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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的氣候變遷太快，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推估，海平面會上升，淹沒現今

海邊的土壤環境。低海拔且低緯度的台南市首當其衝。植物又不如動物能四處

遷移，那該如何適應變化的環境？因此我們實際到海邊採集植物，進行了一系

列的淹水實驗，發現濱水菜較為耐淹，淹水後葉片會向上閉合並長出不定根。

而淹水、鹽分對植物來說都是一種壓力，且植物也有與動物免疫反應類似的機

制，先半淹後能較快做出對生葉閉合的反應，未來可更近一步的做生化分析。

利用實驗結果，我們建議可利用海水來澆灌耐淹植物，且未來可多種植較耐淹

的物種如濱水菜於海濱區域，保護海濱生態、保留美觀的海岸線、保護我們居

住的地球。 
 

 

 

 

 

 



 

 

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每到炎炎夏日，新聞總會不時報導在某城市氣溫又創下歷史新高，甚至會

報導在世界的某地因為飆高溫而鬧乾旱。看到這些新聞，就會聯想到在自然課

時，老師介紹過全球暖化與溫室效應的相關議題，因為這些氣候變遷的因素，

會造成海平面上升等等衍生的問題。而生長在台南這個低海拔且低緯度城市的

我們，不禁很好奇，首當其衝的台南海邊、甚至是居住其中的植物，會因為氣

候變遷而造成什麼影響？希望透過對故鄉海濱環境與植物的研究，幫助生態的

永續發展。於是幾個好朋友約好一起找老師與父母，帶我們實際到海邊走走，

進行生態現場的考察，並帶回現場資料一起探討以下的問題： 

一、氣候變遷會造成哪些後果？ 

二、海濱地區有甚麼常見的植物？有什麼共通的特性？ 

三、海濱植物有甚麼重要性？與人類有什麼樣的關係？ 

四、海濱植物消失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五、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後，濱海植物被淹時植物不能跑怎麼辦？       

  探討海濱植物被淹時的生存機制？ 

六、試著尋找較耐淹的植物。 

七、如何善加利用耐淹的植物，來因應氣候變遷造成的後果？ 



 

 

貳、 文獻探討 

  人類文明進展到工業革命、利用化石燃料產我生過多的溫室氣體之後，顯

著的氣候變遷迫使人類開始注意可能發生的生態危機。溫室效應可能導致全球

海平面上升，使得陸地面積縮小、流失，甚至海水入侵，更可能造成生物群落

的改變，進而危及到人類的生活與經濟(施,1994; Michener et al., 1997)。由此我

們不難理解，為何世界氣象組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會

認定沿海地區是最容易受到大規模氣候變遷而破壞的生態系統。過去的百年

間，由於溫室效應造成南北兩極的冰層融化，已使地表的平均溫度增加了攝氏

0.6度，全球的海平面上升10~25公分。由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建立的的生態模型報告推估，

到二十一世紀末，地表的平均氣溫將比1990年增加攝氏1.4至5.8度，海平面上升

9~88公分。不斷上升的海平面會使海水的深度增加，也會使得河口附近土壤的

鹽度上升，對當地環境造成劇烈的變化，即便是紅樹林或耐鹽性的海濱植物也

不一定能適應將來的高鹽度環境(Guntenspergen et al., 1997)。 

  正常環境下，植物會行有氧呼吸來產生所需的能量。當海平面上升使得植

物根部細胞淹水時，無法獲得氧氣，細胞會轉為行無氧呼吸，然而無氧呼吸產

生的能量只有有氧呼吸的1/19倍，不利植物生長。且無氧呼吸還會生成酒精(乙

醇)與二氧化碳，當累積過多酒精時，細胞的代謝會降低，使得細胞無法正常生

長而死亡。一株植物的根部細胞死亡，即代表整株植物將無法存活。 

  海濱環境的特徵有強烈的海風吹襲、砂石鬆軟、土壤鹽分含量高、日照強

烈、蒸發作用快速等等，為了要克服這些不利生存的環境因素，海濱植物通常

會有些與陸生植物不同的特徵。諸如植株較低矮、或呈匍匐生長來躲避強風；

葉子較肥厚可貯存水分；蠟質的葉面可反射紫外線、減少水分散失；葉面有絨

毛避免海風中的鹽分接觸到表皮細胞而造成脫水現象；有發達的地下根、莖來

儲存養分等等。根據前人的研究指出，植物在受到環境逆境影響後容易生成活

性氧族(ROS，為含氧的化學活性分子)，長期累積會對細胞結構造成損害，形成

氧化損傷。因此，植物也發展出一系列的防禦機制，如抗氧化酵素解毒系統來

清除 ROS(郭,2012)。 



 

