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世鈴、古鎮鈞、王俊順、陳秀男

五、臺灣地區常見的海水箱網養殖魚類病害
箱網養殖業者，在放養前應瞭解養殖魚種的生物特性，包
括魚體生理結構、魚種行為、對生態環境適應力(鹽度、溫度、
密度等)、及養 殖期間容 易罹患 的疾病等 ，瞭解 越多管理 越順
手。目前除了化學藥劑治療病害外，業者嘗試使用疫苗、益生
菌、及飼料中添加多醣體等防治法。無論如何，「良好的養殖
管理」及「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為防治魚類疾病最好的方 法 。
(㆒)放養魚苗應注意的事項
(1) 慎選魚苗放養時機
進苗必須配合時令，放養時令不對，容易罹病且病害很難
控制。以海鱺(R achycentron canadum)為例，海鱺苗(6~12 g)每年
5~10 月均可獲得，養殖經驗中得知，5~7 月魚苗在養殖上及越
冬存活率上遠高於 7~ 10 月魚苗，所以業者不願意買進 7 月以後
的魚苗放養。石斑魚為底棲型魚種，進入箱網後適應期較長，
也不應在東北季風盛行的季節進苗，否則風浪大，攝食差，皮
膚及腸胃均容易感染弧菌，並曾發生全部死亡的例子。
(2) 魚苗篩選、運輸、及其它應注意的事項
購買健康及適合箱網養殖的魚苗，進苗前一定要到繁殖場
檢驗海水鹽度及魚苗健康情形。要求育苗業者在出苗前應將魚
苗馴化完成，包括適應放養之海水鹽度(30 ppt 以上)，及適應箱
網養殖的初期餌料(如浮性料或沉料)。未馴化完成，如黃錫鯛
(Sparus sarba)，七星鱸(Lateolabrax japonicus)…等，常在進入箱
網後因滲透壓的突然改變，造成每天持續少量的死亡。新進苗
最常見的疾病為車輪蟲病及畸形，車輪蟲病會在放養兩星期後
痊癒。黃錫鯛及海鱺經常發現畸形，如脊椎骨彎曲症及短軀症，
畸形的黃錫鯛仍可繼續成長到出售，但畸形的海鱺(圖 5.1)，因
攝餌能力弱，往往無法越冬，建議挑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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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魚苗的成功率，往往與水質及魚苗密度有關，以水車
運送魚苗到碼頭，再經活魚船運到箱網。運送前一天應禁食，
運送時應維持適當魚苗密度、水溫、與水中溶氧量。一般鯛科
魚類在運送後的存活率均在 99%以上。海鱺常在放入箱網後 3~ 4
天連續發生死亡，死亡率可能高達 10%，調查發現，死亡情形
常和運送時的魚苗密度和水質狀況(鹽度，酸鹼度…等)有關。活
魚車運輸業者常期累積經驗，這幾年來從臺灣運送到澎湖，魚
苗存活率高達 99%以上。成績雖好仍建議遠距離地運送應以活
漁船運送較佳(圖 5.2)，對魚苗緊迫性最小，風險最小，成功率
最高。箱網養殖的魚類，一般在進苗後不需進行藥浴處理，但
石斑苗(E pinephelus spp.)及海鱺苗，可能因捕撈操作不當或運送
時緊迫的關係，進苗後常發生皮膚潰爛或死亡的情形，所以進
苗後可用 BKC 藥浴。
(3) 例行的養殖管理
疾病防治不能只靠魚病防治人員，養殖場應提供基本的養
殖資料，防治工作才能事半功倍。每天記錄事項包括水溫變化、
每個箱網攝餌量、每個箱網死亡魚數等，以表格確實紀錄並製
成月報表。餵食浮性飼料應精準記錄(每日每個箱網的攝餌量)，
沉餌量應仰賴有經驗的人員記錄。有經驗管理者可由水溫高低
及每日攝餌量等，判斷出箱網內魚群健康情形。魚苗攝餌量降
低若非因氣候因素或箱網破壞魚苗逃跑時，應重新評估放養密
度及最近魚體死亡數，以決定是否用藥。箱網養殖海鱺苗，如
只觀察箱網內的魚群行為，作為判斷箱網魚群健康指標，常會
發生誤判，因海鱺沒有鰾，小魚脂肪含量低，死亡後不會浮出
水面。建議，應拉網檢查箱網底部或派員潛水檢查(圖 5.3)，至
於其他鯛科魚類及石斑魚苗等，死亡後都會浮出水面，容易觀
察。
(4) 海水箱網養殖場應具備常用藥品、藥浴袋、及醫療顧問
業者應具備常用藥品，如歐索林酸(oxolinic ac id)、羥四環黴
素(oxytetracyc line)…等，遵守「水產動物用藥品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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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各種藥劑的特性及使用法，詳實紀錄自己及他人的用藥經
驗，平時應熟練藥浴袋的用法及藥浴劑量，需要時即可派上用
場。此外，應密切與獸醫師或魚病防治人員聯繫，進苗時都應
知會，並保持密切聯絡。雖然養殖的箱網都位於同一個海域，
但發病時往往有先後差別，故箱網養殖魚類疾病的防治應以每
一個箱網為單位，並密切注意放養在別個箱網的同一批苗。如
罹患病毒性疾病應迅速將罹病箱網隔離(拖離)，如罹患細菌性疾
病應適時用藥。隔離區應遠離養殖區，選擇水流較強水質較好
的水域，隔離期間減少或停止餵食。過去的經驗，嘉 魚(Pagrus
major)在感染虹彩病毒後將之移往隔離區，且每 2-4 天才投餵一
次，都有很好地效果。然而黃錫鯛感染病毒後以同法治療則達
