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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求存的
哥倫比亞瑰寶 海洋公園
瑪佩洛

瑪佩洛的守護者貝甦多，與一隻石斑魚打交道，大玩泡泡樂

這片享譽全球的潛水天堂，匯聚大量遠洋帶物種與鯊魚群

吸引各方漁夫不顧禁漁法令而登堂入「海」，大肆捕撈

為保護海洋生態，巡防人員日夜偵查，不敢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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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大黎加

瑪佩洛海洋公園

加拉巴哥群島

巴拿馬

哥倫比亞

厄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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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九年四月，以「菲洛士」

(Ferox)為名的哥倫比亞巡防船

上，大夥兒的心情沉重得說不出話來。

眼前兩隻槌頭鯊成了漁夫的囊中物，深

陷一列綿延數公里長的流刺網下，動彈

不得，奄奄一息，等著慢慢死去。這一

道預先被漁夫埋伏海中的死亡之牆，上

頭有五百至一千個鉤子，是不折不扣的

海中陷阱。此舉顯然觸犯了法令，但更

「無法」無天的畫面，莫過於看著漁夫

們拖拉著漁獲，在轟轟然的馬達聲後，

肆無忌憚地跨越瑪佩洛(Malpelo)海洋公園

的禁漁水域，揚長而去。漁夫最常捕獲

的是石斑與紅綢魚，但其實他們最想抓

的是鯊魚。一旦鯊魚到手，漁夫會先把

背鰭割下，然後再把牠們丟回海裡，任

由鯊魚在海中自生自滅。

漁夫遠道來禁漁區尋鯊

這一次，一群厄瓜多與哥倫比亞籍的

漁船在非法捕撈時，儘管他們有最強的

漁船引擎助陣，但仍逃離不及，隨即被

趕到現場的菲洛士巡防船逮個正著。在

巡防船上隨行的生物學家貝甦多(Sandra 

Bessudo)對此狀況義憤填膺，這位擁有

法國與哥倫比亞血統的科學家，三十年

來為保護瑪佩洛島的海洋生物而長期奮

戰。「只要我們在瑪佩洛海洋公園的水

域內看到這群漁夫，我們會以橡皮筏追

趕，要求他們離開；但他們根本沒在

怕，立刻又回來了，他們不知道自己正

在干預食物鏈中很關鍵的一環！」身為

卸任的哥倫比亞環境部長，貝甦多直接

拿起衛星電話，直通哥倫比亞國家海洋

部門，要求相關單位派遣護衛艦，緊急

介入偵蒐與巡護。

瑪佩洛海洋公園的整個海洋生物走

廊，以太平洋的遠東邊緣起始，往北延

伸至哥斯大黎加的南方沿海地區，西接

加拉巴哥(Galapagos)群島，東鄰哥倫比

亞的太平洋沿岸。這片受保護的豐饒海

域，是不同鯊魚物種、鮪魚與旗魚最大

的家，提供安全的環境孕育鯊魚群、鯨

鯊、體型巨大的龍膽石斑與旗魚，同時

也是世界少數幾處發現深海鯊魚——短

鼻鋸鯊與沙虎鯊的地方，不僅為國際上

瀕危的海洋生物提供至關重要的棲息

地，包括瀕危鯨魚與海龜，也因為這些

生物多樣性而成為各類海洋物種的主要

食物來源。

瑪佩洛島的鄰近海域，是赤道東太

平洋最大的禁漁區，卻因聚集最多鯊魚

群而吸引來自厄瓜多、哥斯大黎加或哥

倫比亞等四面八方的漁夫，在無邊無際

的洋海中，寧可冒險也要遠道而來「尋

鯊」。鯊魚的背鰭一直是亞洲人端上餐

槌頭鯊是瑪佩洛水域中常見的一員，卻因市場需求而成了非法捕撈的目標。

漁夫捕獲鯊魚後割下背鰭，再將牠們丟回海裡，任其自生自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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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撈的法令，賦予國家權力來判