 

參、 研究過程與方法  

 

 



 

 

活動一：出發前的學習課程 

  在進行生態現場的考察之前，老師先幫我們上過氣候變遷相關知識的課

程，了解目前環境面臨的驟變，認識全球暖化與溫室效應的嚴重性，甚至使國

際間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專門整理、預測未來氣候的變

遷。並思考、集思廣益討論氣候變遷會造成哪些後果，對海濱生態、環境會造

成什麼影響，先認識常見的濱海植物後，藉此了解海濱植物的重要性，和對人

類生活的影響。 

活動二：生態現場-認識海濱植物 

地點：1.台南市安平區漁光島海邊 

      2.鹽水溪排水左岸濱海橋下游２號水門附近魚塭 

活動流程：實際到海邊觀察生態環境、海邊植物形態特徵和陸生植物的差

異，利用學習單(附件一)邊記錄所見所聞，如植物種類、特徵、海邊環境。 

表一 活動二照片

 

 

漁光島實景 漁光島詳細地點 

  

觀察物種特徵 調查物種種類 



 

 

活動三：實驗探究 

實驗一：觀察不同植物的耐淹程度 

實驗目的：由於不同植物遭受逆境時，會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抗逆境反應來適

應環境。利用漁光島海濱採集的多種植物，進行植物全淹水實驗(submerged)和

植物半淹水實驗 (waterlogging)，以期找尋在漁光島濱海環境中較能抗淹水逆境

的物種。 

圖二 淹水逆境示意圖 

 

 

 

 

實驗步驟： 

1. 去海邊採集植株(馬鞍藤、濱水菜、濱刀豆等)，和海水、泥沙。 

2. 整理植株，拍照，紀錄其根長、全長。 

3. 準備小盆栽，將海邊的泥沙放入盆栽中，在盆栽外做好編號後將植物植入，

一棵植物植入一盆。 

4. 將半淹實驗的植株盆栽全部放入同一個水桶中，每天觀察，並拍照記錄。 

5. 將要進行全淹實驗的植株直接放進另一個水桶，同樣每天觀察，並拍照紀錄。 

表二 實驗一活動 

   
於海濱採集植物 於漁光島裝砂 淹水前 

   
Day1半淹-側面 Day1半淹-俯視 Day1全淹-俯視 

淹水逆境 

全淹 半淹 

淹水面 

淹水面 



 

 

 

實驗二：更嚴謹地觀察不同植物的耐淹程度 

實驗目的：為了避免不同植物之間會相互影響，我們改進了實驗一的做法，

將每株植物分別淹在不同的寶特瓶中，獨立生存觀察。以期找尋在台南濱海環

境中較能抗淹水逆境的物種。 

實驗步驟： 

1. 種植好的盆栽分別單獨放入切開的大寶特瓶中。 

2. 注入水進行半淹、全淹實驗；其他步驟同實驗一。 

圖三 實驗第一天 

 

實驗三：不同海水濃度對濱水菜的影響 

實驗目的：觀察不同植物在不同海水濃度下的生長情況，了解植物在不同海

水濃度下，其生長會有何差別。 

實驗步驟： 

1. 將採集回來的海水視為最高濃度溶液(100%)，搭配純水，配出 100%、75%、

50%、25%四種不同濃度的海水。 

2. 採集濱水菜，分別浸泡在不同濃度的海水中進行觀察，分成半淹和全淹兩

組。 

3. 其他步驟同實驗二。 

 

圖四 實驗第一天



 

 

活動四：進入實驗室 

實驗目的：了解實驗經過 22天之後，半淹組、全淹組與對照組在外部的形貌

與內部的顯微構造會出現哪些差異。 

實驗步驟： 

1. 將實驗二中，各取出一盆對照組、半淹組、全淹組中的植物。 

2. 取每組濱水菜最上端的葉片，利用刀片輔助，將葉片切成薄片、撕開表皮

置於玻片上，利用光學顯微鏡觀察。 

3. 在顯微鏡下觀察氣孔數、氣孔氣室大小，並拍照。 

4. 利用 Image J圖片分析軟體做後續分析。 

 

圖五 在實驗室做觀察 

 

 

 



 

 