不到類似效果。
(㆓)箱網養殖的疾病防治管理
(1) 病毒性疾病
目前為止，只有虹彩病毒(Iridovirus)會使臺灣海水箱網養殖魚
種受到損失，較嚴重地有海鱺的淋巴囊腫瘤(Lymphocytic disease)
(圖 5.4)，嘉 苗和黃錫鯛(100~200 g) (圖 5.5)的虹彩病毒症。海
鱺淋巴囊腫瘤常在一個月內痊癒，不需治療。嘉 魚苗雖可檢
測到虹彩病毒，但造成死亡的原因則和海流及水溫有關。至於
2002 年才發生的黃錫鯛虹彩病毒症死亡率高達 85-90%，這和過
去 10 來年的高存活率(90-95%)呈現明顯對比，追蹤調查發現第
一批發病魚苗來自中國大陸，故業者在引進外地魚苗時不可不
慎重。欲提高魚類罹患病毒性疾病後的存活率，應從改善環境、
提高個體免疫力、及避免二次性感染等多方面進行，若管理得
當一般不需使用抗生素。最佳的防治方法 為全區(如整個澎湖)
停養因病毒造成大量死亡的魚種(如黃錫鯛)。
(2) 細菌性疾病
細菌可分為機會性病原菌及絕對性病原菌兩種，機會性病
原菌如海水弧菌，絕 對性病原菌如 巴斯德桿菌(Photobact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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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s ela ssp. pisc ic ida，舊名 Pasteurella pisc ic ida)，病原菌以不
同的感染途徑進入魚體，造成急性或慢性病症。箱網養殖海鱺
容易罹患巴斯德桿菌病及鏈球菌病(Streptococcus sp.)。
※細菌性疾病的處理對策
當發現該箱網魚苗攝餌量降低或少數魚苗行為異常時，立
刻檢查及清算網底的死魚數，當每日每網死亡數拉高時，應迅
速聯絡獸醫師或魚病防治人員進行檢驗，並提供發病箱網最近
每日死亡數目的變化，捕撈數尾離群的垂死魚送檢，獸醫師進
行病原分離、培養、鑑定、及藥物敏感性試驗等，建議及指導
業者使用適當的藥物、投藥方法、劑量、及停藥期等，細菌性
疾病應在飼料中添加適當制菌藥物。2-3 天後觀察療效(如箱網
每日死亡數是否下降)，請獸醫師判斷應繼續使用該藥物或更換
藥物。如使用正確藥物，5 天內死亡數目會明顯下降，一個療
程應不超過 7 天，如用藥 1~2 天後已經沒有死亡發生時，也不
可冒然停藥，應完成一個療程為原則(5~7 天)。若死亡數目在 3
天內無法拉低，應考慮更換藥劑。抗生素(或抑菌劑)最好能添加
在鰻粉內經攪拌後以淡水製粒後投餵，若為浮性飼料則必須先
將一定劑量的藥物溶於淡水後加入飼料讓其吸附後投餵。早晚
各投餵一次，務必要讓所有生病的魚都吃到藥為原則。口服法
一定要早期發現並早期用正確的藥，魚若不攝食病情將無法改
善，用錯藥常會拖延病情增加死亡率。久病的魚常因體弱而容
易二次感染弧菌及寄生蟲導致最後死亡。
※海水弧菌
澎湖 箱網 養殖 魚種 ，常 見的 弧菌 為 V. carcharvae 及 V.
alginolyticus。兩者會於 7-9 月間內灣水溫升高到 27-29℃時，感
染當年及一齡的大嘉 ，造成每個箱網每天十來尾腹部腫脹的
嘉 魚浮出水面(圖 5.6)，最後死亡。另外，箱網放養石斑苗不
久後，也常 常發生 體表潰爛 及腸道 含有大量 細菌的 弧菌症(圖
5.7)。海鱺在越冬期間也有類似病徵。紅魚曾發生腸炎弧菌(V.
parahaemolyticus)感染，造成短時間內死亡 50%的紀錄(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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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體感染弧菌症大都發生在夏季高水溫期，或冬季風浪大時才
進入箱網的魚苗，所分到的弧菌其抗藥性都非常強。其對策為
若發生在夏季高水溫期時則將箱網移至水流較強區域並減少餵
食，死亡率就會較低。石斑弧菌症則在適應箱網環境後也少有
死亡發生；海鱺一般只在低水溫期發生弧菌症，這些症狀一般
都不需也無法用藥，抗生素的療效也很差。故適當的進苗時機
及養殖管理為預防弧菌病最好的方法。至於腸炎弧菌若能早期
使用適當抗生素則仍可達到療效。
※巴斯德桿菌症：
巴斯德桿菌為絕對性病原菌，3~4 天內可能造成 50%的死
亡率，應妥善使用藥物治療。箱網養殖 2 kg 以下海鱺，常發生
巴斯德桿菌症(圖 5.9)及鏈球菌症。處理對策，業者進海鱺苗後
立即進行預防性用藥，如以 BKC 藥浴處理受傷皮膚，避免病原
菌入侵，飼料中適當添加維生素群(C、E、綜合 B 群等)及增強
免疫物質(如多醣體等)，目的在強化魚苗在放養後的適應性及縮
短適應期間，可降低魚苗死亡率(在箱網適應期間如罹患巴斯德
桿菌病，死亡率很高)。不可使用抗生素或其它制菌物質當預防
用藥，藥物應在獸醫師的指導下使用。
(3) 寄生蟲性病
箱網養殖魚類常見的寄生蟲為新貝尼登吸蟲(Neobenedenia
melleni)及小魚虱(Lepeophtheirus occidentalis，大魚虱 Caligus sp.)，
以新貝尼登吸蟲為最，紅魽 魚參 (Seriola dumerili)、嘉 、紅魚(赤
