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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鰻苗總評 

2017年度，東亞地區日本鰻 (Anguilla japonica) 鰻苗捕撈量達到不錯的

62 公噸，較前兩年度之鰻苗產量 38 公噸、40 公噸有明顯增長，與筆者去年推

估之 60公噸左右相符。其中日本約放養 19.5公噸、大陸約 26公噸、韓國約 10.5

公噸、台灣約 6 公噸。今年度台灣地區每尾鰻苗平均放養價格為 50-60 元新臺

幣，東亞地區新鰻已陸續出池，鰻魚價格於 8 月時開始滑落。台灣鰻苗近三年

產量為 1.2、2.5、4.5公噸，已呈現連續三年增長。據筆者推算，2018鰻年度，

也就是今年 11月至明年 5月的日本鰻鰻苗產量，可能仍然不錯，東亞總產量預

估仍在 60公噸以上，但仍需視未來幾個月之海洋環境變化而調整。換言之，東

亞鰻苗產量很可能呈現連續四年增長，為史上罕見。然而，鰻苗一時的豐收不

代表資源的恢復，這只是自然波動現象。從長期角度來看，筆者估計鰻苗資源

還是處於衰退態勢。 

 

CITES 危機與轉機 

鑑於鰻魚天然資源銳減，日本環境省於 2013年將日本鰻魚指定為瀕危物種。

2014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組織（IUCN）也把日本鰻與美洲鰻 (A. rostrata) 列

入紅皮書的瀕危物種，在三個瀕危級別中屬於第二等級 「不久的將來野生瀕危

可能性較大的物種」。雖然 IUCN紅皮書本身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不會直接導致

鰻魚養殖與貿易的管制，但是每三年集會一次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 (CITES，又名華盛頓公約) 會議，將於 2019 年年會中討論，是否將日本鰻

與其它異種鰻列入附錄二物種。CITES係藉由國際合作，防止因國際貿易致稀有

或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之滅絕，以達保護之目的，該物種附錄分 3 類。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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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係完全禁止商業性貿易；附錄二物種必須檢附非違法捕獲以及此輸出不危

害此物種存續之證明文件；附錄三物種為保育國要求締約國協助管理。其中歐

洲鰻 (A. anguilla) 於 2007年 6月之第 14屆締約國大會決議中，被列入附錄

二物種，2009 年 3 月 CITES 貿易管理生效，歐盟科學組織認為，因無法評估歐

洲鰻的資源量，致無法判定出口不影響資源的存續，建議歐盟不予核發出口許

可證，因此自 2010年 1月起，歐盟決議除舊庫存外，禁止輸出歐洲鰻至歐盟以

外地區。中國長期以來歐洲鰻的養殖也因此遭逢打擊，由過去高峰期每年進口

動輒超過 200 公噸的鰻苗，到近年迅速萎縮至 20 公噸以下 (走私進口)。根據

歐盟於 2016 年 4 月 27 日寄給華盛頓公約組織的公開信表示，歐盟然此屆不會

提案將日本鰻列入附錄二，但是提出要求，應積極調查與評估現有鰻魚屬之資

源量與貿易現況，作為下屆 (2019 年) 提案與否之參考。公開信指出，台灣、

日本、中國、韓國等國共同同意的日本鰻資源管理措施，最大的問題是「違法

交易情形令人相當憂心」。並指出東亞地區針對防止濫捕的管理體制並不完善。

另外，由於歐洲鰻已經無法進行國際交易，現在美洲鰻以及熱帶鰻種在東亞地

區取而代之成為需求急增的物種，導致開發率大增，但是因為資訊不充足，導

致資源管理的障礙，所以具有公信力的研究及調查是必要的。 

今年東亞四國決議對明年度的日本鰻鰻苗養殖配額仍然保持不變 (78 公

噸)，並未如預期進一步削減，因此未來遭提案的可能性增加不少。日本鰻若是

遭列入附錄二物種，會直接導致鰻魚捕撈與養殖的嚴格限制，以及外銷買賣的

基本禁止，而台灣與大陸為鰻魚重要出口國，面對未來可能產生的貿易限制，

政府應該儘早協助業界因應。由於日本鰻的自然棲地包括台灣、中國、日本與

韓國，因此，保育與管理若要有成效，需要 4 國共同密切合作。若東亞各國不

能做好鰻魚資源管理與養護工作，就算不管 CITES 因素，鰻魚產業亦會面臨崩

解危機。筆者建議，短期內要應付 CITES 可能之衝擊，可以參考歐盟對歐洲鰻

的管理模式，由台中日韓四國共同成立官方管理機構，負責日本鰻資源與貿易

之管理，禁止日本鰻出口至其他國家，但在 4 會員國間之流通視為內銷，可迴

避 CITES 之出口禁令，此措施可大幅降低對日本鰻產業之衝擊。長期來看，各

國仍必須做好鰻魚資源管理與養護工作，遏止日本鰻資源進一步的下降，方能

維繫養殖產業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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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鰻苗開放問題 

日本自古以來就非常喜歡吃鰻魚，久而久之吃鰻進補就成為一種傳統的飲

食文化，特別會在立秋以前的「土用丑之日」這個特殊的日子食用鰻魚。日本

人認為，夏季酷熱人虛，應該食鰻進補。「土用丑之日」這一天約是每年國曆的

7 月下旬，也就是日本的「鰻魚節」，每年鰻魚節前後之鰻魚消費量就占了全年

的 1/3 左右。而日本的日本鰻養殖皆為室內溫棚，形成了人工控制的高密度集

約化養殖模式，使得養殖環境及天候因素，獲得更有效的控制。並進一步透過

加熱，來加速鰻魚成長速度，因此，若在冬季 11月 - 1月上旬前投苗，因苗體

尚小，在溫室中可以有效節省燃料費，約半年後即可長成至 4-5尾/公斤左右的

上市規格，剛好可以趕上鰻魚節前後之龐大市場需求。而東亞地區 11-12 月的

日本鰻鰻苗捕撈，以台灣為主，在此歷史背景下，日本養殖業者每年不計代價

購買台灣產之日本鰻早期苗。台灣即使明定鰻苗於 11 - 3月間禁止出口，但因

為執法不彰，9成以上的 11-12月產的台灣早期苗，捕撈後被走私至香港，再轉

運至日本供當地養殖。而台灣的鰻魚養殖模式，以土池為大宗，集中在雲嘉南

地區，因冬季寒冷，土池亦無加溫設備，因此養殖戶不會在冬季入苗，要等待

隔年 3-4月份之大陸/日本苗，藉由走私出口至台灣。鰻苗會先在較溫暖且地下

水豐富的屏東地區養成黑子，待開春後再行放養至雲嘉南地區的養殖池。台灣

目前只有高屏地區少數的養殖場，有辦法放養台灣早期昂貴的苗，並趕上日本

鰻魚節時出口。在台灣鰻魚養殖主力的雲嘉南地區，當季新鰻是無法趕上日本

6-8月的吃鰻旺季，因此多養至次年再行銷日。這是台日兩國鰻魚產業，行之多

年的商業模式。因此，日本對我國的早期苗，具有剛性需求，當日本 2-3 月間

放滿當年度 21噸之配額後，當地生產之 3-4月晚期苗，則會因禁止出口而乏人

問津。反之，我國對晚期苗則有殷切需求，但此時台灣捕苗季已結束，因此目

前多依賴大陸供應鰻苗，但是被動等待的結果，往往因當年度鰻苗不足，導致

尾盤價格走高，養殖戶最終買不下手而導致養殖停滯。因此，如果能合法引進

日本品質較佳、價格較低的晚期苗，對台灣養鰻戶來說，將多一個穩定的供苗

來源，助益不小。 

CITES近年來相當關注鰻苗的「不透明交易情形」，導致日本方面急欲解決

日本鰻鰻苗的走私問題。近兩年不斷透過官方與民間管道，多次表達希望台日

雙方能開放鰻苗出口，化解走私問題。筆者認為，如果台灣能做到嚴打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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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鰻苗留在台灣的話，則產業最佳的對策，就是維持鰻苗禁止出口，則早期