活動五：定時攝影觀察 

實驗目的：借助科技的力量，幫助我們了解植物淹水後會產生哪些形貌上的

變化；並藉由攝影記錄比較出對照組與半淹組是否會對淹水反應有不同的因應

方式或有速率上的差異。 

實驗步驟： 

1. 將欲定時觀察之盆栽置於定點，架設好全天不關的光源後，將可定時照

相的相機擺放在適當的位置，設定一小時拍攝一張，開始連續拍攝 500

張。 

 

 

 
圖六 定時照相的佈置 

 

 

 



 

 

肆、 結果與討論 

一、氣候變遷與海濱環境的關係 

(一)什麼是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顧名思義與溫室的特性很相似，因為有些植物是栽培在溫室裡，而

溫室的天花板是用透明玻璃做的，這麼一來，陽光照射進來後，熱能會被鎖在

溫室裡而無法散出去，因此溫室裡的溫度會比較高。溫室效應就是類似的效果，

只不過關住熱能的不是玻璃，而是溫室氣體。溫室氣體是一個概稱，包含水蒸

氣、二氧化碳、甲烷等等。 

(二)全球暖化 

雖然說溫室效應原本對我們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來說非常重要，沒了它，全

世界大概都是冰天雪地，可是過猶不及，現在的地球溫度逐年增加，也就是全

球暖化。且雖然溫室氣體種類繁多，但其中，水氣在地球上的含量從以前到現

在幾乎變動不大；反觀二氧化碳，每年的含量都持續上升，而且速度非常快，

上升的幅度更和溫度上升的幅度類似。也因此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是目前人們

減緩全球暖化的主要方法。 

(三)全球暖化對環境的影響 

  全球暖化會對環境造成不同層面的影響，首先，由於溫室效應，全球各地

的氣溫都在逐年升高，而過高的氣溫會使得南北極的冰層、冰架開始融冰。冰

架融化成水後，水量變多，可能會改變海水鹽分濃度，又會造成海平面上升。

海水淹入陸地後，進而對海濱環境造成生態衝擊。因此，海濱環境可說是全球

暖化下第一個受影響的地區。此外，由於最主要的溫室氣體是二氧化碳，而當

二氧化碳隨雨水落下溶於水時，會呈酸性，導致海水酸化。 

二、海濱環境與海濱植物的關係 

  (一)什麼是海濱植物 

  海濱植物的別名很多，如海邊植物、海岸植物等，皆指能適應生長於海邊，

位於海水與陸地交界處(各家說法不一，從海平面算起至離海數百公尺都算)，

偶爾或常常受到海水浸泡，並受海風、海鹽吹拂的植物。我們實際到海邊進行

生態現場觀察時，看到了幾種常見的海濱植物，而在海邊的分布狀態，由西向

東(海邊向陸地)大致依序為耐高鹽分、主要分布在平坦沙灘的馬鞍藤、濱水菜、

濱刀豆，接近沙岸末端的蘆葦、大花咸豐草，和最後鄰近陸地邊的木麻黃、仙

人掌。如下圖七所示： 

 

 

 

 

 

 

 

圖七 常見濱海植物地理位置分布圖(東西向) 

馬鞍藤 濱水菜 
濱刀豆 

蘆葦 

大花咸豐草 

木麻黃 

仙人掌 

 



 

 

舉耐鹽、植生狀況濃密的濱海植物馬鞍藤為例，馬鞍藤屬於定砂植物的一

種，由於會受到強風吹拂，其莖會埋入砂層裡，只有葉片露在外頭，一方面減

少水分蒸發，一方面防止灼傷，可固定植株、吸收水分與養分。而且利用匍匐

而分節的莖，可增加植物生根定著的機會，每一莖節都會長出細長的不定根，

使物種擴植，還可攔截海邊的飛沙。其他常見的海濱植物如表三所示。 

 

表三 常見海濱植物 

俗名 學名 科別 圖示 

濱水菜 Sesuvium portulacastrum (L.) L. 番杏科 

 

馬鞍藤 Ipomoea pes-caprae 旋花科 

 

濱刀豆 Canavalia lineata (Thunb.) DC. 豆科 

 

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var. radiata 菊科 

 

木麻黃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木麻黃科 

 
 

