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刊序 

    自古以來，日本人就知道鰻魚是營養價值很高的食品，吃鰻魚使日本人成為世界上的長

壽民族，尤其在夏天時，喜歡吃鰻魚飯來補充炎夏耗損的元氣。也因為日本人太愛吃了，使

得鰻魚供不應求，在三十年前，成就了台灣「鰻魚王國」的美名。鰻魚的一生，從太平洋關

島西側海域開始，鰻魚媽媽產下了魚卵，這些透明的卵會孵化成鰻魚寶寶，它們長得像是葉

子一樣扁平的形狀，身體像玻璃一樣透明，這個時期的鰻魚寶寶不太會游泳，只能任憑海水

的推動，開始了它的漂流歷險記。鰻魚寶寶一邊漂流一邊吃下隨口可得的食物，漸漸長大，

約四到六個多月大時，鰻魚寶寶的身體會發生變化，從原本的葉子形狀，變態成細細長長，

如同牙籤般透明的鰻苗，這時候他們會努力往陸地河川的方向游去，去找尋適合的家。漁民

則在海邊守株待兔，撈捕鰻苗，這小小一隻鰻魚苗，身價常常破百元，難怪鰻苗會被稱為水

中的白金。 

    鱸鰻屬於熱帶鰻，他的身體上佈滿斑點，所以又稱為花鰻，天生就是好奇寶寶，喜歡往

河川上游爬，就算碰到水壩也會盡力地爬過去，練就一身健壯的體格，因此在山上常常可以

看見它。而日本鰻為溫帶鰻，它比較文靜，爬牆的能力和意願不高，喜歡待在河川中、下游。

油脂飽滿的日本鰻適合燒烤，做成入口即化的蒲燒鰻，而因為好動而肌肉發達的鱸鰻，就比

較適合用乾煎或是燉湯的方式。然而，這道人間美食，如果再不好好的保護它，以後可能就

要吃不到了。在幾十年前，鰻魚的數量非常驚人，小朋友只要拿著水桶去海邊，在退潮時就

可以撿拾一大桶擱淺在岸上的小鰻苗，拿去餵鴨子。但是近數十年來，隨著人類社會快速的

開發，上游的水庫興建，下游的水質汙染，加上人類的過度捕撈，讓鰻魚爸爸媽媽無法健康

長大，數量大減，因此能夠成功回到大海產卵的數量就少了，下一代的鰻魚寶寶自然跟著減

少非常多。大家必須要有永續經營的觀念，適當的保護它們，在未來才可以繼續品嚐到美味

營養的鰻魚飯。 

    現代營養學研究指出，鰻魚富含脂溶性維生素 A 與 E，ω-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EPA、

DHA 與 DPA)、膠原蛋白、菸鹼醯胺、肌肽、牛磺酸、鈣質、微量元素等等豐富之營養，實

為一難得之健康與美容食品。本特刊集結筆者過去所參與撰寫的鰻魚相關文章，加以重新彙

整修訂，希望帶領讀者更完整的了解鰻魚，以及吃鰻對人體的益處。本刊倉促付梓，恐有疏

漏，但希望能拋磚引玉，尚祈社會賢達不吝指教。 

 

韓玉山 謹識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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鱸鰻油營養與保健功效分析 

 

    全世界的淡水鰻魚共有 19 種，許多民族自古以來皆有食用鰻魚的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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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

疲勞，是營養價值極高的魚類。在華人世界，則同時喜愛日本鰻  (Anguilla 

japonica) 與鱸鰻 (A. marmorata)。過去鱸鰻在台灣曾被列入保育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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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中移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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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鱸鰻體大肉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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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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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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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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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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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第富品牌)，已歷時數年，累積許多愛用者。 

 



臺大漁推‧特刊‧(2021)1~14 鱸鰻油營養與保健功效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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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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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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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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下篇文章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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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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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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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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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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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鯽魚 5.3% 和鯉魚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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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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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維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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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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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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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鱸鰻肉中亦含有高量的鈣質，

為一般禽畜肉品 10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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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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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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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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進一步了解鱸鰻油具有的營養價值，本研究將運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生產之鱸鰻油 (圖二)，進行脂肪酸組成的分析。由表二結果可知，鱸鰻油

富含 ω-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占油脂 12.13%)，其中包括 α-次亞麻油酸 

(α-Linolenic acid，ALA)、十八碳四烯酸 (又稱硬脂四烯酸) (Octadecatetraenoic 

Acid，SDA)、二十碳五烯酸 (Eicosapentaenoic acid，EPA)、二十二碳五烯酸 

(Docosapentaenoic acid，DPA) 及二十二碳六烯酸 (Docosahexaenic acid，DHA) 

等。人體無法自行製造出 ω-3 脂肪酸，但可藉由 ALA 作為前驅物，在體內合成

EPA、DPA 和 DHA 等 ω-3 脂肪酸。但由於 ALA 人體亦無法自行合成、必須透

過膳食攝取獲得，所以 ALA 亦為必需脂肪酸。EPA 是著名的血管清道夫，適量

補充可以降低血清中的三酸甘油酯 (TG) 含量，有降血脂的效果，此外，還能

提高血液中好的脂蛋白 HDL-C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對心血管的健康及疾病

預防，極有幫助。另外，實驗中也發現，EPA 有抑制發炎反應的效果，可以改

善免疫系統的健康，減輕過敏所產生的不適症狀。而 DHA 是神經發展非常重要

的營養素。DHA 可以直接通過腦及視網膜屏障，因此在維持腦細胞活力、增進

記憶、維持正常視力等功能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DHA 的適量的補充，可

以增加小朋友的學習力，也有助於延緩老年腦神經的萎縮、衰退等老化現象。

此外，鱸鰻油中的 DPA 常常是一般魚油及許多食品中所缺少的，在母乳中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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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油中含量較為豐富。DPA 對於預防動脈粥狀硬化、清除血液中的低密度膽固

醇和防止血栓的形成，具有卓著的效果。此外，還可以促進內皮細胞的修補，

幫助人體自行修復血管壁損傷，對於幼童心血管系統的發育相當重要。 

    總括來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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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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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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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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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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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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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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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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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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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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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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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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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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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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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鱸鰻油脂肪酸成分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進行分析) 

脂肪酸中文名 脂肪酸英文名 結構 百分組成(%) 