苗價格將大跌並留在國內養殖，日本因苗源不足，鰻魚節前後勢必缺貨，有利

台灣成鰻以好價格銷日，此舉雖然會導致捕苗漁民獲利減少，但是台灣鰻魚產

業整體產值會提升，是利大於弊。然而，現實層面卻是，一來很難堵住走私，

二來數噸的早期苗若都留在台灣，恐怕也超過台灣冬季能夠去化的量。因此，

筆者建議，現階段台日雙方鰻魚產業，要達到雙贏的目的，可以考慮在維持鰻

苗出口管制前提下，進行台日鰻苗之「配額交換」，即以台灣 1隻早期苗，交換

2隻日本的晚期苗或是3隻過季的幼鰻。而為了避免日方交不出或是不願意交鰻，

應由日方於今年度先行開放鰻苗/幼鰻全年合法輸台，開始累積配額，於明年 10

月結算可獲得台方早期苗之額度，台方於明年 11月起，即可合法輸出相應配額

之早期鰻苗到日本，並每年滾動式檢討實施效益。雙方鰻苗之交換應避免關稅

障礙，且建議應檢附鰻魚基金會所核發之出口證明，每尾輸出之鰻苗可以收取

手續費 5 角，以挹注「鰻魚基金會/鰻聯社/鰻蝦輸出公會」財源。以每年平均

走私出口約 2 公噸的日本鰻鰻苗數量 (約 1000 萬尾)，估計每年可以挹注三會

500萬新台幣。預期在透明化交易後，台灣早期苗配額輸日合法化後，盤商競爭

者眾，產地價料將上揚，有利於我國捕撈漁民與合法貿易商，日本的養殖成本

同樣會居高不下，對我國競爭力影響不大。而台灣貿易商因不需承擔高昂的走

私成本與風險，進入門檻降低，預期有更多人因此獲利。而因日方必須確保供

應我方苗源，方有早期苗配額可用，勢必努力促使鰻苗/幼鰻輸台，台灣的養鰻

戶預期也能增加低成本鰻魚之養殖量，因而帶動整個台灣鰻魚產業鏈穩定發展。

鰻苗因少了長途轉運的耗損，台日整體鰻苗品質與入池量也能獲得小幅提升，

成鰻市場價格預期稍降，消費者同樣可以獲利。 

 

異種鰻養殖動態 

為了因應日本鰻養殖產業的缺口，近年來東亞各國興起了異種鰻的養殖風

潮。目前中國以歐洲鰻與美洲鰻為主、韓國則試養美洲鰻與太平洋雙色鰻 (A. 

bicolor pacifica)、台灣則以鱸鰻 (A. marmorata) 與太平洋雙色鰻為主、日

本基本上未跟進。異種鰻苗雖然價格便宜，但養殖難度較日本鰻為高，育成率

普遍不佳，售價亦只有日本鰻的 6 成左右，實際生產成本與利潤受日本鰻價格

左右。異種鰻的發展，基本上是與日本鰻反向連動，當日本鰻鰻苗豐收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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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放養異種鰻的意願低落，反之當日本鰻鰻苗歉收時，業者放養異種鰻意願隨

即高漲。 

 

鱸鰻是鰻魚屬中全世界分布最廣的鰻種，橫跨印度洋與太平洋。最北可至

日本南端，最南可至南非，最西可至非洲東岸，最東可至南太平洋之法屬玻里

尼西亞群島，主要集中在熱帶與亞熱帶區域。雖然鱸鰻被 IUCN 列入無危物種，

但因其可切分為數個次族群，每個次族群之實際資源量以及面臨之資源下降壓

力可能不同，因此在保育上應分為好幾個管理單位，並加強對其資源現況之調

查，才能正確評估其在紅皮書分之分類地位。菲律賓為主要鱸鰻苗出口國，約

佔全球總量 9 成以上，台灣本地亦有少量捕捉。鱸鰻在菲律賓為優勢鰻種，估

計占該國所有鰻種 7 成以上，一年四季皆可捕獲，主要產區在呂宋島北部之

Aparri，以及民答那峨島靠西里伯斯海一側，由近年採捕資料推估，菲律賓平

均一年約可採捕鱸鰻苗 30 公噸以上，足敷東亞/東南亞養殖需求，但是其肉質

較 Q，油脂較少，不適合蒲燒，且早期成長緩慢，養成期需 2-3年以上，業者大

規模放養意願不高。 

     

雙色鰻具有兩個亞種，一為太平洋雙色鰻、另一亞種則為印尼雙色鰻 (A. 

bicolor bicolor)。印尼雙色鰻分布在印度洋，可能分成東印度洋與西印度洋

族群。東印度洋族群分布在蘇門答臘西岸、爪哇島南岸、印度、孟加拉、斯里

蘭卡與緬甸。西印度洋族群則分布在非洲東岸 (坦尚尼亞至南非) 與馬達加斯

加。太平洋雙色鰻，台灣俗稱黑鰻，主要分布在菲律賓、婆羅洲、蘇拉維西、

與新幾內亞。雙色鰻被 IUCN列入近危物種，其實際資源量仍不清楚，雖然其生

物地理分布範圍很廣，幾乎與鱸鰻不相上下，但在各地理區多半不占優勢。唯

一例外之處是爪哇島，印尼雙色鰻在當地為優勢族群，明顯勝過鱸鰻，在蘇門

答臘與爪哇島之年產量推估可達 10公噸以上，足以支撐市場規模的生產。太平

洋雙色鰻主要產地在菲律賓，每年 10-12 月產苗量較多，但是其鰻苗產量較不

穩定，不易取得整批純的鰻苗為其缺點，與鱸鰻苗混獲狀況嚴重。雙色鰻油脂

多，適合蒲燒，且早期成長較鱸鰻為快，業者放養意願較高。值得注意的是，

菲律賓與印尼兩國近年來積極投入鰻魚養殖，其中菲律賓於 2015年成立了鰻魚

養殖協會，積極投入太平洋雙色鰻的養殖，希望成為幼鰻出口中心; 而印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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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則積極開發印尼雙色鰻的養殖，希望拓展蒲燒鰻外銷市場。由於兩國為鰻苗

主產地，先天發展條件較佳，故吸引台中日韓與當地業者爭相投入，後續發展

情況值得密切關注。 

 

美洲鰻是近年大陸熱門的養殖鰻種。2014年中國放養美洲苗 13公噸，2015

年放養 20 公噸，2016 年放養 30 公噸，2017 年迄今放養 25 公噸，部分原因是

為了填補因歐洲鰻養殖衰退所形成之空窗。過去美洲鰻鰻苗主要由北美洲地區

供應，由於近年價格飛漲，每尾甚至超過 30元台幣，目前業界將重心指向中美

洲地區的鰻苗 (海地、多明尼加、古巴)，希望取代北美地區成為新興供應來源，

目前中美洲地區捕撈規模推估年產量超過 10公噸，未來發展值得密切關注。 

 

結語 

以目前台灣產業現況來說，日本鰻由於資源量長期仍持續下降，在未來很

難期待有大幅回升的機會，加上為了因應 CITES 所做的管理措施，市場長期供

應缺口始終會存在。因此，政府可一方面加強日本鰻的內銷市場、降低對出口

之依賴程度; 另一方面可加強異種鰻養殖技術開發和其消費市場開拓，尤其是

黑鰻與美洲鰻，來協助產業分散風險。日本以外的國際市場，如韓國、美國、

歐洲與俄羅斯等國，對異種鰻接受度較高。台灣本土異種鰻發展條件雖然不錯，

但瓶頸是鰻苗取得管道受制於人，不穩定性高。但長期來看，日本鰻鰻苗的供

應還是處於衰退趨勢，因此異種鰻的發展，仍有一定之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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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溪時間別養殖牡蠣重金屬鍵結再生纖維之研究 

 

葉大維 1,2、侯二仁 1,2、李英周 1,3、張惟哲 1
 

 

                 1.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2.博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通訊作者：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李英周博士 （i812@ntu.edu.tw） 