  (二)海濱環境與海濱植物 

  海濱環境有三多，多風、多鹽、多陽光。由於在海邊會經常受到海風的吹

拂，因此長在海濱的植物為了減少海風的吹拂，通常呈現匍匐狀的外貌，且有

許多不定根，幫助植物固定。而為了對付海水的高鹽分，有些植物會有細毛、

或是特化的泌鹽細胞，幫助植物體排出過多的鹽分，維持適當的平衡狀態。而

充足的陽光則讓植物產生特化的葉子，如針狀葉、絨毛葉、表面有蠟質、或是

較厚的葉片等，為的都是減少水分的流失、反射光線或儲存水分之用。 

三、海水對與濱海植物的影響 

  (一)台南海濱哪種植物較為耐淹？ 

  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社會發展突飛猛進，一切欣欣向榮的同時，卻也造成

氣候驟變。地球早期雖然也歷經過許多變化，但時間尺度很長，植物仍能有時

間適應環境變化而逐漸演化。然而近百年來，氣候變遷的時間變得太快，植物

已來不及演化適應新氣候。找到台南海濱較耐淹的植物後，我們希望在將來，

海平面上升最先淹沒目前的濱海區域時，能在原來非海邊的陸地卻因海平面上

升而變成新濱海環境的地區，首先種植這些較耐淹的植物，保護並維繫海濱環

境的生態與景觀。因為原來長在非海邊陸地上的植物物種可能較不耐高鹽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8B%E8%8A%B1%E7%A7%91


 

 

才會生長在較靠近陸地的區域。但當海平面上升到這些地方變成新的濱海區域

時，其上不耐鹽分的植物將會因原有環境變成高鹽環境的關係而無法存活。到

那時，我們會想要怎樣的海岸線？全是人工建築（護岸）的海岸？還是會有自

然植披覆蓋的海岸？ 

  經由實驗一與實驗二，各約一周的實驗時間，我們發現不管是在半淹組或

全淹組，不同植物會有不同的耐淹程度，其中，又以葉片較厚的濱水菜較為耐

淹，未來可進一步進行濱水菜的生化分析，保存其耐淹的基因，助於未來進行

相關研究。其他種類的植物如濱刀豆、馬鞍藤等在全淹的情況下，葉子大多已

爛掉，只剩下莖，或是一拿起來葉子就斷了。因此由於淹久的葉片會腐爛，無

法紀錄。而半淹的組別除了濱水菜之外，葉片不是黃化死亡就是腐爛死亡，同

樣無法紀錄。而一開始記錄的根長，在實驗之後變化也不大，因此實驗二捨棄

記錄根長。另外，因為是死水的關係，海水淹到後來發惡臭；甚至在帶回來的

泥沙中還有發現海蟑螂。實驗一與實驗二結果如表四和表五。 

 

 

 

 

 

 

 

 

 

 

 

 

 

 

 

 

 

 

 

 

 

 

 

 

 

 



 

 

表四 觀察不同植物的耐淹程度(實驗一) 

觀察

天數 
對照組 全淹水實驗 半淹水實驗 

1 

   

2 

   

3 

   

4 

   

5 

   

6 

   
 

 

 

 

 

 

 



 

 

表五 更嚴謹地觀察不同植物的耐淹程度(實驗二) 

觀察

天數 
對照組 全淹水實驗 半淹水實驗 

1 

   

2 

   

3 

   

4 

   

5 

   

6 

   

7 

   



 

 

8 

   

9 

   
 

  (二)植物生長在不同濃度的海水下有何差別？ 

  在實驗經過約兩周的時間後，我們可以發現在對照組四盆不同的濃度中，

兩周後均仍存活，且濱水菜的外觀形貌都與第一天差不多，位置、傾斜度也無

太大變化。在對照組我們是使用各組不同濃度的海水澆水，讓盆栽土壤保持在

一定的溼度。兩周之後濱水菜仍然可以長得不錯，表示耐鹽的植物可用海水澆

灌的方式來種植。讓我們不禁想到，其實濱海的植物可以利用海水來澆灌，讓

我們省下珍貴的淡水資源。 

  在半淹組卻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兩周之後，海水濃度越高的，葉片黃化程

度越嚴重(越左邊越黃)。 

   全淹組則是在兩周之後，不論海水濃度高低，與對照組比較，全部四盆的葉

片均有黃化的現象。由我們的實驗結果可以證實，除了過多的水分之外，鹽分

的多寡對海濱植物來說也是另一種生存壓力。鹽分越高時，植株越難生存。 

 

表六 不同海水濃度對濱水菜的影響(實驗三) 

組別 日期 100% 75% 50% 25% 

對照組 

Day1 

 

Day16 

 
半淹組 

Day1 

 



