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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公約對全球鰻魚產業的衝擊 

 

韓玉山 

國立臺灣大學 漁業科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台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 董事 

台灣水產學會 理事 

 

鰻魚為鰻鱺科 (Anguillidae)、鰻鱺屬 (Anguilla) 之洄游性魚類，全世界總

共有19種。在東亞，一直以來都是以日本鰻 (A. japonica) 作為主要的養殖鰻種，

而日本是全球最大的鰻魚消費市場，佔全球總消費量的 50% 以上。但是鰻魚目

前尚無法商業化的人工繁殖，因此目前的養殖鰻魚，只是將捕獲的天然鰻苗放

入池中飼養長大的。而近數十年來，由於河川棲地破壞、過度捕撈、以及氣候

變遷等因素影響，無論是鰻苗還是河川中鰻魚親魚的數量，均出現了急劇減少

的現象。在 1970年代以前，日本鰻的主產地 (台日韓中)，估計一年可以捕撈超

過 1000公噸 (約 50億尾) 的鰻苗，而河川中的日本鰻成魚捕撈量，光是日本一

年就超過 3000 公噸。近年來每年之鰻苗的捕撈量平均已低於 40 公噸，日本河

川中的鰻魚成魚捕撈量也已銳減至每年不到 80 公噸。2016-2017 年度，東亞地

區日本鰻鰻苗總捕撈量達到不錯的 62 公噸，然而，2017-2018 年度，日本鰻鰻

苗產量呈現斷崖式的崩落，台灣的總捕撈量約 1.1公噸 (創歷史新低)，整個東亞

總捕撈量約在 24 公噸上下，創下歷史次低 (前次歷史新低是 2013 年度的 20 公

噸)。以鰻苗年捕撈量的長期移動平均線來看，鰻苗捕撈量以每年平均 2-3 公噸

的速度下降，並沒有減緩的跡象。展望來年 (2018-2019 年度) 東亞地區的鰻苗

捕撈，筆者推估將會創下歷史新低!若再不積極採取有效的對策，10年後恐將面

臨養鰻產業崩解的困境。 

 

鑑於鰻魚天然資源的銳減，日本環境省於 2013年將日本鰻指定為瀕危物種。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組織 (IUCN) 亦針對鰻魚屬進行大規模資源評估。目前歐洲

鰻已於 2010 年被 IUCN 紅色名錄 (簡稱紅皮書) 列為極度瀕危物種、日本鰻與

美洲鰻則於 2014 年被列入瀕危物種，同時列入紅皮書評估之其他鰻種尚有: 加

里曼丹鰻 (A. borneensis) (易危)、雲紋鰻 (A. nebulosa) (近危)、雙色鰻 (A. bicolor) 



韓玉山 

2 

 

(近危)、西里伯斯鰻 (A. celebesensis) (近危)、呂宋鰻 (A. luzonensis) (近危)、鱸

鰻 (A. marmorata) (無危)、莫三比克鰻 (A.mossambica) (無危)、內唇鰻 (A. 

interioris) (數據缺乏)、大口鰻 (A. megastoma) (數據缺乏)、灰鰻 (A. obscura) (數

據缺乏)。台灣林務局亦在 2017年，把日本鰻列入台灣淡水魚紅皮書的極度瀕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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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的禁止，但是每三年集會一次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又

名華盛頓公約) 會議，可能於 2019 年年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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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組織架構如圖一。 

 

 

圖一、華盛頓公約組織運作架構。 

 

附錄物種共分成三類。附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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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大多數)；附錄

三物種為保育國要求締約國協助管理。其中歐洲鰻於 2007 年 6 月之第 14 屆締

約國大會決議中，被列入附錄二極度瀕危物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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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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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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為走私進口)。根據 2016 年野生動植物貿易調查委員會 

(Trade Record Analysis of Flora & Fauna in Commerce, 簡稱 TRAFFIC) 與 IUCN

出版之報告指出，日本鰻因資源枯竭，造成各國大量採捕其它鰻種之鰻苗，因

此建議將所有鰻魚皆列為 CITES 附錄物種加以保護。歐盟於 2016 年 4 月 27 日

寄給華盛頓公約組織的公開信提出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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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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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資訊不足，

導致阻礙了有效的資源管理，所以具有公信力的研究及調查是必要的。經過了 2

年後，2018年 4月 16日，倫敦動物學會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在英國

倫敦召開國際技術研討會，檢討鰻鱺屬的貿易及資源狀況；2018年 7月 16 日，

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第 30屆CITES動物委員會會議，提出鰻鱺屬的調查結果報告；

2018 年 10 月 1 日則於俄羅斯索契召開第 70 屆 CITES 常務委員會，討論是否

在第 18屆締約國會議提出鰻鱺屬管制提案，2018年 12 月 24 日為提案登錄附

錄二之截止日。2019年 5月 23日則將於斯里蘭卡可倫坡召開第 18屆 CITES締

約國會議。截至目前為止，雖尚未有最後定案，但是遭提案的可能性目前看來

不高，主要原因是對於鰻鱺屬的資源與貿易資訊仍不夠充分，但是動物委員會

明確提出了警告，在未來三年將特別關注各國對鰻魚資源的管理與貿易透明化

措施，若沒有具體的進展，三年後將極可能提案，把鰻鱺屬的所有鰻魚都列入

附錄二。因此，未來必須解決一、鰻苗走私問題；二、東亞四國的日本鰻放養

配額削減；三、日本鰻資源保育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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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出口貿易的基本禁止。對東亞地區主要的養鰻國 (台中日韓)，必然有劇烈

衝擊。以台灣來說，國內近五年來日本鰻鰻苗年平均捕撈量為 2 公噸，年平均

放養量為 4 公噸，每年國內產日本鰻鰻苗約有 9 成走私出口，而所需鰻苗則在

開春後由大陸與日本進口，成鰻約 7 成以上出口至日本，國內日本鰻成鰻消費

市場不足 1500公噸。若日本鰻被列入附錄 II，則台灣養鰻產業將僅能供應內需，

整體養殖規模很可能萎縮達 70%。韓國官方估計，其國內近五年日本鰻鰻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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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放養量 9.6公噸，其中國內捕撈年平均 3.4公噸，進口達 6公噸，韓國國內

的鰻苗捕撈量佔入池量的 35%，成鰻則幾乎全數內銷。若日本鰻被列入附錄 II，

韓國的養鰻產業很可能萎縮達 65%。而中國大陸為日本鰻鰻苗的重要捕撈國與

成鰻的重要出口國，其國內近五年日本鰻鰻苗年平均捕撈量為 29.7 公噸，年平

均放養量為 19.7公噸，鰻苗年平均出口量 10公噸，而成鰻約 6成供應出口，若

日本鰻被列入附錄 II，則中國大陸的日本鰻養鰻規模很可能萎縮達 60%。日方

官方估計，日本國內的成鰻年消費量約 5 萬公噸，其中國產自給率約 39%，而

鰻苗自給率約 75%，因此日本鰻若是遭列入附錄二物種，則日本國內的養鰻產

業可能萎縮達 25%，消費將僅剩下原來的 27%，國內消費量將遭受重創。整體

評估，若日本鰻被列入附錄 II，則東亞的養鰻產業很可能立即萎縮達 50以上%，

若再加計因應 CITES 資源保育之要求，勢必進一步縮減養殖規模。而以外銷為

導向的台灣，預期受創最深。 

     

日本鰻若被列入 CITES，對於異種鰻資源同樣會造成衝擊。以過去歐洲鰻

的經驗為例，當歐洲鰻鰻苗於 2010年禁止輸出歐盟後，為了彌補消費缺口，美

洲鰻、鱸鰻以及雙色鰻的養殖隨即急速發展，用以替代歐洲鰻。目前異種鰻鰻

苗年開發量，估計在 30公噸以上。異種鰻大量的開發利用，早已引起 TRAFFIC

的關注，認為所有鰻鱺屬的鰻魚資源，都將面臨龐大捕撈壓力，因此有意提案

將鰻鱺屬的鰻魚全面列入 CITES，用以遏止鰻魚整體的放養量與市場消費量。

若不幸成真，則因異種鰻養殖國家主要以外銷日本與韓國為主，因此異種鰻的

養殖規模估計將下降達 8成以上。 

 

挽救鰻魚產業的建議 

 

1.河川保育: 東亞目前對河川鰻魚保育政策，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台灣目前各縣

市政府公告之鰻魚保護河川，多半不符合日本鰻實際需求，例如設在上游 (暖暖

溪、瑪陵溪、草濫溪、友蚋溪)，流域太小 (鹽港溪)、非日本鰻棲息地 (知本溪)，

或是嚴重汙染 (老街溪、朴子溪、二仁溪)。日本某些縣市 (例如鹿兒島縣及宮

崎縣等地) 在秋冬時期，對日本鰻的採捕有限制，但也僅佔全國的少數而已。根

據報告，日本 2017 年共捕撈 71 公噸的野生成鰻。日本國內主張禁捕天然鰻魚

的呼聲雖很高，不過這項政策對內水面的捕撈業者有所影響，所以一直無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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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進展。面對日本鰻資源嚴峻的現況，筆者建議應全面禁止東亞河川捕捉

8cm 以上之野生鰻魚，方可有效保育種鰻資源。由於一尾雌鰻可以產下數百萬

顆卵，可得到產值驚人之鰻苗，由比較利益可知，野生成鰻一尾也不應該抓。

筆者估計，若東亞地區各國皆完全禁止野生成鰻之捕捉，一年保守估計可以增

加 50%以上之鰻苗產量，是現階段最快速有效的鰻魚資源保育方案，應積極推

動。 

 

2.鰻苗捕撈限制: 雖然近年來日本鰻鰻苗資源漸減，但是市場需求量仍然殷切，

導致鰻苗過度捕撈的壓力越來越高，也加速了野生日本鰻資源下降的速度。2013

年漁業署公布了「鰻苗捕撈漁期管制規定」，只有 11 月到隔年 2 月可以合法捕

撈鰻苗。但這段期間的鰻苗，幾乎就佔了當年度台灣可捕獲鰻苗量的 95%，受

保護的鰻苗比例很低，保育效果相當有限。但若縮短捕撈期限，又會引起漁民

反彈，政策便在保育跟經濟的兩難中拉鋸。可如今面對日本鰻資源危機，實不

可再心存僥倖，以歐盟保護至少 40%的鰻苗標準來看，台灣適當的可捕撈期應

該設在 12-1月，約占了當年度台灣可捕獲鰻苗量的 65%。因此，台灣未來應漸

次縮減捕撈期，例如延後開捕期半個月，或提早禁漁期半個月，漸漸朝 2 個月

捕撈許可時間邁進。東亞各國亦須進一步限縮日本鰻鰻苗的可捕撈期，至少讓

30-40% 的鰻苗可以上溯至河川中，補充天然資源量。 

 

3.放養量配額檢討: 台中日韓在 2014 年達成了養殖配額協議，每年日本鰻鰻苗

總放養量上限是 78.7噸 (台 10噸、中 36噸、日 21.6噸、韓 11.1噸)。而具體實

施方法，台日兩國係實施養殖戶放養配額，而中韓則利用成鰻出口量上限來達

成配額管制。若仔細分析各國作法，可以發現諸多不合理之處。例如韓國鰻魚

全部內銷，幾無出口，以出口量管制形同虛設。中國鰻魚內銷比例也超過 3成，

以出口量管制配額，仍有私下超養之空間。日本雖有良好之養殖管理措施，但

日本養殖配額每年高達 21.6 噸，遠超過其國內捕撈量，必須靠走私進口補足，

同樣不符合保育要求。台灣自 2014年起開始分配養殖戶養殖配額，以養鰻池面

積為分配基準，但由於配額高達 10公噸，實際年平均放養量也只有 4公噸，亦

遠超過國內捕撈量。總結來說，最主要的問題，在於配額實在高的不合理。東

亞四國近 5年的鰻苗年平均捕撈量只有 50公噸，放養配額上限形同虛設，對鰻

魚資源保護沒有任何實質性幫助。筆者建議，若要實施配額制，則配額至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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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至 40公噸以下，方有實質效益可言。然而，固定配額的管制措施，最大的

缺點是當鰻苗豐收時，超過配額之鰻苗如何處理?顯然註定會超養；而當鰻苗歉

收時，則根本達不到配額上限，鰻苗保育將形同虛設。因此，考慮鰻魚的自然

生態與養殖產業鏈架構，比較合理可行的做法，應是捨棄固定配額的做法，改

採各國協商訂定合理的可捕撈期，當鰻苗多時，當年度可採捕量會自然提高，

反之，當鰻苗少時，當年度可採捕量會自然下降，此法相當於是固定化鰻苗採

捕率 (例如 70%)，如此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鰻苗能上溯河川，且不需要設定放

養配額上限，只需從鰻苗的源頭管理即可，在執行上既簡單又有效。各國可依

資源監測資料，由鰻魚國際管理組織每年動態檢討各國適當之可採捕期。 

 

4.加強有效放流: 可由政府出面收購當地河口捕獲之部分鰻苗，一是直接放流至

原河川中游，二是於當地養殖場養殖 2-3 個月，使成為每尾 5-10 克之幼鰻，

於春夏季時將此幼鰻放流回原捕捉河口，讓其恢復野性。由於養殖幼鰻之存活

率一般皆在 8 成以上，遠遠高於野生幼鰻，因此可以有效率的大幅增加河川鰻

魚之資源量。此外，應將鰻魚放流河川劃設為封溪護魚河川，禁止一切漁業活

動，方可確保河川天然鰻魚與放流鰻魚資源之效益極大化。放流鰻約經 2-4 年

後之成長，便可偕同野生鰻一同降海洄游。由於放流鰻是原地捕捉與原地放回，

可確保其找到產卵場，因此能成功產卵洄游，產出下一代。 

 

5.發展人工繁殖: 積極開發種苗人工繁殖的技術，生產大量的鰻苗供養殖所需，

不但可以減緩鰻魚天然資源的利用壓力，更同時具有龐大的產業利益。目前，

僅有日本與韓國具有完全人工繁殖的技術，利用長期施打外源性促性腺激素來

催熟，並餵食以鯊魚卵為主成分之膏狀飼料，但至今始終無法規模化量產。台

灣水產試驗所在 1979 年即以養殖多年的鰻魚進行人工催熟試驗，成功孵化出幼

苗，幼苗可活存達 25 天。因此，政府應更加積極投資在鰻魚人工繁殖的技術，

否則將來的鰻魚產業，將由日韓完全主導，台灣將被邊緣化。 

 

6.發展異種鰻的養殖: 為了因應日本鰻養殖產業的缺口，可以考慮適度發展異種

鰻的養殖。目前中國大陸早已大規模養殖歐洲鰻與美洲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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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種鰻鰻苗雖然價格便宜，但養殖難度較日本



臺大漁推‧第二十九期‧(2018)1~8 華盛頓公約對全球鰻魚產業的衝擊 

7 

 

鰻為高，目前育成率普遍不佳，成鰻售價亦只有日本鰻的 5-6成左右，實際生產

成本與利潤受日本鰻價格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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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菲律賓積極投入太平洋雙色鰻的養殖，希望拓展拓展幼鰻 (> 

15cm) 與蒲燒鰻出口市場 ; 而印尼近年則積極開發印尼雙色鰻  (A. bicolor 

bicolor) 的養殖，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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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發展情況值得關注。