刑。雖然如此，哥倫比亞的憲法卻要求

任何觸犯海洋法令的嫌疑犯，必須要在

被逮捕的三十六小時之內，帶到法官面

前。問題就在於，瑪佩洛距離哥倫比亞

最近的市區至少也要五百公里，如果按

照一般標準航行，一趟船行時間要費時

三十五至四十小時之久；換句話說，被

繩之以法的嫌疑犯必須雙腳一落地便得

迅速被押解拘留，絕不能讓他們在島上

有任何耽擱。

邀總統潛水，眾志成城護海洋

「太平洋水面艦隊」指揮官兼艦長薛瑞

茲(Jesús Suárez)說：「這法令對我們這塊

保護區的非法捕撈活動，無疑是個巨大衝

擊。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藉助海軍在這

片海域的每日巡防偵察，來保護我們的天

然資源。」根據國家公園的官方說明，厄

瓜多籍與其他外籍漁夫進入哥倫比亞海域

是很尋常的事，不足為奇。

「過去十年來，光是太平洋這一帶，

槌頭鯊的數量已經減少60%。」貝甦多

進一步指出：「我覺得自己徹底束手無

策，無力做任何事，我甚至常常因為這

桌的傳統上等料理，一公斤售價高達兩

百美元。

國家海軍的艦隊終於在二○一九年四

月二十日這一天，攔截了六艘正在瑪佩

洛島附近進行非法捕撈的厄瓜多漁船，

逮捕了船上二十七人，除了六名哥倫比

亞漁夫之外，其餘都是厄瓜多籍船員。

船上堆滿至少一噸的不同漁獲，包括鮪

魚、鯊魚與紅綢魚；人贓俱獲以後，人

船都被轉送到哥倫比亞最大港口布埃納

文圖拉(Buenaventura)。漁船、漁網、釣

鉤漁具與其他捕魚器具一律被沒收。非

法捕撈的最高刑責為三年監禁，但最終

判刑由法官決定。自二○一七年開始，

生物學家貝甦多拍攝魚群(左圖)，傾

注全力將瑪佩洛深藏多元物種(上圖)

的美麗豐饒與脆弱，透過各種途徑

公諸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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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而輾轉難眠……。一直到二○一九

年，國家海洋部門和我們的『瑪佩洛基

金會』，以及國家公園的齊心努力下，

終於成功逮捕了兩次大型非法捕撈，情

勢才稍微好一些。慶幸的是，和過去相

比，現在的非法漁船與捕撈個案都愈來

愈少了，但還沒完全消失。畢竟，要全

面顧好這片兩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大面積

海洋保護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身兼海洋生物學者與專業潛水員的貝

甦多，是這塊海域真正「喊水會結凍」

的最佳發言人，她說：「我在八○年代

深深墜入這片『情海』，從此便決心

要用力保護這個生態系統。」憶

起生平第一次潛入瑪佩洛海

底，美不勝收的海底

世界盡收眼底，肆

意悠游的海洋

生物——

成群結隊

的鯊魚、鰤

魚、魔鬼魚和

上千萬隻金梭魚——把貝甦多震懾得難

以言語。她隨即在往後的每一年，籌組

好幾次科研隊深入這片海域，針對棲息

其中的海洋物種，進行辨識、蒐集與研

究。

「當我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到瑪佩

洛時，我看到好多錨插在珊瑚中，看

到鯊魚在船的甲板上。我心想，一定

要有所行動。」自此，貝甦多與潛水

員、科學家合作，甚至向好幾任哥倫比

亞總統陳情，想方設法保護這塊美麗的

海域。一開始，貝甦多邀請潛水員簽署

一份《保護瑪佩洛與海洋生物》請願

書。一九九四年，她說服了哥倫比亞總

統賈維利亞(Cesar Gaviria)前往瑪佩洛，

親身經歷這片迷人的天然景致，參與無

與倫比的潛水活動。然後，她拿出數千

份《保護瑪佩洛與海洋生物》的請願書

給總統。看見那麼多國民對這片海域的

聯名簽署、具體的支持與投注的熱情，

感動了總統的心，於是，他答應要和人

民站在一起，一同保護這塊海域。而貝

甦多此生漫長的奉獻——決意要讓瑪佩

洛健康而生生不息的使命，才剛起步。

一九九六年，政府宣布將瑪佩洛列入保

護區，守護島嶼周遭大約一百平方公里

的海域。對瑪佩洛而言，這是有史以來

意義非凡的勝利，但貝甦多深知，前行

的路還有待努力。

一九九七年，「哥倫比亞自然國家

公園單位」授權予貝甦多，擔負起瑪佩

洛保護區的管理大任。她隨即發現，雖

然島嶼的海洋已列為保護區，但資金短

缺，意味著任何保護措施也只是形同虛

設，難以落實。因此，即便獲得社區的

支持，瑪佩洛海洋公園仍需募款，才有

餘裕進行偵查巡護、籌辦科研、生態旅

遊與提升環境教育等大計。

於是，貝甦多決定成立瑪佩洛基金

會，想藉此引起各界對島嶼，與沿海

一帶居民的關切。「我意識到自己不只

為海洋生態奔走，也要為人類需求而努

力。除了維護瑪佩洛的海洋生物，我也

希望太平洋沿岸的居民，未來還能有足

夠的魚可捕。」貝甦多指出，過度捕撈

終將破壞不堪一擊的生態平衡。哥倫比

亞沿岸地區的漁夫，開始抱怨小魚愈來

愈少，更令他們費解的是，既然魚是主

直翅真鯊體型龐大，在水中格外醒目。鯊魚後方隱

約可見的線條，將陷鯊魚於大石而擱淺，最終淪為

非法漁民的戰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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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食物來源，為何不能在此捕魚？貝

