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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蟲類生物性標籤在魚類及漁業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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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球生物多樣性與漁業資源管理
地球生物圈是由地球上所有生命體及整體環境所構成，其中最
有趣也最明顯的特徵即為生物多樣性。簡言之，生物多樣性就是一
個地區範圍內生命形態的豐富程度，它包括遺傳(基因)演化多樣
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三個層次。
物種多樣性研究可由生物地理學和系統分類學來評估區域內
有多少物種存在和物種的分佈狀況外，還可探求它們形成和發展的
歷史。魚類在脊椎動物中仍是一個不時有新種記錄的類群，仍有很
多地區尚待調查，而無論是新種、系群區分還是生態環境的演化，
還是有大量的新工作等待我們去探索及了解。
目前國際上最大生物多樣性相關公約組織為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其中致力積極透過締約國推動
並落實公約三大目標：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成分子，以
及公平合理地分享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所產生的利益。
從以上生物多樣性公約我們可以了解到整個生物多樣性的重
要程度，世界上有數以千萬的多樣物種，而無時無刻都有新物種被
發現與描述，同時也有現在物種的喪失與淘汰，永遠持續著無息的
生命現象。當然在新物種形成以及發展過程和多變的環境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也就是生態系統演化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學
中有很多現象是演化歷史的產物，無論是生物老化、動植物地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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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還是族群之間的差異都得從演化歷史來了解。
海水魚類系群的洄游也是歷史長期演化下來的差異，系群的區
分有助於漁場的管理，由系群區分結果來了解魚群在海洋中的資源
量，並且有效控制漁業資源。以大西洋黑鮪為例(黃向文，1999)，
大西洋鮪類保育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 ICCAT)目前有美國、法國、日本、韓國等二十六
個會員國，其目的為保育該海域的鮪類資源，管理魚種包括黑鮪、
長鰭鮪、大目鮪、黃鰭鮪、劍旗魚等十餘種。在 ICCAT 的規範下，
針對每種資源每兩年評估一次，經由各主要漁獲國家所提供的時間
序列資料，進行最大持續生產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
總容許捕撈量(total allowable catch, TAC)及最適體長、最適漁獲大
小的估算，作為訂定保育措施之參考，進而達到漁業資源永續利用
的目的。由此可知，系群區分對於漁業資源的評估具有相當程度之
重要性。

二、臺灣周圍海洋環境概述
海洋以無窮的能量，孕育著無數的生命。位於印度西太平洋地
區並和熱帶及亞熱帶交接處的臺灣，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航海經過臺
灣海域讚嘆臺灣為 Formosa 美麗之島。臺灣南北不到四百公里，面
積也只有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但卻兼具由北方大陸沿岸洋流帶來
溫帶及亞熱帶之魚種及由菲律賓與赤道黑潮暖流帶來的熱帶魚
種，使得臺灣近沿海的漁產量每年達三十萬公噸。臺灣本島加上離