適當發展雙色鰻之養殖，雖可有效減緩日本鰻之資源壓力，但是異種鰻的資源

同樣需要被保護，因此亦應考慮邀請相關國家加入鰻魚國際管理組織，共同協

商資源養護與管理工作。台灣的異種鰻發展條件不錯，但瓶頸是現階段僅能合

法進口幼鰻，鰻苗取得管道則受制於人，若能藉由國際鰻魚管理平台，協商菲

印兩國出口鰻苗，當可降低台灣對日本鰻的依賴度，分散產業風險。 

 

7.強化官方國際鰻魚管理組織: 由於日本鰻的自然棲地包括台灣、中國大陸、日

本與韓國，因此，保育與管理若要有成效，需要各國共同密切合作。為了因應

CITES 之威脅，向外界展現共同合作推動執行鰻魚資源管理及養護之決心，日

本遂於 2012年 9月起，邀請台灣、中國大陸、以及韓國，召開「國際性鰻魚資

源養護管理非正式會議」，至今已召開過 11次，其中第七次會議於 2014年 9月

在東京舉行，提出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重點如下： 

第一點：與會成員將就日本鰻及其他異種鰻之資源養護與管理措施合作，包括

野生捕撈之鰻苗初次放入養殖池之放養量限制行動、養殖生產量的監

控、養殖鰻魚及鰻魚加工品貿易統計等資訊的蒐集與交換。 

第二點：成立「永續鰻魚養殖聯盟（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Eel Aquaculture，簡

稱ASEA）」之國際鰻魚養殖管理非政府組織。 

第三點：未來與會成員將考慮建立具有法律拘束力架構的可能。持續討論改善 

        鰻魚貿易透明化之措施及持續共同密切合作，以強化鰻魚資源養護及 

        管理措施。 

     

在此建議，短期內要應對 CITES 可能之衝擊，可以參考歐盟對歐洲鰻的管

理模式，以及鮪魚的國際管理組織做法，由台中日韓四會員體共同成立官方管

理機構，負責日本鰻資源養護與貿易管理協商，基本禁止日本鰻出口至會員體

以外國家，但在會員體間之流通視為內銷，此措施可大幅降低對日本鰻產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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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各國間可協商鰻苗資源之交換，形成透明化的貿易環境，可大幅減少因

走私造成之高死亡率，並且能有效降低鰻苗價格，產業總體效益因此可以提高。

總結來說，從最源頭的鰻苗徹底管控，才是釜底抽薪的方式，各國必須能確實

執行鰻苗限捕期措施，並相互有效監管，才能達成鰻魚資源保育與養殖產業永

續化的雙贏結果。 

 



臺大漁推‧第二十九期‧(2018)9~36 綜述臺灣魚類寄生蟲相與感染解析 

9 
 

綜述臺灣魚類寄生蟲相與感染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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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2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通訊作者：(02) 33662504/shihhh@ntu.edu.tw 

 

一、起點－魚類感染寄生蟲實屬自然與必然現象 

臺灣四面環海，漁產資源極為豐富，已知魚種超過 2,500 種，約占全球魚種

十分之一。自原住民以來，臺灣一直有興盛的漁業活動，甚且成為蘭嶼達悟族的

重要文化盛事，其歷史傳說便以飛魚圖騰記載。直至現代，從飯店餐廳到家庭日

常飲食，魚類料理始終為餐桌上之重要佳餚，譬如香煎白帶魚、鹽烤鯖魚丼飯、

煙燻飛魚乾、高粱烏魚子、鹽烤竹筴魚、清蒸大眼鯛等。魚肉營養豐富，富含易

於消化吸收之蛋白質以及優質不飽和脂肪酸 Omega-3，諸如 DHA 和 EPA 等。

魚類除食用價值外，另有觀賞用途，譬如海洋公園明星物種之魟魚類，其經濟性

不遜於食用魚。 

然而，分析水體食物網及其能量金字塔，作為次級或更高級消費者的魚類，

因攝食而勢將直接或間接感染內寄生蟲，同時無從逃避來自於水域的外寄生蟲

感染。此種寄生關係之建立乃長期演化的結果，純屬自然且必然之現象(施，2012)。

其實魚類感染寄生蟲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無知，以致無端恐慌，以訛傳訛甚至因

噎廢食(施，2004)。 

有感於民眾對魚類寄生蟲的驚恐茫然與慌亂，本研究團隊遂自 2000 年台灣

東北海域暴發臭肚大量死亡事件開始，投入魚類寄生蟲學研究。起點為釐清解答

此類輿情關注之突發事件，後續則進行計畫性研究：選擇重要經濟魚種，長期進

行定期連續性採樣，查明其寄生蟲相，進而挑選優勢蟲種，作為探索該魚種魚類

生物學與漁業資源的生物性標籤。同時更關切由魚類傳播給消費者的人畜共通

性寄生蟲病原，其中尤以海獸胃線蟲為主角，因為攝入此蟲或其殘餘物，除導致

腸胃嚴重不適之海獸胃線蟲症外，近年已被證明可引起過敏症，因而廣受食品安

全與臨床醫療之重視(施，2001；施，2004；郭和施，2016)。 

本文綜述統整我們近二十年來對魚類寄生蟲的研究成果，並統計分析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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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數據，系統化探討多種魚類與寄生蟲之交互關係。對象可區分為(1) 硬骨魚

類：海水生之臭都魚、白帶魚、海鱺、花腹鯖、日本竹筴魚、烏魚、短尾大眼鯛、

飛魚與淡水生的鯉科魚類；(2) 軟骨魚類：雪花鴨嘴燕魟、邁氏條尾魟；(3)無頜

魚類：盲鰻。 

 

二、臺灣海水生經濟魚類之寄生蟲相與感染解析 

本研究團隊自 2000 年至今，以經濟性食用魚類為主要目標，從臺灣沿海漁

港及市場定期採集漁獲，基本上每月一次採樣，為期短則一年，最長三年。依照

研究時間先後與魚種，分別闡述如下。 

(1) 臭都魚 

臭肚魚亦名象魚(rabbit fish)，主要以藻類為食，在清理魚肚時常會聞到海藻

發酵的氣味，非常難聞，故得「臭肚仔」之俗名。以前取諧音命名為「臭都魚科」，

現正名為「臭肚魚科」。臭肚魚為臺灣海釣的高經濟魚種，主要分布於沿岸地區

和港口。 

2000 年台灣東北海域爆發臭肚魚大量死亡事件，魚體腹腔與消化道內充滿

線蟲。本實驗室於 10 月份採集北部野柳地區與東部花蓮地區之褐臭肚魚(Siganus 

fuscescens)，解剖檢獲之寄生蟲皆為有鈎宮脂線蟲(Hysterothylacium aduncum)，

包括第三期、第四期幼蟲與成蟲。野柳地區採集 30 尾，感染盛行率(prevalence)

為 70.0%、平均感染強度(mean intensity)為 23.8 隻蟲/尾魚、平均豐富度(mean 

abundance)為 16.66 隻蟲/尾魚；花蓮地區採集 31 尾，盛行率為 86.0%、平均感染

強度 27.8 隻蟲/尾魚、平均豐富度為 23.48 隻蟲/尾魚。有鈎宮脂線蟲主要寄生於

臭肚之消化道，蟲數眾多，出現極嚴重的消化道阻塞，有些甚至導致爆裂。兩地

區之感染數據相近且皆屬嚴重感染。 

為釐清感染來源，本實驗室分別於夜間和白日採集東北海域之浮游生物，標

本數量超過一萬個。鏡檢觀察，發現箭蟲(arrow worm)受到有鈎宮脂線蟲第三期

幼蟲感染，寄生部位為體腔，感染盛行率約為 0.05%。箭蟲隸屬毛顎動物門

(Chaetognath)箭蟲屬(Sagitta spp.)，已知可擔任此線蟲之中間寄主。受感染之箭

蟲標本經義大利與法國學者協助鑑定，確認為：粗壯箭蟲(S. robusta)和膨脹箭蟲

(S. inflate)兩種。臭肚因攝食箭蟲，接收其體內之第三期幼蟲，而後在魚體消化

道內逐漸發育為第四期幼蟲和成蟲，並因累積效應以致腸道內積滿線蟲。其餘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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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端足類、磷蝦、蝦姑、海蟹幼蟲等甲殼類以及等足類，皆未發現感染有鈎宮脂

線蟲，遂建立此線蟲在東北海域之生活史。 

 

(2) 白帶魚 

白帶魚(Trichiurus lepturus)外型扁長成帶狀，體色銀白，無鱗片，具明顯側

線，背鰭非常長，末端呈現細長鞭狀，口大且牙齒銳利，尾呈現黑色，體長約 80-

120 公分，最大可達 250 公分。白帶魚廣泛分布於溫熱帶海域，在台灣本島四周

沿海皆有捕獲紀錄，主要捕獲方式為底拖網、延繩釣及定置漁網等。盛漁期在春

夏兩季，捕獲量豐厚，為臺灣重要經濟魚種，尤為兩岸三地之華人嗜食，主要烹

調方式為油煎或魚湯等料理。 

本實驗室自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5 月，從北至南採集白帶魚樣本:宜蘭縣

頭城漁港之西北太平洋海域、屏東縣東港漁港之南臺灣海峽。共採集 370 尾白

帶魚中，遭安尼線蟲科(Anisakidae)圓蟲感染的魚隻數目為 321 尾，共蒐集到

10,932 隻蟲，盛行率為 86.7%、平均感染強度為 34 隻蟲/尾魚、平均豐富度為 26

隻蟲/尾魚。安尼線蟲科圓蟲相主要包括下列四種：海獸胃線蟲(Anisakis simplex)、

前盲囊線蟲(Porrocaecum decipiens)、有鈎宮脂線蟲(H. aduncum ) 以及帶魚針蛔

線蟲(Raphidascaris trichiuri) (Shih, 2004)。根據採樣地區，分別統計如下: 

宜蘭地區共採集 185 尾白帶魚，有 184 尾遭受安尼線蟲科圓蟲感染，並檢

獲 4731 條圓蟲。宜蘭地區安尼線蟲科圓蟲之盛行率為 99.4%、平均強度 26 隻蟲

/尾魚、平均豐富度 26 隻蟲/尾魚。其中四種圓蟲－海獸胃線蟲、前盲囊線蟲、有

鈎宮脂線蟲以及帶魚針蛔線蟲之感染參數依序如下：盛行率分別為 95.6%、32.9%、

55.1%、29.1%；平均強度為 48.6、7.6、3.5、1.5 隻蟲/尾魚；平均豐富度為 46.54、

25.5、1.9、0.4 隻蟲/尾魚。 

東港地區同時採集了 185 尾白帶魚，有 138 尾受到感染安尼線蟲科圓蟲感

染，並檢獲 1612 條圓蟲。本地區安尼線蟲科圓蟲之盛行率為 74.6%、平均強度

11.7 條、豐富度 8.7 條。其中四種圓蟲－海獸胃線蟲、前盲囊線蟲、有鈎宮脂線

蟲以及帶魚針蛔線蟲之感染參數依序如下：盛行率分別為 65.9%、37.3%、39.5%、

25.4%；平均密度為 9、3.5、2.4、1.0 隻蟲/尾魚；平均豐富度為 6.0、1.3、1.0、

0.3 隻蟲/尾魚。宜蘭頭城海域安尼線蟲科圓蟲之三種感染參數皆顯著高於東港海

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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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自頭城海域的白帶魚標本，感染海獸為線蟲(A. simplex)之盛行率大於東

港海域，推測可能原因為: 此線蟲的終寄主鯨豚存在於西北太平洋。大型鯨類多

分布於台灣東部海岸，而小型鯨類則分布於西南及南部海域(周，1995)。根據熱

帶斑海豚及瓶鼻海豚之食性調查，白帶魚乃海豚的主食魚種。初步調查台灣近海

鯨豚之寄生蟲相，發現以海獸胃線蟲之感染率最高(吳，1996)，由此推論白帶魚

為海獸胃線蟲的保蟲寄主，終寄主鯨豚因大量攝食白帶魚而感染此線蟲，因而在

台灣東北海域成立其生活史。 

 

(3) 海鱺 

海鱺(Rachycentron canadum)具有超高飼料換肉率，不僅是臺灣海洋箱網養

殖之重要經濟魚種，更是全球箱網養殖的明星，在澎湖外海曾有相當規模。海鱺

營養高且多樣，含有豐富的蛋白質、EPA、DHA 及維生素 E 等養分，無論魚頭、

下巴、魚皮、魚肝、魚腸和魚卵等，皆可作出獨特美食。曾被盛讚其肉質非常接

近瀕危的比目魚與灰鱈魚，而且烹調方式多元化，可見其具備之高度經濟價值。 

本實驗室於 2000 年接受漁業署委託執行「發展海面箱網養殖管理技術」群

體計畫，對海鱺寄生蟲進行調查防治研究。針對澎湖地區三處海鱺箱網養殖場進

行採樣，標本體重範圍極大，為 3~4,250 公克；發育期包括魚苗至上市成魚，共

計 173 尾，其中以體重 3 克之魚苗採樣最豐，總數達 82 尾。初期除寄生於鰓

部之外寄生蟲魚虱外，並未發現任何寄生於海鱺體腔、肌肉、血液、消化道和其

他臟器的內寄生蟲。但於 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 1 月，在魚體之消化道中檢獲

少量複殖吸蟲成蟲和絛蟲幼蟲:前者主要為半尾科(Family Hemiuridae)指腺吸蟲

屬(Lecithocladium)吸蟲，偶有孔腸科(Family Opecoelidae)吸蟲，雖為海魚消化道

之常見吸蟲，然而對海鱺而言皆是寄主新紀錄；後者由於缺乏成體，只能由頭節

附著器官判定應屬原頭科(Family Proteocephalidea) 絛蟲。上述發現皆屬於魚類

感染寄生蟲之魚病學範疇，由於感染程度輕微，平均強度亦為個位數，吸蟲體長

僅為 2.73~3.46 公分，因而尚不致因掠奪寄主海鱺之營養而妨礙其發育生長。 

基於上述初步調查，本團隊於 2010 年開始，在實驗室內進行海鱺感染海獸

胃線蟲第三期幼蟲實驗。共分為兩組，第一組為幼年海鱺，共 12 尾，實驗組 9

尾，每尾直接餵食 30 隻幼蟲，於餵食 2 小時、24 小時和 25 天，每組各解剖 3

隻海鱺。結果發現: 9 尾海鱺皆感染海獸胃線蟲，餵食 2 小時之幼蟲多半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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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化道；餵食 24 小時後則分布在消化道或已鑽過腸壁，進入體腔；25 天後則

陷入消化道之黏膜下層(submucosa)，成為結節，或已鑽入體腔、在腸繫膜上形成

囊體(cyst)。 

第二組為 8 尾成年海鱺，實驗組 6 尾，每尾各餵食 200 隻幼蟲，養殖 102 天

後解剖檢視。發現幼蟲多半陷在消化道黏膜下層，次之則位於腸繫膜。實驗證實: 

海獸胃線蟲第三期幼蟲可感染海鱺，活蟲鑽過消化道壁時，雖有部分陷在黏膜下

層且因魚體之浸潤和免疫反應而成為結節，其內幼蟲死亡，但仍有部分幼蟲可成

功穿過海鱺消化道壁，在其腹腔形成囊體，幼蟲可在囊體內存活一段時間，利用

海鱺成為其保蟲寄主，達到暫存與傳播之生存策略。對於海鱺養殖，需要考量海

獸胃線蟲生活史，儘量使用人工飼料並需避免餵食可能含有海獸胃線蟲幼蟲之

生鮮餌料，尤其是已知亦為此線蟲保蟲寄主之鯷魚類，或於餵食前先經深度冷凍

處理，以確保幼蟲皆已死亡，以避免感染(施，2003；Shih et al., 2010)。 

 

