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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中添加不同濃度與來源之類胡蘿蔔素
對珍珠鱗金魚增豔效果之影響
張嘉育 1、廖文亮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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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珍 珠 鱗 金 魚 (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 ， 俗 名 pearlscale
goldfish、珠鱗，是野生鯽魚演化而來的彩色變種之金魚。原產於
亞洲的中國和日本，天然環境喜生活於低水溫、水流慢，且有水
生植物的河流、湖泊、池塘、潟湖和水溝等水域。主要攝食各種
水生植物（包括藻類）
、有機碎屑、甲殼動物、蠕蟲和昆蟲，具有
在底部吸食的習性會攪動養分與提高水濁度有助於藻類及水生植
物大量繁殖（Morgan et al, 2004；Richardson et al, 1995）
。由於此
魚種每次可產下多達幾十萬顆小型的卵（直徑 1~2 mm），一尾種
魚可產卵 3~10 批，產卵間隔 8~10 天，可利用選擇性繁殖，生產
各種各樣的色彩和不同形狀的鰭金魚品種，這些魚如果被釋放到
野外，通常會恢復到原始的橄欖青銅色和正常形狀的鰭（McDowall,
2000）
。因能耐受鹽度高於 15 ppt 及低溶氧的環境，圈養環境下可
活 30 年，為非常受歡迎的水族觀賞魚，已被引入全世界各地。
魚的體色會因不同的生長階段與環境而改變，其呈現顏色受到
多重因子影響，包含色素細胞的型態、數量及環境的變化。一般在
真皮層中包含三種的色素細胞，是構成體色的基本單元，第一種為
黃色素細胞（xanthophores），包含蝶啶（pteridine）、類胡蘿蔔素
（carotenoid）色素，第二種為黑色素細胞（malanophores），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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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黑色素（melanin），第三種為彩虹色素細胞（iridophore），經由
此三種色素細胞結構變化影響體色。其中類胡蘿蔔素與黑色素，是
魚類中較常研究的二種色素，而魚體呈現的各種紅色、橙色、黃色
則會隨著與黃色素結合類胡蘿蔔素種類與數量而有所影響（Price et
al., 2008）
。此外魚體可經由側線感知環境後，由神經及內分泌系統
操控色素細胞內色素的聚散，達到快速而短期的體色變化。透過色
素細胞的種類更替消長與色素細胞內的色素蓄積與代謝之變化，則
較為緩慢而長期的體色呈現（Fujii, 2000）
。體色對魚類具有多樣的
生物功能，其中在生態行為上較廣泛被認識的為擇偶選擇（sexual
selection）
，是藉由個體醒目的體色爭取更多與異性交配機會的種內
競爭（Berglund et al., 1996）
。其它的功能還包括物種的辦識（species
recognition）
、警戒色彩（warning colouration）
、侵略展示（aggressive
displays）及偽裝作用（camouflage）（Svensson and Wong, 2011）
。
除了生態行為上的意義之外，體色也具有許多生理功能，在影
響體色的類胡蘿蔔素中也有愈來愈多的作用被發現。例如在藍或紅
色鬥魚（Betta splendens）的二個品系的研究中發現，類胡蘿蔔素