島總共擁有 1600 公里海岸線，生物相極為豐富，海洋生物種類佔
世界的十分之一，而到目前為止臺灣附近調查記錄有超過 2600 多
種海水魚及其各種的珊瑚、貝介、螃蟹、蝦子、棘皮動物、海蛇、
海龜、鯨魚、海豚、海藻、海草，以及更多未經完全調查研究紀錄
的蠕蟲等海洋無脊椎動物和浮游動、植物。
先天地形與地理位置上的優勢，讓臺灣海岸擁有各種不同的棲
地，不論是底質、地形、水深、水溫及海流等生態因子，都成就臺
灣擁有一流的海洋資源，讓不同種類的海洋生物，都能在臺灣海域
生存下來。臺灣東西部海岸生物相由於地理位置及地形的不同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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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差異，臺灣西部多屬沙岸，因此，水深平均深度約 100 公尺，
最深不超過 200 公尺，其海域中有著相當多經濟魚種；而東部多屬
岩岸，海岸平均水深達 6000 公尺，最深的海溝甚至近萬公尺，如
此不同的沿岸環境也造就了海底無數的生物種類。
臺灣人民使用海洋資源由來已久，無論在食、衣、住、行及觀
光休閒(賞鯨、新竹魚參魚節、南方澳鯖魚節、蘭嶼飛魚節等)、生態
景觀上的各種層面與海洋均脫離不了關係。如此豐富的海洋資源
下，也使得臺灣具備了發展漁業的優厚條件，因此漁業成為臺灣的
重要產業。歷史上臺灣漁業的種種發展，也為臺灣的海洋文化形塑
出多采又獨特的樣貌。臺灣地理位置獨特，使得臺灣具有海洋漁業
發展之優良環境，此外在臺灣淺海水資源豐沛的情形下，無論陸上
養殖或箱網養殖，其技術及品質都極具競爭力。
臺灣對沿岸海洋的依賴，從每年如此高產量及產值的漁獲量即
可一窺究竟。臺灣和海洋的關係如此密切，同時擁有如此豐富且有
利的資源，然而對海洋之研究和了解仍極其有限，由此可知，海洋
奧祕及海洋生物之多樣性是亟待開發且極具潛力的研究課題。
根據一份對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及熱帶性珊瑚礁調查的研究
報告(Roberts et al., 2002)，將臺灣、日本南方及中國南方劃分為同
一區塊，並將海洋生物分為魚類、珊瑚、軟體動物、龍蝦，進行全
球物種豐富度調查，結果顯示特有種豐富度臺灣為世界排名前 10%
的區域，顯示臺灣附近海洋生態為世界上最獨特而珍貴的區域之
一。至於全球廣泛分佈的物種，臺灣附近海域也有 1187 種，為全
世界排名第三，亦是相當珍貴。
臺灣位處於世界最大陸棚地區之一，面積廣達 1500 km2。而大
陸棚是海洋資源最豐富的海洋環境。就海區而言，臺灣橫跨黃海、
東海及南海三區，再加上東、西岸地形地貌及洋流等因素造就出海
洋生物分佈的差異性。臺灣西部大多為沙泥或礫質之淺灘，潮間帶
寬，海底平緩，除蝦、蟹、貝類外，魚種中包含了中表層洄游性魚
種、底棲性沙 、石首魚、金梭魚、牛尾魚、雞魚、鯛及比目魚等；
此外，西海岸還有不少河口與紅樹林。東岸地形陡峭水深達數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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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以上，且有黑潮流經帶來極豐富的大洋性洄游魚類，如鰹、鮪、
鯊、飛魚、旗魚等。除此之外，東岸多屬岩岸因此也孕育著不少珊
瑚礁及海洋生物，其中魚類就有 1200 種以上，包括鰈魚、雀鯛、
虎、隆頭魚、粗皮鯛、金鱗魚等。
由於東部、南部及小琉球等離島主要受到溫暖黑潮北上的影
響，與北部及澎湖受大陸閩浙沿岸冷水流南下影響不同，造成在冬
季時南北溫差可達 4∼5℃，如此環境差異下，臺灣南北海域海洋生
物的物種也有明顯的差異。

三、蠕蟲簡介
看到「蠕蟲」(Helminthes)這個名詞，讀者們腦海中首先浮現
的可能是扭曲的蟲體和構造簡單的印象。其實在海洋生態系統中，
蠕蟲是海洋生產力和海洋食物網中重要的成員，同時扮演著浮游動
物的食物及環境指標(水溫、鹽度)的角色。蠕蟲主要包括線蟲(圓
蟲)、扁蟲(包括渦蟲、吸蟲和絛蟲)與環節動物等，大部分皆行自由
生活。而在演化的驅力下，有些物種已失去過自由生活的能力，必
須經由食物鏈的過程進到寄主(host)體內，暫時地或永久地依附在