月桂酸 Lauric Acid (C 12:0) 0.09 

肉豆蔻酸 Myristic Acid (C 14:0) 4.49 

十四碳烯酸 Myristoleic Acid (C 14:1) 0.15 

十五酸 Pentadecanoic Acid (C 15:0) 0.29 

棕櫚酸 Palmitic Acid (C 16:0) 20.91 

棕櫚油酸 Palmitoleic Acid (C 16:1) 5.9 

十七酸 Margaric Acid (C 17:0) 0.24 

硬脂酸 Stearic Acid (C 18:0) 3.86 

油酸 Oleic Acid (C 18:1) 43.04 

亞麻油酸 Linoleic Acid (C 18:2) 6.59 

α-次亞麻油酸 α-Linolenic Acid (ALA) (α-C 18:3) (ω-3)  1.02 

十八碳四烯酸 Octadecatetraenoic Acid (C 18:4) (ω-3)  0.49 

花生酸 Arachidic Acid (C 20:0) 0.12 

鱈油酸 Gadoleic Acid (C 20:1) 1.89 

二十碳二烯酸 Eicosadienoic Acid (C 20:2) 0.31 

二十碳五烯酸 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 (C 20:5) (ω-3) 2.83 

二十二碳五烯酸 Docosapentaenoic Acid (DPA) (C 22:5) (ω-3) 1.87 

二十二碳六烯酸 Docosahexaenoic Acid (DHA) (C 22:6) (ω-3) 5.92 

ω-3 脂肪酸 (%)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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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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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調節情緒的血清素，左右人們的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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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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鱸鰻油擁有良好的脂肪酸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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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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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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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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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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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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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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GE2，而在鱸鰻油 100ug/ml 濃度下，即可以明顯抑制發

炎物質 PGE2 之分泌，而大豆油則無明顯抑制 PGE2 之分泌 (圖六)。顯然的，

鱸鰻油所含的EPA/DHA成分，可能具有抗發炎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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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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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鱸鰻油對巨噬細胞分泌發炎物質 PGE-2 之抑制作用 

 

結語 

    鰻魚降海洄游時，不再進食，因此數千公里洄游所需的能量，以及產生精

卵所需要的所有營養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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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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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將其中之油脂精華萃取出來，製成隨身可食用的健康食品 

(鱸鰻精、鱸鰻油)，符合現代人們講求效率與方便的訴求，男女老少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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鱸鰻精營養與保健功效分析 
 

    前篇文章已初步分析鱸鰻精與鱸鰻油的保健功效，本文則進一步深入探討

鱸鰻精在養生上與醫療上之功效與機制。運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自家

養殖之無毒鱸鰻，藉由高科技酵素分解，將鱸鰻之大分子蛋白質分解為小分子

游離氨基酸 (表一)，以及萃取出鰻魚肉中水溶性營養成分，加上瑪卡等天然草

本植物萃取物，製成鱸鰻精產品 (美第富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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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公克萃取液之總

游離氨基酸含量高達 6.3 公克，讓吸收更直接，達到快速補充營養的目的。 

 

表一、鱸鰻精游離氨基酸含量測定 

游離氨基酸名稱 Free amino acid 游 離 氨 基 酸 含 量

(mg/100g) 

牛磺酸 Taurine 24.0 

γ-胺基丁酸 γ-Aminobutyric Acid (GABA) 16.2 

肌肽 Carnosine 156.2 

鳥胺酸 Ornithine 234.8 

色胺酸 Tryptophan 59.1 

脯胺酸 Proline 104.1 

胱胺酸 Cystine 114.5 

組胺酸 Histidine 115.4 

天門冬胺酸 Aspartate 176.0 

甘胺酸 Glycine 189.4 

天門冬醯胺 Asparagine 212.9 

絲胺酸 Serine 219.4 

甲硫胺酸 Methionine 237.1 

酥胺酸 Threonine 271.7 

纈胺酸 Valine 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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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丙胺酸 Phenylalanine 368.5 

白胺酸 Leucine 600.7 

異白胺酸 Isoleucine 400.7 

丙胺酸 Alanine 421.3 

麩胺酸/麩醯胺酸 Glutamate/Glutamine 443.8 

酪胺酸 Tyrosine 450.3 

精胺酸 Arginine 500.8 

離胺酸 Lysine 544.4 

合計   6318.0 

註:游離氨基酸係由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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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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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合成蛋白質與荷爾蒙的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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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色胺酸 (Tryptophan) 、纈胺酸 (Valine) 、酥胺酸 (Threonine)、離胺酸 (Ly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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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丙胺酸 (Phenylalanine)、白胺酸 (Leucine)、異白胺酸 (Isoleucine) 、甲硫胺

酸 (Methionine)、組胺酸 (Histidine，嬰兒不能合成)。其餘的十多種氨基酸可在

人體內合成，稱為非必需氨基酸，其中酪胺酸 (Tyrosine) 及胱胺酸 (Cysteine) 有

時在體內的合成量不足，亦需要從食物中補充。過去探討蛋白質和血壓及心臟

血管疾病關係的研究不多，近年來跨國比較、以及東亞人 (日本人、華人) 的研

究顯示，有中等的證據支持，蛋白質攝取總量較高者血壓較低。強度的證據顯

示，高蛋白飲食有助於減輕體重、幫助體重維持，並在熱量限制期間減少肌肉

流失。此外，中等強度的證據顯示，蛋白質攝取與骨密度具有正相關性。 

    除了游離氨基酸外，鱸鰻精尚含有高量之牛磺酸 (Taurin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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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磺酸在維

持腦部運作及發展方面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牛磺酸能加速神經元的增生作用。

它能幫助電解質如鉀、鈉、鈣及鎂進出細胞，從而加強腦部的機能。在腦中，

如果麩胺酸在高水平的情況下，神經元便會因過度刺激而導致死亡。而牛磺酸

則可助降低腦內麩胺酸的水平，所以它亦有抗痙攣及減少焦慮的特點，因而對

腦部起了保護的作用。除此之外，由於牛磺酸同時具有抗氧化的特點，故此它

亦能保護腦部免受氧化物的傷害。牛磺酸亦被發現可增強心臟的收縮作用，預

防心臟衰竭。牛磺酸不僅有益心臟，新的研究還證實它對雙眼也有幫助。研究

顯示，給動物食用缺乏牛磺酸的食物，牠們的視網膜內負責中央視覺的黃斑會

產生退化的現象。對人類而言，黃斑退化是 50 歲以上的人失明的首要因素。而

牛磺酸可保護視網膜內幫助視覺的細胞，進而預防黃斑退化。這點對於糖尿病

患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特別容易得黃斑退化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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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鱸鰻精亦含有高量之 GABA (γ-胺基丁酸) (16.2 mg/100g)，GABA 是氨基酸