在紅色雄鬥魚身上，可以增強紅色程度來吸引雌魚增加繁殖的機
會。而在藍色雄鬥魚身上，類胡蘿蔔的含量則呈現較高的免疫能力
（Clotfelter et al., 2007）
。孔雀魚（Poecilia reticulata）的研究也指
出，雄孔雀魚攝食較多的類胡蘿蔔素，會提升身上橘色的鮮豔度，
並可增加吸引雌魚的機會（Kodricbrown, 1989），且具有較高的免
疫能力來抵抗外部的寄生蟲（Kolluru et al., 2006）
。被治癒寄生蟲
疾病後的雄孔雀魚，身上橘色的鮮豔度會下降，減少吸引雌魚配種
的機會（Houde and Torio, 1992）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了解魚的體
色不僅在生態與生理上皆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在不同魚種利用類胡
蘿蔔素的策略上亦有所差異。類胡蘿蔔素除了提供卵黃色澤之外，
在魚卵中的多元不飽合脂肪酸易氧化及快速的被氧化劑所破壞，於
胚胎發育時期的快速代謝卻會不斷的產生氧化劑，因此類胡蘿蔔素
具有能夠降低氧化壓力的功能，在胚胎發育顯得相當重要（Blount et
al., 2000; Miki,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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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類胡蘿蔔素
類胡蘿蔔素廣泛存在自然界中已被發現約有 750 以上的種類，
一般由植物、藻類或微生物合成，雖然動物身上也被發現存在類胡
蘿蔔素，但由於動物無法自身合成，僅能由食物中攝取或經酵素代
謝轉換的類胡蘿蔔素（Goodwin, 1986）
。依結構大致可分成二大類，
一為結構中不含氧，僅由碳與氫原子所構成的胡蘿蔔素
（carotenes）
，例如：β-胡蘿蔔素（β-carotene）
、蕃茄紅素（lycopene）
；
另一類則為結構中含氧原子的葉黃素（xanthophylls），例如：玉米
黃素（zeaxanthin）
、蝦紅素（astaxanthin）
。由於類胡蘿蔔素含有的
多個共軛雙鍵結構，容易吸收波長 400-500 nm 的光，呈現出各種
黃色、橙色或紅色（Bjørnland, 1997）
。此二類結構穩定性不高，容
易受到氧、光、熱和酸的影響產生異構化的現象。
類胡蘿蔔素在生物體中可單獨的以游離的型式存在或與脂
質、蛋白質結合。在皮膚上的類胡蘿蔔素經常與脂肪酸結合而以酯
化的型式存在。蝦紅素（astaxanthin）為水生生物中最常見的類胡
蘿蔔素，如嘉鱲魚（Pagrus pagrus）以此種方式在魚皮蓄積蝦紅素，
而鮭鱒科的魚類則在魚肉上蓄積。甲殼類生物體內的蝦紅素常與外
骨骼中的蛋白質結合形成類胡蘿蔔素蛋白（carotenoproteins）
，因色
素分子結構與蛋白質結合後使得色素穩定性增加，又因結合的蛋白
質分子量不同，使得甲殼類呈現出如紫色、藍色甚至綠色等不同的
顏色（Zagalsky et al., 1970）
。甲殼類經過熱處理後使得類胡蘿蔔素
結合蛋白變性後，甲殼類會顯現出蝦紅素的紅色（Cianci et al.,
2002）。
赤鰭笛鯛（Lutanus erythropteru）的飼料中添加螺旋藻粉與合
成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在 50 和 100 mg/kg diet，初始平均體
重約 35 g 經飼養 8 週後，添加的四組魚皮類胡蘿素含量為 0.99-1.62
mg/100 g 較對照組的 0.84 mg/100 g 為高，添加螺旋藻粉使其類胡
蘿素含量為 100 mg/kg diet 的效果最佳。飼料中添加合成蝦紅素，
30