一、前言 

葡萄牙牡蠣(Crassostrea angulata)為台灣地區主要的養殖牡蠣品種，主

要生殖週期分為春、秋兩季，飼養 4-6 個月即可達上市體型，體長可達 10cm 

(Sheng and Chuang, 2016)。台灣養殖牡蠣範圍廣泛，北至新竹香山，南達屏

東大鵬灣，然而隨著沿岸工業化興盛，漁民為了減少牡蠣被污染的情形而移往

潟湖或是外海進行養殖。但是自從台灣發生二仁溪綠牡蠣事件(Han and Hung, 

1990)，以及香山綠牡蠣事件(維基百科-香山綠牡蠣事件)之後，養殖牡蠣的問

題受到重視，尤其是在民國 75年二仁溪因上游燃燒廢五金，使得下游水域中的

養殖牡蠣大量吸收重金屬，爆發眾人所知的綠牡蠣事件。直到今日，二仁溪流

域中仍有一定程度的污染存在，相關單位也持續進行水質監控與改善工作。再

者，由於牡蠣具有強大的過濾功能，尤其對於銅、鋅等金屬效果尤佳(Chang et 

al., 2011)，只要體內蓄積超過 500ppm的銅離子即會產生明顯綠色，牡蠣體內

可能藉由金屬硫蛋白(Metallothionein)螯合二價金屬並儲存在體內，降低了重

金屬對生物體本身的危害(韓等，2001)，而牡蠣體內累積量最多的金屬為銅、

鋅金屬，此兩種金屬為生物體必需重金屬。另一方面，近年已有研究證實與金

屬螯合後的膠原蛋白可經由大量氧化後與纖維素產生交聯反應(Cross linking)

並製作成含有金屬元素的機能性纖維(Kanth et al., 2009)。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1)利用移殖養殖牡蠣於二仁溪中，紀錄牡蠣吸收

重金屬變化量，以了解其吸收水體中重金屬的能力。(2)利用吸附重金屬的牡蠣

製作紡織纖維，希望研發含有重金屬不可食用牡蠣的再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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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本實驗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 2015年 6月 5-23日、2015年 10月 17日- 11

月 15日、2016年 4月 22日-6月 3日。放養牡蠣於二仁溪水體中，再將吸取重

金屬後的牡蠣進行酵素分解後組織液進行紡織纖維製作，以獲得重金屬鍵結的

再生纖維。 

 

牡蠣放養 

放養前一天前往台南市七股區向養殖蚵農購買帶殼牡蠣 2,000 顆，挑選外

觀無損且長度約 10cm 的個體，並測量實際殼長與體重。於二仁溪河口(圖 1)，

利用自製繩籃裝置(圖 2)，進行牡蠣懸掛放養 5個月，每 1串均有浮球一顆與 2

籃牡蠣，共放養 2組。 

 

樣本收集 

    與當地漁民合作每兩星期採收乙次，將採收到的牡蠣裝入夾鏈袋後以冷藏

宅配送回台大漁科所實驗室。   

 

重金屬分析 

牡蠣組織樣本以 1:2.5 比例加入硝酸進行消化作用，再加入去離子水調整

硝酸至2%以下，再將樣本送至台大農化系共儀中心，以ICP-MS進行重金屬檢測。 

 

再生纖維製作 

將三次採收之牡蠣樣本，去殼後加入去離子水與酵素進行水解 24小時，取

得牡蠣組織水解液進行離心，取其上清液進行過濾後，再送至台灣化學纖維股

份有限公司進行纖維製作，製作完成的三次牡蠣纖維則送往全國公證檢驗股份

有限公司(Intertek®)進行重金屬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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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二仁溪實驗地點。 

 

 

圖 2. 牡蠣放養裝置示意圖。 

 

三、結果與討論  

    第一次實驗為先前試驗，只測試紡織纖維中的重金屬含量，故沒有組織重

金屬數據。第二次牡蠣組織重金屬中，銅金屬範圍為 7.5- 28.5ppm，鋅金屬範

圍為 86.9- 103.0ppm，而鉛、鎘、砷等三種金屬範圍分別為：0.0- 0.3ppm；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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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ppm； 0.1ppm (圖 3)。第三次牡蠣組織重金屬中，銅金屬範圍為 26.6- 66.3ppm，

鋅金屬範圍為 54.3- 298.6ppm，而鉛、鎘、砷等三種金屬範圍分別為 0.0- 0.3ppm，

0.1-0.8ppm，0.7-5.3ppm (圖 4)。又纖維中重金屬以銅、鋅、鉛三種為主，含

量均不超過 7ppm，鎘、砷兩種金屬則在三次纖維中均沒有發現。 

    兩次結果比較發現，（1）牡蠣體內重金屬含量隨著時間延長而有增加的趨

勢，（2）又再生纖維可檢測出銅、鋅與鉛金屬，其餘金屬均沒有檢測出。兩次

實驗金屬含量均以銅、鋅金屬最多，上升量比鉛、鎘、砷三種金屬明顯，推測

其原因，可能是銅、鋅屬生物必需重金屬，生物體會耗能強化這兩種金屬的吸

收，反之，鉛、鎘、砷屬於生物體非必需重金屬，生物體會耗能將這些有害重

金屬儘速排出體外 (林等，2015)。又纖維重金屬以銅、鋅、鉛三種金屬為主，

其中銅、鋅金屬數值不超過 7ppm。鉛金屬則有 6.6ppm，反而比牡蠣組織中含量

高 (圖 5)，推測其原因可能為纖維製作時會使用含鉛助劑與染化劑等額外添加

物(Anonymous, 2012)，故纖維製作完成後會測到較高的鉛含量，但其鉛含量均

符合紡織品不得超過產品表面塗料中所含非揮發性成分重量之 90 ppm 的規範

(CNS 15290紡織品安全規範)。 

    本研究歸納結論如下，放養牡蠣體內重金屬隨著時間延長而有增加趨勢，

又利用污染牡蠣製作再生纖維可檢測出銅、鋅、鉛金屬，且鉛含量低於紡織品

安全規範，其餘重金屬均沒有檢出。這種藉由牡蠣吸收環境水中的重金屬蓄積

於體內，透過再生纖維的製作或許可開創一種新的移除環境污染重金屬的技術

與產業。 

 

圖 3. 第二次放養實驗牡蠣重金屬含量變化，2015 年 10 月 17 日-11 月 15 日。 

重金

屬含

量

(pp



臺大漁推．第二十八期．(2017) 7~13 二仁溪時間別養殖牡蠣重金屬鍵結再生纖維之研究 

 

11 
 

 

圖 4. 第三次放養實驗牡蠣重金屬含量變化,2016 年 4 月 22 日-6 月 3 日。 

 

 

 

圖 5. 各次牡蠣纖維金屬含量; ND(Not Detec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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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全球工業化興盛與科技發達，造成沿岸養殖牡蠣污染問題，唯牡蠣的

強大過濾能力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青睞，但吸附重金屬後的汙染牡蠣目前卻無法

再利用。另一方面，台灣在機能性紡織品的技術卓越，市售銅、鋅纖維可達到

除臭抗菌的效能。本研究採用自製繩籃系統，畜養約10cm的牡蠣於二仁溪5個月，

再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檢測樣本中銅、鋅、鉛、鎘、砷五種重金屬

含量。結果顯示，放養牡蠣體內重金屬含量的銅、鋅較高，而鉛、鎘、砷較低，

並隨著時間延長而有增加趨勢，又再生纖維可檢測出銅、鋅與鉛重金屬。因此，

我們藉由牡蠣清除水中重金屬，再添加於再生纖維中，可達到除污與金屬回收

再利用，或許可以開創出一種可移除環境污染重金屬的技術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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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施秀惠教授（(02)33662504 / shihhh@ntu.edu.tw） 

 

