊魚可能存活
至少20至30年，而大型魚 (例如鯛魚 
和石斑魚) 則可能存活25年左右。關於
小魚的壽命，人們則認為像雀鯛和神仙
魚這樣的魚可以活到10年或更長時間。

在中間的浮潛區，您會看到東方石鱸，
東星斑，海鲈，黄线雀鲷，宅泥魚， 
倒吊魚，瀨魚，鸚鵡魚還有無數其他 
品種藍色海星，海膽和海蔘也很多。

潟湖白色底部的深色海參。為了防禦獵
食者，因為它們會噴射出粘稠的白線。 
這些線不太有害，但是很難去除，並且
可能會在幾天內留下刺激性的皮疹。 
當它們進食時，它們還將潟湖層
上的沙層分解成細砂。



在昆士蘭州沿海上，某些海灘上會發生海龜築巢。季節在 
11月到2月。對於大堡礁島嶼，本季節從10月中旬開始， 
一直持續到 3月底。

我們很幸運，世界上總共有 7種海龜，就有6種海在昆士蘭 
龜水域築巢。在馬斯格列夫人島主要是綠蠵龜， 
但也可能會看到赤蠵龜。

綠海龜是7種海龜中的第二大，其甲殼長度剛好超過一米。 

海龜在上岸時會形成獨特的踪跡，並且可以通過它們的踪跡區
分物種。綠海龜以兩個鰭一起向前划行運動，而赤蠵龜會將前
肢交替移動。而且只有雌性烏龜才會上岸，雄性不會上海灘。

在交配季節，雌性可能在一段時間內與幾隻不同的雄性交配。
她將儲此精子並僅在需要時使用。

一旦雌鳥準備產卵，她就會在滿潮的時候登上沙灘。如果 
將卵碰到海水，它們會變質。她以後腳蹼挖的孔通常深  
70-90厘米。她將繼續產下 80-200個乒乓球大小的蛋。 
最重要的是，在離開水面到開始產卵的這段時間內，雌蟲都 
不能受到干擾。如果雌性受到干擾，她可能會退縮回水，可能
會在途中或水中灑卵。每隻雌性在築巢季節可以上岸5到6次，
通常在2-3年內返回。

與所有爬行動物一樣，孵化性別取決於巢溫。溫度非常關鍵，
並且因物種而異。溫暖的巢產生雌性，而較冷的巢產生雄性。
可以預見，沙色較深的沿海群會吸收太陽的熱量並產生雌性，
而大堡礁島嶼的白沙則反射陽光並產生更多的雄性。

幼龜在 7至 12週後孵化，並下海。幼體將被地平線上的陽光 
引導，或是海灘上的任何人造光都會使它們產生方向上 
的混亂。

烏龜生活的前10年非常神秘，通常被稱為 “迷失歲月”， 
據認為，這些幼龜被巨大的洋流所吸引，並以表層生物為食。 
一旦他們達到7至12歲之間的年齡，他們就能逆流而行， 
並返回暗礁覓食。在這個階段，它們大約只有餐盤大小。

研究表明，烏龜達到性成熟時大約 30至35歲。正是在這個 
時候，他們第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海灘。綠海龜是草食 
性的，傾向於在藻類和海草上吃草，而赤蠵龜是肉食性的， 
以甲殼類，水母和小魚為食。

綠海龜的體重在 110-190公斤之間，而赤蠵龜的體重在  
70-170公斤之間。Capricorn 島群是世界上僅存的少數幾隻
大型築巢綠海龜之一。

海龜



可以看到荒岛秧鸡地面上亂竄，及小而活躍的灰胸繡眼鳥 
在樹林內覓食。

岩鷺一年四季都在礁灘上狩獵，您可能還會看到它們棲息在 
樹上。 在春季和夏季，許多遷徙鳥類 (例如蠣鷸屬) 會拜訪 
馬思格列夫人島，秋天則前往北半球尋找繁殖地。

該島作為海鳥繁殖地非常重要。高尾水薙鸟與细嘴海燕 
在森林的洞穴中築巢。 這些洞穴非常靠近靠近步行道， 
因此要小心，在夏季繁殖季節的夜晚，他們的求愛聲和 
小雞叫聲充斥整個夜晚。

黎明時分，從海灘上可以看到他們笨拙的起飛，然後才飛過 
海洋。 可以看到大量鳥類飛出海洋收集小魚，它們在下午  
4.00左右大量返回並為雛雞反芻部分消化的食物。

高尾水薙鳥通常在抗風桐樹的基部挖一個深約 90厘米深 
的洞穴，並在洞穴的末端築巢。父母將一個蛋留在巢中， 
孵化後，以魚餵食小鳥，當小鳥失去羽絨和羽毛時，父母將
巢其滿食物並離開，讓小雞自學如何飛行，從而導致許多 
墜機事故。 每年，细嘴海燕都會回到同一地方尋找相同的 
洞穴。 稍加翻新，相同的挖洞可以使用多年。

其他常見的海鳥是玄燕鷗，它們在抗風桐樹上築起了凌亂而 
脆弱的巢穴。高尾水薙鳥和玄燕鷗都可以忍受人類的存在， 
但是在高潮上方築巢的玫瑰琵鷺，雀，黑枕黄鹂，澳洲银鸥 
和褐翅燕鷗卻很容易受到干擾。

.