(4) 花腹鯖 

花腹鯖(Scomber australasicus)為臺灣重要漁產，全年皆可捕獲，產地以宜蘭

南方澳為大宗。該地每年 11 月舉辦「鯖魚節」活動，是漁村活動與觀光結合的

新型產業，有利地方發展。花腹鯖常以生鮮魚類批發，乃日常飲食常見之食材。

但因魚體死亡後極易腐敗，常見保存方式為冷藏冷凍，其他加工方法如鹽漬或製

成茄汁鯖魚類罐頭。 

若以「茄汁鯖魚罐頭」為關鍵詞檢索，不難發現新聞報導曾指出:罐頭裡有

白色線蟲，造成民眾噁心及恐慌。而廠商的回覆卻是：「魚本來就有蟲，不要大

驚小怪。」，消費者當然難以接受。然而，廠商所言的確是部分事實，所有漁產

撈捕與加工業者、釣客和專業學者們都知道的事實:海魚體內有線蟲乃常見而非

偶發之事。但魚罐頭內絕對不應有蟲，若有蟲則表示漁產加工之作業流程和品管

有問題，首先未徹底剖洗魚隻、去除內臟並詳加檢視。遺憾的是，所謂的「白色

線蟲」常含有海獸胃線蟲，死亡蟲體雖已無不具感染力，但近十年來臨床醫學研

究發現：死蟲仍對人體有害。因其殘留物可能導致「胃過敏性海獸胃線蟲症」，

病徵輕微者為風疹塊或血管水腫，嚴重者則可能引發支氣管痙攣和休克等威脅

生命的過敏症(施，2013)。  

本實驗室自 2004 年 4 月至 2005 年 3 月，於南方澳漁港連續採集一年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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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鯖樣本共 369 尾，發現其內寄生蟲相主要以安尼線蟲科圓蟲為主，包括 5630

隻海獸胃線蟲、573 隻有鉤宮脂線蟲、311 隻帶魚針蛔線蟲和 39 隻前盲囊線蟲，

以海獸胃線蟲第三期幼蟲為優勢蟲種。魚體內之海獸胃線蟲皆為第三期幼蟲，以

囊體型式存在，分佈位置多位於體腔、肝臟和腸繫膜表面，脫囊而出後仍具有很

強活動力。根據採樣月份、魚體體長和魚齡分組，分析花腹鯖體內此線蟲第三期

幼蟲的各項感染參數，發現在春季 3 至 5 月或體長大於 28 公分或 2 歲以上的花

腹鯖體內，才有高於 100 隻幼蟲的感染，在生殖季節時花腹鯖體內幼蟲的感染

強度亦高於非生殖季節者(周，2005；Chou et al., 2011)。 

繼而以海獸胃線蟲為生物性標籤，應用於花腹鯖系群區分。除上述採樣外，

更於 2005 年 3 月自台灣西南海域(高雄)分別採集了 30 尾及 28 尾花腹鯖，利用

PCR-RFLP 方法分析，採集自兩海域的線蟲幼蟲其專有種類與物種組成，據以鑑

別兩海域之花腹鯖是否為不同的系群。結果從兩海域共檢出 7 種海獸胃的線蟲

屬(Anisakis spp.)的第三期幼蟲，分別為 A. pegreffii、A. simplex sensu stricto、A. 

simplex C、A. physeteris、A. schuppakovi、A. typica 和 A. ziphidarum 等。發現台

灣東北海域(南方澳)之蟲種組成為 A. pegreffii 及重組基因型(A. pegreffii 與 A. 

simplex s. s.二種之的重組型)；而西南海域(高雄)則有三種，除上述與東北海域相

同之兩種外，另有專有種 A. typica。因此推論在臺灣東北和西南海域之花腹鯖，

應屬兩個不同系群(周，2005; Chou et al., 2011)。 

此外，自 2012 年 7 至 2013 年 6 月共採集 250 條花腹鯖，採集之線蟲經型

態鑑定，共檢獲 502 條海獸胃線蟲第三期幼蟲。以 RFLP－PCR 鑑種，發現下列

六種海獸胃線蟲: Anisakis pegreffii, A. typica, A. paggiae, A. brevispiculata,  A. 

physeteris, 和一種重組種(A. pegreffii × A. simplex sensu stricto)。其中三種為新寄

主和新地理紀錄: A. paggiae, A. brevispiculata, A. physeteris。而 A. pegreffii 為優勢

蟲種(盛行率= 57.2%)，同時亦是造成消費者罹患海獸胃線蟲症的主要病原之一

(陳，2014)。 
 

(5) 日本竹筴魚 

日本竹筴魚(Trachurus japonicus)又名真鰺或池魚，台灣俗名為巴攏、瓜仔魚、

竹莢魚，為輻鰭魚綱鱸形目鱸亞目鰺科中的物種。分布於臺灣週圍海域，為常見

之魚種且具有重要經濟價值。鰺魚營養價值極高，烹調方便，也適合製成生魚片

食用，同時更是新竹南寮漁港主辦之「鰺魚節」的主角，有助於推動海岸休閒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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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漁業。 

採樣時間為 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4 月，共 16 個月，每個月採集 30 尾竹筴魚，

地點為宜蘭大溪漁港，共取得 480 尾日本竹筴魚樣本。共檢獲 21,895 隻安尼線

蟲科(Anisakidae)圓蟲，鑑定出下列 4 種：海獸胃線蟲、有鈎宮脂腺蟲、帶魚針

蛔線蟲和前盲囊線蟲。其中以有鈎宮脂線蟲為優勢蟲種，佔全體圓蟲的 60%，魚

體內可檢出三個發育期：第三期幼蟲、第四期幼蟲及成蟲。其次為海獸胃線蟲，

第三期幼蟲佔 27%；帶魚針蛔線蟲之第三期、四期及成蟲階段共佔 12%，前盲

囊線蟲之第三期幼蟲則僅佔 1%。 

此外，在竹筴魚體內發現 3 種複殖吸蟲及 1 種絛蟲幼蟲。複殖吸蟲分別寄

生於竹筴魚的腸、胃及幽門處，由於標本數量少，僅可鑑定至下列分類層級：竹

筴魚摺膜吸蟲(Ectenurus traichuri) 、新線宮吸蟲屬(Neohelicometra sp.)和孔腸科

(Family Opecoelide)複殖吸蟲。絛蟲則寄生於肝臟表面，經鑑定後為尼柏絛蟲屬

(Nybeliinia sp.) (林，2006)。  

為期 16 個月的採樣分析中，統計竹筴魚感染 4 種圓蟲之感染參數如下，盛

行率分別為：有鈎宮脂腺蟲 99.58%、海獸胃線蟲 98.96%、帶魚針蛔線蟲 78.96%、

前盲囊線蟲 13.13%；平均感染強度分別為：有鈎宮脂腺蟲 27.4 隻蟲/尾魚、海獸

胃線蟲 12.1 隻蟲/尾魚、帶魚針蛔線蟲 7.0 隻蟲/尾魚、前盲囊線蟲 1.4 隻蟲/尾魚；

平均豐富度分別為：有鈎宮脂腺蟲 27.4 隻蟲/尾魚、海獸胃線蟲 12.0 隻蟲/尾魚、

帶魚針蛔線蟲 5.8 隻蟲/尾魚、前盲囊線蟲 0.5 隻蟲/尾魚(林，2006)。 

調查分析發現，安尼線蟲科圓蟲為日本竹筴魚之主要寄生蟲，盛行率高達

100 %，平均豐富度為 45.6 隻蟲/尾魚。意即採獲之 480 尾日本竹筴魚，每尾皆

遭線蟲感染，同時，每尾魚體內平均具有 45.6 隻線蟲。其中又以有鈎宮脂腺蟲

為優勢蟲種，其次為海獸胃線蟲。 

有鈎宮脂腺蟲感染月份大多集中於 2∼6 月，其中 6 月份的蟲數顯著高於其

他採集月份者，推測台灣東北海域在春季時，因海底地形、溫度、洋流等因素，

使彭佳嶼附近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導致現春季繁盛(spring bloom)現象並形成

鲭鰺魚場，使攝食有鈎宮脂腺蟲第三期幼蟲之箭蟲類浮游動物數量快速增加。日

本竹筴魚則因持續攝食此類浮游動物而接收大量幼蟲，在其消化道內發育為第

三期幼蟲和成蟲。除部分蟲體隨糞便排出外，由於累積效應，以致於積聚在日本

竹筴魚消化道內的有鈎宮脂腺蟲成為優勢蟲種(林，2006；林和施，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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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烏魚 

烏魚(Mugil cephalus)又稱鯔魚，俗名信魚或正烏，屬於鯔屬魚類，廣泛分布

於熱帶和亞熱帶的鹹淡水域中。烏魚子為臺灣過年的送禮首選，是臺灣南部非常

重要的經濟來源，但近年來因氣候及海況因素，以及中國在烏魚洄游路線攔截撈

捕，導致天然烏魚漁獲下降，目前臺灣已轉型養殖烏魚。我們先查明烏魚寄生蟲

相，再以其作為標籤，區分台灣海域之烏魚系群。 

採樣時間從 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12 月止，採集地點為基隆嶼附近海域

和高雄外海，總計獲得 474 尾。將烏魚樣本依採集時間點(季節)和地點可區分為

三組：基隆冬季樣本組(包含 7 次樣本，採集時間依序為 2005 年 12/11、12/18、

12/29 和 2006 年 1/3、1/12、12/12、12/26)和非冬季樣本群(包含 4 次樣本，採集

時間依序為 2006 年 4/25、6/20、10/23、11/29)；而高雄外海僅採獲冬季樣本組

(包含 5 次樣本，採集時間依序為 2005 年 12/7、12/21 和 2006 年 12/3、12/4、

12/27)，其他月份未捕獲烏魚(陳，2007)。 

烏魚之主要寄生蟲相包括 11 種蠕蟲，分屬於圓形動物門、扁形動物門和棘

頭蟲動物門。圓形動物門有 5 種：海獸胃線蟲、有鈎宮脂線蟲、高氏線蟲屬圓蟲

(Goezia sp.)、宮脂線蟲屬圓蟲(Hysterothylacium sp.)和帶巾線蟲屬圓蟲(Cucullanus 

sp.)。扁形動物門複殖吸蟲亞綱有 5 種：鯔隱尾吸蟲(Aphanurus mugilus)、鯔漿果

吸蟲(Bacciger mugilis)、四管吸蟲屬吸蟲(Tetrochetus sp.)、鯔薩特吸蟲(Saturnius 

mugilis)、鮻肢盤吸蟲(Podocotyle lizae)。棘頭蟲動物門僅發現 1 種：活動新棘吻

蟲(Neoechinorhynchus agile)。上列寄生蟲中，海獸胃線蟲、有鈎宮脂線蟲、宮脂

線蟲屬圓蟲、高氏線蟲屬圓蟲、四管吸蟲屬吸蟲、鮻肢盤吸蟲等 6 種皆為烏魚之

寄主新紀錄；而高氏線蟲屬圓蟲、宮脂線蟲屬圓蟲、帶巾線蟲屬圓蟲以及鯔隱尾

吸蟲、鯔漿果吸蟲、四管吸蟲屬吸蟲、鮻肢盤吸蟲、鯔薩特吸蟲和活動新棘吻蟲

等 9 種為臺灣海域之地理新紀錄(陳，2007)。 

高雄和基隆冬季樣本組皆感染海獸胃線蟲和宮脂線蟲屬圓蟲，且海獸胃線

蟲之盛行率和平均感染強度相近，盛行率在高雄、基隆兩地皆為 22~23%，平均

感染強度皆為 1.5~3 隻蟲/尾魚；而兩地之宮脂線蟲屬圓蟲盛行率和平均感染強

度相近，盛行率在高雄、基隆皆為 25~70%，平均感染強度皆為 60~106 隻蟲/尾

魚；而基隆非冬季樣本組則完全未發現此兩種圓蟲之感染。複殖吸蟲部分，高雄

和基隆冬季樣本組皆有鯔隱尾吸蟲和鮻肢盤吸蟲感染，且兩者占每次採樣之所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F%94%E5%B1%A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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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複殖吸蟲的比例相近，鯔隱尾吸蟲和鮻肢盤吸蟲分別為 30~40%和 40~50%；

而基隆非冬季樣本組則未發現此二種吸蟲感染(陳，2007)。 

高雄冬季樣本組屬於中國大陸洄游群，而因基隆冬季樣本組和高雄冬季樣

本組之優勢寄生蟲相相同且感染參數相近，推論此二組可能同屬中國大陸洄游

群。但基隆非冬季樣本組呈現截然不同之寄生蟲相，顯示此組烏魚之生活環境與

洄游途徑可能和前二組樣本不同，推論其可能屬於臺灣本地烏魚系群(陳，2007)。 
 

 (7) 短尾大眼鯛 

短尾大眼鯛(Priacanthus macracanthus)，俗稱紅目鰱、嚴公仔。體高側扁，

呈卵圓形，口部眼部均大，下頷突出，魚體頭部和身體披有不易脫落之櫛鱗，明

顯特徵為前鰓蓋骨後下方及鰓蓋骨後方有一硬棘突出，體背側呈現鮮紅色，腹部

銀白，體色會隨環境改變。大眼鯛的肉質細嫩鮮美，油炸煮湯皆適宜，為臺灣漁

業經濟魚種之一。 

本實驗室自 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4 月期間，連續 19 個月，分別由宜蘭

縣大溪漁港及屏東縣東港漁港取得臺灣東北及西南海域分布的大眼鯛樣本，每

月採集量約為 30 尾，共 952 尾。查明大眼鯛之寄生蟲相，主要包括 12 種，分別

隸屬於圓形動物門、扁形動物門和節肢動物門等三個。圓形動物門有 4 種：典型

海獸胃線蟲(Anisakis typica)、派氏海獸胃線蟲(Anisakis pegreffii)、有鈎宮脂線蟲、

帶魚針蛔線蟲。扁形動物門複殖吸蟲亞綱有 5 種：細偽類孔吸蟲

(Pseudopecoeloides tenuis)、海南合體雙吸蟲(Syncorpozoum hainanensis)、大眼鯛

指腺吸蟲(Lecithochiriump priacanthi)、動殖科吸蟲(Dupliciporia lantern)、牛首屬

吸蟲(Bucephalus sp.)。節肢動物門者分屬甲殼綱的兩個亞綱，橈足亞綱有 2 種：

魚虱(Caligus absens)、人形魚虱(Norion priacanthi)；軟甲亞綱等足目有 1 種：尖

甲水虱(Nerocila sp.)。其中 2 種海獸胃線蟲屬圓蟲、Dupliciporia lantern、牛首屬

吸蟲和尖甲水蝨等 5 種為大眼鯛之寄主新紀錄，除魚虱、人形魚虱外，其餘皆為

地理新紀錄(葉，2013)。 

從採集自東北組大眼鯛體內的 259 條海獸胃線蟲幼蟲中，隨機採樣 59 條，

鑑種發現：其中 55 條為典型海獸胃線蟲，4 條為派氏海獸胃線蟲，出現比率分

別為 93%和 7%。西南組樣本中僅發現一條派氏海獸胃線蟲。因此提出以下推論：

感染典型海獸胃線蟲之短尾大眼鯛為屬於台灣東北系群，未感染者則為西南海

域系群(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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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細偽類孔吸蟲及人形魚虱之感染參數比較兩海域樣本，東北樣本組之盛