寄主體內或體表，以便讓族群獲得棲所、營養以及其他生活上必需
的條件，維持其生存和繁殖。此種交互作用，使得一方得利，一方
受害；這種生活方式被稱為寄生生活(parasitism)。
當蠕蟲寄生於海魚體內時，可能涉及魚病及公共衛生的問題。
二者重疊之處在於經由魚類傳播之人畜共通寄生蟲，而公衛專家學
者們與食品安全檢驗部門對漁產品關切的目標亦為此(施秀惠，
2004)。魚病方面，能引起魚類疾病的蠕蟲主要為吸蟲類，如指環
蟲、三代蟲；另外還有絛蟲、箭蟲、蟯蟲及少數線蟲類，如鰻魚鰾
線蟲等。少量寄生並不會產生危害，但有些種類大量寄生時，可能
會引起魚類大量死亡的情形發生；海水魚中則是以海獸胃線蟲感染
最為普遍。公共衛生方面，許多國外病例報告指出消費者因攝入含
有海獸胃線蟲第三期幼蟲之海魚生魚片或未煮熟的水產品而導致
『海獸胃線蟲症』和『胃過敏性海獸胃線蟲症』等疾病；後者輕微
的可能引發噁心(nausea)、嘔吐(vomiting)、風疹塊(urticaria)和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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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腫(angioedema)，而嚴重者則可能導致支氣管痙攣(bronchospasm)
和痙攣休克(anaphylaxis)。
有調查報告指出(吳孟才，1996)：臺灣周圍 46 種海水生經濟性
魚類之蠕蟲(包括線蟲、吸蟲、鉤頭蟲及絛蟲)感染率為 44.2%，同
時統計分析顯示寄生蟲感染和魚類食性呈極顯著之相關(p < 0.01)。
檢視蠕蟲食物鏈得知，蠕蟲卵經由魚類、鳥類或海洋哺乳動物排出
後，在海洋中孵化進而被小型浮游動物(甲殼類、橈足類等)攝入，
魚類因食入有蠕蟲感染的浮游動物而攜有幼蟲，接著魚類再被大型
海洋哺乳動物或鳥類所捕食，蠕蟲經此型式以完成整個生活史。因
此，蠕蟲在海洋食物鏈裡實聯繫著群聚中的不同物種，並提供適當
的能量和營養素，其在海洋環境的重要程度及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四、魚類系群判別方法及蠕蟲類生物性標籤
不同區域的環境地形特徵，造就了同種生物卻有不同系群(stock)
的結果；而欲得知漁業資源狀態，首先必須了解魚類長期演化下來
的系群結構。隔離(isolation)與突變(mutation)使得同物種間形成不
同的系群，又因各個系群是分別獨立變動的，故在調查或管理魚類
資源時，應以系群為單位來加以分析。系群的判別有下列幾種方法：
(1)形態學：包括體節(計數)形質和非體節(非計數)形質；(2)生態學：
包括採用產卵期、產卵場、鱗相、抱卵數或卵徑的差異，以及寄生
蟲的有無作為區分因子；(3)標誌放流法(tagging)：研究魚類洄游、
估計資源量和追蹤族群變動的重要方法，包括[i] 切斷標誌法：如
切除魚的部分鰭條當做標誌；[ii] 體外標誌法：將標籤或訊號發射
器附掛在動物身體表面，以追蹤生物活動的方式；[iii] 體內標誌法：
將標籤或記錄器植入生物體內；[iv] 化學標誌法：使用同位素或染
劑標誌生物，再於重捕時使用探測器檢出標誌生物；(4)漁況：即以
2 個或多個漁場的漁況變動趨勢，探討魚群的移動和洄游；(5)生物
化學和遺傳學：如血型、同功異構酶(isoenzyme)、血清、血紅素、
蛋白質或染色體之分析；(6)其他：如 DNA、RNA 的差異或利用同
位素的測定等(能勢，1988)。
研究魚類寄生蟲過程中，除查明魚體寄生蟲相外，收集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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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進一步經過統計軟體分析處理以比較並顯示其差異程度，因
此，統計學在魚類寄生蟲學研究中愈益受重視。
以寄生生物作為探索魚類族群分佈之指標的歷史已逾百年
(Mackenzie, 2002)，1960 年代開始出現較為豐富的成果發表，有許
多專家學者針對這個主題進行多種淡、海水魚種的研究。發展至
今，近年來學者們開始利用簡單的數學模式分析寄生蟲之感染情形
後，進一步鑑別區分魚類系群並描述出海魚的游動路線(Mosquera
