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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調節技術對於魚類養殖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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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相關產業一直是一種高價且優質的傳統產業，但是隨著生
態保育意識的興起加上資源枯竭等現實條件，早期以捕撈方式的漁
業生產正受到嚴重的衝擊，產量早已無法滿足目前全球市場需求，
透過人工繁養殖的水產品，已成為重要的食品供應產業。近年來消
費者對於食品健康、食品衛生安全等需求與日劇增，同樣對於水產
養殖產業產生重大影響。全球高經濟水產養殖產業普遍面臨的問
題，主要在於“產量不足＂與“疾病防治成效不彰＂兩大方面。過
去對於養殖技術與疾病管理的概念，在目前食品安全與永續經營的
考量下，面臨嚴峻的挑戰，因此，如何建構新式的養殖管理模式與
健康管理策略，將成為未來水產養殖產業重要的關鍵技術。商業化
生產關鍵在於如何有效降低成本與提高產量，只有滿足這樣的需求
才能創造利潤，這是所有產業重要的基本常識。過去水產養殖產業
中，為了創造最大效益，往往一眛追求高密度育成技術與快速疾病
治療技術，這樣的發展方向，的確創造了較高的利潤，也促進了整
體產業的發展，但是在這樣發展過程的背後，卻需要付出高昂的成
本，包括：環境破壞、食品安全危機、病原物抗藥性突變，這些後
果往往導致產業一夕崩解。以台灣的水產養殖例子來看，草蝦養殖
產業正是這樣惡性循環下的最佳範例，而這樣的例子現在正在全球
各地不斷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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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養殖產業是一種跟水、環境、氣候與生物相生共存的產
業，所以它跟一般工業化生產的產業具有截然不同的特性，由於生
產過程中未知的變數過高，以至於無法有效預估產量，這也是目前
所有農業產業所共同面對的艱巨挑戰。台灣由於地少人稠以及土地
成本高昂，為了取得最大的利益，許多水產養殖業者必須長期進行
高密度放養，而無法讓環境得以休息恢復，使得養殖池中各種有機
物質與無機物質長期堆積，例如：殘餌、死亡的生物、排泄物、化
學藥物等，甚至是水源中的不同物質與污染物質，這樣不僅對池塘
養殖環境造成不良影響，且對養殖生物本身也存在極高的風險。所
以要如何穩定提供一個適合養殖生物生存的環境，將成為水產養殖
產業最重要的工作，而透過穩定環境方式，的確有效降低了疾病的
肆虐與減低養殖生物的緊迫，有效提高產量。
除了環境的挑戰外，疾病問題一直是動物飼育產業中最嚴重的
困擾，為了降低疾病感染的風險，過去的管理策略往往偏重藥物使
用的技術與新藥物的研發。不可否認，在商業化高密度養殖過程
中，以藥物作為疾病控制技術是必須的，但是，在使用過程中對於
藥物的效力、使用藥物的方法，甚至劑量的評估都必須非常小心；
加上水生生物與陸生生物之間不管在生活環境或是生體條件上都
存在著極大的差異，使得水生生物不易以注射方法進行藥物使用，
大多改以口服或是浸泡的方式投藥，這樣的過程除了容易產生服藥
量不均，加上水生生物必須生活在水中，而水體中的藻類、微生物、
或者水中的物質，都有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藥物的效力，所以
藥物的用量與使用方法變得難以掌握。這也造成了許多藥物在使用
劑量與使用過程的風險，除了藥物殘留影響食品安全之外，對於病