行率分別為 55.1%及 2.2%，西南樣本組為 58.5%及 32.4%；比較細偽類孔吸蟲之

平均豐富度，西南組為 3.1 條蟲/尾魚，顯著高於東北組之 1.5 條蟲/尾魚；至於

人形魚虱之平均豐富度，西南組的 0.82 條蟲/尾魚，顯著高於東北組的 0.03 條蟲

/尾魚。上述數據顯示，西南海域大眼鯛感染上述兩種寄生蟲之平均豐富度皆顯

著高於東北海域系群。此外，東北樣本組感染有鈎宮脂線蟲之平均豐富度為 0.64

條蟲/尾魚，顯著高於西南組之 0.11 條蟲/尾魚(葉，2013)。 

最後，針對盛行率最高之細偽類孔吸蟲，增幅其 ITS-1, 5.8 S 以及 ITS-2 等

核糖體基因，得到 1180 bp DNA 片段，並將完整 5.8 S 以及 ITS-2 序列與 NCBI

資料庫數據比對，可作為鑑定此物種之分子分類依據，此外，亦有助於解析孔腸

科複殖吸蟲之親緣演化關係(葉，2013)。 
 

(8) 盲鰻 

盲鰻外型雖與鰻魚相似，但分類地位屬於無頜綱，而非硬骨魚綱。體型為圓

筒狀，沒有鰭和硬骨，只有由軟骨組成的頭骨，口部為漏斗狀但不具有上下頷，

口內有兩對角質化的蛇齒。盲鰻主要棲息在海洋底層的泥沙地，其生態地位為腐

食者，以魚類、海洋哺乳動物、無脊椎動物等之屍體或殘骸為食，是海洋生態系

中重要的清道夫。以往盲鰻為拖網漁船混獲的下雜魚種，後來人們漸漸開始食用

盲鰻並成為海產店佳餚，譬如菜單上的「龍筋」，係指剝去外皮、去除內臟後留

下的盲鰻肌肉。無論是臺灣、中國、日本、韓國都食用盲鰻，在韓國更是著名的

料理，深受觀光客喜愛。  

自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從宜蘭大溪漁港購買盲鰻，樣本數共 265 尾，

包含四種盲鰻：66 尾蒲氏黏盲鰻 (Eptatretus burgeri)、96 尾楊氏黏盲鰻 (E. yangi)、

81 尾沈氏黏盲鰻 (E. sheni)、22 尾臺灣黏盲鰻 (E. taiwanae)。採集並鑑定其寄生

蟲，發現有七種海獸胃線蟲寄生，主要寄生於腸道，極少部分進入體腔及肌肉。

經過 PCR-RFLP及 rDNA ITS序列定序後確定為 Anisakis pegreffii、A. simplex s.s.、

A. pegreffii與A. simplex s.s.的重組基因型、A. typica、Anisakis sp.、A. brevispiculata、

Hysterothylacium amoyense。盲鰻為上述 7 種之寄主新紀錄，此外 Anisakis sp.及

H. amoyense 則為地理新紀錄(駱，2015；駱和施，2014)。 

四種盲鰻感染海獸胃線蟲之整體盛行率為 21.51%，平均感染強度為 5.39 隻

蟲/尾魚，平均豐富度為 1.16 隻蟲/尾魚。A. pegreffii 為寄生於蒲氏黏盲鰻、楊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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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盲鰻及臺灣黏盲鰻之主要物種；而 Anisakis sp.則為次多物種，為寄生沈氏黏

盲鰻主要的寄生蟲種。 

除上述內寄生蟲外，在蒲氏黏盲鰻、沈氏黏盲鰻和楊氏黏盲鰻等三種盲鰻的

咽喉處，檢獲橈足類之魚蚤，經鑑定發現為新種，命名為盲鰻刺魚蚤

(Acanthochondria eptatreti)。總計採獲盲鰻刺魚蚤 102 隻，整體盛行率為 19.62%，

平均感染強度為 19.62 隻蟲/尾魚，平均豐富度為 1.96 隻蟲/尾魚。其中蒲氏黏盲

鰻檢出90隻盲鰻刺魚蚤，盛行率為63.64%，為盲鰻刺魚蚤之主要寄主(駱，2015)。

魚蚤屬於外寄生蟲類，此次雖在咽喉處發現，但推測應是隨水流進入而附著於該

部位，或因攝入其他魚類殘骸而接收寄生於其體外之魚蚤(Cheng et al., 2014)。 

統計結果顯示，蒲氏黏盲鰻感染線蟲和盲鰻刺魚蚤之盛行率皆顯著高於其

他三種盲鰻者。蒲氏黏盲鰻與沈氏黏盲鰻之線蟲感染強度和魚體體長呈現正相

關，但盲鰻刺魚蚤感染強度只在蒲氏黏盲鰻體有正相關，推測其原因可能體型愈

大之盲鰻，獲得食物之機會更大，攝入的食物量亦愈多，以致增加攝入含有寄生

蟲食物的機會愈大，產生寄生蟲感染寄主的累積效應(Luo et al., 2016)。 

藉由查明盲鰻寄生蟲相，我們首度發現，海獸胃線蟲可寄生於腐生性盲鰻，

並藉此途徑傳播；據此修訂擴充海獸胃線蟲生活史，增加腐生性動物角色。不僅

是海獸胃線蟲，其他留存於各種海洋動物屍體、尚存活之寄生蟲，亦可經由腐食

性攝食行為，而由清道夫盲鰻接收保留。此研究充分釐清更強調，盲鰻在海洋食

物網、生態系和寄生關係之重要地位。 
 

(9) 飛魚 

飛魚棲息於熱帶溫暖水域，具有一對特化的寬大胸鰭，具有滑翔的能力，因

此得名。我們採集飛魚並查明其寄生蟲相之構想，源自於檢索相關文獻時，並未

發現任何飛魚寄生蟲學資訊，而飛魚卻是臺灣達悟族長久以來的重要食物，同時

更形塑影響其文化與信仰。此外，飛魚族群非常龐大，在海洋食物網中為其他大

型魚類之重要食物來源，應可介入海魚寄生蟲之生活史。 

本實驗室於 2017 和 2018 年，連續兩年 4 月至 6 月的飛魚季，在臺東長濱

漁港向漁民購買飛魚。總共獲得三種飛魚：90 尾白鰭飛魚(Cheilopogon unicolor)、

77 尾黑鰭飛魚 (Cheilopogon cyanopterus) 及 152 尾斑鰭飛魚 (Cypselurus 

poecilopterus)。查明其寄生蟲相，發現有三種吸蟲寄生於鰓部：感染白鰭飛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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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殖吸蟲經鑑定為新種，命名為「多睪似歪尾蟲」(Loxuroides pleorchia n.sp)，種

名涵義為「許多睪丸的」；感染斑鰭飛魚之單殖吸蟲為斑紋斧形蟲(Axine cypseluri)，

此乃寄主新紀錄。以上兩種單殖吸蟲皆為臺灣首例，屬於地理新紀錄。感染白鰭

飛魚之複殖吸蟲為匙狀連腸吸蟲(Syncoelium spathulatum)，屬於寄主新紀錄。黑

鰭飛魚則未發現任何寄生蟲感染(郭，2018)。 

三種飛魚感染單殖吸蟲整之體盛行率為 62.07%，平均感染強度為 13.90 隻

蟲/尾魚，平均豐富度為 8.63 隻蟲/尾魚。各別飛魚物種中，90 條白鰭飛魚共檢

出多睪似歪尾蟲 2,287 隻，盛行率 100%，平均感染強度及平均豐富度皆為 25.411

隻蟲/尾魚，其中一尾白鰭飛魚感染高達 61 隻。152 條斑鰭飛魚共檢出斑紋斧型

蟲 466 隻，盛行率 71.10%，平均感染強度 4.32 隻蟲/尾魚，平均豐富度 3.07 隻

蟲/尾魚。黑鰭飛魚因無任何感染，三種感染參數皆為 0。匙狀連腸吸蟲僅寄生於

白鰭飛魚，在 90 尾白鰭飛魚樣本中有 14 尾遭受感染，共檢出 27 隻，盛行率為

16.67%，平均感染強度為 1.8 隻蟲/尾魚，平均豐富度為 0.3 隻蟲/尾魚(郭，2018)。 

本實驗室採獲並預計發表之新品種－「多睪似歪尾蟲」，鑑定發現，其外觀

型態與蕈狀似歪尾蟲及普氏似歪尾蟲明顯不同，而與燕鰩似歪尾蟲相似。二者之

外型皆呈現喇叭狀，蟲體長度相近，吸莢數量相似，端鈎數量及型態相同，以及

生殖腔構造相似；構造上最大的不同在於，本研究採集之似歪尾蟲的睪丸數量多

達 180-402 個，顯著多於燕鰩似歪尾蟲的 38-89 個，蕈狀似歪尾蟲的 8-13 個以

及普氏似歪尾蟲的 52-65 個。根據上述差異，我們基於此吸蟲具有「許多睪丸」

的型態特徵為分類依據，鑑定此似歪尾蟲屬為新種並命名「多睪似歪尾蟲」

(Loxuroides pleorchia n.sp) (郭，2018)。  
 

三、臺灣海水生觀賞魚類之寄生蟲相與感染解析 

魟魚主要棲息在淺水海灣或群礁地區，因肉中含有阿摩尼亞，以致食用之經

濟價值不高，因此多半作為觀賞用途。本實驗室和遠雄花蓮海洋公園合作，進行

魟魚之外寄生性單殖吸蟲研究，結果發現：雪花鴨嘴燕魟(Aetobatus narinari)受

到細睪枝單杯吸蟲(Dendromonocotyle torosa)感染，邁氏條尾魟(Taeniura meyeni)

則受短莖枝單杯吸蟲(Dendromonocotyle pipinna)感染。首先探究試驗單殖吸蟲孵

化之行為特性，繼而以各種物化因子測試其蟲卵耐受性，據此擬定驅蟲策略。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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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雪花鴨嘴燕魟 

從雪花鴨嘴燕魟體表採集細睪枝單杯吸蟲成蟲，在培養皿中俟其產卵。將蟲

卵培養於 26℃、鹽度 35‰環境下，以 12 小時光照/黑暗交替處理(L:D=12:12)，進

行幼蟲之行為觀察。結果顯示，第 3 天即可觀察到蟲卵內的幼蟲輪廓及其眼點，

第 5 天鈎毛蚴孵化。剛孵化的鈎毛蚴活力旺盛，泳動迅速，隨著鈎毛蚴老化，纖

毛逐漸脫落，大部分約於孵化後 63 小時纖毛開始脫落，泳動變為緩慢，經過 63 

-67 小時後纖毛會完全脫落，幼蟲停於底部，只能靠蠕動方式移動。幼蟲最短壽

命為 61 小時，最長壽命為 74.5 小時，平均壽命為 64.3 小時。 

光照試驗結果顯示，無論培養於正常光照週期(06:00 開燈，18:00 關燈)或相

反光照週期(06:00 關燈，18:00 開燈)，蟲卵皆可於光照期間孵化。幼蟲大多集中

在光照開始的第 2 小時孵化，如此獲知蟲卵孵化受光照的影響。接著探討溫度

對蟲卵內胚胎的發育及孵化率之影響，實驗發現溫度明顯影響卵內胚胎發育時

間，18°C 時第 15 天才開始孵化，30°C 時第 4 天便開始孵化。在 18°C~30°C 溫

度範圍內，孵化率皆高於 60%；於 18°C 時孵化率為 68.6%，30°C 時孵化率升

高為 90.3%。而在鹽度因子試驗中，當蟲卵培養於鹽度 30 ‰至 45 ‰時，超過

50%的蟲卵孵化，鹽度的最佳培養條件為 35‰，孵化率為 71.8%。鹽度在 20‰、

25‰和 50‰時，孵化率較低；於 15‰和 10‰時，甚至完全沒有孵化。此外，溫

度和鹽度的複因子試驗中，將蟲卵培養於 18~30°C、鹽度 10~50 ‰、以 12 小時

光照黑暗交替處理。實驗結果經統計分析顯示，兩者有顯著的交感效應，顯示溫

度和鹽度會互相影響孵化率(柯，2010)。 

根據以上物化因子探討，我們進而利用乾燥法(1~15 分鐘)、次氯酸鈉溶液

(5~20 ppm)以及過氧化氫溶液(25~500 ppm)處理蟲卵及鈎毛蚴，觀察並統計分析

上列處理對孵化率及幼蟲存活率之影響。實驗結果發現：當蟲卵乾燥 15 分鐘後

則完全無法孵化。浸泡於 10 ppm 次氯酸鈉溶液 24 小時以及 200 ppm 過氧化氫

溶液 60 分鐘，亦可達到完全抑制孵化之效果。此外，鈎毛蚴之致死條件為 10 

ppm 次氯酸鈉浸泡 225 秒或 500 ppm 過氧化氫溶液作用 310 秒(林，2011)。 

乾燥法、次氯酸鈉溶液以及過氧化氫溶液等三種處理方法，皆可達到完全抑

制蟲卵孵化結果，據此建議消毒水族養殖設備與相關器材時，可依現場情況選擇

下列任一處理方式，皆足以達到完全抑制細睪枝單杯吸蟲卵孵化之目的：(1)完

全乾燥 15 分鐘，(2)浸泡於 10 ppm 次氯酸鈉溶液 24 小時，(3)浸泡於 2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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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氧化氫溶液 60 分鐘(林，2011)。 
 