的一種，但這種氨基酸很特別，具有生物活性的功能，但卻不能組成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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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又稱為「非蛋白質氨基酸」。GABA 主要的功能是中樞神經抑制性的神經傳

導物質，大約有 50% 的中樞神經突觸都是透過 GABA 來傳遞訊息，而抑制的效

果可以讓大腦不要過度興奮，進而消除緊張、放鬆，所以說 GABA 有安定大腦、

幫助睡眠的效果。除了改善睡眠品質之外，GABA 消除緊張的功能，也可以增

加專注度，並降低壓力荷爾蒙、提高免疫力，而且還可以幫助三酸甘油酯燃燒、

增強肌肉，所以對於運動員來說，GABA 是很好的補充品。 

    鱸鰻精亦含有高量之肌肽 (Carnosine) (156.2 mg/100g)，肌肽為雙胜肽，係

由 L-組胺酸 (L-Histidine) 與 β-丙胺酸 (β-Alanine) 所形成。肌肉和腦部的組織

含有很高濃度的肌肽。肌肽具有很強的抗氧化能力，可清除細胞產生之活性氧

自由基 (ROS)。許多研究發現，肌肽可以改善大鼠水晶體混濁而產生的白內障。

在一項研究報告中指出，肌肽可以改善自閉症兒童症狀。在動物實驗中，肌肽

被發現可以延緩癌細胞的生長、防範酒精引起的氧化壓力、與乙醇導致的慢性

肝臟傷害。在老鼠實驗中，肌肽的神經保護機制可以防止永久性腦部缺血。 

    鱸鰻精亦含有高量之鳥胺酸 (Ornithine) (234.8 mg/100g)。鳥胺酸是一種不

會構成蛋白質的游離氨基酸，可以溶於血中，循環於體內，當鳥胺酸抵達肝臟

後，會在肝臟進行「鳥胺酸循環」，代謝體內的氨、達到解毒作用。由於氨通常

被視為阻礙能量生成的疲勞元凶，鳥胺酸循環能分解氨並幫助排出，也可說具

有消除疲勞作用。此外，鳥胺酸還能促進肝臟內部蛋白質的合成，達到保肝作

用。 

    除了氨基酸，鱸鰻肉中亦含有異常高量的鈣質，為一般禽畜肉品 10 倍以上 

(見前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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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控制著神經的傳導、肌肉的興奮與收縮、以及血液的凝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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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長期發生骨鈣釋放至血液的情

況時，就會產生骨質疏鬆症。此外，除了鈉鉀鈣磷等巨量元素，微量元素在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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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中亦相當重要，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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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鱸鰻精之微量元素含量分析 

元素 濃度 單位 

Mo (鉬) 66.69 ppb 

Se (硒) 63.25 ppb 

Cu (銅) 37.16 ppb 

Ga (鎵) 23.20 ppb 

Ni (鎳) 23.07 ppb 

Si (矽) 18.27 ppm 

Cr (鉻) 7.89 ppb 

I (碘) 6.26 ppm 

Co (鈷) 4.74 ppb 

Fe (鐵) 2.36 ppm 

Ge (鍺) 1.25 ppb 

B (硼) 0.96 ppm 

Zn (鋅) 0.90 ppm 

V (釩) 0.86 ppb 

Sn (錫) 0.69 ppb 

Ti (鈦) 0.36 ppm 

Mn (錳) 0.34 ppm 

Sr (鍶) 0.33 ppm 

Ba (鋇) 0.27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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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人體功能需求之微量元素，描述如下： 

一、鉬 (Mo) －提高智能、防止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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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鉬主要存在於肝臟、腎臟、腎上腺及骨骼中。鉬是多種酵素的輔助因子，

可幫助人體代謝尿酸，以清除體內過多的嘌呤衍生物。幫助碳水化合物及脂肪

的代謝。缺鉬易造成人體精神異常、智能不足及代謝異常。 

 

二、硒 (Se) －抗氧化、減低紫外線傷害、降低不孕及抗癌 

    硒可協助維生素 E 的作用，去除人體細胞內過氧化物與自由基，保護體內

細胞與核酸的完整與正常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與癌症的罹患率。男人體內的

硒半數集中於睪丸內，因此硒對精蟲活動幫助很大；缺硒會造成精子活力降低，

且因無法成熟而使男性不孕。據科學雜誌報導，每日補充200 微克以上含硒物

質，可降低各種癌症 50% 的罹患機率，其中攝護腺癌可降低 63%，大腸癌降

低 58%，肺癌降低 56%。 

 

三、銅 (Cu) －抗癌、抗氧化、強化血管與肌肉 

    銅主要來自肉類、海鮮及蔬果。年齡較大、酗酒、食用大量纖維者易缺銅。

體內缺銅時，組織中的鐵無法進入血漿，人體會產生低血紅素貧血，使血管及

骨骼變脆，同時引起毛髮分叉斷裂。因此適量的銅可預防貧血。 

 

四、矽 (Si) －皮膚光澤、預防骨質疏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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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鉻 (Cr) －降低血糖及血壓、減肥 

    鉻具維持人體正常脂肪代謝，強化肌肉，協助蛋白質運送，活化胰島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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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血糖吸收與預防糖尿病與高血壓、肥胖、降低冠狀動脈硬化等功能。酗酒、

運動傷害、老年、壓力大及攝取過量醣類的人易缺鉻。補充鉻亦可提高人體免

疫力。 

 

六、鐵 (Fe) －活力與補血 

    鐵是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最重要的功能是合成血紅素，血紅素負責氧氣

由肺部輸送到體內各種細胞與組織，以便進行有氧代謝，並運送代謝產生的二

氧化碳排泄出體外。鐵同時參與體內氧化與還原生化代謝，增加人體對壓力與

疾病的扺抗力。鐵與維生素C 共同參與皮膚膠原蛋白質的合成，使皮膚有韌性、

光滑有彈力，加速受傷皮膚的癒合。長期缺鐵會造成各種作用停滯，如細胞迅

速老化、外表憔悴、肌肉活力差、無精打采。肉類中的鐵比較容易吸收，植物

中的鐵則不易吸收。 

 

