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31
12109



 i 

目 錄 

目錄  i 

鱸鰻營養與保健功效分析 韓玉山、黃大恆、陳

立涵、黃怡誠 
1 

台灣河川的生態管理現況與展

望 

韓玉山、吳鎧任 
15 

日本鰻鰾線蟲的跨國感染 曾萬年 20 

臺灣淡水鰻種類 曾萬年 24 

台 灣 本 地 產 原 甲 藻 株 

(Prorocentrum spp.) 之親

緣關係初探 

  葉子緯、盧重光、 

  李宗徽 

29 

解析海水魚和淡水魚寄生蟲為

害孰重？ 

  施秀惠 
39 

海洋保護區之類型、功能與發展   榮駿豪、高珮雅、   

  張惟哲、李英周 
47 



臺大漁推‧第三十一期‧(2020)1~14 鱸鰻營養與保健功效分析 

1 

鱸鰻營養與保健功效分析 

 

韓玉山 1,2,*、黃大恆 3、陳立涵 1、黃怡誠 1 

1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2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 

3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研究所 
*通訊作者：(02) 33663726/yshan@ntu.edu.tw 

 

    在淡水鰻魚中，在東亞一直以來都是以日本鰻 (Anguilla japonica) 作為主要

的食材，日本人在夏天時，尤其是”土用丑之日” (鰻魚節)，會特別食用鰻魚以消

除疲勞，是營養價值極高的魚。近年來日本鰻產量因鰻苗數量不足，導致價格高

昂，因此興起了鱸鰻 (A. marmorata) 的養殖。過去鱸鰻在台灣被列入保育類，

長達二十年之久，在黑市價格極高。2009 年 4 月 1 日起，農委會公告將鱸鰻自

保育類名單中除名，在老饕眼中一向被視為珍饈的鱸鰻，再也不是難以接近的天

價食材。除了其極高的營養價值之外，鱸鰻體型大，適合藥燉、乾煎、三杯、涮

涮鍋等各種不同方式料理，風味甚至還在日本鰻之上，因此受到華人世界的普遍

歡迎，可說是食補的聖品。因此，鱸鰻的養殖與食用推廣，甚至在醫療保健上之

用途，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自古以來，鰻魚即被視為養生與醫療良品，最早在晉朝的《名醫別錄》中，

即指出鰻魚主治五痔瘡瘻 (痔瘡)，殺諸蟲。唐朝的《必效方》、《外臺祕要方》以

及《名醫錄》中，指出鰻魚可療濕、腳氣腰腎間濕、風痹 (風溼性關節炎)；患諸

瘡瘺癧腸風人 (痔瘡)，宜長食之；療蜎心痛 (血吸蟲感染)；乾鰻鱺魚脂以塗之，

一塗便愈，難者不過三塗之 (鱸鰻油可消炎)；療婦人帶下百病 (婦科疾病)；療

一切風瘙如蟲行 (過敏) 等等。五代的《日華子本草》中，指出鰻魚可治皮膚惡

瘡疥疳痔。治勞補不足，暖腰膝 (活血)，起陽 (壯陽) 等。宋朝的《太平聖惠方》

與《証類本草》中，指出鰻魚可治骨蒸勞瘦 (肺結核)；宋代《稽神錄》中曾記載: 

金山 (今江蘇鎮江) 有人病瘵 (應為肺結核)，相傳死者數人。取病者置棺中，棄

於江以絕害。流至金山，漁人引起開視，乃一女子，猶活。取置漁舍，每日以鰻

鱺食之，遂愈，因為漁人之妻。明代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中，歸納了歷代鰻

魚所主諸病，其功在殺蟲去風；治小兒疳勞及蟲心痛；燒灰敷惡瘡；燒熏痔瘻，

殺諸蟲。明代《本草匯言》與《神農本草經疏》中，指出鰻魚消疳 (營養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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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瘵 (肺結核)，殺諸蟲之藥也；以五味、蔥、薑、椒、韭烹製得宜，食之又能補

腎臟，壯虛羸 (壯陽)；燒煙辟蚊，熏屋舎竹木斷蛀蟲，置骨於衣箱中斷蠧，其殺

諸蟲之驗可證矣。日本醫書《本朝食鑑》與《掌中妙藥集》中亦記載，鰻魚滋補

腸胃、祛濕熱、排毒、美容、補腎、改善過勞、治療風寒、腳氣病、惡瘡、腰痛、

小兒腹瀉、婦科問題等；吃鰻魚肝可以治療夜盲症。綜合古代醫書上之記載，顯

然鰻魚具有強身健體、抗過敏、消炎、殺蟲、治肺結核、治療痔瘡、活血和壯陽

等等之多重功效。鰻魚產於我國長江以南沿海地區，有「水中人參」之美譽，民

間一直流傳著給產婦、兒童、傷病體弱者吃鰻魚進補的習俗。因此，為了進一步

深入探討鰻魚在養生上與醫療上之功效與機制，本實驗室與運鮮生物科技合作，

深入探討:  

(1) 鱸鰻精與鱸鰻油對人體潛在功效之問卷調查分析 

(2) 鱸鰻之營養價值分析 

(3) 鱸鰻油對人體腸道菌相之影響 

(4) 鱸鰻油抗發炎之機轉研究 

 

(1) 鱸鰻精與鱸鰻油對人體潛在功效之問卷調查分析 

    運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自家養殖之無毒鱸鰻，藉由高科技小分子萃

取技術，製成水相之鱸鰻萃取液 (鱸鰻精) (圖一) 與油相之萃取液 (鱸鰻油) (圖

二) 產品銷售，已歷時數年，累積許多愛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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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鱸鰻精 

 

 

圖二、鱸鰻油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法，分析食用至少 3 個月以上者，食用前後之自訴感

受。問卷共回收 107 份，其中每天僅使用鱸鰻油者為 18 人，每天僅食用鱸鰻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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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 12 人，每天同時食用鱸鰻精與鱸鰻油者為 77 人。在每天僅食用鱸鰻油之

族群，以眼睛健康改善 (如飛蚊症、老花、流眼淚等) 之自訴占比最多 (39%)。

在每天僅使用鱸鰻精之族群，以體力精神增加之自訴占最大宗 (83%)。在每天同

時食用鱸鰻精與鱸鰻油之族群，功效自訴顯然較為多元，以體力精神增加占比最

多 (45%)，其次為心血管與循環方面之改善占約 35%，再其次為過敏氣喘免疫

方面之改善 (21%)，睡眠方面之改善 (16%)，眼睛健康改善 (14%)，傷口癒合較

快 (12%) (圖三)。由分析結果可知，鱸鰻油之主要功效似乎集中在眼睛相關之改

善，可能與鱸鰻油含有豐富之 DHA/EPA，以及脂溶性維生素 (A、D、E、K) 有

關，將在下節分析。而鱸鰻精之主要功效則集中在體力精神增加為主，可能與其

富含游離氨基酸與其他小分子有關，將在下節分析。而若每天同時食用鱸鰻精與

鱸鰻油，其功效似乎有加成作用，自訴改善範圍明顯擴增，與古代醫學記載不謀

而合，具有強身健體、抗過敏、消炎、活血等等之功效。 

 

 

圖三、同時食用鱸鰻精與鱸鰻油之自訴改善面向分析 

 

(2) 鱸鰻之營養價值分析 

    為了比較分析鱸鰻具有的營養價值，本研究將養殖 (取自運鮮企業) 和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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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捕自宜蘭) 的鱸鰻、日本鰻、陸上禽畜製品 (牛、羊、豬、雞 )、以及吳郭魚

進行一般營養成分以及脂肪酸組成的比較。由表一中結果可知，鱸鰻與日本鰻一

般營養成分與脂肪酸組成，數值多在伯仲之間，但鱸鰻的鈣含量則為日本鰻的 2

倍，日本鰻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總含量雖較鱸鰻為低，但兩者 DHA 與 EPA 含

量則相當。而鰻魚與其他禽畜肉品相比，熱量並不高，蛋白質含量與之相當，油

脂含量較雞胸肉與豬里肌肉為高，但低於牛小排。在飽和脂肪酸方面，則可看出

不論是鱸鰻或是日本鰻，相較於禽畜類肉品可說是相當的少，而不飽和脂肪酸含

量則較高。ω-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包括 α-次亞麻油酸 (α-linolenic acid，ALA)、

二十碳五烯酸 (eicosapentaenoic acid，EPA) 及二十二碳六烯酸 (docosahexaenic 

acid，DHA) 等。鰻魚肌肉中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中，EPA+DHA 含量為 9%左右，

遠高於青魚 1.40%、鯽魚 5.30% 和鯉魚 2.30%。鰻魚 EPA 與 DHA 含量明顯

高於各式禽畜類肉品，在魚類中亦是出類拔萃。ω-3 脂肪酸 DHA、EPA 主要含

在深海魚類的肝臟與脂肪中，而鰻魚為淡水性魚類，肌肉中卻含有高量的 DHA、

EPA，是很特殊的現象。此外，鰻魚維生素 A 含量為禽畜肉品百倍以上，維生素

E 含量則為禽畜肉品十倍以上，顯然鰻魚油脂中富含脂溶性維生素。鱸鰻肉中亦

含有高量的鈣質，為一般禽畜肉品 10 倍以上。整體來說，鰻魚肌肉水分含量少，

含有較多的蛋白質和脂肪酸，可作為優質蛋白質及脂肪酸來源，是一種營養組成

合理，符合人體需要，肉質鮮甜的魚類，具有很高的食用價值以及一定的保健作

用。 

    攝食 ω-3 脂肪酸具有調節血脂、抗發炎、預防動脈粥樣斑塊、降低心血管

疾病等作用。另外，研究指出，長時間攝入過多 ω-6 比例較高的高脂膳食可能誘

發炎症，增加 ω-3 PUFA 攝取比例則可有效拮抗 ω-6 PUFA 之發炎作用，降低代

謝疾病的患病風險。鰻魚肌肉脂肪酸中，ω-3/ω-6 比值為 1.02，更適宜人體健康。

維生素 A 又稱為視網醇，具有促進生長、保持皮膚、黏膜、角膜等正常機能、

參與視網膜視紫質的合成 (可預防夜盲症)、增強免疫力與抗氧化能力等等生理

功能。維他命 E 為強抗氧化劑，可保護細胞膜、減緩老化，保護血管及防止動脈

硬化，讓皮膚更漂亮。維生素 E 若和不飽和脂肪酸一同攝取，便可抑制不飽和

脂肪酸的氧化，使其發揮功效。鱸鰻油中之 ω-3 脂肪酸與脂溶性維生素成分，可

能與每天食用鱸鰻油之族群，眼睛健康改善 (如飛蚊症、老花、流眼淚等) 功效

自訴特別明顯有關。鈣質是人體內含量最多的一種必需礦物質，大多儲存在骨骼

內。一般國人鈣質攝取量偏低，鈣攝取不足時，血鈣值就會下降；這時人體會分

泌副甲狀腺素，刺激骨骼釋放鈣質至血液，藉以提昇血鈣值。如果長期發生骨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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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至血液的情況時，就會產生骨質疏鬆症。 

膽固醇是人體一種必需的物質，能夠製造膽汁、賀爾蒙與維持細胞的機能，

但是如果體內膽固醇含量過高，會導致在血管動脈粥樣硬化，使血管內壁變窄，

因而增加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但是，人體內 80% 的膽固醇都是在肝臟內自行

製造的，因此，血中膽固醇含量主要由體質決定，可能是遺傳性的。鰻魚肉每百

公克含有膽固醇約 180mg，與豬心 (4200mg/100g)、蛋黃 (2000mg/100g)、魷魚 

(1170mg/100g) 、豬肝 (599mg/100g)、魚卵 (360mg/100g) 等相比，含量並不高，

因此可放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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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鱸鰻肉與其他肉品之一般營養成分 (每百公克) 以及脂肪酸組成比較 