(2) 邁氏條尾魟 

我們觀察到下列現象：從野外捕獲之健康邁氏條尾魟，身上僅有少量單殖吸

蟲寄生，而在水族館飼養一段時間後，魟魚體表的單殖吸蟲強度會愈來愈高(陳

等，2012)。魟魚的眼睛、入水孔和肩部附近區域，黏液顏色呈現灰濁狀，感染

魚隻游泳時會呈現不安的狀態。感染之單殖吸蟲經鑑定為短莖枝單杯吸蟲

(Dendromonocotyle pipinna)。組織切片顯示，魟魚遭吸蟲附著之皮膚表皮層出現

空泡、孔洞及單細胞腺體減少等組織病變(陳，2009)。 

收集短莖枝單杯吸蟲成蟲蟲卵，進行人工孵化，發現最適條件為溫度 26℃，

鹽度 35 ‰。試驗溫度對蟲卵孵化率與孵化期之影響時發現：蟲卵培養在 30℃時，

第 4 天開始孵化；而在 16℃時，孵化時間會延遲到第 16 天才開始。其餘孵化時

間與溫度的關係為，在 18℃時蟲卵會在第 12 天開始孵化，在 20℃時蟲卵會在

第 9 天開始孵化，在 22℃時蟲卵會在第 7 天開始孵化，在 24~28℃時，蟲卵在

第 5 天開始孵化(陳，2009；陳和施，2010a)。 

分析鹽度對蟲卵孵化率之影響實驗中，最佳孵化鹽度為 30~40 ‰之間，蟲

卵孵化率可高於 80 %；鹽度為 25 和 45 ‰之孵化率較差，分別為 77.19 %與 58.65 

%；而鹽度為 10 和 15 ‰時蟲卵完全不孵化。利用乾燥處理實驗中，蟲卵乾燥

時間 1 和 2 分鐘，其孵化率為 72.62 和 73.74 %，乾燥 3 分鐘其孵化率為 10.56 

%，乾燥 5 分鐘其孵化率為 1.54 %，而乾燥 10 分鐘後蟲卵之孵化率為 0，顯示

乾燥蟲卵 10 分鐘，即可有效抑制蟲卵的孵化。 

次氯酸鈉實驗中，次氯酸鈉濃度為 5 ppm 時，四個處理時間對蟲卵孵化率

之影響無差異，孵化率皆高於 80 %。次氯酸鈉濃度為 10 ppm 時，處理時間分別

為 6 小時和 12 小時，其孵化率為 46.99 和 29.45 %。次氯酸鈉濃度為 15 ppm 時，

處理時間分別為 6 小時和 12 小時，其孵化率為 10.65 和 1.17%。20 ppm 濃度處

理 6 小時，即可有效抑制蟲卵孵化；濃度為 10 ppm 處理 18 小時，同樣也可完

全抑制蟲卵孵化(陳，2009；陳和施，2010b；Chen et al., 2010)。 
 

四、淡水鯉科魚類普遍罹患黃吸蟲症 

本實驗室對淡水魚類寄生蟲研究之起源，須回溯至 2011 年 1 月份，石門水

庫下游溪魚罹患「腫瘤」事件。當時民眾在水庫後池堰下游水域垂釣，發現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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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哥之平頜鱲，體表遍佈黃色囊泡狀腫瘤，挑破後發現內有寄生蟲，驚恐之餘遂

向傳媒投訴，頓時輿論譁然，引起社會強烈關注，認為係水庫汙染所致。本實驗

室為徹底釐清「溪魚腫瘤」事件，連續四年鑽研此議題。2011 至 2012 年為自力

探究，確認所謂腫瘤實乃扁形動物門複殖吸蟲類寄生蟲感染，並鑑定種類為扁彎

口吸蟲(Clinostomum complanatum)，「腫瘤」為吸蟲之囊狀幼蟲時期。因囊幼呈

黃色外觀，因此被稱為黃吸蟲，而此寄生蟲病亦被稱為黃吸蟲症(謝等，2011)。 

扁彎口吸蟲分布範圍廣，第二中間寄主以鯉科魚類為主，可感染超過三十餘

種淡水魚類。被寄生的魚隻生長遲緩、體力衰弱且外觀不佳，失去經濟價值。本

實驗室於 2011 年 1 月至 10 月採集石門水庫、大漢溪流域及其集水區的淡水魚

類，共 15 種 448 尾。包含以下魚種： 
 

魚種 
採集數

量(尾) 
魚種 

採集數

量(尾) 

鯉科 平鰭鰍科 

平頜鱲(Zacco platypus) 68 
臺灣間爬岩鰍(Hemimyzon 

formosanus) 
35 

臺灣石賓(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57 

纓口臺鰍(Formosania 

lacustre) 
72 

臺灣鏟頜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53 蝦虎科 

粗首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28 
明潭吻鰕虎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58 

白鱎(Hemiculter leucisculus) 15 香魚科 

鯁魚(Cirrhinus molitorella) 10 香魚(Plecoglossus altivelis) 9 

鯽魚(Carassius auratus) 18 鱨科 

竹篙頭(Hemibarbus labeo) 5 
短臀瘋鱨(Tachysurus 

brevianalis) 
11 

高體鰟鮍(Rhodeus ocellatus) 5 

 臺灣石鮒(Tanakia 

himantegus) 
4 

 

結果發現，僅在大漢溪下游和三民溪內魚隻發現扁彎口吸蟲囊幼感染，分別

為大漢溪下游：平頜鱲之感染盛行率為 38.8%，平均感染強度 12.3 隻蟲/尾魚；

臺灣石賓之盛行率為 28.6%，平均感染強度為 100 隻吸蟲/尾魚。三民溪：臺灣

石賓之感染盛行率為 75%，平均感染強度為 8 隻蟲/尾魚；臺灣鏟頜魚盛行率

37.5%，平均感染強度為 64.3 隻蟲/尾魚。受感染的三種淡水魚類皆屬鯉科，而



郭開晟、施秀惠 

24 
 

其他魚種則未發現感染。扁彎口吸蟲寄生部位偏好鰓蓋下方、口腔與下頜，超過

七成以上的黃吸蟲皆寄生在此三處，而背部則未發生寄生情形。以上結果顯示，

扁彎口吸蟲已在大漢溪流域建立其生活史，此河域亦成此吸蟲之盛行疫區(謝，

2012)。 

基於 2011 年扁彎口吸蟲之初步成果，我們而後標獲北水局主辦之「石門水

庫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兩年期研究計畫，執行期間為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經由田野調查和連續每月採樣，查明石門水庫庫區、

上游集水區和下游大漢溪水域中，鯉科魚類以扁彎口吸蟲為主之複殖吸蟲相，建

構其生活史並追蹤感染來源，分析環境因素對感染之效應(王，2014；Wang, et al., 

2017)。  

本實驗室於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4 月，為期 14 個月，選擇大漢溪流域下

列五個採樣點：雪霧鬧溪、湳仔溝溪、三民溪、後池堰下游及石門水庫庫區等，

進行扁彎口吸蟲之感染監測。期間共採集 1503 尾魚類樣本，遭扁彎口吸蟲感染

樣本均屬鯉科魚類，計有 8 種 141 尾:臺灣石賓 49 尾、鯽魚 1 尾、鯉魚 1 尾、唇

䱻3 尾、臺灣鏟頷魚 1 尾、臺灣鬚鱲 31 尾、粗首鱲 22 尾及平頷鱲 33 尾(王，

2014)。 

遭受感染之主要魚種與感染參數分述如下: 臺灣石賓之盛行率 31.8%、平均

感染強度 10.6 隻囊幼/魚、平均豐富度 3.4 隻囊幼/魚；臺灣鬚鱲之盛行率 9%、

平均感染強度 14.4隻囊幼/魚、平均豐富度 1.3隻囊幼/魚；粗首鱲之盛行率 20.6%、

平均感染強度 7 隻囊幼/魚、平均豐富度 1.4 隻囊幼/魚及平頷鱲之盛行率 16.1%、

平均感染強度 4.8 隻囊幼/魚、平均豐富度 0.8 隻囊幼/魚等，其中又臺灣石賓之

感染最為嚴重(王，2014)。 

監測結果發現，在五處採樣水域中，有三條河川的魚類檢測出扁彎口吸蟲感

染；其中以三民溪魚類感染最為嚴重(盛行率 31.7%)，其次為湳仔溝溪(盛行率

20.5%、後池堰下游(盛行率 2.03%)；而雪霧鬧溪和水庫庫區魚類則皆未檢出。本

研究除發現 5 種鯉科魚類的寄主新紀錄外，更確認大漢溪流域生存著扁彎口吸

蟲生活史所需之第一中間寄主水生螺類、第二中間寄主魚類以及終寄主鷺科鳥

類。同時，此河域毫無疑問地亦已成此吸蟲之盛行疫區(王，2014；Wang, et al., 

2017)。 

由於已知扁彎口吸蟲的第一中間寄主為水生螺類，本實驗室同時採集 162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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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螺類樣本，進行吸蟲尾動幼蟲檢驗。結果發現：僅有 1 隻臺灣椎實螺釋出 4

尾扁彎口吸蟲之叉尾型尾幼。進而利用此吸蟲之專一性引子，以萃取自臺灣椎實

螺的消化道和腹足之 DNA 為模板，進行分子生物學檢測，結果並未偵測出此吸

蟲 DNA 之存在，顯示除上述主動游出之尾幼外，其他螺體內並無扁彎口吸蟲幼

蟲寄生(王，2014)。 
 

五、衍生研究主題-探索海獸胃線蟲之抗凍能力 

海獸胃線蟲第三期幼蟲可在魚類保蟲寄主體內，以囊體型式存活多年，必須

經深度冷凍處理，方可殺死幼蟲。根據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於 2011 年發

布之第四版《漁業與漁產品危害及管理指南》所示，足以殺死漁產品內寄生蟲之

冷凍溫度和時間如下：（1）冷凍和貯存在-20℃（或以下）為期 7 天；（2）在-35

℃（或以下）冷凍至硬化並貯存於-35℃（或以下）15 小時；（3）在-35℃（或以

下）冷凍至硬化並貯存於-20℃（或以下）24 小時。上述建議管控條件僅指凍結

期間之環境溫度和在凍結溫度下貯存的時間，或水產品完全凍硬後，貯存於凍結

溫度下的時間；如果最終產品是已經拆散和漂洗後的魚卵，則排除寄生蟲危害之

可能性(施，2013)。 

如此頑強之抗凍能力，其實正是圓形動物門圓蟲/線蟲得以廣泛分布於整個

地球表面的根本原因，因而導致人類在海魚撈捕、保存、運輸、加工以及食用之

難題和安全顧慮。由於已知花腹鯖體內保有數量豐富之此種幼蟲，同時漁產豐富，

四季皆可捕獲，因此選定花腹鯖為幼蟲標本之主要來源，進行系列研究。 
 

(1) 抗凍蛋白與海藻糖生成酶 

我們在 2007 年開始探討此蟲之抗凍機制，幼蟲經低溫處理後，查明其是否

產生抗凍蛋白，以及海藻糖生成酶之活性。實驗以基因體方法和冰親和性純化進

行檢測，結果發現幼蟲體內並無抗凍蛋白存在。在海藻糖生成酶活性方面，將海

獸胃線蟲低溫處理 0、 4 和 10 °C 後，發現海藻糖生成酶之比活性分別為: 0.235、

0.632 和 0.819 Unit/mg，以 16 °C 處理作為對照組，其酵素之比活性為 0.151 

Unit/mg。統計分析顯示，4 °C 及 10 °C 之兩實驗條件之結果和對照組間有顯著

差異，證明降低溫度確實使酵素活性增加。然而 0°C 處理和對照組間則無顯著

差異，推測原因可能係降溫太快，使線蟲無法即時合成抗凍所需之海藻糖生成酶。

而在 4 °C 低溫刺激下，為期 12 小時，海藻糖生成酶活性即已顯著上升，直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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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活性仍有增加趨勢。總結以上結果，推論海藻糖在海獸胃線蟲中扮演重要的

抗凍保護劑，且需要經過低溫刺激才能產生，結論支持海獸胃線蟲具備低溫抗性

及抗凍能力(曾，2007)。 

基於上述對海獸胃線蟲抗凍能力之初步了解，2010 年我們繼續海獸胃線蟲

海藻糖生成酶研究。首先針對海獸胃線蟲體內海藻糖生成酶(TPS)基因，設計出

退化性引子，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增幅之產物

經定序後發現，TPS 基因中並未獲得可信賴之序列片段。因此改以海獸胃線蟲

ESTs 基因庫中所預測之熱休克蛋白與微小熱休克蛋白(shsp)序列片段進行分析，

並設計專一性引子以定量即時聚合酶鏈鎖反應(Real-time PCR)偵測兩者在低溫

下 mRNA 的相對表現量。序列分析結果顯示:此線蟲之熱休克蛋白片段具有與微

小熱休克蛋白相似之保守性功能區，且和其他物種之 shsp 序列有高相似性，故

推論其應屬於 shsp 家族。海獸胃線蟲之 shsp 序列分析結果顯示其不具有保守性

功能區，與其他物種之 shsp 相似性也偏低，因此推測該片段可能並非 shsp 基因。

Real-time PCR 結果顯示 hsp 之 mRNA 相對表現量在低溫誘導下有顯著增加，

證實該基因受低溫的調控，而且溫度越低表現量越高。第三期幼蟲之 hsp 表現量

高於第四期幼蟲，證實不同發育階段基因表現的模式亦不相同。 shsp 基因在兩

種低溫環境及兩種發育階段中都無顯著表現，顯示其不受低溫所誘導。最後以

hsp蛋白序列建立親緣樹並與相對保守之粒線體DNA (mtDNA)親緣樹進行比較，

結果顯示兩者演化方向吻合，證實 hsp 在線蟲及其他物種的演化上都具有高度

保守性(黃，2010)。 
 

(2) 熱休克蛋白 

在逆境下－包括低溫和冰溫，熱休克蛋白(HSP, hear shock protein)可幫助細

胞內變性失活的蛋白質重新摺疊，恢復正常功能，因此可能有助於海獸胃線蟲之

抗凍機制。自 2015 年起，我們開始以熱休克蛋白為主軸，探究海獸胃線蟲在低

溫逆境下之反應。已知熱休克蛋白在細胞生理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功能包括

維持細胞內蛋白質的正常摺疊、調控細胞週期以及訊息傳遞，並參與生長發育和

細胞凋亡。此外，熱休克蛋白家族尚有幫助細胞對抗外在環境壓力的重要功能，

譬如在面臨高溫、化學物質、重金屬、UV 光、缺氧、飢餓等緊急壓力下，細胞

內維持正常運作之重要蛋白質可能因惡劣環境而失去活性，在這情況下，細胞可

能大量表現出熱休克蛋白，挽救這些必需的蛋白質，同時回收並分解已經受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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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蛋白質，幫助細胞順利運作，減少個體所承受的壓力(Feder, 1999)。  

為瞭解海獸胃線蟲在溫度壓力下細胞的反應機制，我們選擇熱休克蛋白 90

為研究目標。目前已知在其他生物體中，熱休克蛋白 90 在細胞過程和壓力環境

下扮演重要角色。首先利用 cDNA 末端快速擴增技術(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 選殖放大 5 種海獸胃線蟲熱休克蛋白 90 的全長(重組種除外)。藉由

定量即時聚合酶鏈鎖反應分析，偵測熱休克蛋白 90 之轉錄表現。結果顯示:在熱

刺激(50˚C)下，熱休克蛋白 90 的傳訊 RNA (mRNA)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在 37˚C

影響下，其表現量在處理後的前三小時增加，之後又降回基準值；而在冷刺激

(4˚C)下，熱休克蛋白 90 mRNA 表現量沒有明顯改變。此外，在熱刺激處理下，

幼蟲之熱休克蛋白 90 蛋白質表現量會隨處理時間增加，呈正相關，推測熱休克

蛋白 90 mRNA和蛋白質表現量會受到熱刺激而上升，尤其當幼蟲處於熱壓力下，

熱休克蛋白 90 mRNA 和蛋白質表現量會明顯增加(陳，2014；Chen and Shih, 2015)。 

接著進一步探討熱休克蛋白 70 和 90 在海獸胃線蟲生活史中可能參與的角

色，在其生活史中，感染性第三期幼蟲可從變溫動物魚類寄主，隨著海洋食物網，

被恆溫海洋哺乳類動物攝入，轉移之幼蟲可在其胃內發育為第四期幼蟲和成蟲。

人類若攝入保蟲魚類寄主，第三期幼蟲將面臨相似之溫度上升情況。熱圖和演化

樹結果顯示，推測之海獸胃線蟲熱休克蛋白 70 和 90 的胺基酸序列，與其他種

類線蟲的熱休克蛋白 70 和 90 呈現高度同源性。 

建構海獸胃線蟲熱休克蛋白 70 和 90 蛋白質的三維結構，比較分析後，預

測與其他生物的具有高度保守性。定量即時聚合酶鏈鎖反應和西方點墨分析顯

示，此二種蛋白質在第四期幼蟲之表現量顯著高於第三期幼蟲者。此外，海獸胃

線蟲熱休克蛋白 70 轉錄表現量高於熱休克蛋白 90 者，推測在不同發育階段，

這兩種蛋白可能有不同的調控系統。本研究結果顯示，海獸胃線蟲熱休克蛋白 70

和 90 在動物體處於熱壓力環境下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也可能參與此線蟲的發育