張嘉育、廖文亮

使其類胡蘿素含量在 50 和 100 mg/kg diet，初始平均體重約 2.33 g
經飼養 6 週後，添加的兩組魚皮類胡蘿素含量為 0.88 和 1.74 mg/
100 g 較對照組的 0.79 mg/100 g 為高（曾，2004）
。
紅色吳郭魚（Oreochromis sp.）的飼料中添加含蝦紅素的大腸
桿菌粉與合成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在 50 和 100 mg/kg diet，
初始平均體重約 53 g 經飼養 60 天後，添加的四組魚皮類胡蘿素含
量為 2.35-3.65 mg/100 g 較對照組的 0.69 mg/100 g 為高（黃，2009）
。
珍珠鱗金魚（Carassius auratus auratus）的飼料中添加玉米黃素及
合成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在 5、10、15 及 20 mg/kg diet，初
始平均體重約 2.69 g 經飼養 7 週後，添加的八組魚皮類胡蘿素含量
為 0.042-0.253 mg/100 g 較對照組的 0.021 mg/100 g 為高，添加合成
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為 20 mg/kg diet 的效果最佳（張，2013）
。

三、 類胡蘿蔔素代謝模式
水生動物外表的呈色除了與攝入的色素種類有關之外，也可能
經由自身的酵素系統轉換而代謝成其它種類的類胡蘿蔔素，也因為
各個物種轉換及蓄積類胡蘿蔔素的能力不盡相同，因此呈色結果也
有所差異。蝦紅素為多數水生動物蓄積的類胡蘿蔔素，將其他類胡
蘿蔔素轉換成蝦紅素之代謝模式分為以下三種。
1. 紅鯉型（Red carp type）
如：錦鯉（Cyprinus carpio）
、金魚（Carassius auratus）等，可
以利用 Lutein、Zeaxanthin 或中間的代謝物轉換成蝦紅素，
大部分的淡水魚屬於此類型。
2. 鯛魚型（Sea bream type）
如：嘉鱲（Pagrus major）
、鱒魚（Onchorhychus kisutch）
、鮭魚（Salmo
gairdoeri）等，不能由其它的類胡蘿蔔素轉換成蝦紅素，但
可以直接將蝦紅素吸收蓄積在體內，大部分的海水魚以及鮭
鱒科的魚類屬於此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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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蝦型（Prawn type）
甲殼類可以利用 β-carotene、Zeaxanthin 或中間的代謝物轉換成
蝦紅素，大部分的蝦屬於此類型。
赤鰭笛鯛的飼料中添加螺旋藻粉使其類胡蘿素含量為 100
mg/kg diet 的效果最佳，此魚種的類胡蘿蔔素代謝模式可以利用
Lutein、Zeaxanthin 或中間的代謝物轉換成蝦紅素為紅鯉型（曾，
2004）。紅色吳郭魚的飼料中添加含蝦紅素的大腸桿菌粉與合成蝦
紅素，魚皮類胡蘿素含量為 2.35-3.65 mg/100 g 較對照組的 0.69
mg/100 g 為高，雖然無添加 Lutein、Zeaxanthin 或中間的代謝物轉
換成蝦紅素的實驗，其類胡蘿蔔素代謝模式應為紅鯉型（黃，
2009）。珍珠鱗金魚的飼料中添加合成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為
20 mg/kg diet 的效果最佳。研究中添加的玉米黃素 Zeaxanthin 可轉
換成蝦紅素此魚種為紅鯉型（張，2013）
。

四、 體色的呈色測定
顏 色 的 測 定 方 法 係 根 據 國 際 照 明 委 員 會 （ Munsell Color
Science Lab）依據模擬人眼感官所能感受的色彩空間 CIE L*a*b*
系統。此套系統將顏色定義出顏色參數（a*，b*和 L*值）
，a*值越
高代表紅色程度越高，而 a*值越低代表綠色程度越高；b*值越高
代表黃色程度越高，而 b*值越低代表藍色程度越高；L*值代表亮
度，其值越高代表亮度越高。其應用方法為，利用色差計（Color
difference meter）如圖 1 所示，直接偵測魚體四個位置如圖 2 所示，
並可利用色差公式色差值 ΔE =［(a-ac)2+(b-bc)2+(L-Lc)2］1/2 ，其中
ac, bc 和 Lc 為對照組的 a, b 和 L 值計算顏色差異值（△E）比較色
差。當△E>6 則表示已達人眼感官可明顯分辨的標準。
天然的嘉鱲（Pagrus pagrus）與養殖的魚其△E可達13.5，天
然的香魚（Plecoglossus altivelis）與養殖的魚其△E可達13.5，皆達
人眼感官可以明顯感受到差異的程度（Aoki et al., 1991）
。赤鰭笛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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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飼料中添加螺旋藻粉與合成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在50和
100 mg/kg diet，初始平均體重約35 g經飼養8週後，可使平均ΔE達
8.6-13.3。飼料中添加合成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在50和100
mg/kg diet，初始平均體重約2.33 g經飼養6週後，可使平均ΔE達
7.0-9.0二次實驗結果皆達人眼感官能明顯感受到差異的效果，主要
與對照組呈現紅色的差異（曾，2004）。紅色吳郭魚的飼料中添加
含蝦紅素的大腸桿菌粉與合成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在50和
100 mg/kg diet，初始平均體重約53 g經飼養60天後，可使平均ΔE
達9.06-14.15，實驗結果可達人眼感官能明顯感受到差異的效果，
主要與對照組呈現紅色的差異（黃，2009）。珍珠鱗金魚的飼料中
添加玉米黃素及合成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在5、10、15及20
mg/kg diet，初始平均體重約2.69 g經飼養7週後，如圖3所示，對照
組的體色偏淡，添加玉米黃素的各組體色偏黃，而添加蝦紅素的各
組體色偏紅。可使平均ΔE達5.27-15.22，結果顯示添加合成蝦紅素
主要能夠明顯提升的為紅色色澤，而添加玉米黃素能夠明顯提升的
為黃色色澤（張，2013）。