一、 達悟族與飛魚文化 

達悟族(Tao)是台灣南島語系唯一分布在台灣離島的一支民族，定居於台灣

東南外海的蘭嶼，島上人口約四千餘人。主食為水芋和蕃薯等，小米則是禮儀

場合親友互相餽贈的禮品，副食的種類多樣，以各類海鮮為主，但也會食用藻

類、人工栽培的水果或山野狩獵採集來的野味和野菜，豬、雞、羊則是在重要

節慶或祭儀時才可以宰殺食用(夏，2003)。 

達悟族著名的祭典－飛魚季，源自於祖先傳承的故事。傳說達悟族的祖先

們在海邊找尋食物時，無意間看到了兩條有翅膀的魚在海上跳躍，於是上前圍

捕。抓到飛魚後，高興地將魚帶回去村裡，並和其他在海邊撿拾到的魚蝦、貝

類、螃蟹一起混著煮熟食用，結果族人開始生病長惡瘡，而被抓到的飛魚族群

也生了怪病。過了幾天，黑翅膀的飛魚便透過托夢的方式要達悟族長老前往海

邊，黑翅膀飛魚告訴長老他是飛魚族群的首領，讓他了解怪病是如何發生以及

要如何預防。同時，還透過不同種類飛魚的現身，來讓他知道飛魚的種類、捕

撈季節、禁忌、捕捉儀式和不同的捕捉與食用方法。回到村落後，長老教導族

人們按照飛魚講述的方式並成功捕到飛魚，食用飛魚後亦未再發病(夏，2011)。

至今達悟族依舊遵守古老的方式，按照時間以及儀式進行捕撈飛魚，方式如下(張

等，2013；鐘，2008)： 

(1) 船組共宿：國曆 1 月，漁組共宿在舵長家或有三戶以上大住宅的船員家，

共宿期間船員會準備夜漁之火把、漁具等，白天回家吃飯，但不能碰觸妻子。 

(2) 祈求豐魚祭：國曆 2 月，船員一同把大船運至海邊，然後在共宿的家食

用各家煮好送來的芋頭及魚。 

(3) 招魚祭：國曆 2 月，在灣澳進行祭典，主要儀式有祝禱、血祭、點聖石

mailto:shihh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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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竹筒沾血等四項，全村男子都必須盛裝參加儀式。並由族群長老祝福祈禱

後，並叮囑族人飛魚季期間應遵守之禁忌與規範。 

(4) 初夜漁祭：國曆 2 月，以部落為單位選擇一漁組先出海，宰殺豬對海神

祭拜。之後開始夜晚捕魚，漁組船員必須共宿一個月。 

(5) 解散儀式：國曆 3 月底，解散共宿當天，所捕獲的飛魚可以各自帶回住

家，隔日再將飛魚送到共宿屋內烹煮，並平分給每位船員帶回家食用。隔日早

晨，組員在共宿屋的前庭集合，分配之前保存在共宿屋的飛魚，結束後各組員

帶著飛魚解散回家。之後各組員可以住在自家中，夜間繼續出漁。 

(6) 小船晝漁祭：國曆 4 月，可以使用小型漁船捕魚及以鉤絲釣魚，早晨從

船屋推出小船置於海邊，並製做曬乾飛魚的飛魚架及清洗盛裝飛魚的木盆，並

用竹子把家裡四周都圍起來，避免孕婦經過，另有舉辦祈禱漁獲豐收的儀式。 

(7) 飛魚晝食祭：國曆 4 月，漁船組員在家中盛裝後到海邊汲取海水 淡水

各一壺家，在住家的後椽下，取下三尾飛魚乾，起火煮熟，祝祭後共食，晝夜

間不分男女皆可吃魚。在此之前只能在白天用水煮飛魚，此季後飛魚可煮可烤。 

(8) 漁夫慰勞祭：國曆 4 月，又稱螃蟹季，達悟族婦女製作芋頭糕配上魚乾、

燻豬肉犒賞丈夫或兄弟捕魚期間的辛勞。  

(9) 飛魚收藏祭：國曆 5 月，：祭典前一日以陶釜將飛魚乾與芋頭共煮，隔

天舉行祭典，全家向飛魚祈禱後食用，將剩餘的飛魚乾剪去胸鰭及尾鰭後收藏

於陶釜中。 

(10) 飛魚終止祭：國曆六月，男人於自圈養處抓一山羊待宰，女人收割

芋薯並打掃房子，格入煮飛魚與芋頭並宰殺山羊，男女盛裝共食，自當天起不

再 捕捉飛魚，改捕其他底棲性魚類。 

(11) 飛魚終食祭：約國曆八月中旬，終食祭後不再食用飛魚，亦不能將

飛魚留在家中，避免遭逢惡運，前二日起會將剩餘的飛魚乾煮熟後全家共食，

其餘的掛在木堆上給牲畜食用，整個飛魚季在此宣告結束。 

 

二、 臺灣飛魚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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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魚(flying fish)之分類學地位為輻鰭綱(Class Actinopterygii)，頜針魚目

(Order Beloniformes)，飛魚科(Family Exocoetidae)，是一種具有滑翔能力的魚類。

全世界紀錄共有 7 屬 71 種，台灣海域根據捕獲紀錄共有 7 屬 25 種，約佔全世

界飛魚種類之三成。飛魚外形呈紡錘狀，眼睛大，有一對特化的寬大胸鰭，長

度延伸至尾叉，在被掠食者追捕或者受到驚嚇時，會以尾鰭快速擺動躍出水面，

張開胸鰭在海面上滑翔(沈，2011)。根據 2008 年日本 NHK 電視台報導，攝影團

隊拍攝到飛魚在空中滑翔了 45秒，打破了 1920年代美國的科學家紀錄的 42秒。

飛魚的飛行距離約 50 公尺，如果是順著風向的話則可達 400 公尺遠(網路影片，

2008)。  

飛魚屬洄游性魚類，以橈腳類和浮游動物為主食，在每年春夏 3 至 6 月，

會沿著臺灣東部的黑潮順流而上，至彭佳嶼附近的海域繁殖產卵。飛魚本身也

是其他洄游性大型魚類的重要食物來源，譬如鬼頭刀、劍旗魚和黑鮪魚等大型

魚類(張等，2009)。台灣食用飛魚的習慣，除了達悟族的傳統風乾飛魚乾以及一

般家庭式的煎炒煮炸等烹調方式外，煙燻飛魚也是許多蘭嶼和台東等民宿業者

提供特色美食的選擇。而從我們訪談台東長濱漁港的數位漁民得知，漁民習慣

以整條飛魚去除鱗片清洗乾淨後，剪去胸鰭和尾鰭，直接放入米和水煮成粥食

用。另外飛魚卵也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除了直接煮熟食用外，其加工製品諸

如：飛魚卵香腸、飛魚卵魚丸和飛魚卵壽司等，在市場也佔有一席之地。 

關於台灣飛魚之研究，除了台灣魚類資料庫記錄之飛魚型態描述外，以飛

魚族群數量統計及調查為主軸，仍缺乏較系統化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其中在 2008

年，根據國科會(現名:科技部)的研究計畫紀錄，在台東、花蓮和屏東等三處外

海設置之定置網漁場以及綠島和蘭嶼漁船捕撈統計，共捕獲 6 屬 15 種飛魚，

其中有 4 種為台灣沿海的優勢種，依序為斑鰭飛魚(Cypselurus poecilopterus)、白

鰭飛魚(Cheilopogon unicolor)、尖頭細身飛魚(Hirundichthys oxycephalus)和黑鰭

飛魚(Cheilopogon cyanopterus) (張等，2009)。本研究室於 2017 年四、五月間，

在台東縣長濱鄉之長濱漁港向漁民購買飛魚，計有白鰭飛魚 66 尾(圖一)、黑鰭

飛魚 24 尾(圖二)、斑鰭飛魚 9 尾(圖三)。分類方式主要基於胸鰭特徵: 白鰭飛魚

的胸鰭為透明；黑鰭飛魚則是黑藍色，體型也較另外二種飛魚碩大；斑鰭飛魚

則是兩種中體型最小，胸鰭略為透明，並具有黑褐色的深色斑點。以上三種飛

魚均屬於經濟性可食用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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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海域飛魚感染單殖吸蟲之初步調查並發現新種 