過程(Chen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17)。  
 

六、結語－遲些遠勝於無 

相較於傳播性強、致死率高的病毒性和細菌性疾病，寄生蟲病長期備受輕忽，

因此無論台灣或全世界，寄生蟲學向來冷僻，而非顯學。在寄生蟲學領域中，感

染人類的醫用寄生蟲學和感染家禽家畜的獸醫寄生蟲學，因攸關人類健康與經

濟活動而更受關注，因而占去大部分資源。魚類寄生蟲近年來漸受重視，推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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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來自正向刺激:資訊愈多，了解愈深，愈發理解其重要性，尤其在已開

發國家地區更關注魚類傳播之人畜共通性病原；此外，高經濟性漁產品之價值因

感染寄生蟲而嚴重受損。 

本研究團隊累積近二十年之魚類寄生蟲研究成果，每個魚種皆採用連續一

至二年的逐月採樣，分別紀錄寄生蟲和寄主之各項數據並進行交互分析。寄生蟲

鑑定部分，除基於傳統型態學特徵外，更引用或發展出分子生物學分類方法，務

求精確鑑種，以釐清研究對象，進而建立正確寄生蟲相。魚類寄主部分則區分性

別，測量並計算外部型態與內部臟器之多項指數，據此深入分析各種寄生蟲和特

定魚類寄主間之寄生關係。 

由於致病性以及對高價漁產品之斲傷力，魚類傳播之人畜共通寄生蟲，尤以

令聞者為之色變的海獸胃線蟲最受關注。我們亦鎖定此線蟲，分別從核酸和蛋白

質角度，探討其酵素和熱休克蛋白在環境壓力下之反應，特別是涉及漁產品運送、

加工與保存之抗凍能力，至今已從線蟲生活史獲得部分成果。 

回顧過往，我們系統化研究其寄生蟲之魚種數量，至今僅有海水生食用性魚

類 9 種，觀賞性魚類 2 種。至於多年性水域調查，對象亦僅有石門水庫上下游、

大漢溪流域內以鯉科魚類為主的淡水魚類而已。相較於台灣已知之兩千餘種魚

類，上述成果僅為滄海一粟。寄望政府科技、教育和漁業等主管機關，關注此領

域，訂定施政目標，提供資源，激勵學界投入研究並培養後續人才。畢竟「遲些

遠勝於無」，有做總比空白好。然而，若僅基於個人興趣，倚賴如我們這般不超

過十人的小團隊，努力探索鑽研並自行調配其他資源予以挹注，即使投入二十年

時間，所能累計之成果，僅如本篇綜述所示，難以更豐。  

幸而「千里之行，積於跬步」，力量雖微小，但積少成多，持之以恆，終能

有成；同時「萬里之船，成於羅盤」，偉大的成就則從朝向正確的目標開始。本

篇綜述正是我們認定方向，朝著目標，踏出若干跬步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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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綜述本研究團隊查明之台灣魚類寄生蟲相及感染參數 
 

魚種 數量 地點/時間 寄生蟲種 數量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隻/尾魚) 

平均豐富度 

(隻/尾魚) 

褐臭肚魚 

Siganus fuscescens 

30 
臺北野柳 

2000/10 
有鈎宮脂線蟲(Hysterothylacium aduncum) 未紀錄 

70.0 23.8 16.66 

31 
花蓮 

2000/10 
86.0 27.8 23.48 

白帶魚 

Trichiurus lepturus 

 

185 
宜蘭頭城 

2003/08~2004/05 

海獸胃線蟲(Anisakis simplex) 

前盲囊線蟲(Porrocaecum decipiens) 

有鈎宮脂線蟲(Hysterothylacium aduncum) 

帶魚針蛔蟲(Raphidascaris trichiuri) 

8610 95.6 48.6 46.5 

469 32.9 7.6 2.5 

367 55.1 3.5 1.9 

84 29.1 1.5 0.4 

185 
屏東東港 

2003/08~2004/05 

海獸胃線蟲(Anisakis simplex) 1102 65.9 9.0 6.0 

前盲囊線蟲(Porrocaecum decipiens) 240 37.3 3.5 1.3 

有鈎宮脂線蟲(Hysterothylacium aduncum) 176 39.5 2.4 1.0 

帶魚針蛔蟲(Raphidascaris trichiuri) 47 25.4 1.0 0.3 

花腹鯖 

Scomber australasicus 

369 
宜蘭南方澳 

2004/04~2005/03 

海獸胃線蟲(Anisakis simplex) 5630 93 16.4 15.3 

前盲囊線蟲(Porrocaecum decipiens) 39 

無數據紀錄 

0.1 

有鈎宮脂線蟲(Hysterothylacium aduncum) 573 1.6 

帶魚針蛔蟲(Raphidascaris trichiuri) 311 0.8 

250 
宜蘭 

2012/07~2013/06 

Anisakis pegreffii 287 

僅用於實驗，無統計數據 

Anisakis typica 50 

Anisakis paggiae 15 

Anisakis brevispiculata 2 

Anisakis physeteris 21 

A. pegreffii × A. simplex sensu stricto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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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種 數量 地點/時間 寄生蟲種 數量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隻/尾魚) 

平均豐富度 

(隻/尾魚) 

日本竹筴魚 

Trachurus japonicus 
480 

宜蘭大溪漁港 

2005/01~2006/04 

 

海獸胃線蟲(Anisakis simplex) 5912 98.96 12.1 12.0 

前盲囊線蟲(Porrocaecum decipiens) 219 13.13 1.4 0.5 

有鈎宮脂線蟲(Hysterothylacium aduncum) 13137 99.58 27.4 27.4 

帶魚針蛔蟲(Raphidascaris trichiuri) 2627 78.96 7.0 5.8 

孔腸科(Family Opecoelide) 

數量稀少 
新線宮吸蟲屬(genus Neohelicometra) 

竹筴魚摺膜吸蟲(Ectenurus traichuri) 

尼柏絛蟲屬(genus Nybeliinia) 

烏魚 

Mugil cephalus 

170 

基隆嶼海域 

2005/12~2006/12 

冬季 

海獸胃線蟲(Anisakis simplex) 121 22.9 3.1 0.7 

有鈎宮脂線蟲(Hysterothylacium aduncum) 5 1.8 1.7 0.03 

宮脂線蟲屬圓蟲(Hysterothylacium sp.) 3886 37.7 60.7 22.8 

帶巾線蟲屬圓蟲(Cucullanus sp.) 16 2.9 3.2 0.01 

活動新棘吻蟲(Neoechinorhynchus agile) 106 14.7 3.7 0.5 

鯔隱尾吸蟲(Aphanurus mugilus) 占整體複殖吸蟲 33~45%(每次採集) 

鮻肢盤吸蟲(Podocotyle lizae) 占整體複殖吸蟲 47~59%(每次採集) 

61 

基隆嶼海域 

2005/12~2006/12 

非冬季 

海獸胃線蟲(Anisakis simplex) 0 0 0 0 

有鈎宮脂線蟲(Hysterothylacium aduncum) 2 3.3 1 3.2 

宮脂線蟲屬圓蟲(Hysterothylacium sp.) 3 4.9 1 0.5 

帶巾線蟲屬圓蟲(Cucullanus sp.) 5 6.6 1.3 0.1 

活動新棘吻蟲(Neoechinorhynchus agile) 92 32.4 5.1 1.7 

鯔隱尾吸蟲(Aphanurus mugilus) 
非冬季並無採集到此 2 種吸蟲 

鮻肢盤吸蟲(Podocotyle lizae) 

243 

高雄海域 

2005/12~2006/12 

冬季 

海獸胃線蟲(Anisakis simplex) 106 23.9 1.8 0.4 

有鈎宮脂線蟲(Hysterothylacium aduncum) 8 2.5 1.3 0.03 

宮脂線蟲屬圓蟲(Hysterothylacium sp.) 16304 62.9 106.6 67.1 

帶巾線蟲屬圓蟲(Cucullanus sp.) 48 6.9 3 0.2 

活動新棘吻蟲(Neoechinorhynchus agile) 697 32.9 8.7 2.8 

鯔隱尾吸蟲(Aphanurus mugilus) 占整體複殖吸蟲 32~41%(每次採集) 

鮻肢盤吸蟲(Podocotyle lizae) 占整體複殖吸蟲 45~58%(每次採集) 



郭開晟、施秀惠 

34 
 

 

魚種 數量 地點/時間 寄生蟲種 數量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隻/尾魚) 

平均豐富度 

(隻/尾魚) 

雪花鴨嘴燕魟

Aetobatus narinari 
無紀錄 

花蓮 

遠雄海洋公園 

細睪枝單杯吸蟲 

Dendromonocotyle torosa 魟魚之吸蟲僅採集並用於實驗 

並無詳細統計取下之吸蟲數量 邁氏條尾魟 

Taeniura meyeni 
17 

短莖枝單杯吸蟲 

Dendromonocotyle pipinna 

短尾大眼鯛 
Priacanthus macracanthus 

952 

僅宜蘭大溪漁港 典型海獸胃線蟲(Anisakis typica) 

採集之寄生蟲感染數據為每個月份單獨紀錄 

論文中並無詳細記錄個別蟲種的數量 

宜蘭大溪漁港 

高雄東港 

2011/10~2013/04 

派氏海獸胃線蟲(Anisakis pegreffii) 

有鉤宮脂線蟲(Hysterothylacium aduncum) 

帶魚針蛔線蟲(Raphidascaris trichiuri) 

細偽類孔吸蟲(Pseudopecoeloides tenuis) 

海南合體雙吸蟲(Syncorpozoum hainanensis) 

大眼鯛指腺吸蟲(Lecithochiriump priacanthi) 

動殖科吸蟲(Dupliciporia lantern) 

僅高雄東港 牛首屬吸蟲(Bucephalus sp.) 

宜蘭大溪漁港 

高雄東港 

魚虱(Caligus absens) 

人形魚虱(Norion priacanthi) 

尖甲水虱(Nerocil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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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種 數量 地點/時間 寄生蟲種 數量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隻/尾魚) 

平均豐富度 

(隻/尾魚) 

蒲氏黏盲鰻 

(Eptatretus burgeri) 
66 

宜蘭大溪漁港 

2013/11~2014/06 

海獸胃線蟲，取 57 隻 

A. pereffii (n=51) 

A. typical (n=1) 

A. brevispiculata (n=1) 

A. pereffii×A. simplex s.s. (n=1) 

Hysterothylacium amoyense (n=3) 

252 48.48 7.88 3.82 

盲鰻刺魚蚤(Acanthochondria eptatreti) 90 63.64 2.14 1.36 

楊氏黏盲鰻 

(Eptatretus yangi) 
96 

海獸胃線蟲，取 15 隻 

A. pereffii (n=12) 

Anisakis. sp. (n=3) 

16 9.38 1.78 0.17 

盲鰻刺魚蚤(Acanthochondria eptatreti) 6 4.17 1.50 0.06 

沈氏黏盲鰻 

(Eptatretus sheni) 

81 

 

海獸胃線蟲，取 31 隻 

A. pereffii (n=5) 

A. simplex s.s. (n=1) 

Anisakis sp. (n=25) 

33 14.81 2.75 0.41 

盲鰻刺魚蚤(Acanthochondria eptatreti) 5 6.17 1.00 0.06 

臺灣黏盲鰻 

(Eptatretus taiwanae) 
22 

海獸胃線蟲，取 3 隻皆為 A. pereffii 6 18.18 1.5 0.27 

盲鰻刺魚蚤(Acanthochondria eptatreti) 1 4.55 1.00 0.05 

 
  

魚類品種 數量 地點/時間 寄生蟲品種 數量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白鰭飛魚 

Cheilopogon unicolor 
90 

臺東長濱漁港 

2017 與 2018 

4~6 月 

多睪似歪尾蟲(Loxuroides pleorchia n.sp) 2287 100.00 25.41 25.41 

匙狀連腸吸蟲(Syncoelium spathulatum) 27 16.67 1.8 0.3 

黑鰭飛魚 

Cheilopogon cyanopterus 
77 無 0 0 0 0 

斑鰭飛魚 

Cypselurus poecilopterus 
152 斑紋斧形蟲(Axine cypseluri) 466 71.10 4.32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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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種 數量 地點/時間 寄生蟲種 數量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隻/尾魚) 

平均豐富度 

(隻/尾魚) 

平頜鱲 

Zacco platypus 

49 大漢溪 

扁彎口吸蟲(Clinostomum complanatum) 

234 38.8 12.3 4.8 

1 三民溪 14 100 14 14 

臺灣石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7 大漢溪 200 28.6 100 28.6 

12 三民溪 72 75 8 6 

臺灣鏟頜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8 三民溪 193 37.5 64.3 24.1 

 

 

魚種 數量 地點/時間 寄生蟲種 數量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臺灣石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70 三民溪 

扁彎口吸蟲(Clinostomum complanatum) 

455 54.3 12 6.5 

54 湳仔溝溪 63 18.5 6.3 1.2 

29 後池堰 1 3.4 1 0.03 

臺灣鬚鱲 

Candidia barbata 

156 三民溪 417 12.8 20.9 2.7 

54 湳仔溝溪 27 18.5 2.7 0.5 

122 後池堰 1 0.8 1 0.01 

平頜鱲 

Zacco platypus 

11 三民溪 82 90.9 8.2 7.5 

40 湳仔溝溪 64 37.5 4.3 1.6 

152 後池堰 14 5.3 1.8 0.09 

粗首鱲 
Opsariichthys pachycephalus 

33 三民溪 119 51.5 7 3.6 

7 湳仔溝溪 35 71.4 7 5 

臺灣鏟頜魚
Onychostoma barbatulum 

2 三民溪 19 50 19 9.5 

唇䱻 

Hemibarbus labeo 

2 三民溪 1 50 1 0.5 

8 湳仔溝溪 1 12.5 1 0.1 

5 後池堰 4 20 4 0.8 

鯽魚 

Carassius auratus 
1 三民溪 1 100 1 1 

鯉魚 

Cyprinus carpio 
1 湳仔溝溪 14 100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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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抗真菌胜肽化合物的開發 
 

衛信樺 1、黃子傑 2、吳世雄 2,3、李宗徽 1,4,5,* 

1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漁業科學研究所 
2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化科學研究所 

3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4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 

5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通訊作者：(02) 33661828/thlee1@ntu.edu.tw 

 