食物名稱 

熱量 水分 粗蛋白 粗脂肪 灰分 維生素 A 維生素 E  鈣 飽和脂肪酸 
單元不飽和

脂肪酸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PUFA 

(kcal) (g) (g) (g) (g) (IU) (mg) (mg) 總量(%) 總量(%) 總量(%) EPA DHA 

養殖鱸鰻 158 70.2 19.8 8.8 1.2 6474 3.0 106 28.8 43.7 27.5 2.4 7.1 

野生鱸鰻 220 63.3 20.0 15.6 1.1 2128 3.0 143 29.5 46.9 23.6 2.8 6.6 

日本鰻 227 64.8 16.4 17.6 1.1 4700 3.6 60 28.7 52.9 15.4 2.3 7.0 

吳郭魚 107 76.5 20.1 2.3 1.1 1 0.4 7 31.8 48.2 20.1 0.0 1.6 

牛小排 390 51.0 11.7 37.7 0.6 44 0.2 6 42.4 54.7 2.9 0.0 0.0 

羊肉 198 67.8 18.8 13.0 0.9 14 0.0 8 50.8 44.5 4.9 0.3 0.1 

豬里肌肉 187 68.0 22.2 10.2 1.1 4 0.2 1 39.4 44.7 15.9 0.0 0.2 

雞胸肉 115 72.0 22.9 1.9 1.1 9 0.2 3 37.9 38.1 24.0 0.5 1.3 

註:其他肉品一般營養成分係取材自衛生署數據；鱸鰻體成分係由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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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質為人體必需營養素，而氨基酸為蛋白質消化分解後的單體，由小腸吸

收後為人體所用，作為合成蛋白質的原料。蛋白質特定的分子結構形態，使其具

有生化活性，包括催化新陳代謝的酶 (酵素)。當體內庫存的氨基酸耗盡或不足

時，將導致某些蛋白質缺乏，容易引起各種疾病。人體共需要 20 種氨基酸，其

中 9 種必須透過食物攝取，無法自行合成，稱為必需氨基酸。由於大分子蛋白質

需要消化分解成游離態氨基酸後，方能為人體吸收，因此，若食物中富含游離氨

基酸，則不需要經過消化作用，直接可以被小腸吸收進入身體循環利用。鱸鰻精

透過小分子活化萃取技術，大幅提高總游離氨基酸含量 (表二)，讓吸收更直接，

達到快速補充營養的目的。除了游離氨基酸外，鱸鰻尚含有高量之牛磺酸 

(Taurine，51-52 mg/100g)，可幫助脂肪的良好消化、脂溶性維他命的吸收、以及

膽鹽的製造。牛磺酸亦被發現可預防心臟衰竭，以及保護視網膜感光細胞，預防

黃斑部退化。此外，鰻魚肌肉組織亦含有大量膠原蛋白，可以修補肌膚皺紋，增

加皮膚彈性。因此，鰻魚可說是一種美容抗老聖品。 

 

表二、鱸鰻精與市售雞精之游離態必需氨基酸含量比較 

 

註:取材自美第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報告，該公司銷售運鮮生技公司產品 

 

    此外，微量元素在營養中亦相當重要，為許多蛋白質的輔酶，參與了身體各

式各樣的化學反應，對生物體的生長、發育、疾病和衰老過程中，起著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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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作用。人體內已發現 81 種微量元素，包括了矽、鈷、鉻、銅、硼、鐵、

碘、錳、鉬、鎳、硒、錫、釩及鋅等。而鱸鰻精富含這些微量元素 (表三)。例如，

鰻魚的矽含量很豐富，是人體不可或缺的營養素，必須透過食物補充，矽與人體

的結締組織、免疫系統、骨骼與關節，甚至是皮膚、頭髮及指甲等正常功能有關，

被廣泛運用在化妝品、美容產品上。矽不足的話，會讓指甲出現凹痕，頭髮乾燥、

掉髮，皮膚失去光澤、膠原蛋白不易再生、導致骨質疏鬆。鰻魚的鋅含量亦很豐

富，在全肉中含量可達 2.7mg/100 克。鋅為人體中必要之微量元素，是組成酵素

的重要成分，男性精液中含有大量的鋅，會影響精蟲的數量和品質。 

 

表三、鱸鰻精之微量元素含量分析 

元素 濃度 單位 

Si (矽) 18.268 ppm 

I (碘) 6.256 ppm 

Fe (鐵) 2.363 ppm 

B (硼) 0.958 ppm 

Zn (鋅) 0.900 ppm 

Ti (鈦) 0.361 ppm 

Mn (錳) 0.336 ppm 

Sr (鍶) 0.330 ppm 

Ba (鋇) 0.265 ppm 

Mo (鉬) 66.693 ppb 

Se (硒) 63.248 ppb 

Cu (銅) 37.160 ppb 

Ga (鎵) 23.199 ppb 

Ni (鎳) 23.067 ppb 

Sn (錫) 0.693 ppb 

Cr (鉻) 7.891 ppb 

Co (鈷) 4.735 ppb 

Ge (鍺) 1.246 ppb 

V (釩) 0.859 ppb 

註:微量元素係由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 ICPMS 進行分析 

 

(3) 鱸鰻油對人體腸道菌相之影響 

    人體的腸道中，住著各種細菌，總數量多達 100-200 兆個，其中七成以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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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新菌種。人類一出生，微生物就開始在腸道中繁殖，腸道微生物群就形成

了。母乳餵養和奶粉餵養的嬰兒體內的微生物群也存在差異，母乳餵養的嬰兒腸

道中，通常會有健康的雙歧桿菌，能夠幫助消化母乳。當腸道菌相失衡時，可能

引起腦部退化、過敏、代謝性疾病、心血管疾病、腸胃道發炎及自體免疫疾病等

等。腸道菌相能影響整體身體機能，原因是人體七成以上的免疫細胞都聚集在腸

道，且腸道可透過迷走神經影響全身的器官。另外，腸道微生物可以產生人類大

腦中存在的神經傳導物質，包括在調節情緒的血清素，左右了人們的睡眠、健康、

食慾、體重和心情。這種大腦和腸道之間的雙向交流系統，我們稱之為腸腦軸。

許多研究已經發現，若清除腸道微生物群，大腦發育就會不正常。而如果將人類

憂鬱症患者的腸道細菌，植入老鼠的腸道內，老鼠會表現出類似於憂鬱症特徵的

行為。一些動物研究顯示，某些腸道微生物能夠影響動物大腦，讓動物表現活躍

行為。另一方面，沒有接觸過微生物的動物，在行為能力上表現出缺陷，這種缺

陷可以通過添加特定類型的細菌，如乳酸菌來彌補。此外，以前認為病因在腦部、

心血管的許多疾病，也很可能肇因在腸道。例如，以往認為與巴金森氏症有關的

路易氏體，只存在大腦中，現在發現腸道裡也會產生路易氏體，而且可能在發病

之前的一、二十年，就已罹患腸胃道疾病，並透過迷走神經傷害腦部。 

除了影響大腦之外，腸道菌相也會調整我們的免疫力和代謝，避免一些重要

的文明病，如慢性發炎、過敏及肥胖。研究人員近年發現，腸道中無菌小鼠會比

一般小鼠有更長的壽命，老化也會比較慢。主要原因是一般小鼠腸道菌中存在有

害菌，這些細菌會與小鼠的免疫系統產生交互作用，刺激小鼠發炎細胞激素 TNF-

α 的分泌，進而使小鼠處於慢性發炎的狀況，加快老化的發生。因此，腸道菌相

的好壞，會大大影響人體的健康。 

那該怎麼有好的腸道菌相呢? 健康的飲食對腸道微生物群有非常大的影響。

研究發現，西方飲食，通常偏好紅肉，纖維含量低，使不好的腸道菌滋生，這樣

的腸道環境就會伴隨著致癌化合物的產生和發炎的發生。反之，以纖維含量高、

紅肉含量低為特點的地中海飲食，則會使腸道中好菌較為活躍，因而具有消炎和

改善免疫系統的作用。除了飲食習慣外，食用益生菌或營養補充品也是調整腸道

菌相的好方法。由於鱸鰻由擁有良好健康的脂肪酸組成，因此這些成分對腸道菌

相可能有正面的調整。為了探討鱸鰻油是否會影響人體腸道菌相，本實驗室招募

3 名志願者，每日服用 3 顆鱸鰻油，在服用前、服用 1 個月後、以及服用 2 個月

後，採集糞便檢體，以次世代定序法檢驗腸道菌相組成與豐度。結果發現，因為

個體飲食及生活習慣不同，所以菌相組成差異頗大 (圖四)，但服用鱸鰻油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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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後，可以看出整體腸道菌相生物多樣性程度及菌相組成有所變化。若進一步分

析 3 人變化趨勢相同之菌屬後發現，定時服用鱸鰻油對許多菌屬有明顯的影響。

例如: Prevotella (普雷沃氏菌屬)，此菌傾向於分解腸道黏液，與發炎有關，在 3

人服用鱸鰻油後皆明顯下降；又如 Actinobacillus (放線桿菌屬)，此菌會造成豬隻

流產、敗血與多發性關節炎，在 3 人服用鱸鰻油後亦有明顯下降。此外，也發現

服用鱸鰻油 2 個月後，Clostridia (梭菌綱) 也有明顯的降低，甚至低於檢測靈敏

度，而 Clostridia 家族包含了許多的重要致病菌，例如: C. perfringens (產氣夾膜

菌)、C. botulinum (肉毒桿菌)、C. difficile (艱難梭菌)。綜合以上發現，鱸鰻油對

人體腸道菌相有一定影響，而且似乎有助於人體健康，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圖四、三位試驗者服用鱸鰻油後腸道菌相變化趨勢圖 

 

(4) 鱸鰻油抗發炎之機轉研究 

人體發炎反應的起動，主要有四個原因：  

1. 細菌病毒感染：細菌或病毒由傷口進入體內，前線免疫細胞釋放細胞激素，

啟動防禦機制，造成微血管擴張，白血球、吞噬細胞滲出後往細菌移動，與入

侵者展開廝殺，造成發炎反應。  

2. 組織損傷：組織細胞受外力破壞，釋出細胞內物質而啟動發炎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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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體免疫疾病：如紅斑性狼瘡、類風濕關節炎等。 

4. 慢性發炎疾病：指某些無病原菌的發炎性反應。 

     

    當病原侵入人體，體內免疫細胞如巨噬細胞 (macrophage) 與嗜中性白血球 

(neutrophil) 會吞吃入侵者。巨噬細胞吞噬病原體後，同時釋放細胞激素 

(cytokine) 引起發炎反應，造成紅腫熱痛症狀。細胞激素包括干擾素 (interferon) 、

促發炎激素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趨化激素 (chemokine) 等等。干擾素

是由受傷的細胞產生，用以警告鄰近健康的細胞，製造可阻止病毒複製的蛋白質，

抑制病毒數量。促發炎激素，會增加血管通透性，讓血液中的白血球能輕易通過

血管壁趕往目的地。例如 IL-6 由單核球 (Monocytes)、巨噬細胞 (Marophage) 和

內皮細胞 (Endothelial cell) 所分泌，可刺激漿細胞 (Plasma cells) 分泌抗體，並

作用於下視丘引起發燒。而另一促發炎激素 PGE2 會促使炎症反應之發生，使

微血管擴張和增高血管通透性，導致局部組織水腫。趨化激素，則會吸引更多白

血球，召來更多援軍。發炎反應是免疫系統對抗病原入侵所引發的症狀，是身體

自我保護的一種方式，不過這些免疫細胞，像是嗜中性球產生的高氧化力自由基，

不但對病原有殺傷力，對一般正常細胞也都有破壞性，若身體出現長期慢性的發

炎，就會變成疾病了。研究發現，像是心肌梗塞、糖尿病、阿茲海默氏症、癌症、

過敏、退化性關節炎、以及自體免疫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等，都跟慢性發炎有

關。因此，如果能夠適度抑制慢性發炎反應，可以減低許多疾病的發生率。中醫

古籍中一再提及鰻魚具有抗發炎抗過敏的療效，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也發現，食用

鱸鰻精與鱸鰻油之族群，功效自訴包括許多心血管與循環方面之改善，以及過敏

氣喘免疫方面之改善 (圖三)，顯然鰻魚可能含有某些抗發炎/抗過敏的成分。過

去許多研究指出，不飽和脂肪酸如 EPA 等 ω-3 脂肪酸具有抗發炎作用、而鱸鰻

油亦含有豐富之 ω-3 脂肪酸，可能參與了抗發炎作用。因此，為了探討鱸鰻油是

否具有抑制發炎反應之功效，本實驗室使用 Raw264.7 巨噬細胞株，研究鱸鰻油

對其所分泌之細胞激素的抑制作用。 

 