源物質抗藥性的誘發、以及對於環境或其他生物的傷害，都難以避
免。而這樣的困擾，也造成了在水產養殖產業疾病防治上的重大缺
口，除了嚴重影響到產業產值之外，更對於環境與資源的永續利用
與消費者的健康造成不可彌補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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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解決目前水產養殖產業的困境，不論在養殖技術、水質管
理、飼料配方、藥物應用、有益微生物、免疫調節等領域，都有許
多新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的進行中。在這些不同研究領域中也發現：
高密度養殖條件下的水生生物，因不同原因的緊迫交互影響，使得
養殖生物的生理機能嚴重失調，這樣不但影響成長，也大幅降低生
物本身的免疫能力。在這樣不健康的環境中，養殖生物對於環境與
疾病的耐受度自然低落，疾病的威脅也日益提升，自然也難以有效
達成預期產值與產量。為了解決這樣的問題，近年來不論是對於免
疫調控技術的研究或是免疫調節產品的開發，便成為水產養殖疾病
控制與健康管理策略中的顯學。在許多研究中發現，一旦有效提高
養殖生物非特異免疫與專一性免疫機能，對於養殖生物在存活率、
成長率、以及抗病能力上都有正面的影響，透過許多田間應用實驗
證實，這樣的技術或產品可以有效地應用在實際生產過程，而且達
到預期的效果。
目前常見的水產養殖免疫調節技術當中，最受矚目的是疫苗的
應用。水生生物可以以注射、浸泡、或餵食等方式與陸生生物一樣
應用疫苗。但是由於水生生物與陸生生物先天條件上的差異，許多
免疫控制技術在水生生物上並無法有效地發揮成效。以疫苗為例，
近年來許多研究團隊紛紛針對不同水生生物疾病研發疫苗，不論是
不活化疫苗、減毒疫苗、或是新式的基因重組疫苗，都有很好的研
發成效。但是至今為止，仍然只有少數水產養殖產業得以應用而且
具有良好成果，最好的例子就是挪威鮭魚的養殖過程，使用IPNV
不活化疫苗，有效降低死亡率。但是在其他魚類養殖卻難有相同的
成果，其最大的問題在於疫苗的使用過程繁瑣費時，往往對魚隻造
成嚴重的緊迫。特別是如果需要在魚苗階段使用注射疫苗，由於魚
苗數量龐大，加上體型過小不易注射，往往在施打疫苗後，因為緊
迫導致大量死亡，而難以達到成效。至於在口服疫苗或浸泡疫苗的
研發上，則因為效果不彰或是成本過高而無法有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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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產養殖產業中，最常應用的免疫調節技術，就是使用有益
微生物。有益微生物一直是有效的免疫調控策略，在水產養殖環境
中大量使用有益微生物，不但可以調節養殖魚類生理機能，提高免
疫能力，而且不同的操作模式甚至可以有效控制水質，穩定養殖環
境。使用有益微生物在魚類養殖過程中，主要有兩種模式：其一是
可以利用特定微生物添加於養殖水體中；利用微生物穩定水質，透
過添加有益微生物與水體中其他微生物競爭或是抑制的途徑，達到
減少有害菌量的目標，同時有效降低養殖水體中的有機質。另外一
個途徑，可以利用飼料中或是水體中添加有益微生物；利用微生物
的特性，穩定魚體內腸道菌相提高免疫能力，透過競爭抑制有害細
菌在腸道內滋生，以降低疾病發生的風險，這是一種非常安全而且
有效的免疫調節策略。在幼苗培育階段，使用有益微生物具有高度
的安全性，而且具有免疫調節的能力，加上微生物本身可以作為營
養的來源之一，所以使用有益微生物已經成為目前水產生物養殖的
重要工具。
此外，近年來發展的免疫調控策略，就是利用禽鳥類卵黃中的