七、鍺 (Ge) －補充體內氧及抗癌 

    鍺是有效的抗氧化劑，可活化巨噬細胞與自然殺手細胞，提昇體內的免疫

系統功能，具抗病毒及惡性腫瘤的功能。當肌膚受到年齡增長與壓力等因素的

影響，而無法吸收到足夠的氧分時，就會導致肌膚代謝遲緩，進而引發皺紋、

暗沉等肌膚老化問題。鍺能幫助肌膚攝取氧分，進而促進肌膚代謝，喚醒肌膚

原本的活力，可說是擁有美麗肌膚的重要關鍵。 

 

八、鋅 (Zn) －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老化 

鰻魚的鋅含量亦很豐富，在全肉中含量可達 2.7mg/100克 (見前一章)。鋅

是生物體內非常重要的必需微量元素，鋅是前列腺素與精液重要成分。鋅可以

加強維生素A、鈣與磷的作用，並促進核酸、蛋白質合成。鋅可促進胰島素合成，

降低罹患高血壓及糖尿病的機率，促進腦部發育，使中樞神經系統充分發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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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鋅可減緩精神上的壓力，預防精神分裂及老年痴呆，提高體內免疫機能。 

 

九、錳 (Mn) －改善肌肉無力症、抗氧化 

    錳可活化數百種不同的酵素，參與體內的代謝運作，分解氨基酸、蛋白質、

脂肪、膽固醇與醣類產生能量，使肌肉正常發育，提供腦部與神經細胞所需的

營養，使性腺荷爾蒙正常合成與分泌。錳與酵素結合後，能去除人體細胞內的

自由基，保護細胞與核酸的完整與正常功能，具有抗氧化、老化與抗癌的功能

及改善肌肉無力症。 

     

美第富鱸鰻精亦添加了多種天然草本植物，對健康具有加乘效果。其中的

黑瑪卡 (Maca，又名印加蘿蔔) 是近年來熱門的保健食品。瑪卡一種傳統的秘魯

十字花科植物，它只生長在海拔 4000 至 4500 公尺的安第斯山脈極冷、極強烈

陽光、低氧和強風的棲息地，由於少有植物能在此環境生存，因此造就其強韌

特質。這種植物的可食用部分是一種類似蘿蔔的塊莖。瑪卡含有次級代謝產物

瑪卡醯胺 (macamides)、瑪卡鹼 (maca alkaloids)、穀固醇 (beta-sitosterol)、菜油

甾醇 (campesterol)、豆甾醇 (stigmasterol)、硫配醣體 (glucosinolate) 等，研究

發現具有抗疲勞、抗氧化、緩解慢性高山病、有益運動表現、平衡荷爾蒙、改

善骨質密度、改善性機能、預防前列腺增生、改善精子品質、緩解女性更年期

不適、改善認知功能等功效。 

    1960 年代，科學研究證實，腦部含有大量多巴胺 (Dopamine)，是一種神經

傳導物質。多巴胺具有快感的作用，因此又被稱為「腦內啡」。哈佛大學動物研

究已經證實，當大腦多巴胺不足，動物會停止進行熱衷的活動。除此，多巴胺

還與一些重大疾病有關，例如憂鬱症、帕金森氏症等。其中帕金森氏症是一種

普遍的神經退行性疾病，罹病人口僅次於阿茲海默病，60 歲以上的盛行率約為

1%，80 歲以上更達 1-3%。帕金森氏症是腦內稱做黑質的部位出現退化，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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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產生足夠的多巴胺，大大阻礙患者的活動能力。凋亡的黑質細胞一旦超過 

50-80%時，會導致運動變得混亂與無法控制。帕金森氏症目前無法治癒，初期

症狀常用 L-多巴胺治療，而瑪卡會抑制 B 型單胺氧化酶抑制劑 (Monoamine 

oxidase-B inhibitor)，提高體內多巴胺之含量，從而可能緩解帕金森氏病的症狀。 

 

結語 

    鰻魚因其特殊之生活史，將需要之所有營養物質，大量儲存在身體之中，

因此具有高營養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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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酵素分解與小分子活化萃

取技術，讓鱸鰻蛋白質轉換為高量小分子胜肽及游離氨基酸，以及其他有益水

溶性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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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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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魚的故事 

 

  鰻魚屬於鰻鱺科 (Anguillidae)，鰻魚屬 (Anguilla)，是陸海之間的洄游性魚

類，全世界總共有 19 種，其中全歐洲只有一種歐洲鰻 (A. anguilla)，全美洲只

有一種美洲鰻 (A. rostrata)，其餘 17 種皆分布在印度太平洋一帶 (圖一)。台灣

最常見的鰻魚品種為日本鰻 (A. japonica)及鱸鰻 (A. marmorata)。鰻魚具有奇特

的生活史，與鮭魚正好相反。以日本鰻來說，鰻魚在河川中長成後，會變態成

銀鰻，離開原先棲息的河川或是河口域，花費半年左右時間，游過 3000 公里以

上，最後到達馬里亞納群島西方海域 (關島附近)，約當東經 141-142 度，北緯

12-16 度區域，進行交配繁殖之後便死亡，而孵化出來的柳葉鰻 (Leptocephalus) 

仔魚會從產卵場，順著北赤道洋流往西漂送，到了菲律賓東方海域之後，柳葉

鰻往北進入黑潮，途經台灣、中國大陸、韓國及日本的水域，歷經 4 至 6 個月

後變態為玻璃鰻 (Glass eel)，進入河口域，之後進入河川中成長 (圖二)。 

 

 

圖一、世界鰻魚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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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鰻魚的生活史 

 

    在台灣，鰻苗靠岸的季節及持續時間，因種而異，日本鰻鰻苗集中在冬季

11-2 月，而鱸鰻鰻苗終年皆可捕獲，在臺灣主產期在每年 3-10 月，正好與日本

鰻錯開。鰻苗最貴時一尾高達 200 元，一公斤鰻苗價值百萬以上。因此，每年

冬季，無數漁民甘願頂著寒風與大浪，為了水中的白金而拚搏，希望一夜致富，

至少也要撈個壓歲錢。傳說中，有一位捕鰻苗的老人，一天夜裡在抓鰻苗時，

一頭死豬隨浪衝進他的網中，沉甸甸又臭哄哄，老人想在浪裡就把死豬給抖出

網外，誰知這波浪衝得緊實，死豬卡在網底。不得已老人只好連網帶豬拖上灘

頭，將網裡的死豬倒出在沙灘上。當老人用頭上燈束查看時，發現死豬裏頭有

一團團稠稠黏黏，好像在蠕動的蟲。老人定睛一看，差點昏倒，一整團密密麻

麻的都是標準的鰻苗，將近兩萬條，價值百萬。那年以後，再也沒有人看過這

個老人回來河口。 

    然而，近數十年來，無論是鰻苗還是河川中鰻魚的數量，均出現了急劇減

少的現象。1970 年代以前，東亞一年光是日本鰻鰻苗的捕撈量，估計可以超過

500 公噸 (約 25 億尾) 以上，足以養出 50 萬公噸的成鰻。而近年來每年鰻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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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撈量只剩數十公噸，資源減少的態勢十分明顯。雖然日本鰻的人工繁殖技術