    實驗結果發現，當巨噬細胞以 LPS+IFNγ刺激後，會分泌發炎物質 IL-6，

而在鱸鰻油 100ug/ml 濃度下，即可以明顯抑制發炎物質 IL-6 之分泌，而大豆油

則無明顯抑制 IL-6 之分泌 (圖五)。同樣的，當巨噬細胞以 LPS+IFNγ刺激後，

會分泌另一發炎物質 PGE-2，而在鱸鰻油 100ug/ml 濃度下，即可以明顯抑制發

炎物質 PGE-2 之分泌，而大豆油則無明顯抑制 IL-6 之分泌 (圖六)。顯然的，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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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油所含的 EPA/DHA 成分，具有抗發炎效果，而進一步分離鱸鰻油成分，發現

鱸鰻油除了 EPA/DHA 外，尚含有某些固醇類成分，抗發炎效果更強，正在進一

步研究中，希望能找到一新型之抗發炎藥物。 

 

 

圖五、鱸鰻油對巨噬細胞分泌發炎物質 IL-6 之抑制作用 

 

 

圖六、鱸鰻油對巨噬細胞分泌發炎物質 PGE-2 之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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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鰻魚降海洄游時，不再進食，因此數千公里洄游以及產生精卵所需要之所有

營養物質，都已預先儲存在身體之中，樣樣不缺。而鱸鰻本身具有的高營養價值

與極佳口感，甚至還在日本鰻之上，因此受到華人世界的普遍歡迎，可說是食補

的聖品。鱸鰻雖然是饕客眼中的珍饈，但是要經常性在家料理，仍有一定的不方

便。因此，利用小分子活化萃取技術，讓鱸鰻蛋白質轉換為高量小分子胜肽及游

離胺基酸，以及將煮汁中之油脂精華萃取出來，製成隨身可食用的健康食品，符

合現代人們講求效率與方便的訴求，男女老少皆適用。中國漁業協會鰻業工作委

員會，曾編寫了食鰻經，用來倡導吃鰻的好處: 

 

小鰻鱺，真神奇，溯千里，尋故居。 

大鰻魚，成美食，常用之，多有益。 

夏數伏，消疲敝，冬數九，驅寒意。 

身強者，增免疫，體弱者，補元氣。 

中老年，可降脂，青少年，能益智。 

夫君子，添耐力，窈窕女，更靚麗。 

 

參考資料 

1. 韓玉山 (2012). 食補聖品: 鱸鰻營養價值面面觀. 漁業推廣 305: 32-35. 

2. 曾萬年、韓玉山、塚本勝巳、黑木真理 (2012). 鰻魚傳奇. 宜蘭縣蘭陽博物館

叢書. 

3. 黃大恆 (2020). 鱸鰻油抗發炎機制分析.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系碩士論文. 

4. Jessica Brown (2019). The microbiome inside our bodies dictates many aspects of 

our health - and is as individual as we are. BBC Future. 

 



臺大漁推‧第三十一期‧(2020)15~19台灣河川的生態管理現況與展望 

15 

台灣河川的生態管理現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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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河川對於人類的社會及自然生態系統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為人民和其

他生物提供賴以維生的淡水資源，也為河川生物提供物種的保存地。台灣雖然

島嶼面積不大，但受到自然氣候條件和地形等影響，擁有十分多樣的河川資源。

台灣對於河川的整治有著豐富的經驗，其歷史可追溯到日治時代，其目的主要

是為了防災防洪、水源分配、污染治理等方面，然而河川的生態保育方面卻時

常被忽視。近二十年來，台灣的自然保育觀念逐漸發展，對於河川生態保育也

越發重視，但也因起步較晚，如今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本文重點在於探討台

灣河川生態保育所面臨的問題，並由河川管理單位出發，提出適合台灣河川生

態的管理政策。 

 

2. 台灣河川生態保育問題 

台灣原始的河川擁有豐富的生物量和獨特的生物物種，賦予了河川美麗的

生命。然而，過去台灣進行河川整治，推進國民生活的同時，卻忽視了維護河

川生態的重要性，加上人類許多的不當行為，導致河川的生態環境遭受到了嚴

重的破壞，目前台灣河川的生態保育問題主要可以分為：(1) 河川集水區水土的

流失；(2) 河川生態基流量不足；(3) 河川水質的污染；(4)農業行為對生態的干

擾；(5) 河川治理工程對於生物棲地的阻截與分割，造成上下游縱向生物生態問

題；(6) 外來種生物對於本土生物的威脅；(7) 河川沿岸生態問題；以及 (8) 非

法漁業行為等方面。 

    河川上下游的生態環境常遭受到河川治理工程的破壞，人造的攔砂壩、水

庫、水壩、攔河堰等工程常常會造成生物棲地的破壞，使得生物棲地成為不連

續的區塊，甚至導致河床的乾涸與不尋常的高低差等。河川生態系的結構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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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為工程而產生改變，阻斷了河川上下游生物的遷徙和生態演替，減少了生

物的基因交流，從而導致河川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河川沿岸的生態環境，也常因為河川渠道化、野溪整治工程、興建堤防、

美化工程等，導致河岸植被的破壞，造成河岸生態沙漠化、河岸生態多樣性喪

失等問題。此外，河川水質的污染，也因為不受管制的污水排放行為而加劇，

工廠、農地、魚塭、生活用水排放的油污、化學毒物、廢水等污染源，常在河

川治理時被忽視，也因數量龐大而不易管理。在日益加劇的破壞下，河川生物

及其生存環境常處於崩潰的邊緣。 

 

3. 台灣的河川管理現況及問題 

台灣的河川可分成 120 個獨立水系，其中中央管河川 26 水系、跨省市河川

2 水系 (淡水河、磺溪) 及縣市管河川 92 水系，流域面積合計達 28429 平方公

里，約為台灣面積之 80%。台灣對於河川管理的中央單位有: (1) 經濟部水利署

轄下之河川局，其主要負責管理河川整治中的各項水利工程的執行，及水文基

本資料的檢驗； (2) 農委會林務局，主要管理生物的棲地保育及河川經過的林

班地整治等；(3) 農委會漁業署，主要管理流域區域的養殖漁業、捕撈漁業及養

殖污水的排放；(4)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負責管理河流區域的農地分配；(6) 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水保處，負責管理水質污染；(7) 交通部觀光局負責管理國家風

景區的河川；(8) 內政部營建署負責國家公園水域的執法管理。地方政府則設有

水利局等單位管理河川，主要管理內容為防洪、水質控管等。 

由上述可知，台灣涉及河川管理的政府部門極多，所牽扯到的法令也錯綜

複雜。一條河川往往跨越了許多管理單位，例如河川局、林務局、地方政府等，

而每個單位對於河川治理的態度和目標，常常不盡相同。例如，林務局和河川

局兩單位分別以林班地野溪整治以及河床整治為目的，各自治理河川某一區段

時，常忽視了河川生態的連續性的考量，因缺乏溝通導致治理工程產生矛盾問

題。河川的魚道問題也常常缺乏管理、年久失修，導致河川原生物種例如鱸鰻、

蝦虎、香魚、以及蝦蟹等的洄游困難。河川的工程缺乏整合型的團隊合作，單

純的環工技術未能多元的考量生態的保育問題。河川也缺乏有力的執法單位和

河川巡邏單位，導致許多違規破壞河川環境的行為能夠逃過一劫。河川巡守也

都主要屬於民間組織，並無實際的執法能力。河川管理部門的瑣碎化，易導致

各單位互相推諉責任，最終導致台灣河川生態保育的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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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國與台灣河川管理之比較 

長期以來台灣的河川管理以治水為主，各政府部門對於治水方面的分工已經 

較為明確，但其他管理方面之權力卻較分散且不明確。例如，一條河川在水利

署下河川局負責管理：水利工程計畫、水權的分配、水庫工程及管理、集水區

管理、魚道建設等；農委會林務局負責管理：河流經過之林班地的整治及生物

棲地的保育；農委會漁業署負責管理：河川附近漁業之廢水排放、河川漁業捕

撈執法、外來物種等；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負責管理：河川附近之農地廢水排放

及土地利用；環保署水保處負責管理：河川水質，生活與事業廢水、飲用水等 (圖

一)。 

    綜合以上管理單位之整理可以發現，許多單位都可以介入同一條河川的管

理，導致管理河川之權力分散，在治理河川時沒有高層管理單位來進行橫向或

是跨部會協調，可能會導致管理政策的相互競合，產生矛盾。當中亦無特定負

責河川生態保育的政府專責單位，導致長期以來河川生物的保護受到忽視。在

河川水域長期進行巡邏執法的單位也十分缺乏。綜上所述，筆者就台灣河川管

理政策同中國大陸、日本和美國的河川管理政策，分為六項來進行對比 (表一)，

並提出可以改善的地方。 

     中國大陸的河川管理部門與台灣較相似，但就生物的棲地保育方面有專門

的管理單位 (生態環境部) 來進行監督管理。日本的河川管理權利相對台灣更加

的集中，水利工程的建設和河川生態保育由同一部門管理 (國土交通省)，可以

減少管理上的政策矛盾。美國則在河川生物的保育方面更加的重視，有設立專

門的水生動物管理單位 (魚類和野生動物局)，也擁有專門的河川巡守單位來保

護水資源及野生動物，增強取締破壞生態的行為。美國也十分強調公民的河川

保護教育，定期與民眾一同參與河川治理。 

    綜上所述，台灣可以適當地學習其他國家的河川管理政策，完善目前的河

川管理狀況。集中權力方便管理，並增加部門來專責保護河川生物。建議: (1)

可以統一並增強水利署河川局的權力，負責綜合河川的管理，其管理範圍可包

含：水利工程、水資源調配、水質監督等；(2)在內政部轄下設立水生動物保護

局，整合漁業署原有功能，特別用於管理水生生物的生存環境、捕撈狀況、外

來種消除、魚道建設、並應配有河川警察隊執法取締，以及指導民眾一同進行

河川保護。這些政策上的改變，可以促進台灣對於河川的生態保護，改善目前

河川生物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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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來河川管理建議 

台灣的野生生物保育，在近年來已經有了十分巨大的突破，由單一物種的

保育，深入到了遺傳多樣性及棲地的保育。但河川生物在管理政策和管理部門

上仍然有許多需要加強的部分，對於河川植物、無脊椎動物的研究也仍然不足。

台灣政府需要改變長年來對於河川管理的思惟，由單純治水逐漸地轉型成創造

“環境友善的河流”。筆者認為整治重點有二，一是廢水不入川；二是退耕還林。

目前台灣大部分的河川，皆遭受輕度到重度之汙染，農業、工業、民生之廢水

汙染了河川，嚴重衝擊河川生態。因此，工業廢水、農業廢水、與都市民生廢

水，皆應禁止直接排放至河川中，需經適當處理，待水質達標後方可排入河川，

降低對河川水質之衝擊。此外，目前台灣幾乎所有的河川皆已完成堤岸建設，

在堤岸內仍存在許多高灘地，許多高灘地因長年被私人占用，作為魚塭或是農

地，久而久之便形成「私有化」的現象，政府礙於民意，遂承認其「特許使用

權」。此外，河川局亦大量出租高灘地供農民耕作，形成河川高灘地滿佈魚塭

與農地，需要抽取大量地下水，並使用大量肥料、飼料、農藥、抗生素等等，

持續流入河川中；當豪大雨時，常造成潰堤與土壤大量沖刷，形成土石流，對

於河川自然生態有極不利之影響。筆者認為，河川高灘地應立即停止出租政策，

「特許使用權」土地則應全部購回，給予適當補償費。河川高灘地可以建造濕

地，或任其自然形成紅樹林、草原或是灌木林，形成原始之生態，對於河川棲

地品質之提升，具有極佳之效果。台灣是淺碟市場，農漁業經常面臨生產過剩，

產銷失衡的窘境。當這些河川高灘地的農漁業活動退出後，可釋出部分農業勞

動力至正常農業用地，並有效提升農漁產品之平均價格 (量少價揚)，對國家整

體農業亦有正面助益。這樣的改變，不僅可以達到治理河川的目的，保護台灣

河川生物的多樣性，又可以提高農漁業收益，可說是一舉兩得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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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台灣河川管理的涉入部門 

 

表一、台灣與三個國家之河川管理單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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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鰻鰾線蟲的跨國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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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後歐洲鰻資源量急遽下降到只剩下 1960-70 的 10%，科學家認為資