解剖檢視上述飛魚樣本，發現白鰭飛魚和斑鰭飛魚各有兩種單殖吸蟲

(monogenea)寄生於鰓部(圖四)，而黑鰭飛魚則無。所有白鰭飛魚皆感染似歪尾

蟲屬 (Genus Luxuroides)單殖吸蟲 (圖五 )，總共採獲 1626 隻，盛行率

(prevalence)為 100%，平均感染強度(mean intensity)為 24.64隻蟲/尾魚；而

9條斑鰭飛魚中有 4條疑似感染 Unniithanaxine naresii (圖六)單殖吸蟲，共

採得 21隻，盛行率為 44%，平均感染強度為 2.33隻蟲/尾魚(表 1)。 

 

表 1、飛魚感染單殖吸蟲之參數統計 

飛魚種類 白鰭飛魚 斑鰭飛魚 黑鰭飛魚 

樣本總數(尾) 66 9 24 

感染吸蟲樣本數(尾) 

單殖吸蟲數(隻) 

66 

1626 

4 

21 

0 

0 

盛行率(%) 100 44 0 

平均強度(蟲/尾魚) 24.64 2.33 0 

 

似歪尾蟲屬目前已知有下列三種：燕鰩似歪尾蟲(Loxuroides sasikala 

Unnithan, 1957, Price, 1962)、蕈狀似歪尾蟲(Loxuroides fungilliformis 

Zhang & Ding, Liu & Wang, 1999) 和 Loxuroides pricei Nguyen, Nguyen, Bui 

& Ha, 2016。 

蕈狀似歪尾蟲乃 1999 年發表之新種(Zhang et al.,1999)，研究團隊主持

人張劍英教授和丁雪娟教授和我們有長期合作關係。吸蟲樣本採集自中國廣東

的陽江(1993.4.21)和廣西企沙(1995.5)，魚類寄主為瓜氏下鱵(Hyporhamphus 

quoyi Cuvier et Valenciennes, 1846)與杜氏下鱵(Hyporhamphus dussumieri 

Valenciennes, 1847)。燕鰩似歪尾蟲採集自廣西的北海以及企沙海域，寄主為

弓頭燕鰩(Cypselurus arcticeps Günther, 1866，台灣名稱為弓頭飛魚，張等，

http://jisho.org/search/%E9%B1%B5%20%23kanji
http://jisho.org/search/%E9%B1%B5%20%23kan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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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Loxuroides pricei 則是越南學者在 2016 年發表的新種，採集地點為

越南北部灣(Gulf of Tonkin)海域，寄主為納氏斑鰭飛魚(Cypselurus naresii 

Günther, 1889)，因其口部下方具有一條扁帶狀的顎鬚，又稱法老飛魚(Pharao 

flyingfish)或垂鬚飛魚(Nguyen et al., 2016)。 

本研究室採集之似歪尾蟲屬單殖吸蟲，其形態特徵諸如蟲體長寬度、吸莢

數量、端鈎型態、睪丸數量及生殖腔型態和刺的數量等明顯有異於前述三種(表

2)，因而判定可能為新種，暫以 Loxuroides n. sp.記錄之。 

 

表 2、四種似歪尾蟲屬單殖吸蟲之型態特徵比較 

物種 Loxuroides n. sp. 燕鰩似歪尾蟲 蕈狀似歪尾蟲 Loxuroides pricei 

寄主 白鰭飛魚 弓頭飛魚 瓜氏下鱵 

杜氏下鱵 

納氏斑鰭飛魚 

長度(mm) 5.330~6.755 4.914~7.560 1.188~2.484 2.665~7.278 

寬度(mm) 1.120~1.827 - - 0.328~0.718 

睪丸數量(個) 267~336 38~89 8~13 52~65 

吸莢數量(個) 62~97 89~94 26~38 47~118 

端鈎數量(對) 2 2 2 2 

生殖腔刺數量 37~49 64~73 44~59 63~79 

 

基於表 2所示之型態特徵，此似歪尾蟲屬新種(Loxuroides n. sp.)明顯與

蕈狀似歪尾蟲或 L. pricei 不同，而與燕鰩似歪尾蟲相似。二者之外型皆呈喇

叭狀，蟲體長度相近，吸莢數量相似，而端鈎數量及型態也相同，最大不同為

Loxuroides n. sp.的睪丸數量 267~336個，遠多於燕鰩似歪尾蟲的 38~89個(張

等，2001)，故以此特徵做為分類依據，推測我們採獲之似歪尾蟲屬單殖吸蟲應

為新種，尚需與其他單殖吸蟲專家合作鑑定與確認。 

 

斑鰭飛魚感染的 Unniithanaxine 屬單殖吸蟲，其型態特徵 - 尤其是生殖

http://jisho.org/search/%E9%B1%B5%20%23kan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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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結構，幾乎與 2016 年越南學者發表的另一新種 U. naresii 一致。但因樣本

數僅有 21 隻且體型較小，同時並非所有樣本皆能製作出可供觀察之封片標本，

且不容易計算其睪丸數量，缺乏足夠數據進行比對分類，目前僅能鑑定為疑似

U. naresii (圖六)。 

 

四、單殖吸蟲對魚類之危害 

吸蟲(trematode)是寄生蟲的一種，為扁形動物門吸蟲綱(Class Trematoda)

動物之總稱。吸蟲綱物種在早期的分類學中，被區分為單殖目(Order Monogena)、

複殖目(Order Digenea)和盾腹目(Order Aspidogastrea)三個目。而今單殖目

已被提升為單殖綱(Class Monogenea)，與渦蟲綱(Class Turbellaria)、吸蟲

綱( Class Trematoda)和絛蟲綱(Class Cestoda)並列於同一分類階級。相較於

導致人類多種寄生蟲病以致惡名昭彰的吸蟲綱與絛蟲綱，單殖吸蟲綱的成員絕

大多數寄生於魚類，僅少數寄生於甲殼類、頭足類和兩棲爬蟲類。寄生於淡水

魚類之單殖吸蟲的型態較為單一，而寄生於海水魚類者之型態則有豐富的變化

(張等，1999)。 

 

單殖吸蟲可根據其後黏器之數量區分為二亞綱:單後盤亞綱(Subclass 

Monopisthocotylea)及多後盤亞綱(Subclass Polyopisthocotylea)。單後盤亞

綱的後黏器通常由數個複雜型態的端鉤組成，或是由大小相近的端鉤在身體末

端環狀排列為一圈，組成單獨一個巨大含端鉤的吸盤；多後盤亞綱之端鉤數量

較少甚至消失，由許多特化的微杯狀吸鋏作為固著用之後黏器。單殖吸蟲常以

後黏器上端鉤和吸鋏插入寄主之魚鰓、皮膚表面和黏膜等寄生部位，造成機械

性刺激與損傷，進而產生發炎、流血並破壞組織的完整性。單殖吸蟲會吸食鰓

部破裂後滲出的血液以及鰓內的黏液，發炎症狀又會使魚類在鰓部分泌大量的

黏液，使魚鰓的正常生理活動受到影響，若感染數量過多，會導致魚隻因缺氧

而死亡(張等，1999；Ogawa, 2015)。 

本研究室此次採集到的似歪尾蟲屬以及 Unniithanaxine屬之單殖吸蟲，分

類地位皆屬於多後盤亞綱、鈎鋏目(Order Mazocraeidea)、斧形蟲科(Family 

Axinidae)。檢索其研究文獻，至今僅以鑑定品種者居多，而關於魚類疾病之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4%E7%94%9F%E8%99%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1%E5%BD%A2%E5%8A%A8%E7%89%A9%E9%97%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1%E5%BD%A2%E5%8A%A8%E7%89%A9%E9%97%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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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感染數據統計或病理描述者則相對欠缺。而與斧形蟲科型態相似之異斧蟲科

(Family Heteraxinidae)單殖吸蟲，有下列三種對日本鰤魚養殖漁業產生嚴重

影響: 異尾異斧蟲(Heteraxine heterocerca)寄生於魨科及日本鰤魚(Seriola 

quinqueradiata)的鰓弓上(張等，1999；Mooney et al., 2008)；日本軛聯蟲

(Zeuxapta Japonica)在黃條鰤魚(S. lalandi)有感染紀錄(張等，1999)；鰤軛

聯蟲(Zeuxapta seriolae)在日本和澳洲南部也有感染高體鰤魚(S. dumerili)