已於 2002 年成功，但是到現在仍無法大量生產。有鑑於鰻魚天然資源銳減，國

際自然保護聯盟組織 (IUCN) 於 2010 年將歐洲鰻列為極度瀕危物種、日本鰻與

美洲鰻則於 2014 年列入瀕危物種紅色名錄。日本環境省於 2013 年將日本鰻指

定為瀕危物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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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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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因應日本鰻養殖產業的缺口，近年來東亞各國興起了異種鰻的養殖風潮。

台灣則以鱸鰻與太平洋雙色鰻 (俗稱黑鰻) 為主。鱸鰻是鰻魚屬中全世界分布最

廣、資源最豐富的鰻種，橫跨印度洋與太平洋。鱸鰻在 1989 年以前被台灣列為

第 2 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但後來發現鱸鰻地理分布廣泛，族群總量多，台

灣因分布在其地理範圍邊緣，因而數量有限，故在 2009 年被移出保育名單，台

灣自此開始大量養殖鱸鰻，引發一陣養殖熱潮。 

    其實，台灣最早在日治時期就有養殖鰻魚的紀錄，但試驗結果並不盡理想。

1957 年，水產試驗所郭河先生找出適合台灣的養鰻方法，此後鰻魚產業在鹿港

生根。1958 年以後，鰻魚養殖場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當時鹿港沿海土地是

曬鹽場，土壤飽含鹽份，不適合種植，鰻魚正恰恰能適應這種生長棲息的環境，

因此開始廢鹽田改養鰻魚，不毛之地卻成為賺回亮晶晶美金的好地方，其中以

蔡能先生的規模最大，贏得「鰻魚大王」的美名，鹿港因此被稱為鰻魚的故鄉。

1960 年代時，日本因為伴隨經濟起飛所帶來嚴重的污染問題，導致鰻苗供應大

缺。當時有一位名叫村松的日本人來台灣觀光，參觀台北的圓山大飯店，無意

間發現圓山旁的淡水河中，「鰻苗多得不得了，從水門縫隙爬出來的鰻苗把他

給嚇死了！」，使這位鰻魚資源專家驚喜不已，於是開啟了台灣鰻苗出口日本

的時代。台灣的鰻魚產業便以彰化鹿港為中心，擴展到宜蘭、雲林、嘉義、台

南、高雄、屏東等地，蓬勃發展，1970-1990 年代，養鰻成為當時最熱門的新興

行業，鰻魚養殖業高峰期曾達 4,800 多戶，每年產值達百億美金，鰻魚一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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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台產值最高的養殖魚種，更賺取了大量外匯，當年台灣出口的鰻魚占日本

總消費量的 59％，而有「鰻魚王國」的稱號，輝煌一時。當時，松城產業公司

的林東國董事長，受到當時台灣養蝦蓬勃發展影響，有意到馬來西亞大規模養

蝦，可惜條件未能配合，養蝦未成；本來在台灣以養鰻出身的董事長腦筋一轉，

轉而經營養鰻，運送幾千尾日本鰻鰻苗先行試養成功，趁著價格便宜，即購養

1,700萬尾鰻苗，也有相當好的成績，使得原先開發養蝦的池塘完全被養鰻取代，

且對當地經濟的幫助極大，林東國先生還因此受封為馬來西亞彭亨州皇室第一

級拿督。然而好景不常，1990 年後，受到台商前往中國投資養鰻，以及中國政

府極力推廣當地養鰻產業的雙重影響下，大量的低價「中國鰻」已經成為日本

鰻魚進口商的最愛，台灣鰻魚出口逐漸遭到中國產鰻魚替代，近年來已逐漸式

微，不復當年榮景。  

    鰻魚自古以來，就披著神秘的面紗，沒有人看過鰻魚生殖，甚至認為鰻魚

不是魚。希臘大哲學家與自然科學家亞里斯多德，在乾旱期去觀察一個乾涸的

池塘，所有的水都已蒸發掉了，所有的淤泥和土都被曬乾了，硬化了的池塘底

部已經完全不存在生命了。在那裡，沒有生物能存活，更何況是一條魚。但是

當第一場雨降臨時，雨水緩緩地重新灌滿池塘時，奇妙的事情發生了。一瞬間，

池塘裡又滿是鰻魚了。雨水似乎賦予了它們存在。亞里斯多德的結論是，鰻魚

是「earth worms」，是從泥土裏蹦出來的。亞里斯多德斬釘截鐵地聲稱，鰻魚沒

有性別，鰻魚體內從來都沒有魚卵，當切開一條鰻魚時，不僅找不到卵，而且

根本找不到卵巢或是精巢。鰻魚體內沒有東西可以解釋它們是怎樣形成的。他

寫道，鰻魚吃草和草根，有時甚至吃泥土，它們能活 7 到 8 年，可以在陸地上

生存 5 到 6 天；而如果遇到刮北風，還能存活得更久。亞里斯多德相信，鰻魚

最初的形體類似於小型的蠕蟲，類似於一種蚯蚓，自發地從土壤和淤泥裡生長

出來，不需要其他生物的參與。這種蠕蟲出現在大海和河流裡，尤其是那些有

著豐富的腐爛植被的地方，最適合它們的是較淺的沼澤地和長滿水草的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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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陽光照得很暖和的地方。這樣的想法，以現在的知識來看，有些荒謬。