五、 類胡蘿蔔素之最適添加量
在嘉鱲（Pagrus pagrus）的研究中指出，以體表呈色值做為評
估依據，建議以蝦殼粉做為色素來源時，蝦紅素在飼料中的最適添
加量為 40 mg/kg diet，以期能夠有效促進體色呈現紅色（Kalinowski
et al., 2005）
。另一種嘉鱲（Pagrus auratus）的研究中建議，以體表
呈色值做為評估依據，蝦紅素在飼料中的最適添加量為 30 mg/kg
diet，經 50 天在箱網中飼養後可以有效的增進紅色色澤（Doolan et
al., 2008）
。金魚（Carassius auratus）的研究中建議，由體內的類
胡蘿蔔素蓄積為評估依據，添加 100 mg/kg diet 的類胡蘿蔔素到飼
料中，經 60 天飼養後可以有效的增加組織內的類胡蘿蔔素，進而
增強色澤來提高市場接受度（Yanar et al., 2008）
。亦有研究建議，
在上市前 120-180 天的嘉鱲投餵以蝦殼粉做為蝦紅素來源，蝦紅素
33

飼料中添加不同濃度與來源之類胡蘿蔔素對珍珠鱗金魚增豔效果之影響

含量為 21 mg/kg diet 的飼料，可以使體色接近野生飼養的魚隻，並
能夠提升魚皮中的類胡蘿蔔素含量（Kalinowski et al., 2007）
。赤鰭
笛鯛的飼料中添加螺旋藻粉或使含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為 100
mg/kg diet 的效果最佳（曾，2004）
。紅色吳郭魚的飼料中添加含蝦
紅素的大腸桿菌粉與合成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為 100 mg/kg
diet 的效果最佳（黃，2009）
。珍珠鱗金魚的飼料中添加玉米黃素及
合成蝦紅素使其類胡蘿素含量為 20 mg/kg diet 的效果最佳，添加的
類胡蘿素含量可以考慮以體表之呈色效果為標準，較能符合提升魚
體增色之目的實用性與飼料成本之經濟性，並非一定要滿足體內組
織蓄積之類胡蘿蔔素完全達到飽合程度，故建議珍珠鱗金魚在飼料
中玉米黃素及合成蝦紅素的添加量為 15 mg/kg diet（張，2013）
。

六、 結語
觀賞魚的貿易產業以南美慈鯛科種類為最多，而珍珠鱗金魚也
是主要觀賞魚之魚種。飼養的飼料中添加玉米黃素與合成蝦紅素可
以增加魚體體表之呈色作用，但對其成長表現沒有影響。玉米黃素
主要使色差計所測得的 b 值有上升的趨勢呈現黃色色澤，而合成蝦
紅素則對 a 值的上升比較有明顯的作用呈現紅色色澤，若停止供給
類胡蘿蔔素的添加飼料體色呈現褪色的現象。珍珠鱗金魚在類胡蘿
蔔素代謝模式代中，確實能夠將玉米黃素，或其中間產物轉換成蝦
紅素為紅鯉魚型（red carp type）的代謝類型。合成蝦紅素影響珍珠
鱗金魚體色的呈色效果較玉米黃素為佳，並以 15 mg/kg diet 為最適
添加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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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色差計的色彩空間 CIE L*a*b*系統。

圖 2. 色差計偵測珍珠鱗金魚的確四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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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飼料中添加玉米黃素(Z)及合成蝦紅素(S)飼養 7 週後的珍珠鱗金魚呈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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