鳥類

馬斯格列夫人島是許多
鳥類重要的繁殖地點



鯊魚是珊瑚礁健康的重要指標，是珊瑚礁健康的標誌！

頂級捕食者：如果有鯊魚，那麼他們一直在食物鏈中一
直吃著魚，吃著植物。

鯊魚（尤其是礁鯊）大多是清道夫，所以他們一直在尋 
找快餐。這意味著它們會“獵食”所有緩慢，生病的魚， 
使最健康，最強壯的魚長大，並讓 “較健康的基因” 傳遞 
下去，以此保持魚類種群的健康。這僅支撐著海洋生態 
系統，還支撐著我們的漁業。

大多數人都害怕鯊魚，直到他們第一次與鯊魚一起在水中 
游泳。這個經驗會改變您的看法，此請保持開放的心情， 
以防您在今天的某個時候看到鯊魚。

它們不像電影和那樣嚇人 (尤其是珊瑚礁鯊)。

其實鯊魚很常出現在海鮮餐廳店。它的市場名稱為 
“Flake”。然而其他大多數鯊魚物種都在瀕危物種名單上。

使用稱為 “Sustainable Seafood  Guide” 的 APP程式。 
將任何魚輸入進去，它將通過系統告訴您魚是否可以食用。 
“紅色” 代表不要吃我，我們的種族正處於痛瀕臨絕種的 
狀態，“黃色”是如果您還有其他選擇，最好別選這種選擇， 
“綠色” 意味著可以，我們的種族很健康，而且可持續性
很好的繁衍。該指南可幫助您繼續以有意識的，負責任的
方式享受吃魚的樂趣。

鯊魚

蝠鲼，在西班牙语中翻译过来是 “披肩，斗篷” 的意思,不僅
以其優雅和美麗著稱，而在海洋食物鏈裡扮演著控制浮游生
物及養分循環的重要作用。

蝠鲼也被稱為魔鬼魚，他與其他魟魚在大小，棲息地，進食
有明顯的不同，他以角狀魚鰓結構為過濾器，過濾海洋裡的
浮游生物，並且沒有刺尾巴。

蝠鲼有兩種。巨型的海洋蝠鲼 (Manta birostris) 和較小的珊
瑚蝠鲼 (Manta alfredi)。

巨型海洋蝠鲼的最大翼展為七米，而珊瑚蝠鲼 
可以達到五米半。

珊瑚蝠鲼主要分布在在熱帶和亞熱帶水域的沿海地區 
(主要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巨大的巨型海洋蝠鲼主
要是聚集在赤道周圍。

蝠鲼是一種濾食動物，通過魚鰓中的腮鈸過濾大量浮游
動物，並以他們為食。

蝠鲼擁有優美的泳姿，甚至可以從破水面而出，有時可看到
一群蝠鲼依序躍出水面嬉戲。

蝠鲼除了虎鯨和大鯊魚以外，幾乎沒有天敵。但是，由於人
類活動 包括污染，廢棄漁網，以及傳言蝠鲼的鰓可用於 
中藥，目前已被 IUCN 列為次級保育類動物。

蝠鲼



綠色 
保護區
綠色保護區有更多更多的魚！  
他們受保護的地方。

他們提供漁業永續的機會，
就像銀行的儲蓄帳戶。

當保護區的物種量時，那些物種就會
移居到捕魚許可的地方。

想像一下如果沒有保護或管理，各個
島嶼已及珊瑚礁都會岌岌可危。

我們使用分區來管理珊瑚礁。

但是已前的人們早就進行了數千年的
永續管理 (通過在大自然中生活)。

在打雷的季節: 打雷的數量可能會 
令人震驚，因為我們大多數人生活在
城市，郊區，或是農場中，可能是大
自然正在進行管理，控制。 這是完
全正常和自然的調節自己的方式。 
馬格列夫人島很榮幸的是一個受人類
影響最小的地方，請大家捫心自問，
您多久見一次這樣的野生大自然？

優先享受未被 
破壞淨土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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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珊瑚礁低潮時，許多珊瑚暴露在乾燥的空氣和 
炎熱的陽光下。 那麼，長時間暴露在這種環境中，
有多少珊瑚能夠生存呢？ 

其時珊瑚會分泌粘液塗層來保護自己，並使用類 
似防曬霜來屏蔽紫外線。

其他活動性更強的動物在退潮時縮入水池，
而海葵則將觸角折疊起來，軟體動物則 。 
將其殼體緊緊地關閉。

珊瑚礁就像被沙漠包圍的森林。 熱帶水域普遍缺乏
營養 (因此顏色相綠松石色般清澈)，但其實珊瑚礁
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豐富的花園。

秘訣在於營養成分得到了精心保存和有效的回收。  
極少的能源被浪費，是因為進入水中的營養物質 
很快就會變成活組織，使吸收和分泌之間的 
平衡得到了微調。

過度捕撈過多的養分，或由於某種形式的污染而 
增加的養分會破壞平衡並損害系統。

通過採集核心可以確定某些珊瑚群落的年齡。 將核
心樣品暴露於紫外線下，在這些樣本譜帶中將顯示
出厚度和顏色的變化。 

這些條帶是由於生長過程中沉積在骨骼中的化學化
合物的熒光而出現的。 這些熒光帶的密度和強度提
供了珊瑚主要生長期的環境條件的資訊。

這些波段反映了各自的礁石過去經歷的 
淡水徑流量。

引起層熒光的化學物質是在洪水事件中被沖入大海 
的有機物質。 

鑑於長期的自然活動 (可能達到1000年)，該物種的
活動狀況可能使我們窺探到數百年前的環境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