源下降原因，除了全球氣候變遷、過度捕撈和棲地惡化等主要因素之外，鰾線

蟲可能也是造成歐洲鰻資源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記得 1999 年我去丹麥參加歐洲

內陸漁業諮詢委員會（EIFAC/FAO)鰻魚工作小組會議時，一位來自德國的女教

授說：歐洲鰻的鰾線蟲是臺灣傳過去的，翻遍文獻也都這樣寫，讓我百思不解，

臺灣的鰾線蟲怎麼會漂洋過海來到德國。 

 

一、鰾線蟲的生活史 

鰾線蟲，顧名思義，就是寄生在魚類泳鰾內的線形寄生蟲，雄蟲 2-4 公分，

雌蟲可長到 7 公分，以吸食魚類的血液為生。鰻魚被鰾線蟲寄生後會導致貧血、

發炎、食慾不振、生長遲緩、呼吸困難，蟲數多時泳鰾會破裂而死亡。鰾線蟲

在海水和寒冷地區無法生存，所以鰻苗剛剛從海洋來到河川時泳鰾內沒有鰾線

蟲，進入淡水河川或養殖池生長期間才被鰾線蟲感染的。 

鰻魚是鰾線蟲的最終宿主，中間宿主是橈腳類和介殼類等動物性浮游生物

或其他魚類。鰾線蟲在鰻魚泳鰾內成熟、交配產卵，發育為第二期包囊幼蟲後

經由鰻魚鰾管進入消化道，然後隨鰻魚糞便排出體外。包囊幼蟲在水中孵出，

成為會動的第二期幼蟲，吸引中間宿主攝食，在中間宿主體內發育為第三期幼

蟲，鰻魚吃了中間宿主之後，第三期幼蟲進入鰻魚鰾內發育為第四期幼蟲、成

蟲，約一年完成其生活史。圖一是鰾線蟲的生活史示意圖 (Molnár et al. 1993, 

Würtz and Taraschewski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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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後，日本鰻鰻苗捕獲量降低，無法滿足養殖業者需求，紛紛進口

歐洲鰻或美洲鰻鰻苗來養殖。結果發現臺灣的日本鰻，不論野生或養殖，鰾線

蟲的感染率和泳鰾內的寄生蟲量都沒有外來種的歐洲鰻或美洲鰻來得高，每尾

日本鰻的泳鰾內寄生蟲數大約 10-20 隻歐洲鰻或美洲鰻的鰾線蟲感染不但高，泳

鰾內的寄生蟲數量是日本鰻的十倍，每尾鰻魚的寄生蟲可達 100 隻之多，剖開

肚子竟是寄生蟲，非常嚇人，養殖業者不得不投以驅蟲劑，或於養殖池中噴灑

有機磷劑撲滅中間宿主切斷其生活史，達到預防和治療的成效(陳等 1995, 張等

1995)。 

 

二、歐洲鰻鰾線蟲的感染源 

亞洲地區的鰾線蟲原生種，叫 Anguillicola crassus，日本鰻普遍都會感染這

種寄生蟲。日本鰻是臺灣主要的外銷養殖魚類，外銷市場集中在日本，業者為

了分散外銷日本市場的風險，1980 年首度將日本鰻試銷歐洲，第一站就是德國。

沒想到 1982 年後德國境內就發現歐洲鰻感染了亞洲鰾線蟲，像野火燎原，不到

幾年就傳遍整個歐洲，葚至擴及北美州和北非(Heitlinger et al. 2014)。為了求證

歐洲鰻的鰾線蟲是不是臺灣傳過去的，2003 年我訪問前台灣養鰻基金會董事長

劉焜敏先生，他說 1980 年台灣的確曾外銷日本鰻活鰻到德國，時間上的巧合，

不得不相信歐洲鰻的鰾線蟲是臺灣傳過去的。後來德國專家從歷史記錄和基因

比對也證明是臺灣傳過去的(Kirk 2003, Koops and Hartmann 1989, Taraschewski 

et al. 1987 )。又因為歐洲鰻的鰾線蟲感染率高，感染率後致死率也高，科學家才

認為鰾線蟲可能是造成歐洲鰻資源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三、鰾線蟲的國際合作研究 

因為臺灣有可能是歐洲鰻鰾線蟲的感染源，所以德國寄生蟲專家 Dr. Horst 

Taraschewski 於 2000 至 2003 年率領研究生來臺灣和我們合作，ㄧ起調查臺灣

中南部鰻魚養殖區和天然河川鰻魚鰾線蟲的感染狀況，發現外來種的養殖美洲

鰻比日本鰻的鰾線蟲感染嚴重許多(Munderle et al. 2006, Han et al. 2008）。後來

他們又來臺灣採集日本鰻和鰾線蟲活標本，回去進行不同來源的鰾線蟲在日本

鰻和歐洲鰻族群的交叉感染實驗，瞭解日本鰻和歐洲鰻鰾線蟲抵抗力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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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30 年來亞洲鰾線蟲的遺傳變異，希望能解開生物移居新環境後的演化和適

應機制之謎 (Weclawski et al. 2013, 2014; Heitlinger et al. 2014)。 

 

沒想到小小一隻寄生蟲，竟然引起這麼大風波。這個故事也提醒我們，在

全球化的今天，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引進外來種生物造成生態浩劫，從事水族貿

易者不得不警惕，政府也要落實檢疫工作和嚴禁外來種的入侵。 

 

圖一、鰾線蟲 Anguillicola crassus 之生活史 (From Dr. Horst Tarasche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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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鰻魚種類鑑定，是研究其生態、資源管理和保育的第一步工作。全世界的

淡水鰻(Anguilla spp)總共有 19 個種和亞種。1980 年臺灣只記載日本鰻(A. 

japonica)和鱸鰻(A. marmorata) (沈 1993)。後來陸續發現西里伯斯鰻(A. 

celebesensis)和太平洋雙色鰻 (A. bicolor pacifica)(曾 (1982 , Tzeng and 

Tabeta1983)，以及黃氏鰻(A. huangi) (Teng et al. 2009)。西里伯斯鰻主要產地

在印尼 Celebes 海，有人質疑西里伯斯鰻是第十九種呂宋鰻(A. luzonensis) 

(Watanabe et al. 2009)的誤判，黃氏鰻是呂宋鰻的同種異名。因此有需要釐清臺

灣的淡水鰻種類，故事就從漁民在河口捕撈鰻苗說起。 

 

一、鰻魚的生活史和洄游 

鰻魚的發育階段分為卵、柳葉鰻、玻璃鰻、鰻線、黃鰻和銀鰻等階段。發

育階段不同，生活環境也不一樣。以日本鰻為例，其產卵場位於全世界最深的

太平洋馬里亞納海溝的西側海域，卵孵化之後的柳葉鰻，身體外型像一片柳葉，

故稱之。柳葉鰻隨著北赤道洋流往西漂，到了菲律賓東方海域進入黑潮，到了

東北亞國家(臺灣、中國大陸、韓國和日本)的陸棚後變態為玻璃鰻，並主動游

向河口。剛剛從海上順著漲潮湧入河口的玻璃鰻，除了頭頂和尾部之外，全身

透明無黑色素胞。當玻璃鰻遇到河川的淡水時，體表逐漸出現黑色素胞，稱之

為鰻線。進入河川生長的階段，體色變成黃泥巴的顏色，稱之為黃鰻。成熟降

海時，背部呈灰黑色、腹部為銀白色，稱之為銀鰻。一連串的體色變化，是為

了適應發育過程中生態環境的背景顏色變化，稱之為擬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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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鰻和黑鰻苗的區別 

1980 年我從日本東京大學學成歸國後，有一天晚上隨漁民到屏東縣東港溪

河口採集鰻苗標本，發現漁民把在河口捕獲的玻璃鰻(鰻苗)，依尾部黑色素胞

的有無，分為白鰻和黑鰻。 

白鰻除了頭頂和眼睛外，尾部和全身皆無黑色素胞。白鰻就是用來養殖的

日本鰻(A. japonica)，是臺灣最重要的養殖魚類之一，日本已經成功人工繁殖日

本鰻鰻苗，但是繁殖數量尚未達到產業規模，而且繁殖成本太高，日本鰻養殖

的鰻苗還是完全倚賴天然捕撈。 

黑鰻有三種，尾柄上有星狀黑色素胞的是鱸鰻(A. marmorata)和西里伯斯鰻

(A. celebesensis)，尾鰭上有點狀黑色素胞的是太平洋雙色鰻(A. bicolor pacifica) 

(圖一)。太平洋雙色鰻的背鰭和臀鰭起點很接近，又叫短鰭鰻(圖二)。1980 年

之前臺灣魚類誌只記載日本鰻和鱸鰻。太平洋雙色鰻和西里伯斯鰻是我和日本

人發現的臺灣新紀錄種(曾 1982, 1983; Tzeng and Tabeta 1983)。 

 

三、新記錄種和新種的釋疑 

1980年代以前，臺灣尚未建立 DNA 的鰻魚種類鑑定技術，一般只能用其他

地區的已知種的外部形態和脊椎骨數來比對臺灣的未知種。而 1980 年代以前，

全世界紀錄 18 種淡水鰻，第 19 種呂宋鰻是 2009 年才發表的。我當時依照 18

種鰻魚的資料進行比對上述黑鰻鰻苗的種類，發現了太平洋雙色鰻和西里伯斯

鰻，後來有學者懷疑我發現的西里伯斯鰻，可能是新種”呂宋鰻”的誤判，因

為西里伯斯鰻是印尼 Celebes 海的種類，要漂到臺灣的可能性極低，雖然當時我

也懷疑其可能性，但是 Tabeta et al.(1976)調查菲律賓呂宋島的鰻苗種類時，確

實記錄了西里伯斯鰻，呂宋島離臺灣不遠，我也不疑有它就這樣定了臺灣的新

記錄種西里伯斯鰻(曾 1982)。後來的研究者利用 DNA 鑑定臺灣的鰻苗種類時，

除了水試所發現一例之外，再也沒有出現過西里伯斯鰻，反而是呂宋鰻屢見不

鮮(吳 2012，Leander et al.2012)。後來 Aoyama et al. (2015)利用 DNA 技術鑑定

呂宋島的鰻苗種類及其組成的季節性變化，也發現主要是鱸鰻、太平洋雙色鰻

和呂宋鰻以及極少數的日本鰻，並沒有出現西里伯斯鰻。因此，Tabeta(1976)發

表的西里伯斯鰻，同樣也是新種”呂宋鰻”的誤判。 

呂宋鰻(A. luzonensis) 主要產地是菲律賓呂宋島，是日本研究團隊於 2009

年首先發現命名的新種(Watanabe et al. 2009)。無獨有偶，同年清華大學研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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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也從漁民由菲律賓進口來臺灣養殖的太平洋雙色鰻中發現該新種。清華大學

曾晴賢教授為了感念美籍華裔分子遺傳學家黃秉乾(Huang, Pien-Chien)院士教

導他 DNA 鑑定種類的技術之恩，將該新種命名為黃氏鰻(A. huangi)以資紀念

(Teng et al. 2009)，可惜新種發表的時間比日本研究團隊晚了一步。根據國際動

植物命名規約的優先命名法則，黃氏鰻變成呂宋鰻的同種異名和無效命名種。 

 

四、臺灣沿岸的鰻苗分布生態 

鰻苗種類不同生態習性也不一樣。鰻苗隨著海流漂送到沿岸後，再順著漲

潮流溯河，漁民就在這時以逸待勞捕撈鰻苗。臺灣東岸和西岸的海流系統不同，

臺灣北部和西部沿岸冬季受低溫的中國大陸沿岸流南下影響，會帶來較多的溫

帶性日本鰻鰻苗。反之，東岸的花蓮和臺東受黑潮影響水溫高，熱帶性的鱸鰻

比較多。太平洋雙色鰻和呂宋鰻的主要產地在菲律賓，其在臺灣的數量不到日

本鰻和鱸鰻產量的 5%。 

 

結論 

臺灣的淡水鰻種類總共有四種，分別為日本鰻、鱸鰻、太平洋雙色鰻和呂

宋鰻。西里伯斯鰻是呂宋鰻的誤判，黃氏鰻是呂宋鰻的同種異名。日本鰻為溫

帶鰻，其餘三種為熱帶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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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圖一、鰻苗依尾部黑色素胞的有無，分為白鰻和黑鰻。(a)白鰻就是用來養殖的

日本鰻(A. japonica)，尾部無黑色素胞。(b)尾柄上有星狀黑色素胞的是鱸鰻(A. 