甦多需要耐著性子，心平氣和地向他們

解釋，像瑪佩洛這樣的區域應該受到保

護，因為這是魚種孕育與繁殖之處。譬

如鯊魚，一如其他海洋物種，都是海洋

食物鏈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某

個物種消失了，那另一個物種將激增而

吃掉一些原來可以供給人類的魚種。

身為偏遠的火山島嶼，瑪佩洛的深

度達四千米，其中三百米浮出於海平

面上。洪堡德(Humboldt)海流與豐富多

元的浮游生物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海域條

件，造就了海洋的生物多樣性，與維持

一定的生物量。瑪佩洛是世上數一數二

的潛水天堂，這裡匯聚大量捕食魚與遠

洋帶物種，其中包括數百隻槌頭鯊、超

過一千隻絲鯊、鯨鯊與鮪魚等都在追蹤

與記錄中，且都維持原有的自然行為模

式。二○○○年，瑪佩洛與國際海洋組

織(IMO)共同獲選為全球十五個「敏感海

域」之一，兩年後，瑪佩洛的海洋保護

區身分再獲延長。二○○六年，在各方

天然條件具足的前提下，「瑪佩洛物種

保護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列為世界遺產。

二○一六年九月，厄瓜多、哥倫比

亞與哥斯大黎加的三位總統共同簽署一

份《三國沿岸之海洋保護協議》。這份

協議不僅讓瑪佩洛受惠，也惠及另外兩

個聯合國世界遺產保護區：哥斯大黎加

的科科斯(Cocos)島國家公園與加拉巴哥

群島。哥倫比亞現任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甚至允諾要將瑪佩洛國家

公園的保護範圍再擴大兩倍以上。桑托

斯指出：「保護我們的寶藏，是責無旁

貸的重要任務。哥倫比亞引以為傲的，

不過就是我們豐富特殊的物種與生物多

樣性。」

這些宣告固然是利多消息，但貝甦多

卻務實地指出：「宣告與強化瑪佩洛為

敏感海域是一回事，但還必須有具體可

行的工具與元素才能貫徹始終。」瑪佩

洛基金會至今仍得積極向政府單位與企

業界募款，才能維持每年十五萬美元的

營運經費。今天，基金會的六名員工、

國家公園的七名工作人員與四位來自哥

倫比亞生物多樣性基金會的成員，三

方一起執行保護與研究瑪佩洛的重責大

貝甦多與同仁檢驗兩頭死於非法捕

網下的槌頭鯊(左圖)。這群來自哥斯

大黎加與厄瓜多漁民在禁漁區捕撈

而被哥倫比亞軍方逮捕(右下)。掛在

大石的長線，是漁民埋伏水中的非

法捕魚器(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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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而勸阻非法捕撈的關鍵策略，不外

乎偵搜巡防。從一九八六年開始，每一

個月共有五名工作人員派駐瑪佩洛島擔

任守望員，每月換人輪替。守望員只要

一看見任何漁船進入禁漁區海域，便立

即通報，國家海洋公園巡邏隊將盡速趕

抵並驅離非法漁船。但顯然這是不盡理

想的做法，光是二○一九年便曾發生兩

次主要逮捕行動。艦長薛瑞茲說：「我

們的船會持續不斷在這些敏感海域巡

邏。我們知道這從來不是個容易達成的

目標，但這片保護區的海域超過兩百萬

公頃，說什麼都得盡心用力去保護。」

結合先進科技，落實生態守護

去年，國家海軍在哥倫比亞海域扣押

了正在進行非法捕撈的十五艘漁船，與

超過兩噸的底棲魚類。「為了更有效達

到保護目標，瑪佩洛基金會配置了雙體

船，藉此擴大我們的監督範圍。」

貝甦多進一步表示，「我們也想裝上

更先進的衛星偵蒐鏡頭。目前我們已經

使用一個鎖定漁船位置的『全球漁業觀

測站』平台。只是，畫面傳到我們這裡

時，已經是四十八小時之後的事，無法

做到即時監控。更何況，傳回來的圖像

根本拍不到最小的傳統漁船。我知道政

府很快就會使用付費的網路服務，這些

服務可以保護國家海域，即時回傳任何

狀況，包括在海上漁船的一舉一動。工

具與科技早已存在，我只希望哥倫比亞

政府可以善用科技，更有效而全面保護

這片海洋生態。」

翻譯/童貴珊游經貝甦多身邊的，是一群金梭魚。瑪佩洛是世界少數幾處孕育與發現各種物種與鯊魚的水 域，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