的紀錄(Montero et al., 2003)。感染異斧蟲科單殖吸蟲對魚類造成之症狀與

傷害如同前述，推測斧形蟲科單殖吸蟲和魚類寄主之寄生關係應可借鑑與異斧

蟲科者。  

 

五、結語 

本研究室在採獲之白鰭飛魚、黑鰭飛魚和斑鰭飛魚等三種飛魚中，檢出兩

種斧形蟲科單殖吸蟲，皆屬於地理新紀錄。其中似歪尾蟲屬的單殖吸蟲，可能

為新品種；而感染白鰭飛魚者則為寄主新紀錄。上述資訊皆極具學術價值，但

在魚病和經濟效應部分則有待深入探討，對於斧形蟲科單殖吸蟲的寄生關係，

在國外已有同屬頜針魚目的飛魚科和鱵科等之相關研究，可供對照參考。臺灣

飛魚種類豐富，至今已記錄到 7 屬 25 種，相對於此次報告之三種飛魚而言，

理應有更為多樣的單殖吸蟲和其他寄生蟲種有待發掘。 

本研究室此次礙於動念較遲，未能於飛魚季前妥善規劃，以致採集時間過

於短暫，本年度僅能採集 3種、共計 99隻飛魚樣本，嚴重侷限研究成果。未來

將於飛魚季前規劃完善，做足準備，增加採集漁港地點，擴大飛魚樣本種類與

數量，養成臨場鑑定飛魚品種能力。 

飛魚為臺灣季節性食用魚類，而蘭嶼達悟族文化中特有的飛魚季更以飛魚

作為主食，查明飛魚之完整寄生蟲相，探討其中優勢或重要寄生蟲與飛魚寄主

間之寄生關係，應是攸關飛魚族群生物學、漁業經濟、食品安全和原住民文化

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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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白鰭飛魚 

 

圖二 黑鰭飛魚 

 

圖三 斑鰭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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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單殖吸蟲(箭頭)感染飛魚鰓部 

 

 

圖五 新種似歪尾蟲屬(Loxuroides n. sp.)單殖吸蟲之染色標本 

 

 

圖六 疑似 Unniithanaxine naresii 單殖吸蟲之染色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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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中添加不同類胡蘿蔔素對橙色恆河毛足鱸 

增艷效果之影響 

梁峻嘉 1、廖文亮 1,2,3
 

                                       1國立台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2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3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一、 前言 

恆 河 毛 足 鱸 (Trichogaster chuna) ， 生 物 分 類 學 為 輻 鰭 魚 綱

(Actinopterygii)、鱸形目(Perciformes)、絲足鱸科(Osphronemidae)。英文

俗名為 Honey gourami、Colisa chuna，中文俗名為麗麗魚，在市場販售的品

種是恆河毛足鱸(Trichogaster chuna) 包含草莓麗麗、黃金麗麗，另一種則是

拉利毛足鱸(Trichogaster lalius)，英文俗名為 Dwarf gourami，其品系包含

則以電光麗麗(Neon blue dwarf gourami)、藍麗麗(Powder blue dwarf gourami)

為主。原生種產於印度恆河北部、巴勒斯坦及孟加拉三角洲等地區，甚至遍及

尼泊爾，在 1822 年由 Hamilton 發現。恆河毛足鱸通常棲息於低緯度且含高度

植被的河川當中，屬於中底層性淡水魚類，也由於喜愛流動緩慢的水域當中，

因此在池塘、湖泊、流速緩慢河川當中也適合此種魚生長。恆河毛足鱸平均體

長大約為 5.0至 6.5cm。原生種體色以橙色為主，眼下方至腹鰭呈現鮮豔之藍綠

色，胸鰭前半演化成 2 根絲狀鰭，具有觸覺以及感知能力。最適生長條件為水

溫 22-27℃，pH6.0-7.5，水質總硬度(General hardness)2°-10°dH。原生種恆

河毛足鱸為肉食性，以小型昆蟲及無脊椎動物為食，目前水族市場以人工飼料

飼養。此魚種生性溫和較無攻擊性，因此與其他魚種一同飼養的相容性較高，

也因為生性膽小，飼養時則須遮蔽物以降低驚嚇頻率。恆河毛足鱸因具有迷鰓

(Labyrinth organ)的構造，水中溶氧的耐受性可較其他魚種高，也因此恆河毛



梁峻嘉、廖文亮 

26 

 

足鱸在水族飼養中為較容易之魚種。目前市售之恆河毛足鱸大多以雄魚為主，

雄魚的體型較雌魚大，顏色也較雌魚的鐵灰色為鮮豔。此魚約在 6 個月便會進

入繁殖期，在繁殖期間雄魚會具有領域性及攻擊性，並且會以唾液築泡巢，雄

魚會自擇配偶。受精卵 1 天孵出魚苗後皆由雄魚照顧。此魚種最適合繁殖的溫

度為攝氏 26-28℃。 
 

二、 魚體呈色機制 

魚體色表現因應不同的生長階段與環境的改變受到多重因子影響，如色素

細胞(Chromatophore) 種類、數量及色素結合蛋白種類與含量，類胡蘿蔔素攝

取種類與含量，環境光照溫度與酸鹼值等。色素細胞位於真皮層，通常包含三

種細胞，魚體的色素細胞存在於真皮層，通常含有三種細胞，黃色素細胞

(Xanthophores) ， 黑 色 素 細 胞 (Malanophores) 、  彩 虹 色 素 細 胞

(Iridophores)。黃色素細胞內含蝶啶(Pteridine)與類胡蘿蔔素(Carotenoid) 

結合呈黃色、橙色或紅色，以細胞內蝶啶及類胡蘿蔔素的多寡決定呈色。黑色

素細胞(Malanophores)含黑色素，控制魚體呈色的深淺，可由細胞自行合成。

彩虹色素細胞(Iridophores) 亦稱為白色素細胞(Leucophore)，與黃色素細胞

及紅色素細胞關係類似，無明顯的區隔，主要藉由結晶狀的嘌呤來反射光線，

產生光的散射原理，進而產生白色、彩虹色或金屬般的顏色，並由結構變化來

影響體色。三種色素細胞的種類、數量、色素結合蛋白種類與含量、類胡蘿蔔

素攝取種類與含量，環境光照溫度與酸鹼值等，可使魚體呈現紅色，橙色，黃

色等不同的變化的體色(Price et al., 2008)。此外魚體亦可經由感知環境刺

激與變化，經由神經與內分泌系統調控細胞內色素的聚散，而達到迅速而短期

的體色迅速轉變。另外透過色素細胞種類更替消長與色素細胞內色素蓄積與代

謝為較緩慢與長期之魚體色變化 (Fujii, 2000)。 

體色對魚類具有多樣的生物功能，其中在行為上比較廣泛被認識的擇偶選

擇，是藉由雄性個體較醒目的體色爭取更多與異性交配機會 (Berglund et al., 

1996)，其它行為上功能的還包括物種的辦識、警戒色彩、侵略展示及偽裝作用

(Svensson and Wong, 2011)。除了生態行為上的意義之外，體色也具有許多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C%E5%91%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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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功能，在影響體色的類胡蘿蔔素中也有愈來愈多的作用被發現。在紅色雄鬥