marmorata)和西里伯斯鰻(A. celebesensis)，(c)尾鰭上有點狀黑色素胞的是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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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雙色鰻(A. bicolor pacifica) (曾等 2012) 

 

圖二、淡水鰻(Anguilla eel)依背鰭起點和臀鰭起點的距離分為長鰭鰻(a,b)和短

鰭鰻(c)。(曾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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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渦鞭毛藻 (dinoflagellate) 又稱甲藻，為具有兩條鞭毛及纖維素殼板的單細胞

微藻，現今已發現超過 2000 個物種 (Taylor, 1987)。在海洋環境中，渦鞭毛藻常

與海洋中的無脊椎動物如：海綿、海葵或珊瑚等生物共生，並行光合作用為其提

供能量來源，同時部分種類也產生二次代謝物供宿主抵禦外敵。而溫度、季節的

更迭及水體中營養鹽的大幅增加所形成的優養化現象 (eutrophication)，使得渦

鞭毛藻大量生長而形成紅潮 (red tide)，其中紅潮中渦鞭毛藻所產生的毒性代謝

物經過食物鏈持續累積在螺貝類及魚體內後，常造成人類在食用後中毒甚至死

亡，已知的毒素包括由亞歷山大藻  (Alexandrium spp.) 造成的麻痺性貝毒 

(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ing, PSP)、原甲藻 (Prorocentrum spp.) 造成的下痢性貝

毒 (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ing, DSP)、凱倫甲藻 (Karenia spp.) 造成的神經性

貝毒 (neurotoxic shellfish poisoning, NSP) 及甘比爾藻 (Gambierdiscus spp.) 造

成的熱帶珊瑚礁魚毒 (ciguatera fish poisoning, CFP) (Yasumoto & Murata, 1993) 

等。 

下痢性貝毒由原甲藻屬所產生的黑海綿酸 (okadaic acid, OA) 及其甲基化衍

生物鳍藻毒素 (dinophysistoxins, DTXs) 所組成 (Yasumoto & Murata, 1993)，如

圖一所示，為 1 型及 2A 型蛋白質磷酯酵素 (protein phosphatases 1 & 2A, PP1 & 

PP2A) 的抑制劑 (Bialojan & Takai, 1988)，其在世界各國都曾引起廣泛的中毒事

件 (T Yasumoto et al., 1985)。下痢性貝毒主要出現在文蛤、牡蠣及扇貝等濾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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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貝類上，食用含下痢性貝毒的貝類後會造成嚴重的腸胃道症狀，通常不會造成

立即的生命危險，但由於時常與弧菌感染造成的腹瀉症候混淆，因此常被忽略，

然而，其中的黑海綿酸被發現除了造成腹瀉外，也是一種腫瘤促進劑 (tumor 

promoter)，可能造成癌症的發生與持續惡化，也可能與阿茲海默症的誘發有關 

(Arias et al., 1993; Buxbaum et al., 1993; Suganuma et al., 1988)。 

臺灣屬於四面環海的海島型國家，對水產資源依賴度高，消費者同時也容易

暴露在藻毒的風險中，例如：在 1986 年就曾在臺灣高屏地區發生過嚴重的西施

舌中毒事件，造成 2 人在食用後死亡的憾事，因此於對臺灣周遭海域的渦鞭毛

藻之分類、產毒與否和毒素種類等研究有其必要性。有鑑於此，本研究針對臺灣

沿海潮間帶地區的大型藻進行採集，單離其表面附生之渦鞭毛藻，進行其初步的

分類學研究，以為後續評估臺灣海域之水產品可能受到的影響及曝露風險的基

礎。 

 

圖一、黑海綿酸 (OA) 及其甲基化衍生物鳍藻毒素 (DTXs)。 

 

二、 材料與方法 

 

2.1 研究材料 

 本研究自臺灣臨海地區採集大型藻樣本後，進行原甲藻之單離、培養、鑑種

及進行分類學研究之流程如圖二所示，並分別詳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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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大型藻表面附生原甲藻株的單離、培養及分類學研究之流程圖。 

2.1.1 大型藻採集 

在 109 年三月至七月間，分別於基隆八斗子大坪公園及屏東墾丁國家公園潮

間帶，採集新鮮重緣葉馬尾藻  (Sargassum cristaefolium) 、細翼枝菜 

(Pterocladiella capillaceae) 及南方團扇藻 (Padina australis) 等大型藻類，接著

攜回實驗室將大型藻與過濾海水放置於密閉容器中劇烈搖晃，必要時短暫超音

波震盪，以分離附著於大型藻上的渦鞭毛藻，接著以 20 μm 孔徑篩網 (Tokyo 

Screen, Tokyo, Japan) 過濾海水，收集搖晃時分離出的渦鞭毛藻，並以滅菌海水

沖洗篩網，於常溫下以 50 mL 之細胞培養角瓶保存微生物樣本。 

2.1.2 渦鞭毛藻之單離 

單離微藻時，自培養角瓶吸取少量含微藻之海水樣本 (約 0.2 mL) 置於載玻

片上，在解剖顯微鏡 (MZ75, Leica) 下，以玻璃毛細管將渦鞭毛藻的單一細胞吸

出，並以滅菌過的乾淨 K 培養液反覆清洗藻細胞數次，以去除其他微生物，最

後放入加有 K 培養液的 24 孔培養盤中進行培養，約經數星期後，單一藻細胞經

有絲分裂至一定數量，並確定未被他種微藻汙染後，始轉移至 50 mL 保種管中

以 K 培養液進行培養，並漸次放大培養體積。因微藻無法如同細菌及真菌以甘

油保種於-80 °C 冰箱中，故需維持每個月進行一次繼代以保存藻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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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藻株培養與繼代 

 根據外部形態特徵觀察的結果，與文獻初步比較 (陳，2004)，確認建立出 14

株原甲藻 (Prorocentrum spp.)。將單株培養之原甲藻接種於 K 培養液中，在 25 

°C 及 16 小時光照/8 小時黑暗的光週期下培養 28 天。並以顯微鏡鏡檢確定其生

長狀態，以供後續實驗使用。 

2.2 研究方法 

2.2.1 藻株之收集、DNA 萃取、定序及鑑種 

 單離出的藻株進行培養後，將藻液置於 50 mL 離心管中，在高速離心機中以

4,200 rpm 離心 10 分鐘，去除 K 培養液，再以無菌海水重複清洗渦鞭毛藻細胞。

接著將藻細胞移入 1.5 mL 微量離心管中，以無菌超純水清洗細胞並去除鹽分，

在放入超高速離心機中，以 12,000 rpm 離心 10 分鐘，去除超純水。 

將上述步驟收集的藻細胞以 Genomic DNA Isolation Dual Kit (NovelGene, 

Taiwan) 萃取基因組 DNA 作為本實驗之 DNA 模板。以 0.25 μL 的 Taq DNA 聚

合酶、5 μL PCR buffer、4 μL dNTP mix、2.5 μL D1R (forward: 5’-ACC CGC TGA 

ATT TAA GCA TA-3’) 及 D3Ca (reverse: 5’-ACG AAC GAT TTG CAC GTC AG-

3’) 引子 (Genomics, Taiwan)、35.75 μL ddH2O 及 1 μL DNA 模板，共 50 μL 進行

聚合酶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放大 LSU rDNA D1-D3 區域以

建立親緣關係樹。反應條件為：1. 變性：94 °C、30 秒，2. 接合：55 °C、30 秒，

3. 延長：72 °C、1 分鐘，共循環 35 次。PCR 反應結束後，取 5 μL PCR 產物與

6  loading dye 混合，注入 agarose 膠體中進行 DNA 電泳實驗，以確認 PCR 反

應是否成功，若成功便將 PCR 產物送由基龍米克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nomics) 進行 DNA Sanger 定序，並以 NCBI Nucleotide Blast 資料庫進行初步

鑑種。 

2.2.2 藻株親緣關係樹之建立 

PCR 產物經定序後，加上獲取自 NCBI 上的 GenBank 資料庫中的不同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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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物種，以及衛福部中醫所盧重光博士提供的原甲藻 Prorocentrum sp. PL08 之

28S rDNA D1-D3 序列後，在序列編輯軟體 BioEdit version 7.2.5 上對序列進行

ClustalW Multiple alignment 比對，並去除序列比對後出現的 gap，使所有序列對

齊。接著以 Mega-X 分析最適模組後，以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ML) 進行親緣關係樹之建構，並以自助法 (bootstrap method) 進行 1000

次檢定，確認親緣關係樹的可信度，同時比較不同藻株間的演化距離。本研究中

建立 ML tree 所使用的模組為：Tamura-Nei model + Gamma distributed，Bootstrap 

replications：1000 次。 

2.2.3 藻株之形態學觀察 

自培養角瓶中吸取少量微藻樣本置於載玻片上，小心蓋上蓋玻片後，在光學

顯微鏡 (BX40, Olympus) 下以 400 倍放大倍率進行觀察，並以 CCD 顯微影像系

統 (SGHD-3600, SAGE vision) 及 SGcapture 影像處理軟體進行紀錄。 

三、 結果與討論 

3.1 原甲藻株的單離與親緣關係樹 

 本研究總共自八斗子及墾丁地區之大型藻樣本中，計單離出 47 株不同的微

藻，其中共有 14 株經鏡檢及以 28S rDNA 鑑種後認為原甲藻屬 (Prorocentrum) 

之物種。此外，PS001、PS015 及 PS016 因分泌出的細胞外多醣類黏液較多，未

能順利萃取出 genomic DNA，故僅能初步以其細胞形態進行比較、判斷，同樣

歸類於原甲藻屬。 

將本研究中單離出的 14 株原甲藻和 PL08 參考株，以及獲取自 GenBank 的

序列以 Mega-X 軟體進行比較後，可將目前本實驗室內單離出的 14 株原甲藻初

步分成三群：1. 屬於 P. lima 的 PS003-PS013，2. 接近 P. caipirignum 的 PL08，

3. 尚未完成定序的 PS001、PS015 及 PS016。其中第 1 類群及第 2 類群原甲藻，

皆為 Chomérat et al. (2019) 的研究中所定義的演化枝 B (clade B) 所描述之 P. 

lima species complex 之物種。本研究所單離出之原甲藻株中，絕大多數為第 1 類

群的 P. lima 藻種，又分成形態型 1、形態型 2 及形態型 3 (morphotype 1, 2 & 3)，

參考株 PL08 則被分類在第 2 類群，其可能為 P. caipirignum (或 P. maculosum)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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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種，詳如圖三所示。而第 3 類群之原甲藻由於目前尚未能順利進行 DNA 之萃

取，故仍未建置於親緣關係樹中。 

 

表一、自本土大型藻單離之附生原甲藻藻株。 

Strain 

No. 

Scientific name Location and Host 

PS001 Prorocentrum sp. (unidentified) Badouzi, Sargassum cristaefolium 

PS003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South Bay 

PS004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South Bay 

PS005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South Bay 

PS006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Chuanfan Rock 

PS007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South Bay 

PS008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Chuanfan Rock 

PS009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South Bay 

PS010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South Bay 

PS011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Chuanfan Rock 

PS012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Chuanfan Rock 

PS013 Prorocentrum lima Kenting, Chuanfan Rock 

PS015 Prorocentrum sp. (unidentified) Kenting, Chuanfan Rock 

PS016 Prorocentrum sp. (unidentified) Kenting, Chuanfan Rock 

PL08* Prorocentrum caipirignum Orchid Island 

*Algal strain isolated by Dr. C.-K. Lu. 