在歐洲，古時候人們認為馬毛掉入溪流中，會變成鰻魚或是變成水蛇。百年前，

日本人們相信鰻魚是山藥變成的，在 1884 年還有報導宣稱，有人發現上半身是

鰻，下半身是山藥的崁合體。中國之古今圖書集成有云: 「鰻無鱗甲，白腹，似

鱔而大，青色，焚其骨，煙氣辟蠹，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子」。趙辟公雜說

云: 「有鰻鱺者，以影漫於鱧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鬐鬣而生，故謂之鰻鱺也」。

中國在古代認為，鰻魚只有公的沒有母的，當它游過鯰魚時，鯰魚的鬚鬚就會

變成鰻魚苗。這些傳說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非常無厘頭，但是根本的原因，是

因為鰻魚在河川中不會自然性成熟，必須降海洄游，回到遙遠的出生地後，才

會成熟產卵，等到再一次出現在河川中時，已經是它們的下一代鰻苗了，沒有

更小的幼體。因為古人從來沒看過鰻魚繁殖下一代，因此才會有這些光怪陸離

的想法。 

    傳說中，位於蘇格蘭的尼斯湖 (Loch Ness)，湖內有許多洞穴，其中更住了

馬頭鰻身的尼斯湖水怪，尼斯湖因此成為英國旅遊勝地之一。據說第一個見到

水怪的人是一名旅遊者，1982 年 1 月，他如常帶著他兩位女兒走到尼斯湖邊露

營；突然，一隻身形巨大，貌似恐龍的怪物在湖中冒出水面來，並凝神瞪著三

人。同年 6 月及 11 月，一位划船者及兩位婦女分別在尼斯湖發現水怪，兩位婦

女更嚇至暈倒。從此以後，尼斯湖水怪之說不徑而走。英國神秘動物學家理查

德-弗里曼在《太陽報》上發表了一份研究成果，認為著名的尼斯湖水怪可能是

有著 100 多歲高齡、喪失了繁殖能力的巨鰻。弗里曼表示，這種鰻魚的身長在

8-9 米左右，獨特的自然條件使它得以長壽。他認為，實際上尼斯湖裡不只有一

條這樣的鰻魚，應該存在著多條巨鰻。他還展示了在尼斯湖拍攝的一些照片作

為證據。弗里曼說：『鰻魚一般在長到 10 歲左右就游到美國東方的百慕達神秘

三角洲海域繁衍，然後死亡。可能是某些因素導致鰻魚喪失其繁衍能力，於是

不再前往大西洋繁衍後代，留在湖中繼續生長，逐漸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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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積。 

    傳說在南太平洋島國玻里尼西亞有一位美麗的姑娘名叫漢娜 (Hina)。有一

天，她在一個溪流的湧泉中沐浴時，發現有一隻大鰻魚會親近她。每天去洗澡

的時候，這隻鰻魚都會出現。久而久之，漢娜對這隻鰻魚有了好感。有一天早

上，這隻鰻魚突然變成一位美男子 (名為 Tuna)。從此漢娜就和鰻魚化身的美男

子墜入愛河，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突然有一天，Tuna 向漢娜說兩人告別的時

間到了，於是就變回鰻魚原形，並且告訴漢娜如果洪水來襲，若發現有一隻大

鰻魚游來，請務必把這隻鰻魚的頭砍下來，埋到山上去，才能阻止洪水氾濫。

如預言，隔天半夜果然狂風大雨，洪水氾濫。漢娜在睡夢中驚醒，發現家門口

出現一條大鰻。漢娜依照的指示，用斧頭把鰻首砍下，小心地拿到山上埋起來。

說也奇怪，不久洪水果然停止了。過了一段時間，在鰻首掩埋處竟然長出像鰻

魚一樣又粗又高的椰子樹，並結了黃色成熟的椰子。漢娜與她和 Tuna 所生的

孩子，兩人把果實採下來一看，很驚訝地發現椰子殼上出現兩個眼睛及一個嘴

巴的凹陷，其模樣很像 Tuna 的臉。漢娜和她的孩子每當喝椰子汁時，就會想念

Tuna 而親吻椰子殼。 

 在日本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古時候，日本漁民出海捕鰻魚，因為船小，

回到岸邊時，鰻魚幾乎都死光了。但是，有一個漁民，他的船和船上的各種捕

魚裝備以及盛魚的船艙和別人完全一樣，但他每次回來時魚都是活蹦亂跳的。

他的魚因此賣的價錢高過別人一倍。沒過幾年，這個漁民就成了遠近聞名的大

富翁。直到身染重病不能出海捕魚了，漁民才把這個祕密告訴他的兒子。就是

在盛鰻魚的船艙裡，放進一些鯰魚，鰻魚和鯰魚生性好咬好鬥，為了對付鯰魚

的攻擊，鰻魚也被迫竭力反擊，在戰鬥的狀態中，鰻魚生存的本能被充分激發

了起來，所以就活了下來。漁民還告訴他的兒子，鰻魚死的原因是它們知道被

捕了，等待它們的只有死路一條，生的希望破滅了。所以，在船艙裡過不了多

久就死掉了。漁民最後忠告他的兒子，要勇於挑戰，只有在挑戰中，生命才會



 

30 

充滿生機和希望。所有的日本孩子自幼就被灌輸了這樣的信念，只有勇於挑戰，

才能擁有成功和希望。 

 傳說中，台灣原住民邵族祖先因為追逐白鹿，而發現日月潭，生活方式也從

純狩獵改為漁撈。「拜鰻祭」，據說是邵族從狩獵轉為漁撈文化的見證。拜鰻祭

在農曆的七月初三舉行，拜鰻祭後也是族人狩獵的開始。「拜鰻祭」祭品是用糯

米所製成的鰻魚造型的麻糬，長約二台尺，寬約三分之一台尺。邵族為什麼要

拜白鰻呢？據邵族的長老表示，日月潭魚產豐富，有些魚捕上來後沒多久即死

了，而鰻魚生命力特強，希望以此象徵族人，在打獵時也能像鰻魚那樣有衝勁、

有耐力，能狩獵山豬等獵物。舉行拜鰻祭時，各戶人家皆要準備一條白鰻麻糬，

以供祭拜，每一條白鰻上都貼上寫有各戶家主姓名的紅紙條，白鰻的造形有製

成曲狀與直狀，每條的頭部都壓上了兩個龍眼仔，以充作鰻魚的眼睛，頭部位

置，也插上了圓仔花或是火鶴花的花朵，使白鰻顯得相當漂亮。「先生媽」進行

祭祀儀式時，先是念祈告詞，然後請祖先來饗。祭儀結束之後，白鰻麻糬被切

成兩段，頭部的部位，隨著公媽籃被帶回各戶人家，尾部的部位被集中起來，

原是各戶人家要送給「先生媽」的謝禮，而早期族中的孩子都吃不起零食或糖

果，遇有拜鰻祭時，族中的孩中都會排隊，領起「先生媽」所分配的白鰻麻糬，

現在族中孩子不再稀罕這些麻糬，因此成了當夜族人聚餐時的主食。 

    中國史籍中，有許多神奇的醫案記錄與鰻魚有關，例如宋代《稽神錄》中

曾記載了一則治癒肺結核的病例:「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疾 (肺結核)，轉相染著，