 

 

Day16 

 
全淹組 

Day1 

 

Day16 

 
 

  (三)海濱植物被淹時的生存機制？ 

  在活動四中，我們進入了實驗室，將各組表皮構造置於顯微鏡下比較。最

後利用數位相機拍攝電子顯微鏡下的樣子(表七)。但在玻片的製作過程中，由

於濱水菜的葉片較一般海濱植物厚了許多，很難將下表皮上的葉肉組織完全清

除，因此在觀察的過程或照片中都可發現不透光的薄片部分。 

  我們利用操作簡單、容易上手且免費的 ImageJ圖片分析軟體來比較不同組

別中保衛細胞氣孔開闔大小的差異。利用 ImageJ軟體開啟圖片，在圖片上隨機

選取七個氣孔，利用軟體工具仔細畫出範圍後，即可知道大小，結果如圖八所

示。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有無淹水對濱水菜氣孔開闔大小有很大的影響。不

論是半淹組或是全淹組的氣孔，其大小均比對照組的小。半淹組與全淹組的氣

孔大小則差異不大。會有這樣的差異，我們認為是由於植物在淹水的情況下，

氣孔已經無法讓氣體進出，因此氣孔功能式微，開了也不會有氣體進出，耗能

將氣孔打開是不必要的，因此較對照組的氣孔小。 

  另外，我們在收拾實驗材料的過程中，發現各組的不定根長度有所差異。

對照組本來就有一些不定根，但半淹組的不定根特別多、特別長，全淹組卻沒

有觀察到長出什麼不定根，如表八所示。我們推測，植物在淹水逆境時，由於

淹在水裡，葉片無法呼吸，氣孔功能喪失，轉而透過不定根來獲取自身需要的

養分。因此半淹組的植株由於經歷淹水逆境，其不定根長的特別明顯長的比對

照組長且多。然而本次實驗中，全淹組的卻看不太到不定根的生長，猜測原因

可能是因為植株較軟，當我們在將植物取出時，常不小心把不定根弄斷了的緣

故。 

 

 

 



 

 

表七 各組表皮於顯微鏡下的比較 

   
對照組(1000X) 半淹組(1000X) 全淹組(1000X) 

 

 
圖八 三組氣孔大小比較圖 

 

 

 

 

 

 

 

 

 

 

 

 

 

 

 

 

 

 



 

 

表八 各組的不定根 

對

照

組 

 

半

淹

組 

 

第

一

盆 

 

第 

三 

盆 

 

第

二

盆 

 

第 

四 

盆 

全

淹

組 

 
 

  (四)植物被淹時，會對逆境做出什麼反應？ 

  為了詳實觀察植物在被淹之後，會對淹水逆境做出什麼反應，我們進行了

活動五的定時攝影觀察，一共進行了兩次。第一次我們將兩盆新的植株，一盆

全淹當實驗組，一盆不淹當對照組，同時開始定時攝影，每小時拍一張，觀察

了十天(圖九)。在這些連續照片裡，比對對照組我們發現，植物在被淹水之後：

第一，主幹和葉片會大幅度的移動角度：主幹會從原本較傾斜的角度漸漸移動

成直立貌。第二，葉子同樣也會漸漸向上束收、閉合起來(-15度) (圖十)。我

們推斷植物被淹滿水之後，為了要持續呼吸，才會挺直主幹並收起葉子成直立

狀，即垂直於地面最高的長度，以求可夠高度突出水面，離開淹水逆境。就像

一位不會游泳的人突然被丟到海裡面一樣，會盡一切努力讓自己的頭浮出水面

呼吸。但相對於對照組，卻觀察不到這種現象，葉片不但沒有閉合，還張得更

開(+25度)。 

  第二次進行時則選了原來對照組和原來半淹組各一盆，同時淹滿海水後定

時攝影，同樣每小時拍一張，總共拍了 158小時。我們利用 Image J圖片分析

軟體進行頂端對生葉片夾角的測量，測量結果如圖十一，再進一步做出隨時間



 

 

的變化圖。從圖十二的變化圖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原來半淹組的夾角角度在經

過約 24個小時之後就減小 20度(-20度)；而原來對照組是在經過約 40個小時

之後才達到穩定減小 20度(-20度)。換句話說，原來半淹組頂端對生葉片向上

豎起比原來對照組的葉片來的快。我們很快的聯想到，人體的免疫反應有類似

的反應機制，由於記憶效應的作用，當同樣的病原第二次入侵人體時，能做出

比第一次更快、更強的抵抗。因此原來半淹組頂端對生葉片的夾角向上豎起的

速率較對照組的快，我們認為這跟原來半淹組已經先體驗過淹水逆境的因素有

關，故再次經歷淹水逆境時，原來半淹組可以較快對逆境做出相應的反應。 

 