一、前言： 

在後抗生素時代，由於過去多年來在醫療、畜牧和水產養殖上抗生素的持續

濫用，造成「超級細菌」(superbugs) 的爆發時有所聞 (Chen et al., 2010)，最終

一旦有抗藥性菌株造成疾病的大爆發，恐造成無藥可用的窘境，也預告了人體健

康的威脅，以及相關產業的浩劫，因此，如何找尋新型的強效且低副作用的抗生

素，乃當務之急，此外，近年來食安意識的擡頭，追求無抗的農漁牧產品乃時勢

所趨，使得在未來的相關產業中，如何降低抗生素的使用量，或研發出更安全的

抗微生物用藥，同樣是迫在眉睫 (Mishra et al., 2018)。過去，在新型抗生素的研

發進程中，抗微生物胜肽 (antimicrobial peptides, AMPs) 持續受到很大的關注，

相較於傳統的抗生素，抗微生物胜肽所具有的優勢為廣譜的抗菌效果 (He et al., 

2018)、低毒性 (He et al., 2018)、不易產生藥物殘留 (Oliva et al., 2018) 和抗藥

性 (Deslouches and Di, 2017) 等，可望成為環保的綠色藥物和飼料添加劑，其中，

由動、植物來源的抗微生物胜肽含量較低，提取和精煉的過程複雜，往往難以規

模量產，化學合成者又難保有天然的結構與活性，因此由微生物中找尋天然的抗

微生物胜肽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台灣四面環海，海藻資源豐厚，多種大型藻分布於潮間帶，長時間曝露於日

照、濕度、潮汐與鹽度等環境因子的巨大變動，以及為數眾多的微生物和草食動

物環伺的艱鉅環境下，能適應這樣惡劣的緊迫 (stress)，據推測可能與其藻體內、

外多樣的共 (寄) 生微生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Hsiao et al., 2017; Sarasan et al., 

2017)，鑑於此，本研究擬針對台灣東北角海域所採得的大型藻中，單離出其共 

mailto:thlee1@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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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生真菌，探討其產生天然抗微生物胜肽的潛力，接著分離、純化並鑑定出

抗微生物胜肽的結構，並評估各純質抗真菌活性的強弱，以為後續產業應用的參

考。 
 

二、材料與方法： 

2.1 研究之材料 

本研究初期包括：藻類採集、衍生真菌株單離、瓊脂培養、抗菌試驗和菌株

之分類等流程如圖一所示，並分別詳述於後。 

圖一、藻體中所含真菌株的單離、培養、抗菌試驗與菌種鑑定之流程。 

2.1.1 大型藻之採集 

採集地點為東北角一帶八斗子附近海岸，採得之藻體冷藏並迅速帶回實驗

室，於拍照、鑑種後，以備後續共 (寄) 生真菌的單離。 

2.1.2 真菌株之單離 

帶回之藻體以滅過菌的海水清洗數次，再以 75%酒精清洗數秒 (視藻種而定)，接著將藻體切

成約 0.5 cm2 小塊貼至選擇性培養基 (1/2 PDA + 100 ppm chloramphenicol) 上，然後逐日觀察

培養基，將切口處長出的菌絲接種至新的培養基 (1/2 PDA) 上，經反覆數次的分離後，始能

確認為純的菌株，接著菌株保種 (10% glycerol + 5% lactose in dd H2O) 於‒80 ºC 冰箱，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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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 

2.1.3 小量培養、萃取、抗菌篩選試驗與質譜分析 

菌株接種於 1/2 PDA 瓊脂培養皿中，於 25 ºC 培養二週後，挖取約 1.5 i.d. × 

0.5 cm 體積的菌塊，每一菌塊以 2 mL 甲醇萃取，所得萃出液利用紙錠擴散法 

(disk-diffusion method) 進行抗菌試驗 (Hans and Laurell, 1972)，將待測之粗萃液 

(100 ppm, 40 L) 滴於 8 mm i.d.紙錠 (Advantec, Japan) 上，於陰乾後，將紙錠

置於含病源菌的培養基上，於 37 ºC 培養 24 小時，接著觀察紙錠周圍的抑菌圈。

本實驗所使用的致病菌包括：新型隱球菌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SC5314) 和

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H99) 等。經活性測試具抗菌活性的菌株，粗萃液

再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 (LTQ Orbitrap XLTM Hybrid Ion Trap-Orbitrap,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Germany) 搭配活性分析，根據化合物二次質譜的斷裂型態判斷

粗萃物中是否含胜肽類化合物。 

2.1.4 真菌株之鑑定 

2.1.4.1 菌株之 DNA 萃取與定序  

具產抗真菌胜肽潛力的菌株培養於瓊脂培養基上，待菌絲與孢子長出後，刮

取少量孢子與菌絲，置入 1.5 mL 之離心管並加入 50 L 之 NaOH (0.5 N)，用滅

菌過的均質棒將孢子與菌絲磨碎均質化，而後將離心管放入離心機，轉速為

16000 g，持續一分鐘。取一新的 1.5 mL 之離心管加入 255 L 的 Tris buffer，並

將剛離心完的上清液取 5 L 加入已含有 255 L Tris buffer 的 1.5 mL 離心管中，

此部分為本實驗之 template。使用於 PCR machine 的樣品內容物為 10 mM 的

forward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為 ITS5 (5’-GGAAGTAAAAGTCAAGG-3’) 1 L、

10 mM 的 reverse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為 ITS4 (5’-

TCCTCCGCTTATTGATATGC-3’) 1 L、template 1 L、2x Tag 25 L 和 dd H2O 

23L，共 50 L。接著 PCR 的反應條件包括：1. 變性：94 ºC、20 秒，2. 接合： 

55 ºC、20 秒，3. 延伸：72 ºC、60 秒，計循環 25 次。於反應結束後，取 3 L 樣

品載入 agarose 並放置於環境為 2% TAE 的電泳槽中跑膠，以確認 PCR 步驟是

否成功，若成功就將 PCR 產物送至源資國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ri-I 

Biotech, Inc.) 進行 DNA 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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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菌株 DNA 序列比對與表型顯微鏡檢 

將菌株 DNA 定序結果上傳至 NCBI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網站，與資料庫進行 ITS 序列比對，並算出與已記錄菌株序列的相

似度，接著使用 MEGA 6.0.6 軟體進行真菌親源分析 (phylogenetic analysis)。此

外菌株的產孢構造以顯微鏡鏡檢，並與已知菌株的表型進行比對、分析外，與上

述 DNA 序列比對的結果相互輔證。 
 

2.2 研究之方法 

2.2.1 菌株的擴量培養，以及活性胜肽的分離、純化與鑑定 

改變不同的液態培養基、各種不同固態基質、不同鹽度、重金屬種類、震盪 

(shaking) 的有無、不同溫度、光照的有無、打氣 (aeration) 的有無等組合，先進

行培養條件的最適化後，即加以擴量。菌株培養於恆溫 25 ºC 培養箱，培養約一

個月後收成，液態培養液以乙酸乙酯進行分配萃取，萃出物以管柱進行粗分，若

欲以分子量進行劃分則採 Sephadex LH-20管柱，若欲以極性大小劃分，則採 silica 

gel (或 Diaion HP20) 來進行分離，所得分液以抗菌篩選平台來進行導引，接著

以 HPLC/RI 搭配半製備管柱 (250 × 10 mm) 針對有活性的分液進行純化，待純

質收集至 mg 以上的量後，即進行 NMR 圖譜的測量，若發現化合物純度不足時，

再回到 HPLC 進行二度純化。 

2.2.2 化合物純質的鑑定 

所得化合物純質溶於適當的氘代溶煤中，確定化合物能完全溶解，初期先以
1H NMR 與 13C NMR 檢視化合物的純度與含量，並作初步的解析，必要時再測

定二維核磁共振譜，包括: COSY、HMQC、HMBC (H2BC) 和 NOESY (ROESY) 

等，以進行完整之解析，其他的光譜數據如：質譜 (LR/HR)、紅外光譜、紫外光

譜和旋光度等在輔助結構的解析上仍不可或缺，此外，胜肽鏈的序列以二次質譜

分析進行排序驗證。 

2.2.3 抑菌試驗 

2.2.3.1 菌株的培養  

依 Wieczorek 等人所建立的方法 (Wieczorek et al., 2016)，所使用的致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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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SC5314) 和新型隱球菌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H99) 等。培養基為 YPD (1% yeast extract, 2% peptone 和 2% glucose)、

defined medium 199 (Invitrogen) 與 yeast carbon base-bovine serum albumin。菌株

培養於 37 ºC、24 小時，供後續實驗使用。 

2.2.3.2 最小抑制濃度試驗 

各純質的最小抑菌濃度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測定依臨

床與實驗室標準流程M27-A3來進行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adards Institute, 

2012)，將待測樣品用Mueller-Hinton培養基進行微量稀釋，最終濃度範圍為 0.25‒

64 g/mL，之後把病源菌液注入稀釋後的樣品，空白對照組為 Mueller-Hinton 培

養基。將樣品維持在 37 ºC 靜置 24 小時，以 600 nm 波長檢測其吸光強度，並計

算其最小抑制濃度 (MIC)。以臨床用藥 caspofungin (purity ≥ 97%, Sigma-Aldrich) 

作為本研究的正控制組。 

 

三、結果與討論： 

3.1 活性菌株的單離與鑑種 

本研究自近千株真菌中，分別自腸石髮  (Ulva intestinalis) 和寬珊藻 

(Mastophora rosea) 單離得兩株具抗菌活性的真菌 (表一)，經 ITS 與親源分析，

確認其學名分別為 Acremonium tubakii 和 Trichoderma brevicompactum，經活性

平台與串聯質譜分析、篩選，確認皆會產生抗真菌胜肽類化合物。 

表一、自大型藻中單離、篩選出產抗真菌胜肽之菌株。 

Strain 

No. 
Scientific name Host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 

(Inhibition zone) 

NTU60 Acremonium tubakii Ulva intestinalis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 

NTU439 
Trichoderma 

brevicompactum  
Mastophora 

rosea 

Candida albicans, +++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 

a Inhibition zone (diameter): +++ > 10 mm 

 

3.2 抗真菌胜肽化合物的分離與解構 

Acremonium tubakii NTU60 的液態醱酵 (30 g malt extract and 5 g pepto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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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液經一系列的乙酸乙酯萃取與 Sephadex LH-20 (2.5 i.d. × 66 cm) 的粗分，共

收得 42 管分液，其中#fr.12‒16 經半製備 HPLC 管柱 Thermo Hypersil HS C18 (10 

i.d. × 250 mm) 搭配折射率偵檢儀的純化，得到化合物 1‒4，經核磁共振譜、質

譜和紅外光譜的解析，並與已知文獻 （Schiell et al., 2001）進行比對，確認其結

構為由 16 個胺基酸所組成的直鏈胜肽 cephaibols A (1)、B (2)、C (3) 和 E (4) (圖

二)。 

圖二、化合物 1‒4 的結構。 

Trichoderma brevicompactum NTU439 的液態醱酵 (30 g malt extract and 5 g 

yeast extract/L) 培養液經一系列的乙酸乙酯萃取與 Sephadex LH-20 (2.5 i.d. × 66 

cm) 的粗分，共收得 36 管分液，其中#fr.12‒14 經半製備 HPLC 管柱 Phenomenex 

Luna C18 (10 i.d. x 250 mm) 搭配折射率偵檢儀的純化，得到化合物 5‒7，經核磁

共振譜、質譜和紅外光譜的解析，並與已知文獻 （Oh et al., 2000; Peggion et al., 

2004）進行比對，確認其結構為由 20 個胺基酸所組成的直鏈胜肽 atroviridins A 

(5)、B (6) 和 amamethicin F50/5 (7) (圖三)。 

圖三、化合物 5‒7 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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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胜肽純質的抗真菌活性 

化合物 1‒7 針對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SC5314) 和新型隱球菌 

(Cryptococcus neformans H99) 的最小抑制濃度 (MIC) 如表二所示，atroviridin B 

(6) 對於白色念珠菌有顯著的抑菌效果，其最小抑菌濃度為 4 g/mL；cephaibol 

A (1)、atroviridin B (6) 和 amamethicin F50/E (7) 皆對於新型隱球菌有顯著的抑

菌效果，其最小抑菌濃度為 8 g/mL，甚至較臨床用藥 caspofungin 的效果來得

強。 

表二、化合物 1‒7 對於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SC5314) 和新型隱球菌 (Cryptococcus 

neformans H99) 的最小抑制濃度 (MIC)。 

 

Compounds 

MIC (g/mL) c,d 

C.a.a C.n.b 

Cephaibol A (1) 32 8 

Cephaibol B (2) 32 16 

Cephaibol C (3) >64 32 

Cephaibol E (4) >64 32 

Atroviridin A (5) >64 >64 

Atroviridin B (6) 4 8 

Amamethicin F50/5 (7) 64 8 

Caspofungine 0.25 16 

aCandida albicans SC5214; bCryptococcus neformans H99; c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d數據由台大植微系陳

穎練博士協助提供; e正控制組。 

 

四、結語： 

自微生物中找尋天然的抗菌胜肽化合物有幾個優勢：一、微生物可藉由醱酵

的方式，在短時間內大量生產抗菌肽，易於產業化，二、可藉由培養條件的優化，

或挑選特定品系，大量生產某特定胜肽化合物，三、與傳統抗生素聯用，可降低

抗生素的使用量外，亦可加寬抗生素的抗菌譜，四、較傳統抗生素來得安全，且

不易造成殘留與抗藥性，五、抗菌胜肽化合物除了可用來抗菌外，對於養殖生物

可能另有免疫調節和促進生長的功能，六、已知的結構類似物含有 D-form 或特

殊胺基酸-aminoisobutyric acid，結構上較為穩定，不易被蛋白酶所降解。本研

究中自本土大型藻所單離、鑑定出的兩株共 (寄) 生真菌，其抗真菌胜肽化合

物的產率皆相當高，且化合物純質在抗真菌的效價上皆相當顯著，在未來，該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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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及其醱酵產物能否實際應用於水產養殖或相關產業上，仍待更多的田間試驗

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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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䱛漁業生物學研究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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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2.國立臺灣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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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黑䱛地理分布相當廣泛，東西橫跨兩大洋，西起印度洋東至西太平洋區，

非洲東岸(Fennessy, 2000)、印度、菲律賓、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北起

黃海，南至澳洲北部之溫帶、熱帶海域，經度則橫跨約 91°、緯度縱跨約 66°(Sasaki, 

2001；上城, 2016)。曾有研究將西太平洋海區之黃海、東海、中國福建沿岸至台

灣北部之黑䱛分成三大系群，台灣北部至中國沿岸海域為三大系群之一(松井, 

1951；Hwang and Chen, 1984)，台灣除北部海區外，周邊沿海區域亦有黑䱛分布

(台灣魚類資料庫, 2018)。 

黑䱛之外貌特徵為典型之石首魚科的外型，體表呈現銀灰色，體延長，側

扁。口裂大且具有牙齒，口部內側為黑色，端位，傾斜，吻不突出，上頜稍長

於下頜，具兩鼻孔，卵圓形後鼻孔較圓形前鼻孔大，尾柄細長，尾鰭為楔形。

體內具有一對大型耳石，腹部具有魚體特化之發音肌，能夠藉由快速收縮能與

泳鰾共振產生鳴音，此聲音的產生推測可能與生殖行為有關 (李, 2002)。 

在生物學分類歷程中，1911 年 Jordan 以及 Thompson 曾將黑口命名為

Atrobucca nibe 、Argyrosomus nibe 、Nibea nibe  以及 Sciaena nibe 等名稱，最

終黑䱛被歸類於石首魚科 Sciaenidae 、黑䱛屬 Atrobucca 、黑䱛種 nibe ，因此 

Atrobucca nibe 為其接受名，其餘皆為黑口異名。由於黑口外觀與其他石首魚類

相似，因此歷史上也出現錯誤應用的名稱，如 Sciaena marleyi、 Atrobucca marleyi 

以及 Johnius sina (台灣魚類資料庫, 2018)。 

黑䱛與大部分石首魚之生態棲息習性相似，以砂泥底、近海沿岸較深海域

為其棲息場所，棲息深度範圍在 45-200 公尺，然而黑䱛的棲息水域並非一成不

變，有研究發現，成魚個體大多棲息於較深水域(Hwang and Chen, 1984)，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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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季時會移往較淺水域(松井, 1951) 。在生態位階上為肉食性魚類，以追逐小