臺大漁推‧第三十一期‧(2020)29~38 台灣本地產原甲藻株 (Prorocentrum spp.) 之親緣關係初探 

 

35 

 

 

圖三、以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建立之本土原甲藻株親緣關係樹。 

3.2 原甲藻株之形態學觀察 

 以光學顯微鏡針對本研究單離出之原甲藻進行觀察、記錄及分群後，與親緣

關係樹交互比較，可發現其與親緣關係樹之結果吻合。參考 Zhang et al. (2015) 

之研究可確認，第 1 類群中的原甲藻為 P. lima，其中 PS005 及 PS009 為較寬的

卵形，應為形態型 1，其餘則較貼近形態型 2 及形態型 3，但以光學顯微鏡無法

區分。第 2 類群中的 PL08 與 P. lima 在外觀上有明顯的不同，與 P. maculosum 與

P. caipirignum 電子顯微鏡影像比較後，推測其可能與 P. caipirignum 較為接近 

(Faust, 1993; Nascimento et al., 2017)。第 3 類群的外形明顯較橢圓，體積稍大，



葉子緯、盧重光、李宗徽 

36 

 

分泌物較多外，且無法使用相同方法萃取出其 DNA，因而暫時無法判斷其物種，

需進一步完善其親緣關係樹之研究。 

 

圖四、本次研究單離得到原甲藻株 (Groups 1 & 3) 之光學顯微影像。 

四、 結語 

海洋渦鞭毛藻所產生的造成的中毒事件廣泛發生於世界各地，對食品安全及

漁業每年皆造成可觀的損失，各國也逐漸提高對於渦鞭毛藻所造成之危害的重

視。本研究中主要針對臺灣地區之原甲藻屬進行初步分類學研究，於基隆及屏東

潮間帶單離出 14 株原甲藻，完成分子生物學上的分類研究，輔以初步形態學上

的比較，並確認其多數為能產生下痢性貝毒的 Prorocentrum lima 之藻種，以及

尚未確認種名的 3 株原甲藻。在後續的研究中，將進行原甲藻所含毒素的成分

分析，以瞭解不同種的原甲藻株的二次代謝物差異，除了可能作為分類依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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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評估可能造成的危害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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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海水魚和淡水魚寄生蟲為害孰重？ 

 

施秀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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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文魚」染疫說起 

今年 1 月，全球華人歡慶農曆新年之際，中國大陸武漢市爆發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迅速蔓延全世界。6 月中，北京新發地市場爆發新冠肺炎疫

情，媒體報導：環境取樣中，在切割進口三文魚的砧板上檢測出新冠病毒。餐廳

和賣場皆緊急下架三文魚，專家也警告消費者「暫時別吃生鮭魚」。後續發展卻

出人意表，北京餐廳業者紛紛撇清，餐牌上的三文魚其實是產自清海的虹鱒魚，

而非從挪威、智利、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地進口的三文魚。疫情竟惹出「冒牌三

文魚」爭議，意外揭穿餐飲和漁產品業者，長期以鱒魚冒充鮭魚的進口魚詐騙事

件。 

    筆者因此接受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台北新聞中心(Radio Free Asia Taipei Office)

資深記者牟迎馨小姐專訪，從三文魚真假之辨，談到海水魚和淡水魚之寄生蟲為

害孰重等議題。該電台雖為電子報和廣播並陳(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專欄，2020)，

但受限於篇幅和廣播時間，報導僅侷限於新聞熱點而已，遂撰寫本文，周延且詳

盡探討相關議題。 

 

二、真假三文魚之辨 

大陸和港澳慣稱之三文魚，實為鮭魚英文俗名 salmon之音譯，而虹鱒魚英

文俗名為 rainbow trout，若將後者冠以三文魚之名販售，的確為張冠李戴，混

淆魚種，藉以欺騙消費者。鮭魚和鱒魚同屬鮭科(Family Salmonidae)魚類，二者

分類地位不同，生活習性亦有差異。輻鰭魚綱鮭形目鮭科魚類包括鮭屬(Salmo 

spp.)和太平洋鮭屬(Oncorhynchus spp., 亦音譯為大麻哈魚屬或鉤吻鮭屬)等溯

河產卵的洄游性種類，它們在淡水河流中繁殖、產卵，生長到二齡後，洄游到海

洋中生長，發育成熟後再回到出生的河中繁殖，完成生命周期。虹鱒之生態類型

除上述海水淡水洄游型外，尚有淡水定居型，譬如有台灣國寶魚之稱的櫻花鉤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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鮭(O. masou formosanus)。 

    大陸餐飲和漁產品業者為營利而混淆鮭魚和鱒魚在前，而後則有組織予以

背書。2018年大陸水產業者自行發布《生食鮭魚》團體標準，係由「中國水

產流通與加工協會」以及該協會下屬鮭魚分會的 13 家企業成員聯合起

草。該團體宣稱：此舉除填補行業標準空白、規範行業操作、保障產品質量，更

是保護消費者知情權。標準提出新定義，規定「鮭魚是鮭科魚類的統稱，

包括大西洋鮭、虹鱒、銀鮭、王鮭、紅鮭、秋鮭、粉鮭等」。 

    然而基於分類學，上述名單中僅有大西洋鮭(Salmo salar)為真正的鮭

魚，其他雖亦隸屬於鮭科，但皆為鱒魚類，列舉英文俗名和學名如下：虹

鱒(rainbow trout, Oncorhynchus mykiss)、銀鮭(coho salmon, O. kisutch)、國

王鮭(king salmon, chinook salmon, O. tshawytscha)、紅鮭(sockeye salmon, O. 

nerka)、秋鮭或狗鮭(chum salmon, O. keta)、粉紅鮭(pink salmon O. gorbuscha)。

清楚顯示，《生食鮭魚》團體標準為謀取高額利潤，刻意混亂科學分類，

強行將太平洋鮭屬(Oncorhynchus spp.)鱒魚混入大西洋鮭(Salmo salar)之列。

此舉雖遭抨擊指鹿為馬，自欺欺人，但無疑更強化餐飲業者供應「冒牌三

文魚」之信心，直到爆發三文魚染疫事件，業者評估利弊得失，不得不自清自承

「此三文魚實非彼三文魚」。簡言之，北京餐廳的問題在於：以相對廉價的太平

洋鮭屬(Oncorhynchus spp.)魚類，冒充昂貴的大西洋鮭(Salmo salar)販售。 

    《生食鮭魚》團體標準亦對魚類寄生蟲進行規範，包括線蟲、吸蟲

等中國水產品對人類健康危害較大的寄生蟲，對於不具備寄生蟲源頭風險

控制措施的原料應當經過冷凍以殺滅寄生蟲：「一種方法是攝氏零下 20度以下

連續冷凍 24小時；另一種方法是攝氏零下 35度連續冷凍 15小時。」上述冷凍

法採用的溫度正確，但冷凍時間太短，同時忽略後續的冷凍保存步驟。

筆者將於後文引述美國食品藥品管理局（FDA）之規範說明。 

    上海海洋大學教授陳舜勝受訪指出：虹鱒不是鮭魚；生食虹鱒可能感染肝吸

蟲、肺吸蟲等寄生蟲，會危害健康；這項團體標準提出的消滅寄生蟲的方法，只

適用於海水魚。陳教授強調：「對大西洋鮭的處理是可以的，但對淡水虹鱒的處

理，我覺得依據不充分。海水魚攜帶的寄生蟲種類較少，而且因為海洋的特殊環

境，這些寄生蟲到人體內往往不會長成成蟲，而生吃淡水魚的風險則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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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陳教授專業背景，專長於水產品加工、食品理化分析、食品感官評定等

領域之教學與研究。陳教授雖有勇氣公然指正《生食鮭魚》團體標準之不當，

但顯然缺乏寄生蟲學專業背景，「生吃淡水魚的風險則高得多」的說法，需

要科學依據；寄生蟲在人體是否發育為成蟲，取決於人在寄生蟲生活史擔任的

角色，與海洋環境無關。此外，團體標準提出的消滅寄生蟲的方法過於簡略，

並不適用於處理海水魚。 

 

三、鮭鱒魚類可傳播海獸胃線蟲 

感染海魚之寄生蟲種類眾多，但危害人類者卻較少，備受醫學、公衛和漁 

業領域重視者為食用魚類而傳播給消費者之人畜共通寄生蟲 (fish-borne 

zoonosis)。感染鮭屬(Salmo spp.)和太平洋鮭屬(Oncorhynchus spp.)魚類之重要

人畜共通寄生蟲有：海獸胃線蟲(Anisakis spp.)、對盲囊線蟲(Contracaecum sp.)、

廣節裂頭絛蟲(Diphyllobothrium sp.)。論及感染海魚之寄生蟲種類，最受關注者

即為海獸胃線蟲，精確的說，其實是其第三期幼蟲。 

    由於海魚僅為此線蟲之中間寄主，鯨豚等海獸則為其終寄主。以為人熟知之

寄生蟲病類比，海獸胃線蟲實為感染鯨豚類之蛔蟲，鯨豚類為生活於海洋之哺乳

類，此即為國人熟知之中文名稱－海獸胃線蟲－之由來；大陸則意譯其屬名

Anisakis 為異尖線蟲。第三期幼蟲在魚體內可維持休眠狀態，須被鯨豚攝入後，

由於鯨豚胃內溫度和化學環境之激發，幼蟲甦醒而繼續發育，蛻皮兩次後，成為

成蟲。雌雄性成蟲交尾產卵，蟲卵隨糞便排入海洋。受精卵孵化出幼蟲，先遭甲

殼類幼生和磷蝦等攝入，再被食物網上層之海魚和章魚等頭足類攝食接收，幼蟲

穿過其腸胃壁，侵入體腔或肌肉內，可能捲曲且被寄主分泌之外被包圍，形成囊

體(cyst)，暫時休眠，等待適當終寄主鯨豚類攝食，完成其生活史。 

    人類食用鮭魚，料理方式主要為生食之生魚片或壽司，但隸屬靈長目的人類

和鯨目的鯨豚類身體之物理和化學環境有異，人類並非此線蟲之適當性終寄主。

因此在海獸胃線蟲生活史的角色，人類僅和海魚和頭足類的相同且屬於機會性

感染，患者體內檢出者皆為幼蟲，至今並無發育為成蟲之病例報告。 

如何保持漁產品鮮美且袪除感染寄生蟲之風險? 一直是學界和業界關注的

重要議題。以秋鮭為材料，研究冷凍和煙燻處理效用時發現：每 200公克新鮮魚

片中有 1~3尾海獸胃線蟲幼蟲，平均每片 0.6尾；每 200公克冷燻處理者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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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幼蟲，平均每片 1.2尾。尤其關鍵的是，兩類樣本中檢出之幼蟲都是活的。此

外，兩片冷燻處理之魚片經冷藏(4°C)27天後，幼蟲依然存活。可感染人類的裂

頭絛蟲 (Diphyllobothrium sp.)之長尾幼蟲 (plerocercoid)則未檢出 (Gardiner, 

1990)。 

海魚一經捕獲，由於微環境之改變，在死魚體腔和內臟休眠之海獸胃線蟲幼

蟲是否可因而遷移到魚肉? 曾有研究證實此可能性，但僅發生在魚肉油脂含量

較高之魚種，譬如鯡魚(herring)和鯖魚(mackerel)，但在油脂含量較低之藍鱈

(blue whiting)、牙鱈(whiting)和黃線狹鱈(walleye pollock)等卻無此現象(Smith, 

1984)。因此，學者提出改善漁獲安全性之策略：漁船作業時，應當場立即去除

魚體內臟，避免幼蟲在魚死後由內臟往肌肉移行(post-mortem migration from 

viscera into flesh)，以確保食用性魚肉的安全。同時建議：去除之內臟應勿拋棄

於海洋，以免增加該處幼蟲來源。 

野生的阿拉斯加鱒魚鮭魚並無上述死後移行現象。調查捕獲自阿拉斯加的

秋鮭、粉紅鮭和紅鮭，撈捕上船後立即解剖魚隻，檢視每條魚感染海獸胃線蟲幼

蟲情況，結果發現：所有魚隻皆遭幼蟲感染，同時有超過 90%的幼蟲出現在食用

性的魚肉內；大部分幼蟲分佈在體腔壁之魚肉內，少部分出現在尾部肌肉和軸上

肌(即背肌)(epaxial muscle, loins)。供食用的魚肉遭感染之平均強度甚高：每尾

秋鮭有 62條幼蟲、每尾粉紅鮭有 21條幼蟲、每尾紅鮭有 63條幼蟲。然而，比

較立即去除內臟和未去除內臟且冷藏 24小時的魚隻腹肌(hypaxial muscle)，幼蟲

強度並無統計上之顯著差異，顯示位於內臟之幼蟲並未在魚死後移行至魚肉

(Karl, et al., 2011)。 

海獸胃線蟲生活史所需之各類寄主: 甲殼類幼生、磷蝦、魚類和鯨豚類海獸

已普遍存在於開放海域中，而線蟲幼蟲本身亦為海洋食物網基層成員。相較之下，

箱網養殖魚類由於係以人工飼料飼養並藉由有效管理，感染此線蟲之風險可能

相對較低。調查美國西雅圖西岸普吉特海灣野生捕獲和箱網養殖鮭鱒魚類感染

海獸胃線蟲幼蟲之盛行率，樣本總數為 287 尾，包括 237 尾箱網養殖之大西洋

鮭、銀鮭和國王鮭以及洄游產卵期間被捕獲的 50尾紅鮭。結果發現：所有紅鮭

皆遭感染，可食之魚肉部分檢出 581 (87%)條幼蟲；此外，三分之一的紅鮭體內

亦檢出裂頭絛蟲(Diphyllobothrium sp.)之長尾幼蟲。相反的，檢視 237尾箱網養

殖的三種鮭鱒魚類，體內卻未發現海獸胃線蟲幼蟲存在。基於此調查結果，學者

認為：箱網養殖有助於提升生食漁產品之安全程度(margin of safety) (Deardorff 

and Kent,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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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箱網養殖並非萬無一失。因為箱網所在之海域中，攜帶線蟲幼蟲的