et al., 2000)。因此，查明寄生蟲感染數據後再結合統計分析結果，
即可據以區分魚類系群結構。

五 、 蠕 蟲 類 生 物 性 標 籤 應 用 於研究魚類及漁業之實例
全球漁業資源的維護一直是世人關切的議題，同時也反映出人
們對漁業資源的永續利用，以及利用海洋資源養活人類的高度重視。
魚類對於人體的營養比其它家畜都來得有價值，不管是淡水魚還是
海水魚整體營養成分價值皆很豐富。首先，魚肉中蛋白質含量豐富，
其中所含必需氨基酸最適合人體需要也是人類攝入蛋白質的良好
來源。其次，魚肉中脂肪含量少，且多由不飽和脂肪酸組成，人體
吸收率可達 95%，具有降低膽固醇及預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第三，
魚肉中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如鐵、磷、鈣等；魚的肝臟中則含有大
量維生素 A 和維生素 D。另外，魚肉肌纖維很短，水分含量較高，
因此肉質細嫩，比畜禽的肉更易吸收，對人們的健康更為有利。
在世界各國愈來愈重視漁業資源永續利用的同時，2005 年 5 月
『公海漁業管理和聯合國漁業協定』會議中提及如何著重落實 1995
年制定的聯合國漁業協定，並探討對過度捕撈應採取的一些措施。
會議發表的部長會議宣言認為，各國應該有效執行相關國際規定，
以保證對漁業資源的長期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宣言中亦對過度捕
撈使世界上許多地區的漁業資源、生態環境等受到嚴重損害，表示
關注。
據了解目前世界漁業資源的管理受到了嚴重挑戰，聯合國糧農
組織估計，部分地區對具有商業價值的魚類的撈捕量超過了許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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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3 倍。漁業管理要加強科學決策，科學決策應包括緊急預警機
制等，應合理設置沿海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捕撈配額標準，以幫助
開發中國家消除貧困，提升漁民生活水準。
葡萄牙學者之研究指出，利用不同海域 Toadfish (Halobatrachus
didactylus)的蠕蟲盛行率高低，可分析描繪出樹狀分析圖，藉此得
知 Toadfish 族群結構在葡萄牙海域可區分成沿岸和入海口 2 個不同
系群(Marques et al., 2005)。獲得上述結果後，學者們繼續進行此魚
種之遺傳基因及型態學特徵分析，發現分部於沿岸和入海口之
Toadfish 在基因型上確實具有顯著差異；因此推論，魚類寄生蟲可
做為研究魚類族群結構的重要指標工具。另外，George (1996)調查
智利周圍 3 個海岸點當地鱈魚(Merluccius gayi)體內之後生動物類寄
生蟲相，並經統計分析數據，發現在調查海域中至少存在有兩個鱈
魚系群。
除了利用魚類寄生蟲相來區分海魚系群外，Oliva (2001)調查智
利周圍海域另一種鱈魚(Macruronus magellanicus)的寄生蟲相，發現
有 15 種後生動物類寄生蟲，此結果雖無法選擇理想之寄生蟲標籤作
為區分系群的依據，但卻證實鱈魚從南方到北方遷移路線之存在。
影響內、外寄生蟲相的可能因素很多，包含了地形、水溫、鹽
度、餌料生物之多樣性、蠕蟲中間寄主之豐富度、魚種、魚類攝食
習性、魚的體型大小及魚齡等，以上因子皆和魚類寄生蟲相息息相
關。MacKenzie 和 Abaunza (1998)曾綜合整理出許多寄生蟲之生活
史包括：複殖吸蟲(digenea)、絛蟲(cestode)、線蟲(nematode)、棘頭
蟲(acanthocephalan)及橈足類(copepod)等寄生蟲種類；更整合出利
用寄生蟲作為分析海魚族群結構的標準操作程序與分析方法，以利
應用。
線蟲生物性標籤方面，歐洲相關學者在 1998∼2000 年間對於東
北大西洋及地中海附近 14 個採樣點進行大規模的鱈魚(Merluccius
merluccius)寄生蟲相調查，並以體內 Anisakis spp.之幼蟲進一步利用
同功 來區分出 7 種兄弟姊妹種(sibling species)包括：A. pegreffii、A.