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

中，流之於江。至金山 (今江蘇鎮江)，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

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每多得鰻黧魚以食之，久之病癒。遂為漁人之妻，

今尚無恙」。這故事是說，相傳在瓜村有一戶漁家，漁夫的妻子染上了肺結核，

在村中傳了開來，死了很多人。民間傳說如果將還活著的病人釘在棺木中流放，

可以阻止疫病的傳播。後來漁夫的女兒也病了，於是漁夫將染病的女兒釘於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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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中，丟入長江之中。棺木隨江漂流至金山，有一位漁夫看棺木有異，將棺木

拖上岸，打開查看，發現了染病的女子還活著，不忍心拋棄她，於是就帶回家

調養，每天餵她吃鰻魚，過了一段時間病居然好了，女子感念漁夫的救命之恩，

因此嫁給了他，之後一直安然無恙。 

神秘的鰻魚，以它多采多姿的神話與壯闊的生命歷程，為我們守護著自然

的瑰麗，我們卻常常放鬆了保育的力度，阻擋它上溯成長與降海生殖的生命旅

程。鰻魚的前景其實堪憂，台灣島上僅存不多的自然水域也是。鰻魚降海後，

沒有再從海中回來，但一年後，島嶼的溪流裡又出現了許多小鰻苗。也許，關

於它的傳說，永遠都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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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鰻魚飲食文化 

 

日本的鰻魚飲食文化 

名偵探柯南裏的元太最愛的料理是什麼?對了，就是「鰻魚飯」。 鰻魚飯在

日式餐廳及居酒屋處處可見，是一道代表日本料理的美食，別小看它，鰻魚可

是營養價值很高的食品，從日本人的長壽，可以看出鰻魚的營養價值。日本人

認為，夏季酷熱人虛，應該吃鰻進補，因此數百年來，吃鰻魚已經成為日本的

飲食文化，就像西洋人在復活節吃火雞一樣，已是根深蒂固的傳統習俗，6000

家的鰻魚飯專門店，証明了日本人對鰻魚的狂熱。也因為日本人太愛吃了，使

得鰻魚供不應求，為台灣養殖業帶來相當可觀的財富，在三十年前，台灣甚至

有鰻魚王國的美名。每年夏天到了吃鰻魚的特定日子「土用丑之日」 (大約在國

曆 7 月下旬)，舉國上下慶祝吃鰻魚的節日，光是這一天，日本每人吃一條鰻魚，

便可吃上 1 億條。在日本，鰻魚節前後之鰻魚消費量占了全年的 1/3 左右。日本

現今鰻魚的消費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 

    日本「土用丑之日」的算法，取自中國道家五行學說的應用。在中國的隋

唐時代，日本派遣遣唐史到中國留學，從此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很深，直到現在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可以處處發現中華文化的影子。二十四節氣裡，有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個節氣，同時搭配中國古代曆法的「陰陽五行」，金、

木、水、火，其中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而剩下另一個五行元素

「土」則是在四季轉變之際，例如立春當日的前 18 天期間，為土的時間，即稱

為「土用」，因此一年四季裡其實共有四次的土用，又以一年之中最炎熱的夏季，

也就是立秋前 18 天的土用，最常被點名，為夏季品嘗鰻魚的最佳時間。另外，

在古曆中，會利用十二地支來計算日子，子日、丑日、寅日等，每 12 天輪迴一

次，所以在這十八天的期間中屬丑的日子則稱為「土用丑之日」。若遇上兩輪的

丑日，第一個就稱作「一之丑」，第二個稱作「二之丑」。但為什麼是丑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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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五行說，丑為水，土與水相混成泥水，容易引起災難，所以「土用丑之日」

被指稱是最為多災多難的日子。且日本自古以來，既有在「丑之日」(うしのひ，

發音 Ushi No Hi) 食用名稱為「う」開頭食物的習慣；又，丑的方位為北方，代

表的神獸是玄武，而玄武為黑色，所以也有在丑日吃點黑色系，補滿元氣食物

的習慣。 

    日本人在「土用丑之日」吃鰻魚 (うなぎ) 的習俗，相傳乃源自於江戶幕府

時代 (西元 1603-1867 年) 中期。當時有一個經營鰻魚料理店的老闆，因為生意

不好，向一位叫平賀源內的天才型學者，請教生意興隆之道。平賀源內從民間

流行在丑之日這天吃「う」字開頭的食物 (如梅干うめばし、青瓜うり等) 的靈

感中，借題發揮，在「土用丑之日」，在鰻魚料理店門口貼了一張廣告海報，上

面寫道: 本日是「土用丑之日」，要吃鰻魚 (うなぎ)，果真令生意起死回生，其

他街坊也爭相效法，這習俗遂流傳至今。因此，土用丑之日 便成為日本吃鰻魚

的特定日子 (圖一)。 

    

 

圖一、「土用丑之日」是日本人吃鰻魚的特定日子 

 

日本用來宰殺鰻魚之刀具與盛裝鰻魚飯的餐具非常講究 (圖二)。料理的方

式以蒲燒鰻最為普遍 (圖三)。論烹飪方法，關西地區 (以大阪為中心) 是「腹開」 

(從鰻魚的腹部剖開)，而關東地區 (以東京為中心) 是武士之都，「腹開」讓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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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切腹，非常不吉利，因此改為「背開」 (從後背剖開)。關東是「濃口醬油加

上味醂而成濃口醬汁」。關西則使用甜口的「白酒」與淡口的清醬油混合，調製

出比關東更為清淡的甜口醬汁。 

 

 

圖二、日本各地區用來宰殺料理鰻魚之刀具與盛裝鰻魚飯之餐具 

 

 

圖三、蒲燒鰻魚飯 

 

華人的鰻魚飲食文化 

 日本人以為夏季酷熱人虛，應該食鰻進補，而中國人一般以冬天季節寒冷時

進補為主。自古以來，鰻魚即被華人視為養生與醫療良品，有幾千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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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以吃日本鰻 (俗稱白鰻) 為主，在臺灣，因同時盛產白鰻與鱸鰻，所以