甲殼類幼生和磷蝦等仍可能隨水流通過網眼，養殖鮭鱒魚仍有因攝食而遭感染

之風險。筆者研究箱網養殖海鱺寄生蟲時發現，除人工飼料外，業者偶餵以未經

深度冷凍之生鮮下雜魚類補充養分，而下雜魚體內確實存有海獸胃線蟲活幼蟲，

成為海鱺感染此線蟲之來源(Shih, et al., 2010)。 

筆者研究團隊鑽研魚類傳播之寄生蟲逾 20年，雖未調查過鮭鱒魚類者，但 

深入解析過眾多海魚和淡水魚類，魚種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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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已在本刊發表文章，綜述臺灣魚類寄生蟲相與感染解析，除飛魚以外，硬骨魚類

皆檢出海獸胃線蟲第三期幼蟲，無一倖免(郭和施，2018)。腐生性盲鰻亦可擔任

海獸胃線蟲中間寄主，實為意外之新發現；據此擴充其中間寄主名單並修訂此線

蟲生活史，證明幼蟲不僅可經由食物鏈由體型較小之魚隻傳播給大型魚類，亦可

藉攝食海魚屍體而接收其體內活的幼蟲(駱和施，2014; Luo et al., 2016)。 

美國華盛頓大學水產與漁業科學學院研究指出，從 1978年到 2015年間， 

海洋中海獸胃線蟲數量暴增了 283 倍。推測可能原因須從線蟲寄主角度考量，

諸如海洋環境可能有益於終寄主鯨豚，中間寄主海魚、章魚、甲殼類和磷蝦等之

生長繁衍，兩類寄主之生活與遷移途徑重疊，因而有利於線蟲完成其生活史等因

素；此外，氣候變遷和溫室效應亦可能影響這些寄主的繁衍、群聚與遷移。 

 

四、海水魚寄生蟲較為無害之迷思 

魚類都可能感染寄生蟲，生活在淡水或海水環境的差別只在於感染不同的

蟲種而已。除非基於長期且廣泛之研究，無法武斷宣稱淡水養殖的虹鱒魚和海水

養殖的鮭魚之間，寄生蟲危害人類的風險孰者更為嚴重。 

淡水魚傳播給人類之寄生蟲，嚴重程度自以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

為首要，台灣亦為疫區，台大醫院家醫科曾開專門門診。消費者攝入魚肉內活的

囊狀幼蟲囊體，幼蟲經胃液分解、脫囊而出，爬行進入膽管和膽囊，發育為成蟲，

感染後可能導致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根據中國疾控中心資料，中國境內的

肝吸蟲感染人數約 1,300萬人，居全球首位，廣東和廣西等尤為高感染地區。推

測其原因，可能和上述地區民眾素以淡水魚製做魚生粥和魚生料理等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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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因為熱粥和熱湯的溫度並不足以殺死隱藏在魚肉內的肝吸蟲囊幼，雖為熟

食料理，但卻可能攝入活的幼蟲。 

上海海洋大學陳教授之論點：「這項團體標準提出的消滅寄生蟲的方法，只

適用於海水魚」，並不全然正確。美國 FDA 規定魚肉必須在零下 35℃冷凍 15

小時，或是零下 20℃冷凍 7 天後才能生食。此外陳教授強調：「海水魚攜帶的

寄生蟲種類較少，而且因為海洋的特殊環境，這些寄生蟲到人體內往往不會長成

成蟲，而生吃淡水魚的風險則高得多」則表述出一般人認為生食海魚風險較低之

迷思。 

海獸胃線蟲固然無法在非適當寄主的人體內發育為成蟲，但第三期幼蟲除

導致眾所周知的海獸胃線蟲症(Anisakidosis)外，近年來發現更可引發過敏性海

獸胃線蟲症(Gastroanisakiasis)。前者係在攝食含有第三期幼蟲活蟲的漁產品四

到六小時後，脫囊而出的幼蟲侵入胃腸黏膜而出現劇痛、噁心、嘔吐、黏膜水腫、

胃潰瘍等急性症狀，亦可能轉為持續一年以上的慢性期(施，2001)；此外，尚可

在胃黏膜形成結節，曾為誤判為腫瘤，開刀後取出鈣化之幼蟲。後者雖遭消費大

眾忽略但卻愈益盛行，當第三期幼蟲進入人體約 5 個小時後，開始出現諸如蕁

麻疹、血管性水腫、搔癢等過敏症狀，同時可能伴隨胃腸道症狀發生(郭和施，

2016)。研究指出，過敏原為線蟲蟲體組成和其排泄分泌物，具有耐熱性且不被

胃蛋白酶分解，意即熟食魚肉和人體胃液皆無法分解破壞其致敏性。由此推測，

海獸胃線蟲過敏原可能為消費者對海鮮類過敏之潛在因素；過敏原為肉眼不可

見的幼蟲成分，而非海鮮本身。 

對盲囊線蟲(Contracaecum sp.)之終寄主為食魚性鳥類，魚類為其中間寄主，

體內存有第三期幼蟲，感染症被歸納為廣義之海獸胃線蟲症(施，2004)。廣節裂

頭絛蟲(Diphyllobothrium latum)俗稱魚肉絛蟲，亦是重要人畜共通寄生蟲，魚肉

內存在其第二階段幼蟲－長尾幼蟲 (plerocercoid larvae, sparganum)。人攝入活

的長尾幼蟲後，在小腸可發育為成蟲，可能導致腸道阻塞、腹痛、營養不良和惡

性貧血等病徵。 

 

五、結語－健康安全的食魚之道 

任何生鮮食品皆有可能遭病毒、細菌、黴菌和寄生蟲汙染之安全疑慮。富含

油脂之漁產  生食料理，素為廣受消費者青睞之美食，然而消費者卻難以區分以

虹鱒魚冒充鮭魚之差異，因此餐飲和賣場業者長期張冠李戴之詐欺作為始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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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無論何種魚類，供應生食料理之食材在運輸、倉儲和料理等各階段皆須維持

嚴謹品管，以維護食品安全。 

    美國食品藥品管理局（FDA）1996 年發布第一版美國《魚類與漁產品危害

及管理指南》（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 Hazards and Controls Guidance），由於

具備以科學為基礎、規範嚴謹以及作業可行性高等優點，因此被視為水產加工業

實施「危害分析及重要管制點系統」（HACCP,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之聖經。第4版《指南》於2011年發布，增補第五章《淡水養殖魚類的寄

生蟲危害》，包括肝吸蟲、肺吸蟲及腸吸蟲的幼蟲(施，2013)。 

    關於寄生蟲危害之管控，第4版《指南》綜合美國胃腸病學家對美國水產品

感染寄生蟲之研究結果，修訂足以殺死所有寄生蟲－無論海水魚或淡水魚體內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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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規範係基於科學研究，嚴謹且可信賴，前述《生食鮭魚》

團體標準提出者，實難以望其項背。 

    至於一般消費大眾，若無法確認食品之品管和安全性，建議漁產品仍以熟食

為佳。此外，家用之砧板刀具等廚具應採用兩套，分別處理生食和熟食料理，以

免發生交互汙染，影響生食性食材之安全性。     

    無論感染來自海水魚或淡水魚的寄生蟲，對患者而言，皆為痛苦之歷程，甚

至留下後遺症。但若比較寄生蟲在人體存活之時間和可能導致之後續病變，淡水

魚傳播之中華肝吸蟲確實嚴重於海水魚傳播之海獸胃線蟲。然上述對比仍須考

量攝入之活幼蟲數量、次數和人體健康程度等綜合因素，無法斷然訂定為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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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海洋佔了地球表面的 70%，對人類福祉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根據聯合國糧食

及農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United Nations, FAO) 在 2018

年的統計，海洋提供全球 32 億人口近 20%的動物蛋白質攝取，另外聯合國開發

計劃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在 2012年的統計，超過 5億

人口從事與海洋有關之事務藉以維持生計，顯見海洋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但隨

著全球人口數量的持續增長，人為活動的影響逐漸擴大，海洋所受到的破壞逐漸

嚴重，諸如生物多樣性喪失、棲地破壞、過度捕撈等。根據統計，全球魚類產量

正接近永續利用的極限，目前全球約 90％的魚類種群已受到完全開發或過度捕

撈，海洋漁業資源已瀕臨枯竭 (FAO, 2018)。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早於 1960年代，國際間已開始重視海洋的管理與保育

的議題，並從單一魚種的管理，逐步演變並納入生態系統管理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及海洋空間規劃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的概念與思維 (Trew 

et al., 2019)。其中海洋保護區 (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 作為一種空間規

劃的管理工具，被視為是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 (Klein et al., 2008)、大尺度生態

調節 (Olds et al., 2012) 及促進海洋資源永續利用最經濟有效方法 (Lester et 

al., 2009)，同時也符合預防原則、生態系方法及棲地保護等原則 (Halpern et al., 

2010)，並被認為是海洋保育的關鍵基礎(Giakoumi et al., 2018)。 

 

二、海洋保護區起源與發展趨勢 

海洋環境保護的思潮興起，來自 20 世紀起全球皆發生海洋資源枯竭情況，

人們開始意識到海洋資源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此在 19世紀 50到 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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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海洋保育的觀念開始逐漸成形。海洋保護區的概念在 1962年第一屆世界國

家公園大會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National Parks) 國際間首次達成共識 

(Kelleher and Kenchington, 1991)。隨後在 1975年，澳洲通過以大堡礁海洋公

園為名的專法，而該公園是當時國際間第一個大尺度 (large-scale) 海洋保護區，

其面積共 34萬 4,400平方公里，亦蟬聯「世界最大保護區」達數十年，被稱為

「現代海洋保護區之祖」(Day, 2016)。1982 年，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 辦理

了第三屆世界國家公園大會，並出版《海洋和海岸保護區：規劃者和管理者指南》

(Marine and Coastal Protected Areas: A Guide for Planners and Managers)，該指南

在世界各地海洋和沿海保護區的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並成為世界上最通用的

海洋保護區準則(Kelleher and Kenchington, 1991)。1992年，IUCN 在委內瑞拉

的加拉加斯 (Caracas) 舉辦第四屆世界國家公園暨保護區大會，並於會後產生

「加拉加斯行動計劃」，期望達到利用生物圈計劃將保護區整合為更大的框架；

並延續為世界各式不同的海洋保護區，建立統一的標準之目標，因此組成工作團

隊研擬更新保護區的分類制度，並於 1994 將海洋保護區定義為六種不同種類，

並沿用至今 (Kelleher et al., 1995)。 

經過多年的發展與實踐，海洋保護區的定義及概念已逐漸普及，並被大量國

家用於海洋生態系經濟與環境之永續利用，關注焦點逐漸從海洋保護區劃設倡

議轉為更為全面性的倡議，包含將海洋保護區連成網路及國際保育承諾之實現。

2002年地球高峰會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及 2003年第五

屆世界公園大會呼籲各國重視海洋保護區連成網路之重要性，並在 2012年前將

海洋保護區連成網路 (UN, 2002; IUCN-WCPA, 2003)。而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於 2004年首度提出於 2012年前劃

設 10% 海洋保護區之全球性目標，此目標於 2011年時已受各國承認無法達成，

但該目標仍受各國重視並設立《愛知目標》同意將期限延長至 2020 年 (CBD, 

2011, Aichi Target 11)。2015年聯合國《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

針》提及，其中「目標 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即是重申在 2020 年以前，依照國家與國際法規，以及可取得的最佳科學資訊，