鰭笛鯛，Lutjanus erythropterus)、金目鱸(Lates calcarifer)、黃魚
(Larimichthys crocea)、及海鱺等均會罹病，以紅魽 魚參及紅魚最
嚴重，全年均可造成魚體死亡。貝尼登吸蟲感染海鱺的強度(數
目)雖然很低，但會造成瞎眼(圖 5.10)，嚴重影響魚體健康及商
品價值。魚虱感染症(圖 5.11)出現於海鱺鰓弓兩側，盛行率為
100% (全部海鱺均被感染)，平均強度高達 20 尾(每尾海鱺鰓部
有 20 隻魚虱)，感染部位潰爛，海鱺體弱容易遭受二次性感染(如
弧菌病)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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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淡水浴法去除新貝尼登吸蟲(圖 5. 12)。新貝尼登吸蟲寄生
的處理，在夏季處理時間選在清晨水溫較低時，每次藥浴時間
為 3~5 分鐘，約 10~15 天進行一次。冬天應選在風停的日子，約
30~40 天處理一次。淡水浴很費力(撈魚，特別是儲備淡水)耗時，
前一天要禁食，淡水浴時要維持適當的溶氧，處理稍微不慎隔
天就會出現死魚。以馬速展藥浴法去除魚虱，用 10 m × 10 m ×
1 m 的藥浴袋將整個網袋的魚套起來，加入馬速展(最後濃度為
20~30 ppm)並打氣 30~ 60 分鐘，可去除感染在鰓部的魚虱，可
是一些幼蟲仍無法殺死，可進行多次藥浴。病例上較少只因魚
虱感染造成大量死亡，養殖業者往往忽視魚虱感染海鱺的潛在
危險性。但此病應特別注意防範，因魚虱症為目前南美洲智利
箱網 鮭魚 養殖 的最 重要 的死 因之 一。 其他 寄生 蟲如 小車 輪 蟲
(Trichodinella s pp.，車輪蟲 Trichodina s p.)、白點蟲(Cryptocaryon
irritans) 、卵 圓 鞭毛 蟲(A myloodinium ocellatum)、 石斑 瓣 體 蟲
(Petalosoma spp.)等，有時會在剛進箱網的魚苗中發現，但約 2
星期後就因箱網環境的水流較好而消失。如鰓部罹患指環蟲病
時應立即藥浴處理，否則會引起大量死亡，處理法和海鱺魚虱
症相同。
(4) 藻類性疾病
發生於箱網養殖海鱺苗及大海鱺體表(體弱)，病原為契形藻
類(矽藻的一種，Licmophora spp.)，罹病魚體體表呈黃褐色，魚
苗的皮膚會潰爛最後造成死亡(圖 5. 13)，而大魚則成長不良。最
好地處理方法為買進健康魚苗及 5~7 天更換網袋一次。
(5) 營養性疾病
臺灣對飼料的研究及生產均相當進步，箱網養殖魚苗的技
術成熟穩定，較少營養性的疾病。最常見的營養性疾病為綠肝
症，曾發生在海鱺及嘉 以海鱺最常見(圖 5.14)，嚴重時會造成
魚體死亡。發生的原因不明，推測可能和飼料油脂成分有關，
故建議發現罹病魚時應立即更換飼料。此外，箱網養殖魚類容
易出現脂肪肝，不會造成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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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降低天然災害造成的損失
天然災害常造成海水箱網養殖魚類大量死亡，常出現於夏
季高水溫、颱風來臨、及冬季低水溫。以澎湖內灣為例，該海
域在夏季時水溫為 28~ 31℃，此水溫不適合養殖嘉 魚，容易
導致疾病盛行，即使添加藥劑也難以有效控制疾病，如在高水
溫期間減少餵食量，及放養在水流較強的海域可減少嘉 魚發
生持續性死亡，度過中秋節後死亡就會明顯下降。冬季澎湖內
灣海水溫度為 18~20℃，鯛科魚類都可安然越冬，但海鱺攝餌
量明顯下降，體弱者會持續發生死亡，所以澎湖海水箱網養殖
海鱺有越冬的困擾。可在入冬前加強海鱺的肥滿度及降低養殖
密度，越冬的死亡率可下降至 5%以下。此外澎湖在 1999 年 12
月到 2000 年 2 月的海水溫度曾一度下降到 12. 6℃，造成大量的
海鱺死亡(圖 5.15)，調查發現若養殖密度降低(如 500 尾，1~ 2 kg
的海鱺在 7 m × 7 m × 4 m 箱網)存活率可達 80%以上。然在同海域
養殖的其他魚種(嘉 魚、石斑魚、青嘴龍占魚 Lethrinus nebulosus、
赤鰭笛鯛 Lutjanus erythropterus)則沒有死亡現象發生。
颱風常造成海水箱網毀滅性的破壞，由於地理位置及內灣
環境使得澎湖業者忽略了颱風的可怕，反而只看到颱風能清除
沉積在箱網底部污物的好處。2001 年 6 月奇比颱風，短短的幾
個小時內就摧毀了竹灣及通樑養殖區的所有箱網(圖 5.16)。在錨
錠系統的改進及防堵可能的漂流物(如延繩養殖牡蠣)，業者應虛
心接受專業學者的指導及建議不應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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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脊椎骨彎曲的海鱺，都無法越冬最好
能挑除。