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 of egg yolk；IgY），又稱卵黃抗體。
IgY非常類似於哺乳動物的IgG，卵黃抗體主要是由家禽血液經由被
動運輸方式到蛋黃中。利用抗體抗原專一性結合之特性，可有效預
防與治療因細菌或病毒引起之疾病。只要利用家禽注射水生生物細
菌性與病毒性疾病特定抗原，便可生產特異性的抗體並移轉於蛋黃
中，這些特定的抗體可以透過口服的方式進入其他動物腸胃道內，
在腸胃道內破壞或是中和這些細菌或是病毒，以降低水生生物罹病
的風險。這樣的概念可以有效降低水產動物受到細菌性疾病與病毒
性疾病感染的風險，甚至可以達到治療的效果。
近年來隨著對於藥物使用的疑慮，如何提高養殖生物自身免疫
能力以降低疾病感染的風險，成為許多研究團隊共同的目標。不可
諱言，藥物的確可以有效控制細菌性疾病與寄生蟲性疾病，但是，
藥物使用所引發的食品安全與環境破壞的後果，卻難以如預期地被
控制，更遑論濫用藥物引發病源物質抗藥性突變的困擾。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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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影響到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的信心與產業的生存。近年來，隨
著 免 疫 調 節 物 質 ( Immunomodulator ) 或 免 疫 激 活 物 質
( Immunostimulants ) 的研究日益完整，利用免疫調節物質進行水產
養殖生物的免疫調控，已經成為目前解決疾病問題的重要趨勢。一
般而言，免疫調節物質可主要包括：化學合成物的免疫刺激物、真
菌或細菌的代謝產物、不同的多醣類、動植物萃取物質、特殊的營
養因子、賀爾蒙與細胞激素等六大類。而在這些免疫調節物質當中
又以多醣類的葡聚多醣目前最受矚目。目前常見的葡聚多醣免疫調
節物主要萃取自燕麥、酵母菌與菇蕈類。葡聚多醣可以有效調控不
同生物的免疫反應，並可以輕易透過口服的模式達到免疫調節的目
的。同時更有研究指出，使用葡聚多醣可以與疫苗或是其他的免疫
操作技術相輔相成，所以葡聚多醣是一種在飼育動物過程中極佳的
免疫調控技術。但是過去由於萃取成本高昂，加上生產與應用模式
不夠成熟，使得葡聚多醣在應用上仍然有許多瓶頸需要克服。
葡聚多醣之所以會成為目前在健康食品與動物飼育中重要的
免疫調節物質，很大的原因除了在取得方式比起某些特殊免疫調節
物質容易之外，最大的優勢就是葡聚多醣具有高度的免疫調節活
性，而且許多研究中發現，不論在非特異免疫與專一性免疫上，都
可以顯著發現葡聚多醣對於免疫系統的調控能力。這些不同來源的
葡聚多醣中，又以菇蕈所萃取的葡聚多醣最受矚目。菇蕈所萃取的
葡聚多醣非常複雜，一般來說其由許多不同構型的葡聚醣所組成
( 例 如 ： β -(1 → 3)-glucans 、 β -(1 → 6)-glucans 、 α -(1 → 3) (1 →
6)-glucans)。菇蕈所產生葡聚多醣具有高分子的特性，較其他來源
的葡聚多醣有著顯著差異，具有較高的免疫調節活性，使得應用菇
蕈葡聚多醣，被視為未來動物飼育產業中重要的免疫調節技術。
由於目前對於菇蕈培養技術的成熟，加上菌絲體階段可以利用
液態醱酵的培養模式，大量生產並萃取葡聚多醣，這樣的生產效
率，遠高於過去經由子實體所萃取的效率。使得菇蕈中β-葡聚多
醣可以應用工廠化的生產技術大量生產，遠較其他葡聚多醣容易取
得。但是由於菇蕈醱酵與萃取技術的差異，使得所生產菇蕈葡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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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的生物活性有極大的差異，菇蕈葡聚多醣受到的純度、水溶性、