魚(Betta splendens)，增強紅色程度來吸引更多雌魚配種的機會。而在藍色雄

鬥魚的類胡蘿蔔含量高則呈現較高的免疫能力(Clotfelter et al., 2007)。孔

雀魚(Poecilia reticulata)的研究也指出，雄孔雀魚攝食較多的類胡蘿蔔素，

會提升魚體橘色的鮮豔度，並可吸引與更多雌魚配種的機會(Kodricbrown, 

1989)，體色的橘色鮮豔呈度可提升較高的免疫能力來抵抗外部的寄生蟲

(Kolluru et al., 2006)。雄孔雀魚被魚寄生蟲感染經治癒後魚體橘色的鮮豔

度會下降，減少吸引雌魚配種的機會(Houde and Torio, 1992)。綜合以上研究，

可以了解魚的體色不僅在生態與生理上皆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不同魚種利用類

胡蘿蔔素的策略上亦有所差異。另外類胡蘿蔔素除了可提供卵黃色澤之外，亦

有研究指出在胚胎發育時期，需要類胡蘿蔔素的抗氧化功能避免細胞遭受自由

基的損害(Blount et al., 2000)。由於魚卵中的多元不飽合脂肪酸容易氧化與

快速的被氧化劑所破壞，且在胚胎發育時期的快速代謝卻會不斷的產生氧化

劑，因此類胡蘿蔔素所具有降低氧化壓力之能力，顯得在胚胎發育時期為相當

重要(Miki, 1991)。由於各個物種蓄積、轉換色素的能力不盡相同，而在飼料

中添加色素含量須考量成本，因此色素在種類與濃度是添加研究的主要課題。

近年來亦有愈來愈多的研究朝向觀賞魚的增色，包括孔雀魚 (Poecilia 

reticulata)(Karino and Haijima, 2004)，金魚(Xu, 2006; Yanar et al., 

2008) 、 鬥 魚 (Betta splendens)(Clotfelter et al., 2007) 、 紅 旗

(Hyphessobrycon callistus)(Wang et al., 2006) 、 小 丑 魚 (Amphiprion 

ocellaris)(Yasir and Qin, 2010)、紅魔鬼(Cichlasoma citrinellum)(Pan and 

Chien, 2009)、金波羅(Cichlasoma severum)(Kop and Durmaz, 2008)。除了

魚類之外，亦有研究致力於蝦類(Boonyaratpalin et al., 2001; Liao et al., 

1993; Paibulkichakul et al., 2008) 及 海 膽 (Psammechinus miliaris) 

(Suckling et al., 2011) 生殖腺的增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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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色的呈色測定 

測定魚隻體表的呈色是採用的色彩系統為國際照明委員會（Munsell Color 

Science Lab）依據模擬人眼感官所能感受的色彩空間 CIE  L*a*b*系統。此套

系統將顏色定義出顏色參數（a*，b*和 L*值），a*值越高代表紅色程度越高，

而 a*值越低代表綠色程度越高；b*值越高代表黃色程度越高，而 b*值越低代表

藍色程度越高；L*值代表亮度，其值越高代表亮度越高。在 2011年前大都應用

色差計(Color difference meter) 測出參數（a*，b*和 L*值）以色差公式色差

值 ΔE =〔(a-ac)2+(b-bc)2+(L-Lc)2〕1/2 ，其中 ac, bc和 Lc為對照組的 a, b 和 L

值計算顏色差異值△E比較色差。當△E>6則表示已達人眼感官可明顯分辨的標

準。研究應用此套系統做為評斷色彩變化的客觀依據如大西洋鮭魚(Salmo salar 

L.)(Buttle et al., 2001)、虹鱒(Oncorhynchus mykiss)(Storebakkena et al., 

2004)、嘉鱲 (Pagrus major)(Booth et al., 2004； Doolan et al., 2008) 、

赤鯛 (Pagrus pagrus)( Kalinowski et al., 2005；Kalinowski et al., 2007)、

海膽(Psammechinus miliaris)(Suckling et al., 2011)等。 

在 2011年後研究多利用攝影裝置及電腦生物影像分析軟體 ImageJ進行 RGB

色彩組成分析。此研究將魚隻從飼養水槽中置入特製之透明壓克力的扁形水

槽，在水槽拍攝裝置使用 CCFL燈管作為光源，固定光照強度、光圈、快門、焦

距進行無麻醉拍攝水中魚體側面，如圖 1 所示。在拍攝水中魚體側面照後，取

腹鰭、側線下腹部及鰓蓋為檢測目標部分取得影像紀錄之影像如圖 2 所示。利

用電腦生物影像分析軟體 ImageJ進行 RGB色彩組成分析。最後將 R、G、B數值

以矩陣公式轉為 CIE XYZ參數後再依公式轉為 L*a*b*參數，測出參數（a*，b*和

L*值）以色差公式色差值 ΔE =〔(a-ac)2+(b-bc)2+(L-Lc)2〕1/2 ，其中 ac, bc 和

Lc為對照組的 a, b和 L值計算顏色差異值△E比較色差。在 2011年前利用色差

計計算天然的嘉鱲(Pagrus pagrus)與養殖的魚其色差值△E可達 13.5，天然的

香魚(Plecoglossus altivelis)與養殖的魚其色差值△E 可達 13.5，皆達人眼

感官可以明顯感受到差異的程度(Aoki et al., 1991)。赤鰭笛鯛的飼料中添加

螺旋藻粉與合成蝦紅素，使其類胡蘿素含量在 50 和 100mg/kg diet，結果 ΔE

達 7.0-9.0 皆達人眼感官能明顯差異的效果，主要與對照組呈現紅色的差異

(曾，2004)。紅色吳郭魚的飼料中添加含蝦紅素的大腸桿菌粉與合成蝦紅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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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類胡蘿素含量在 50 和 100mg/kg diet，ΔE 達 9.06-14.15，實驗結果達人

眼感官明顯差異的效果，主要與對照組呈現紅色的差異(黃，2009)。紅頭金鯛

的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 25 及 50mg/kg diet，結果 ΔE 達 8.4-10.1 皆達人眼感

官明顯差異的效果，添加玉米黃素能夠明顯提升的為黃色色澤，而添加蝦紅素

的各組體色提升的為紅色色澤(劉，2012)。珍珠鱗金魚的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

及合成蝦紅素，使其類胡蘿素含量在 5、10、15 及 20mg/kg diet，結果 ΔE 達

5.27-15.22，對照組的體色偏淡。顯示添加合成蝦紅素主要能夠明顯提升的為

紅色色澤，而添加玉米黃素能夠明顯提升的為黃色色澤(張，2013)。利用攝影

裝置及電腦生物影像分析軟體 ImageJ進行 RGB色彩組成分析。觀賞魚的非洲王

子與雪中紅於飼料中添加蝦紅素及玉米黃素，使其類胡蘿素含量在 12.5、25、

37.5及 50mg/kg diet，非洲王子飼料中添加蝦紅素 37.5 mg/kg diet△E為 6.6

到達人眼可辨識標準，玉米黃素 37.5 組△E 為 5.7 接近人眼可辨識標準。雪中

紅蝦紅素 12.5 組△E 為 7.6，玉米黃素 37.5 組△E 為 7.4，皆達到人眼可辨識

標準(林，2016)。  

本研究為觀賞魚的橙色恆河毛足鱸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游離蝦紅素及脂

化蝦紅素，使其類胡蘿素含量在 25、50 及 75 mg/kg diet，在腹鰭經攝影及電

腦生物影像分析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 25 mg/kg diet△E為 7.3到達人眼可辨識

標準。游離蝦紅素 25 mg/kg diet△E為 6.8到達人眼可辨識標準。脂化蝦紅素

25 mg/kg diet△E 為 9.4 到達人眼可辨識標準。在側線下腹部經攝影及電腦生

物影像分析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 25 mg/kg diet△E 為 8.2 到達人眼可辨識標

準。游離蝦紅素 25-75 mg/kg diet△E 為 3.4-4.5 未達到人眼可辨識標準。脂

化蝦紅素 75 mg/kg diet△E為 6.5到達人眼可辨識標準。在鰓蓋經攝影及電腦

生物影像分析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 25 mg/kg diet△E為 9.0到達人眼可辨識標

準。游離蝦紅素 25-75 mg/kg diet△E 為 2.0-3.9 未達到人眼可辨識標準。脂

化蝦紅素 25-75 mg/kg diet△E為 1.8-4.9未達到人眼可辨識標準。 

 

 

 



梁峻嘉、廖文亮 

30 

 

四、類胡蘿蔔素 

類胡蘿蔔素在生物體中可以單獨的游離的型式存在或與脂質、蛋白質結

合。在皮膚上的類胡蘿蔔素經常與脂肪酸結合而以酯化的型式存在。蝦紅素

(Astaxanthin)為水生生物中最常見的類胡蘿蔔素，如嘉鱲魚(Pagrus pagrus)