 

 

     

 

 

        圖九 觀察淹水變化定時攝影組圖(第一次) 

 

 

圖十 夾角度數變化趨勢圖(第一次) 



 

 

圖十一 原來對照組和原來半淹組同時定時攝影組圖(第二次) 

 

圖十二 夾角度數變化趨勢圖(第二次) 

    由於實驗的需要，我們多次前往海邊採集濱水菜進行實驗探究。但在實驗

後期，我們發現本來分布範圍就不大的濱水菜，越來越難採集生長狀況良好的

濱水菜。一開始在海邊實際生長分布的狀況是，濱水菜和馬鞍藤的分布區域互

相重疊，意即濱水菜會和其他植物競爭生存空間。兩者都具有細長的蔓莖，可

不斷長出新葉、新蔓，會互相競爭生存空間。全球暖化下，海平面上升時，我

們要如何善用棲地自然孕育各種耐淹的優勢濱海植物，幫助我們保留美觀的海

岸線。 

經過此次研究，深深覺得人應該要學習與自然共存，在實驗中，利用自然

給我們啟示，來運用自然的力量，保護台灣的海岸環境。為了讓地球能永續，

人們應該要把眼光放得更遠，愛護自然、學習與自然共存，。



 

 

伍、結論  

  我們生長在低緯度，低海拔的台南，特別要關心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的議題，

我們到台南海邊作一系列有關海濱植物的觀察及探討，結論如下：  

一、 現今的氣候變遷時間太快，植物已來不及演化適應新氣候。 

二、 在最邊緣的海濱被淹沒後，可種植較耐淹的物種如濱水菜於新成為海濱的

區域，保護海濱生態。 

三、 除了淹水之外，鹽分對植物也是另一種壓力；而耐鹽的植物可以利用海水

澆灌來種植。 

四、 了解植物淹水後的生存機制。如葉片會向上閉合、長出不定根。 

五、 植物也有與動物類似的免疫反應，原來先半淹較快做出反應。 

六、 在最邊緣的海濱找到較耐淹的物種後，未來我們想進行生化分析，可保存

耐淹的基因，助於未來進行相關研究。 

七、 利用本次實驗的結果與未來更近一步的生化分析，讓我們能善用棲地自然

孕育各種耐淹的優勢濱海植物，不但保留美觀的海岸線、也可以保護我們

居住地球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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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附件一：生態現場 - 認識海濱植物學習單(活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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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現場: 尋訪海濱植物 

姓名:______________年___月____日  時間:__________ 

氣溫:_______  海水溫度:________ 地點:________________ 

 

一、觀察生態環境 

1.看看附近的環境，你發現什麼？ 

□海水很清澈                 □烈日曝曬 

□海風很強勁                 □沒有海風吹襲 

□海風帶有許多沙粒           □土壤缺水 

□有鷺鷥在附近飛翔或休息     □有廢土或垃圾 

□海濱附近有植物生長         □有工程進行 

二、觀察海濱植物的形態特徵 

1. 看看住在這裡的植物，你發現什麼？ 

現在是（春、夏、秋、冬）季，我看到這些植物： 

□呈現匍匐狀                 □有厚硬又光滑的葉片 

□葉緣有硬刺                 □在岩石裂隙中生長 

□植物低矮                   □地下莖很發達 

2. 挑選一棵海濱植物仔細觀察它： 

莖----□光滑   □粗糙     □有尖尖的突刺 

葉----□沒有   □有，是形    □有尖尖的突刺 

花----□沒有   □有，是色 

果實--□沒有   □有，是形 

整體外觀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三、認識海濱植物 

中文名稱   

  (請將照片貼於此) 學名  

型態描述  

生長環境  

中文名稱   

  (請將照片貼於此) 學名  

型態描述  

生長環境  

中文名稱   

  (請將照片貼於此) 學名  

型態描述  

生長環境  

中文名稱   

  (請將照片貼於此) 學名  

型態描述  

生長環境  

中文名稱   

  (請將照片貼於此) 學名  

型態描述  

生長環境  

中文名稱   

  (請將照片貼於此) 學名  

型態描述  

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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