simplex s.s.、A. typica、A. ziphidarum、A. physeteris、A. brevispiculata
7

蠕蟲類生物性標籤在魚類及漁業上之應用

及 Anisakis sp.加以統計分析後發現 Anisakis 兄弟姊妹種的確會因為
不同海域而在感染比例上有顯著性差異，因而區分出歐洲海域有不
同系群的鱈魚(Merluccius merluccius)存在(Mattiucci et al., 2004)。
本研究室自 2000 年開始研究臺灣海魚之寄生蟲，曾鑑別大量死
亡之臭都魚體內主要感染之線蟲為有鉤宮脂線蟲(Shih and Jeng,
2002；施秀惠, 2001)；白帶魚體內之寄生蟲相略豐，除有鉤宮脂線
蟲外另有海獸胃線蟲、前盲囊線蟲和帶魚針蛔線蟲(Shih, 2004；施
秀惠, 2004；查詩婷, 2004)；花腹鯖體內亦存在有前述相同四種線
蟲相(周宜瑩, 2005)。經由分析評估，我們選擇海獸胃線蟲為區分花
腹鯖之生物性標籤且獲得理想結果：分布於臺灣東北海域之花腹鯖
體內之海獸胃線蟲屬於 Anisakis pegreffii 和重組基因型(A. pegreffii
和 A. simplex s.s.之重組種)，二者出現之頻度分別為 96.7%和 3.3%；
而分布於臺灣西南海域之花腹鯖體內則有三種海獸胃線蟲，除前述
二者外另有 A. typica，三者出現之頻度分別為 62.5%、9.4%和 28.1%。
因此可藉由海獸胃線蟲社群結構和出現頻度將臺灣周圍海域之花
腹鯖族群區分為兩個系群(周宜瑩, 2005)。本研究室目前正進行竹莢
魚寄生蟲研究，期能評估選擇出理想蠕蟲類生物性標籤以探索此魚
種之族群生物學和漁業學。

六、結語
海洋佔地球面積的 70%，而地球上 90%以上的物種生活在海洋
中。在海洋資源如此重要的當下，如何以各種可行的方法保護，並
進而規劃整個海洋漁業區以維持穩定的漁業資源，實需全球相關國
家與地區之共同參予和合作。茲歸納五項可行方案如下：(1)合理的
以最小的耗費提供最大的魚類生產，同時擴大族群生殖能力；(2)
適當保護成魚生殖環境；(3)規範正確的漁撈季節及範圍；(4)正確
選擇漁獲物之體型並且每年定量捕撈；(5)國際間以立法來維持整體
海洋資源的合理開發，使漁業資源能永續發展、開發及推廣。
寄生性蠕蟲和海魚經由食物鏈而密切結合，在海魚無法避免蠕
蟲感染的情況下，宜有效利用寄生蟲感染的相關數據及狀況，經整
合分析後以間接區分魚類系群及評估漁業資源。由此可見，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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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對魚類學和漁業資源相關研究領域具備極高之評估價值。
最後我們再度呼籲：從事寄生蟲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們，除了著
重醫學及獸醫學的範疇外，也應積極投入對臺灣海魚體內普遍存在
的海獸胃線蟲之研究，查明臺灣重要經濟海水魚之寄生蟲相、統計
分析各蟲種感染海魚之盛行率、強度及豐富度等感染參數，了解臺
灣海域線蟲之生活史，探究線蟲對魚類發育、營養及生孕力等之影
響，更重要的是評估寄生蟲是否適合作為生物性標籤，藉以分析魚
類族群結構並擴展於探究臺灣周圍海域日益枯竭之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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