以此種方式在魚皮蓄積蝦紅素，而鮭鱒科的魚類則在魚肉上蓄積。甲殼類生物

體 內 的 蝦 紅 素 常 與 外 骨 骼 中 的 蛋 白 質 結 合 形 成 類 胡 蘿 蔔 素 蛋 白

(Carotenoproteins)，因色素分子結構與蛋白質結合後使得色素穩定性增加，

又因結合的蛋白質分子量不同，使得甲殼類呈現出如紫色、藍色甚至綠色等不

同的顏色(Zagalsky et al., 1970)。甲殼類經過熱處理後使得類胡蘿蔔素結合

蛋白的變性，使甲殼類會顯現出蝦紅素的紅色(Cianci et al., 2002)。 

赤鰭笛鯛(Lutanus erythropteru)的飼料中添加合成蝦紅素，使其類胡蘿

素含量在 50 和 100mg/kg diet，添加的兩組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 0.88 和 1.74 

mg/100g 較對照組的 0.79 mg/100g 為高。平均均體重 35g 的赤鰭笛鯛飼料中添

加螺旋藻粉與合成蝦紅素，使其類胡蘿素含量在 50 和 100mg/kg diet，添加的

四組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 0.99-1.62 mg/100g較對照組的 0.84 mg/100g為高，

添加螺旋藻粉其類胡蘿素含量為 100mg/kg diet 的效果最佳(曾，2004)。紅色

吳郭魚(Oreochromis sp.)的飼料中添加含蝦紅素的大腸桿菌粉與合成蝦紅素，

類胡蘿素含量在 50 和 100mg/kg diet，添加的四組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

2.35-3.65 mg/100g 較對照組的 0.69 mg/100g 為高(黃，2009)。紅頭金鯛的飼

料中添加玉米黃素 25及 50mg/kg diet，合成蝦紅素含量在 25、50、75及 100mg/kg 

diet，添加的六組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 4.9-12.3 mg/100g 較對照組的

1.3mg/100g 為高 (劉，2012)。珍珠鱗金魚(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的飼

料中添加玉米黃素及合成蝦紅素，使其類胡蘿素含量在 5、10、15 及 20mg/kg 

diet，添加的八組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 0.042-0.253 mg/100g 較對照組的

0.021mg/100g為高，添加合成蝦紅素使其類胡蘿素含量為 20mg/kg diet的效果

最佳(張，2013)。非洲王子與雪中紅的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及蝦紅素，使其類

胡蘿素含量在 12.5、25、37.5及 50mg/kg diet。非洲王子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

3.34-10.83 mg/100g，蝦紅素 37.5 mg/kg diet 以上添加量較對照組的 4.36 

mg/100g為高，添加玉米黃素組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 6.41-8.98 mg/100g，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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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 12.5 mg/kg diet 以上添加量較對照組的 4.36mg/100g 為高。雪中紅魚皮

蝦紅素 12.5 mg/kg diet類胡蘿素含量為 8.47 mg/100g較對照組的 7.86 mg/100g

為高。添加玉米黃素組類胡蘿素含量為 6.04-14.06 mg/100g 以玉米黃素 37.5 

mg/kg diet類胡蘿素含量為 14.06 mg/100g較對照組的 7.86mg/100g為高(林，

2016)。 

本研究橙色恆河毛足鱸的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游離蝦紅素及脂化蝦紅

素，使其類胡蘿素含量在 25、50 及 75 mg/kg diet。添加玉米黃素魚皮類胡蘿

素含量為 5.86-7.11 mg/100g，添加游離蝦紅素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 5.07-7.76 

mg/100g，添加脂化蝦紅素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 6.96-7.94 mg/100g，三種類胡

蘿素在 25 mg/kg diet以上添加量都較對照組的 4.51 mg/100g為高。 

 

五、類胡蘿素之最適添加量 

嘉鱲（Pagrus pagrus）的研究中指出，如以體表呈色值做為評估依據，建

議以蝦殼粉做為色素來源時，蝦紅素在飼料中的最適添加量為 40 mg/kg diet，

具有效促進體色呈現紅色（Kalinowski et al., 2005）。另一種赤鯛（Pagrus 

auratus）的研究中建議，也以體表呈色值做為評估依據，蝦紅素在飼料中的最

適添加量為 30 mg/kg diet，經 50 天在箱網中飼養後可有效的增進紅色色澤

（Doolan et al., 2008）。金魚（Carassius auratus）的研究中建議，由體

內的類胡蘿蔔素蓄積為評估依據，添加 100 mg/kg diet 的類胡蘿蔔素於飼料

中，經 60 天飼養後可以有效的增加組織內的類胡蘿蔔素，進而增強色澤來提高

市場的接受度（Yanar et al., 2008）。亦有研究建議，在上市前 120-180 天

的嘉鱲投餵以蝦殼粉做為蝦紅素來源，蝦紅素含量為 21 mg/kg diet 的飼料，

可以使體色接近野生飼養的魚隻，並能夠提升魚皮中的類胡蘿蔔素含量

（Kalinowski et al., 2007）。赤鰭笛鯛的飼料中添加螺旋藻粉或合成蝦紅素

使其類胡蘿素含量為 100mg/kg diet 的效果最佳（曾，2004）。紅色吳郭魚的

飼料中添加含蝦 

紅素的大腸桿菌粉與合成蝦紅素使其類胡蘿素含量為100 mg/kg diet 的效

果最佳（黃，2009）。紅頭金鯛的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及合成蝦紅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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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en-line評估，兩種類胡蘿素含量約32.4-35.5mg/kg diet的增豔效果為最

佳(劉，2012)。珍珠鱗金魚的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及合成蝦紅素使其類胡蘿素

含量為20 mg/kg diet 的效果最佳，添加的類胡蘿素含量可以考慮以體表之呈

色效果為標準，較能符合提升魚體增色之目的實用性與飼料成本之經濟性，並

非一定要滿足體內組織蓄積之類胡蘿蔔素達到完全飽合程度，故建議珍珠鱗金

魚在飼料中玉米黃素及合成蝦紅素的添加量為15 mg/kg diet（張，2013）。非

洲王子的飼料中玉米黃素12.5 mg/kg diet以上及蝦紅素37.5 mg/kg diet以上

添加量較對照組的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高。雪中紅的飼料中玉米黃素12.5 mg/kg 

diet以上及蝦紅素12.5mg/kg diet以上添加量較對照組的魚皮類胡蘿素含量為

高，最適量在12.5 mg/kg diet以上為佳(林，2016)。本研究橙色恆河毛足鱸的

飼料中添加玉米黃素、游離蝦紅素及脂化蝦紅素，魚皮類胡蘿素在25 mg/kg diet

以上添加量都較對照組為高，因此三種類胡蘿素最適量在25mg/kg diet以上為

佳。利用色差值作為分析橙色恆河毛足鱸的飼料中玉米黃素最適添加量為

25mg/kg diet，游離蝦紅素及脂化蝦紅素添加量為75mg/kg diet以上。 

 

六、 結語  

綜合以上結果而言，蓄積色素效果評估的研究中，主要分為兩種方法，即

採用體表所測得的影像分析值再依公式轉為L
*
a

*
b

*參數以色差值作為分析，或採

用組織內所蓄積之類胡蘿素作為依據。若考慮消費者對於觀賞魚之選擇偏好主

要以人眼感官作為判斷基礎，相較於魚皮組織類胡蘿素色素蓄積量，以色差值

作為呈色標準較能符合提升觀賞魚體色增色之目的實用性與飼料成本之經濟

性。由魚體腹鰭、側線下腹部及鰓蓋的色差值建議橙色恆河毛足鱸的飼料中玉

米黃素最適添加量為25mg/kg diet，游離蝦紅素及脂化蝦紅素添加量為75mg/kg 

diet以上。若以魚皮組織類胡蘿素色素蓄積量則玉米黃素、游離蝦紅素及脂化蝦

紅素三種類胡蘿素最適添加量為25mg/kg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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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魚隻於特製之透明壓克力的扁形水槽以 Nikon D90 像機拍攝。 

 

 

 

 

 

 

 

圖 2. 魚體腹鰭、側線下腹部及鰓蓋取得紀錄之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