圖 5.2 有經驗的活漁船運輸能明顯提高存活率。

圖 5.3 箱網養殖小海鱺發病死亡後不會浮出
水面，必須派潛水人員至網底檢查。

圖 5.4 淋巴囊腫瘤曾大量流行於箱網養殖的海
鱺苗。

圖 5.5 為虹彩病毒感染的黃錫鯛，脾臟明顯
腫大。

圖 5.6 嘉 於夏季因高水溫而發生少量持續的
死亡。

圖 5.7 龍膽石斑苗(Epinephelus lanceolatus)
於冬季低水溫期間進苗容易感染海
水弧菌症。

圖 5.8 紅魚感染腸炎弧菌，腸組織呈現紅腫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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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海鱺感染巴斯德桿菌症，造成脾臟腫
大並出現顆粒狀的白點。

圖 5.10 幾隻貝尼登吸蟲就可造成海鱺瞎眼。

圖 5.11 鰓弓兩側被魚虱感染的海鱺，容易
引起弧菌症。

圖 5.12 箱網進行藥浴或淡水浴的情形。

圖 5.13 為契形藻感染的海鱺苗，造成皮膚
潰爛。

圖 5.14 海鱺因飼料品質不良容易發生綠肝症。

圖 5.15 寒害造成箱網養殖海鱺大量死亡。

圖 5.16 颱風會造成海水箱網毀滅性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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