2 種鰻都很流行。日本鰻肌肉中油脂較多，約 25-30%，很適合燒烤；鱸鰻肌肉

中油脂含量較低，約 10~15%，吃起來比較 Q、比較有彈性。一般加入中藥材燉

煮做藥膳，滋味鮮美。鱸鰻韌性強、壽命長，民間習俗認為吃鱸鰻很補。鱸鰻

自古以來就有許多傳說。據說，早期某婦人農曆過年正在台北市新店溪旁宰殺

一隻雞時，一不留神鰻魚從水中一躍而上就把雞給搶走了，婦人手上只剩下雞

頭，心有不甘，於是回家拿了古時候用的秤，鉤住雞頭，竟然又把那隻鱸鰻給

釣上來了。傳說中，鱸鰻生性兇猛，會攻擊人畜，因此鱸鰻被比喻為「流氓」，

兩者台語發音相同。日月潭的邵族，則有拜鰻祭的傳統文化。我國政府為了推

廣鰻魚飲食文化，也將九九重陽節定為食鰻節，希望將鰻魚與「健康、長壽」

連結，發展鰻魚飲食文化。 

在台灣，最古老與常見的吃法，是在鰻魚中加入中藥材和米酒，以燉煮的

方式料理，所燉出來的湯汁清香且味道鮮美 (圖四)。不過由於一般人對「蛇」

懼怕，而鰻魚的外型與蛇相似，在鰻魚料理的推廣上，造成不小阻礙。近年來，

國人逐漸接受吃鰻魚餐廳的蒲燒鰻魚飯、蒲燒鰻壽司，以及各大便利商店的蒲

燒鰻便當、蒲燒鰻三角飯糰，加上鰻魚冷凍食品的開發，使鰻魚食用更加便利，

讓鰻魚食品普及化，讓鰻魚不再是貴族食品。例如鱸鰻製成的冷凍蒲燒鰻 (圖五)，

由於其肌肉比日本鰻厚實，所以製成蒲燒鰻片的厚度大約是日本鰻的 3 倍，調

理的口味不像傳統蒲燒鰻那麼甜，比較接近台灣人的口味。另一種，是由加工

廠商製成冷藏的藥膳配方 (圖六)，藥膳配方則是加了五味子、川芎、紅棗、當

歸等多種中藥材，加熱即食，冬季特別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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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藥燉鱸鰻 

 

 

圖五、蒲燒鱸鰻 

 

      

圖六、鰻魚藥膳調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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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台灣亦有一些鱸鰻餐廳，提供香煎、紅燒、三杯、涮涮鍋等多種吃法，

每種吃法都有忠實的擁護者。例如香煎鱸鰻，是把鱸鰻切厚片，簡單地用油煎

至色澤金黃，上桌後淋上些許檸檬汁，沾點胡椒鹽入口，Q 嫩彈牙 (圖七)。

 三杯鱸鰻，則是把鱸鰻切塊，加上醬油、麻油、米酒等慢慢燜煮，掀開蓋子

後伴著九層塔的香氣，令人食指大動 (圖八)。鱸鰻涮涮鍋，是把鱸鰻的魚頭，

加上龍葵 (黑甜仔)、枸杞、當歸、川芎等中藥材熬湯，切成薄片的魚身肉則是

現涮現吃，湯頭甘美，肉質鮮嫩，非常過癮 (圖九)。 

 

 

圖七、香煎鱸鰻 

 

 

圖八、三杯鱸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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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鱸鰻涮涮鍋 

 

歐洲的鰻魚飲食文化 

 西班牙，在以前鰻苗盛產的年代，當地人將其用橄欖油拌炒做成一道佳餚，

這道料理的西班牙文叫 Agulas (圖十)。這幾年歐洲鰻苗非常稀少，這道料理已

經快成為歷史名詞了。 

 

 

圖十、西班牙的鰻苗料理 Agulas 

 

 在一些歐洲國家如荷蘭、丹麥、瑞典、立陶宛和德國，鰻魚則多半作成燻鰻。

其料理方式類似燻鮭魚，先將活鰻用鹽醃過，再將內臟清除洗淨，予以乾燥處

理，然後以木屑、茶葉、燻油等材料，將處理好的鰻魚燻至棕紅色即可食用 (圖

十一)。 



臺大漁推‧特刊‧(2021)32~41 世界的鰻魚飲食文化 

39 

(a) 

 

(b) 

 

(c)  

 

圖十一、燻鰻製造過程: (a) 燻鰻前的加鹽清洗和風乾，(b) 鰻魚放入煙燻室 ，(c)  

        煙燻鰻魚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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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倫敦，有一種不常見的鰻魚吃法，叫『鰻魚凍』。把鰻魚水煮約半小

時，鰻魚會釋出膠質，放到冰箱冷藏後，膠質結凍凝固就成了『鰻魚凍』。通常

和鹹派皮或馬鈴薯泥一起吃，風味更佳 (圖十二)。在義大利，鰻魚的食用方法

是去頭尾和魚骨後，把鰻魚皮也去掉，只留下一片乾淨的魚片，再將處理好的

魚片醃調味料，裹著麵粉炸著吃。 

 

  

圖十二、鰻魚凍 

 

紐西蘭原住民的鰻魚文化 

 鰻魚也是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 (Maori) 重要的淡水魚糧食之一。多數考古學

和歷史學者認為，毛利人屬於南島民族玻利尼西亞人，科學家甚至發現其與臺

灣原住民族的 DNA 很接近，在語言、文化、甚至建築上也十分相近，皆為南島

語族族群。臺灣的卑南族原住民稱鱸鰻為「tulra」與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稱呼鰻

魚為「tuna」有一些類似。毛利人通常在夏天捕鰻，將鰻魚以長春菊或是青亞麻

的樹葉包裹，在炭火上燒烤後食用，或是將鰻魚塞入盆中後，蓋上多芽鐵角蕨

的嫩葉煮食。為了長期保存魚肉供冬天食用，毛利人將鰻魚去頭尾去骨後，吊

起來風乾，或是置於木編網上以火烘烤，可以保存數月之久。要食用時以燉煮

法軟化魚肉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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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毛利人正在處理鰻準備風乾 

 

    福建鰻業協會，於 2020 年曾拍攝一段食鰻經廣告，用來倡導吃鰻的好處，

其中旁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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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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