劃設至少 10%的海岸與海洋保護區。 

 

三、海洋保護區定義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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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護區是一個傘狀的術語，隨著不同的保育標的、方式而有所不同，但

現今最為廣泛使用的即是 IUCN 於 1994 年對其所下之定義：「指在潮間帶或亞

潮帶地區，連同水體、動植物、歷史與文化特性，藉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來保存

部份或全部與世隔絕的環境。」，並將海洋保護區分為六大類別(表 1)。 

雖然 IUCN 為了讓海洋保護區擁有共同標準而建立前揭定義與分類，但事

實上，每個國家依照保育的物種、對象及管理方式的差異，都會使得海洋保護區

產生不同的名稱或制度，因此海洋保護區範疇其實非常廣泛。換言之，海洋保護

區其實是一個抽象、原則性的概念。以我國海洋保護區為例，劃設法源主要依《漁

業法》、《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法》、《濕地法》、《發展觀光條例》及《都市計劃法》等法規劃設，保育目標

皆不同，管理方式及嚴格程度也各有高低(表 2)。實務上，通常會將海洋保護區

依其管理強度再細分為核心區、緩衝突及多功能使用區，進行分區管理。以我國

為例，則將海洋保護區分為「禁止進入或影響」、「禁止採捕」及「分區多功能使

用」。除前述定義外，本研究列舉 FAO、中國大陸、美國及我國海洋保護區之定

義，顯示海洋保護區存在不同定義及目標設置(表 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聯合

國環境規劃署 (UNEP) 世界保育監測中心 (WCMC) 在 2015年，為了達到更

佳的保育效果、生態系統服務與文化價值，將保護區重新劃分為更細的陸地保護

區、海岸保護區及海洋保護區，亦是在原有海洋保護區的架構下進行細分。 

此外，鑒於 IUCN 保護區分類主要基於管理目標，導致有時候與相關法規範

之間產生扞格與衝突，因此亦有學者提出依據管理強度為分類的海洋保護區，旨

在對於現今 IUCN 分類模式進行補充。該分類係依據當地漁業管理狀況給予不

同分數，並就此分數之加總得到整體「海洋保護區指標」(Horta e Costa et al., 

2016)。此方式特點為可適用於現今任何海洋保護區分類，並明確區分使用帶來

的影響。 

 

四、海洋保護區功能 

總體來說，海洋保護區即是在保全海洋生態系，具有提供糧食、維護生態多

樣性及支持人類生存所需 (Halpern et al., 2012; Spalding et al., 2014)，其餘諸如

氣候調節等生態系統服務，亦是海洋保護區所能帶來的助益 (水試專訊，2013)。

若以細部功能來分類，則可分為：保護海洋生物之敏感棲地及瀕臨絕種之物種、

保護魚類的生長環境及提高漁產量 (Eadie and Hoisington, 2011; Edgar, Graham 

J and Stuart-Smith, 2009; Langlois and Ballantine, 2005)；增進娛樂及遊憩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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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Petrosillo et al., 2007)，例如世界知名的澳大利亞大堡礁國家公園，具世界

上現存規模最大的珊瑚礁，並包含海草床、潟湖、泥灘、鹽沼、紅樹林、岩盤、

沉船遺址、考古遺址、沿岸的水下地區以及深海海床等；同時也具保護文化價值

的功能、保護當地地理特徵、或增進教育或科學之價值等(Solandt et al., 2014; 

Taylor and Buckenham, 2003)。 

 

五、海洋保護區劃設 

一般來說，保護區劃設可分為由上而下 (Top-down) 與由下而上 (Bottom-

up) 二種方式，其中差別即是在誰(政府或是民眾)扮演了主導權的地位，以及

治理過程中權力分享的過程。早期海洋保護區的劃設，主要係透過由上而下的方

式，也就是主要參考專家意見或權宜過程所產生，且易受政治、經濟因素影響 

(Vega, 2011)，但隨著時間演進，許多研究發現由下而上的方式，也就是包括利

益關係人的參與 (Giakoumi et al., 2018)，是海洋保護區達成有效治理的關鍵因

素。而參與的過程包含單純提供意見，到親身參與海洋保護區規劃與執行過程 

(Sayce et al., 2013)。近期海洋保護區劃設趨勢，已從 Top-down 與 Bottom-up 的

比較，演進至整合兩者於海洋保護區規劃與執行的優缺點 (Jones, 2014)。 

 

六、劃設軟體 

早在 1992 年，IUCN 即提出劃設海洋保護區的指導準則，並強調利用系統

化方式 (Systematic Approach) 來規劃海洋保護區 (Kelleher and Kenchington, 

1991)，也就是將海洋環境視為整體，將相關因素整合分析，藉此提升海洋保護

區的成功率。近年來，為能整合海洋保護區所考量的各項因素，包含生態資料、

社會經濟資料及空間資料，國際間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 (IanR et al., 2011; 

Portman, 2016)，並發展出諸多決策支援工具 (Decision Support Tool, DST)，

包含 DEFINITE、Marxan、Zonation 等 (表 4)。其中 Marxan 更是國際間知名的

海洋保護區劃設決策支援工具，不同於以往早期海洋保護區選址係以分數而定，

該軟體係將海洋保護區在符合預期保育目的上，選擇成本最低的方式劃設。著名

例子包含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及美國加州海峽群島 (Channel Islands) 皆是使用

此軟體協助區劃。 

 

七、海洋保護區管理有效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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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球海洋保護區著重在數量以及範圍的提升，這趨勢也為各國帶來更

多的挑戰。根據研究，大多數國家在其海洋保護區內，皆進行了管理有效性評估 

(Juffe-Bignoli et al., 2016)，藉此確保海洋保護區達到預期效益。為了最大程度

發揮海洋保護區潛力並改善管理流程，世界保護區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 WCPA) 提供了一個整體性架構，藉此評估海洋保護區管理

效益 (Dudley et al., 2013; Hockings et al., 2004)。此外，亦有研究強調特定指

標 (治理、社會經濟及生物面) 對於海洋環境管理狀況的重要性 (Pomeroy et 

al., 2005)，旨在透過全面評估進行適應性管理，並擬定適當解決措施。前述管

理規範的評估發展，也間接促成 IUCN 的 Green List 的產生，該組織針對「良善

治理」、「全面規劃」、「有效管理」及「保育成效」，等四面向進行評估，希望藉

此產生有效實踐與管理 (IUCN and WCPA, 2016)。 

 

八、結語 

劃設海洋保護區是保護海洋生態系統、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棲地的方法中成

本最低且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促使人類生存發展的關鍵，雖然世界上各個海洋保

護區類型、保育對象及劃設方式各有不同，但其目的皆是萬變不離其宗。只是海

洋保護區最後是否達成其目的，則視後續治理與管理手段是否落實，包含是否有

明確法律或規範的依據、利益相關者的參加與配合等，都會影響其成效。此外，

鑒於環境持續遭受額外壓力，例如氣候變遷，因此「積累效應」所帶來的影響也

逐漸受到關注 (Trew et al., 2019)，不僅著重活動各別造成影響，更聚焦於相關

活動彼此之間的交感及共同效應，與當地棲地、物種及生態環境相結合，尋求最

有效益的保育地點及順序。但如同前面所述，若欲達成基因、種、群甚或棲地之

間的連結，不僅應劃設更多海洋保護區，更應持續將海洋保護區連成網路，藉此

完善保護海洋生態系統，維持人類生存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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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海洋保護區類型 

編號 類型 主要目的 定義 

IA 嚴格的自然保護區 科學研究 
在陸域或海域的部分區域，擁有傑出或是具有代表性的生態環境、地質或生

理上的特色或⁄和物種，可優先提供科學研究或⁄和環境監測。 

IB 荒野區 
保護自然的原始

狀態 

在大範圍未經變更或是稍有變更的土地或海域，維持其自然的特色，並長期

不允許居住，保護並管理使之維持自然的狀態。 

II 國家公園 
生態系統的保護

與管理 

（1） 保護一個或多個生態系的整體生態； 

（2） 排除開發或不當占有所選定的區域； 

（3） 提供一個精神、教育、科學、娛樂與參觀機會，並與文化共存 

III 國家紀念區 
保護特殊的自然

特色 

區域因為其本身的稀有性、代表性或具有文化的重要性，造成其自然⁄文化的

特徵或有獨特價值。 

IV 棲地/物種管理區 
透過積極管理達

到棲地/物種保護 

在容易遭受人為活動干擾地區，採用符合特殊物種需要的棲地環境之管理方

式。 

V 海景保護區 
保護與恢復地貌

與海景 

此區域內自然與人類長期交互作用產生了有別於其他區域的特色，具有有意

義的美學景觀、生態環境或文化價值，並常具有高生物多樣性，需要受到保

護、保持與發展。 

VI 資源永續利用區 
永續利用自然生

態 

為了確保長期的保護並維持生物多樣性，並且提供永續的自然產品與服務以

供應社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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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海洋保護區相關法令規範 

 法令 目的 主管機關 執法機關或單位 範例 

漁業法 

(1071226 修正) 
為永續利用水產資源，促進漁業健全發展 漁業署 海巡署 1 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 

國家公園法 

(991208 修正) 

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

蹟，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 
營建署 國家公園警察 2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野生動物保育法 

(1020123 修正) 
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 農委會/海保署 3 

得設置野生動物保育或

檢查人員；必要時，得商

請轄區內之警察協助保

育工作。 

棉花嶼花瓶嶼野生動物保

護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1050727 修正) 
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 文化部/農委會  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 

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法 

(1041209 修正) 

為保護水下文化資產。 文化部 海巡署 4 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 

濕地保育法 

(1020703 修正) 

為確保濕地環境及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利

用。 
內政部  高美濕地 

發展觀光條例 

(1080619 修正) 
為保護當地供觀光遊憩之生態資源。 交通部 

必要時得會同警察機關

執行檢查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

景區 

1 依據 91 年 1 月 16 日海巡署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調聯繫辦法 

2 依據 104 年 12 月 16 日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組織條例 

3 108 年 4 月 28 日，海洋野生動物部分由農業委員會林務局移交海洋保育署辦理 

4 依據文號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70172574 號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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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洋保護區定義 

單位 定義 保護標的 出處 

FAO1 

有較高生物多樣性保護或漁業管理之水域 Any marine geographical area that is afforded greater 

protection than the surrounding water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r fisheries management 

purposes will be considered an MPA. 

生物資源 FAO, 2011 

IUCN2 

藉由法律或有效手段來保護潮間帶與亞潮帶之水體、動植物、歷史及文化。A clearly defined 

geographical space, recognised, dedicated and managed, through legal or other effective means, to 

achieve the long-term conservation of nature with associated ecosystem services and cultural 

values. 

生態系統服務及

文化特徵 

Dudley et al., 

2008 

CBD3 

藉由法律或其他手段來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 Any defined area within or adjacent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ogether with its overlying waters and associated flora, fauna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which has been reserved by legislation or other effective means, including custom, 

with the effect that its marine and/or coastal biodiversity enjoys a higher level of protection than its 

surroundings. 

生物多樣性 CBD, 2004 

美國 

藉由聯邦，州，地區，部落或地方法律或法規保留的任何海洋環境區域，為部分或全部自然

和文化資源提供保護。Any area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at has been reserved by Federal, 

State, territorial, tribal or local laws or regulations to provide lasting protection for part or all of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therein. 

生物資源及文化

特徵 

https://marinepro

tectedareas.noaa.

gov 

中國 
以海洋自然環境和資源保護為目的，依法把包括保護物件在內的一定面積的海岸、河口、

島嶼、濕地或海域劃分出來，進行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區域。 
生物資源及環境 

海洋自然保護區

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之一定範圍內，具有特殊自然景觀、重要文化遺產及永續利用之生

態資源等，需由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進行保護管理之區域。 

生物資源及文化

特徵 

https://www.fa.g

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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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2 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3 生物多樣性公約 

 

表 4. 劃設海洋保護區電腦程式 

軟體 特點 地理資訊系統

連接 

付費 時間 出處 

DEFINITE 簡單透過排序評比的方式選

擇不同保護區劃設 

否 是 1996 RON JANSSEN, 1996 

Marxan 在達到保育目標情況下，尋

求最小劃設面積 

是 否 2000 Ball, 2000 

ZONATION 在既有預算下尋求最大保護

成果 

是 否 2003 A quick introduction to 

Zonati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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