型游泳生物為食，如小魚、小蝦蟹等，日本之東海研究報告中的胃內容物分析

結果發現黑䱛捕食大約 35種餌料生物，包括魚類，甲殼類動物和軟體動物，其

中，以捕食小蝦為主，其次是磷蝦(佐藤, 1974）。此外，本魚種在生殖期前數月

攝食情形有減緩跡象，生殖期則幾乎不進食(Hwang and Chen, 1984；張, 2008)。 

黑䱛不論是在日本或是台灣皆有一段很長的開發歷史，亦為重要之底棲性

魚類高經濟性魚種，在日本主要以生魚片、煎、烤、炸等方式進行烹調，而台

灣亦有俗語形容黑䱛的高經濟性。除了在日本、台灣具有長久的黑䱛使用歷史

外，在阿曼(Oman)亦為重要的海洋生物資源，但在該國家使用小型魚體的情況

並不常見，為了有效利用漁業資源，該國家主要利用黑䱛的方式為製成有營養

價值之魚糜(surimi)或魚末(minced) ( Shekarabi, et al., 2014)。 

黑䱛雖為重要之漁業資源，但在過去漁業管理意識尚未普及的年代，該資

源受到過度捕撈，日本於二次大戰後，黑䱛漁獲量曾達顛峰 13,000噸，1958年

後漁獲量急速下降，到了 1967年漁獲量只剩下 1,000噸(山田, 2018)；在台灣黑

䱛過去是生產量最多之石首魚類,全年漁獲量於 1978 年達高峰八千餘噸，1993

年降為兩千餘噸，2000年後則維持在三至六百餘噸(Hwang and Chen, 1984)。海

洋漁業資源過去因尚未建立良好管理、保育制度及觀念而捕撈過度，導致近年

漁業資源枯竭。黑䱛分布廣泛，許多國家皆有利用黑䱛資源，然而過去漁業制

度執法不夠落實，導致黑䱛殘存率、漁獲量皆有下降的趨勢(Hwang and Chen, 

1984；張, 2008)。若要達成良好的管理，必須充分了解管理對象資源之生物特性，

因此本篇文章彙整歷年來黃海(Yellow Sea)、東海(East China Sea)、台灣北部海

域(North Taiwan)、宜蘭龜山島海域(North East Taiwan)、台灣東港海域(South West 

Taiwan)、南非東岸(South East Africa)等各海域黑䱛相關文獻，彙整、分析與比

較該資源漁業生物學研究的特性，以供未來近一步研究之用。 

 

二、黑䱛漁業 

漁民進行漁獲時會依據對象魚種棲息環境之底質型態、水域深度使用有效

的漁法來捕捉，由於黑䱛棲息在泥沙環境之底質水域，主要捕獲方式為底拖網，

其他漁具如流刺網、釣具類以及定置網等漁具也可以用來捕抓黑䱛。黑䱛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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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被捕獲，但各月別漁獲量以及主要漁獲體長頻度略有不同，黃海、東海海

域具有兩個盛漁期，分別為 3~7 月春季及 10~11 月秋季盛漁期；台灣北部海域

亦有兩個盛漁期，(一)為 5-7月之夏季盛漁期，(二)為 10月至隔年 1月之冬季盛

漁期，此兩盛漁期之主要漁獲體長頻度不同，夏季盛漁期之大體長個體較多，

冬季盛漁期之小體長個體較多，其原因為小型個體加入所造成；龜山島海域主

要盛漁期為 11月至隔年 1月，生殖季可捕獲較大型個體(松井, 1951；劉、陳, 1954；

Hwang and Chen, 1984)。此外，除了不同時期捕獲之體長不同之外，不同漁場如

緯度、深度之捕獲體長頻度亦不同，在黃海、東海的研究中發現體長頻度有愈

往北愈大型的現象，不同月別之漁獲深度亦有差異，黃海、東海漁場各月別漁

獲深度顯示 5~6 月的生殖期漁獲深度較淺，約在 50~80 米深，4、10~11 月則是

有較多的魚在較深的水域 80~95米被捕獲(松井, 1951)。 

 

三、成長 

黑䱛體型屬於紡錘型、體型中等、成長速率相對較慢的魚種，過去文獻顯

示漁獲體長在不同水域、年代間略有差異，捕獲體長範圍在 9~55公分區間，各

海域漁獲體長範圍分別為東海、黃海海域:10~50 公分、台灣北部海域:10~35 公

分、龜山島海域:5~55 公分、東港海域:15~42 公分、南非東部海岸:5~55 公分。

其中主要漁獲體長分佈為 15~25公分(約 2~3歲)為主 (圖一) 。其體重與體長關

係式中，不同海域、性別以及年份所推估的參數略有不同，k 值範圍介於

2.906~3.463，參數 b數值由高緯度海域到低緯度海域逐漸減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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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各海域、各年、各研究底拖網漁業捕獲之黑䱛體長分布圖。 

 

表一、 各海域黑䱛體重與體長關係式。 

 

 

海域 體重與體長關係式 出處 
黃海、 東海 W=2.03×10-3 L

3.463
 松井, 1951 

東海 W=2.84×10-3 L
3.220

 佐藤, 1963 

台灣北部海域 W=6.39×10-4 L
3.207

 劉, 1954 

台灣東北部海域 W=1.41×10-3 L
2.934

  Hwang and Chen, 1984  

台灣東北部海域 W=6.92×10-3 L
3.100

 張, 2008 

台灣西南部海域 W=1.21×10-3 L
2.968

 蔡, 1993 

台灣西南部海域 W=2.00×10-2 L
2.9067

 蕭等, 2017 

n=1,894 

(張, 2008) 

n=3,678 

深水域 

淺水域 

n=4,164 

n=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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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魚類鱗片、耳石等年齡形質中的年輪可以獲得相對年齡，並可以回推

年輪形成之逆算體長，不論是鱗片或耳石輪紋均為一年形成一輪，輪文形成期

約在春夏之際，鱗片與耳石可判讀的年輪為 1~9輪(佐藤, 1963、張, 2008)。利用

年齡形質進行各輪推估體長在各研究形質、海域、年份略有不同，在此綜合各

文獻年齡逆推估體長，並計算其加權平均，第一輪到第九輪體長分別為 11.2、

18.1、24.2、28.4、31.4、34.1、36.2、37.8以及 39.0 cm (表二)。獲得年齡逆推估

體長後可利用 Ford-Walford 定插圖法估計的 von Bertalanffy 成長參數，極限體

長(𝐿∞)介於 43.2~53.38 cm，體長為零之年齡(𝑡0)介於-3.54~0.16，成長速率參數(k)

介於 0.183~0.275之間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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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殖 

黑䱛性別不易從外觀進行辨識，需藉由生殖腺肉眼觀察加以區別，過去研

究將卵巢分成四階段：未熟期(immature)、成熟中(maturing)、已成熟期(maturity)、

已排卵期(spent stage)，精巢分三階段：未熟期(immature)、成熟中(maturing)、成

熟期(maturity stage) (蕭等, 2017)，或將卵巢分成六階段：未成熟期(卵巢小、呈

透明膠狀)、發育期(卵巢擴大、橙黃色粒狀，發育之卵可以看見)、姙娠期(已成

熟，成熟卵可施以外力擠出卵巢)、產卵期(以輕之壓力可擠出卵粒)、產後期(卵

巢鬆軟，少數透明卵留存朝內，巢皮充滿血管)、終息期(卵巢堅實，成紅色膠狀)；

精巢分四階段:未成熟期(精巢成線狀)、潛伏期(精巢稍微擴大)、成熟期(白色精

液可用壓力自精巢內壓出)、排後期(精巢縮小) (劉、陳, 1954)。雖該二篇文獻區

分生殖腺發育的階段有差別，但後者之雌性發育分類階段：姙娠期、產卵期等

同於蕭之已成熟期(maturity stage)，以及產後期、終息期等同於已排卵期(spent 

stage)。 

透過生殖腺外觀或是組織切片可以判斷該生殖腺是否處於發育或是成熟階

段，並搭配 logistic curve (King, 1995)估算性成熟達 50%的體長大小，或是利用

生殖腺指數：GSI=[(生殖腺重/體重)×100]依趨勢變化情形，皆可推估族群的成熟

體長。各海域各年份黑䱛族群推估之雌性成熟體長範圍介於 22.1~31.0 cm，雄性

成熟體長範圍介於 17.4~24.3 cm (表四)。 

各海域、月份性比略有差異，唯接近 0.5，部分海域雌性略大於雄性，亦有

海域多數月份雄性略大於雌性的情形發生(表五)。生殖期可透過生殖腺指數或是

生殖腺外觀來判斷個體的成熟狀態，黑䱛生殖期依據不同海域生殖期以及長度

略有不同，一年中生殖季只有一次，主要為 4~6月(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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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各海域漁獲個體之體長頻度受到系群、海域、季節、漁具選擇性、漁民篩

選而造成差異。歷年各海域研究結果所示，透過底拖網捕獲黑䱛體長範圍為 9~55

公分區間，雖然各海域皆能捕獲小、中、大體長之個體，但體長頻度隨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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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區以及作業深度會有不同的分布情況。早期年代 1951、1975 高緯度的黃海、

東海海域可以捕獲到較多體長較大的個體；中低緯度之台灣海域捕獲到相對較

小的個體，該結果與過去 1951年松井研究中所發現之不同緯度漁場，高緯度漁

場有較多大型體長個體分布有一致，此外，南非東岸研究結果顯示，在較淺的

水域捕抓到較多的小、中體型個體，大型個體大多在較深水域(深度>200m)捕獲，

該結果亦呼應 Hwang and Chen (1984)之論述。生物隨著時間成長、外在型態以

及食物位階的改變，其餌料生物、所棲息的環境亦有可能不同(Vane, et al., 2018)，

因此推測因不同緯度、深度所造成之體長頻度差異可能為不同體型大小對於不

同棲地選擇所造成的差異。 

鱗片、耳石等年齡形質皆紀錄著個體生活史中因環境變動、生長速率不同

而反映的不同寬窄之輪紋，透過個體形質的輪紋數、體長可以計算個體相對年

齡、以及回推體長。不同的形質在研究的應用上各有優缺點，一般來說，因耳

石在個體卵階段即形成，且位於內耳不亦受壞在環境干擾，相較鱗片來說精密

度較高。在本篇研究中，兩種形質皆可以判讀 1~9 輪，且 5 輪以前各輪紋推估

之逆推體長非常相近，而黑䱛主要漁獲族群分布年齡群為 2~3 歲，因此兩種形

質若要運用在漁業管理評估方面之黑䱛族群之成長速率參數推估皆為有效之年

齡形質。初始假設形質之核心區、第一輪位置判別會影響到後續之年齡判斷，

劉、陳(1954)利用鱗片推估之體長相比其他研究差異較大，若將第一輪判讀為核

心區、第二輪為第一輪，以此類推，其所推估之體長及與其他研究相似，此外，

在其研究文獻中發現作者的鱗片測量軸並未從鱗片核心區開始測量，因此導致

誤差。 

不同的成長環境如溫度、鹽度、餌料豐富度、族群密度、性別…等，皆可

能會影響到個體之成長，本篇文章整理之過去各海域、年代之黑䱛成長參數，

在相同推估方法下，似乎在不同緯度之成長速率略有差異，且成長速率隨緯度

減少而下降、極限體長隨緯度減少而上升。  

魚類的卵巢可依據細胞發育的情況，以及排卵的方式來區分為三種基本形

式(Murua, 2003)，即(1)同步成熟型(Synchronous):卵巢內卵細胞的發育成熟時間

以及排卵時間完全一致，且無未成熟細胞補充，此魚種一生只產一次卵，如鮭

魚、鰻魚、以及石首魚類之 Atlantic croaker ； (2)分批同步成熟型 (Group 

synchronous):卵巢內可以發現至少兩批不同成熟階段的卵細胞同時存在，而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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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區的卵細胞卵徑會遠大於同生殖腺中其他區域的卵細胞，只有發育最成熟的

卵細胞會排出，此行魚種通常一年產一次卵，而且生殖期較短，如石首魚類

Argyrosomus regius；(3)以及非同步成熟型(Asynchronous):卵巢內可發現同時存在

不同成熟階段的卵細胞，此行魚種在一年之中通常會有數次產卵的情形，為多

次產卵型，如石首魚類之 Otolithes ruber 、Johnius borneensis 以及 Cynoscion 

regalis，回顧過去蕭等(2017)之研究表示依據在同一卵巢中具有兩種不同成熟階

段之卵細胞、卵徑大小具有兩個優勢群，且生殖季外之生殖腺成熟指數保持低

值，將黑䱛之產卵型態歸類於分批同步成熟型，然而此證據稍嫌不足，過去

Dadzie(2007)提供石首魚類 Otolithes ruber 卵巢組織切片，在同一幅卵中拍到不

同成熟階段之卵並以此推測其為非同步成熟型，因蕭等(2017)其所提供之卵巢組

織切片圖並未清楚拍攝到同幅卵中具有兩種不同成熟之卵母細胞，因有關於黑

䱛之產卵型態尚待後續研究加以釐清。 

黑䱛各海域性比各月份、各海域略有不同，性比接近於 0.5，但部分海域各

月份雌性數略大於雄性數，然而亦有海域多數月份雄性數略大於雌性數的情形

發生(表 5)，這些差異來源推測主要來自取樣偏差，例如有些研究單月樣本數甚

至≦3尾(張, 2008)。 

生殖期可透過性成熟指數或是生殖腺外觀來判斷個體是否處於欲生殖狀態，

黑䱛生殖期依據不同海域生殖期以及長度略有不同，一年中生殖季只有一次，

主要為 4~6月(表五) ，然而東港海域之生殖期相對其他海域較早、較長(蔡, 1993)。

生殖季受到生物棲息水域最適溫度的影響，因此魚類會改變牠們的繁殖季節，

已讓他們的下一代可以成長在最適合的溫度環境(Shoji, et al., 2011)。 

不同的成長環境如溫度、鹽度、餌料豐富度、族群密度、漁撈壓力、性別

皆可能會影響到個體之成熟體長，成熟體長的判斷方式為計算族群之 50%成熟

體長或是成熟係數的增加速率，不論是透過 50%成熟體長或是成熟係數獲得之

成熟體長，黑䱛之成熟體長雌魚主要在 23~25 公分、雄魚主要在 17~20 公分，

惟 2014年東港海域之族群成熟體長差異較大(蔡, 1993)。 

 

六、結語 

本篇文章蒐集以西太平洋為主的黑䱛文獻，並針對黑䱛之體長分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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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殖等研究進行探討，其中不同海域、年代之黑䱛成長參數具有梯度變化、

台灣西南海域之生殖期、性比與其他海域相比差異較大，推測台灣西南海域之

黑䱛族群可能與台灣北部、東北部有某種程度之分離情形出現，惟一般之漁業

生物資料所呈現之結果是比較粗略的，因此，未來有待引入更精密分析比較方

法，如粒線體 DNA、穩定同位素分析法，以探討黑䱛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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