分子大小、分支率及構型等影響，其生物活性也有顯著差異。葡聚
多醣對於不同生物免疫機能調節，調節與修復生理機能的相關研究
可以發現，葡聚多醣具有優異的免疫調節能力，而且由於其不具毒
性，是一種非常優異的免疫調節物質。在水生生物的研究上也普遍
發現葡聚多醣可以有效調節生理機能，提高對細菌性疾病的抵抗能
力。透過浸泡、注射及投餵葡聚多醣等方式，提高非特異性免疫反
應，活化吞噬細胞或單核球的吞噬能力，同時活化補體系統，進而
提高對於細菌性疾病的抵抗能力，提高水生生物的存活率。而且菇
蕈葡聚多醣對於高溫也具有優異的耐受性，可以直接在商用飼料中
添加，大幅減少操作的困擾與成本。
而近年來的研究發現，包括石斑魚、台灣鯛、鱸魚、海鱺、鰻
魚等，不同淡水與海水的養殖魚類，以及包括草蝦、白蝦、九孔等
不同的養殖生物，使用菇蕈葡聚多醣對於其非特異免疫反應與抗病
力均有助益。而且可以透過口服的模式調節免疫能力，實際在現場
養殖過程中使用，所以菇蕈葡聚多醣已然成為目前水產養殖上重要
的免疫調節物質。在不同的現場應用評估中發現：在石斑魚中間育
成階段，使用菇蕈葡聚多醣可以提高將近兩成的育成率。在加州鱸
魚的養殖過程中也發現，飼料中添加菇蕈葡聚多醣可以提高大約
26%的育成率。在箱網養殖海鱺上也發現，若是在魚苗入箱網的階
段使用菇蕈葡聚多醣，可以有效降低巴斯德桿菌的威脅，提高夏季
魚苗存活率15%以上。
雖然目前已經有不同的免疫調節技術來降低水產養殖的風
險，但是不可否認，在現場應用上仍然有許多的瓶頸，例如：疫苗
的效果與施打的成本難以平衡；口服疫苗的發展遲緩，無法達到足
夠的免疫能力；蛋黃抗體對於高溫與環境的耐受度過低，難以於現
場應用；有益微生物的活性不易控制；菌種使用成本過高；菇蕈葡
聚多醣價格紊亂；市面上商品的功效差異很大。儘管有這些的問
題，但是這些免疫調節物質的研發與應用的技術，卻為未來水產養
殖產業指出了一道新的方向。由於食品安全觀念的提升，台灣水產
45

免疫調節技術對於魚類養殖的應用

養殖產業目前最重要的課題便是如何改變生產技術，建立安全甚至
完全無藥物使用的養殖環境與技術。但是對於大量商業化的生產過
程，要做到完全無藥物使用勢必得降低飼養密度，同時提高生產風
險，所以最佳的平衡便是如何提高養殖生物的健康條件。免疫調節
技術恰可以作為未來水產養殖的新技術，雖然不同的免疫調節技術
與產品都有其功效，但是不論疫苗，抗體，有益微生物，免疫調節
物質，這些不同的產品跟操作模式都有最佳的使用時機與操作方
式。而如何透過不同技術的發展，以最經濟的方式進行免疫調節，
應是未來整體水產養殖產業重要課題。以石斑魚養殖為例：魚苗中
間育成階段，使用口服疫苗搭配菇蕈葡聚多醣，有效強化專一性免
疫與非特異免疫能力，減少病毒性與細菌性疾病的感染。也可以在
這個階段使用特定病毒或細菌免疫的雞蛋蛋黃抗體，這樣可以減少
被特定病原物質感染的風險。而在後段養殖階段，使用低劑量的菇
蕈葡聚多醣添加於飼料中，調節魚隻生理機能與提高免疫能力，搭
配使用有益微生物穩定水質提高魚隻免疫能力。透過這樣組合的模
式，不但可以降低成本，且全面性減少魚隻罹病的風險，提高整體
育成率。這樣經過初步估算，使用口服疫苗、雞蛋蛋黃抗體、菇蕈
葡聚多醣等不同技術，全程養殖成本提高12%，可是最後的總體收
益卻可以提高26%。全球高經濟水產養殖產業所普遍面臨的問題主
要在於產量不足，對於高價水產品競爭激烈的國際貿易市場上，透
過這樣免疫調節技術建立的新式水產養殖健康管理模式，也將徹底
改變我國水產養殖產業，朝向永續經營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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