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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全球性的氣候變遷，例如北半球發生的嚴

重乾旱以及暴風雨，南半球遭受百年首見的大洪

水，聖嬰及反聖嬰現象作祟，驅使海域環境產生

巨大變化，影響漁業資源的變動。另外，陸域上

蜜蜂族群消失，蝗蟲災害頻繁，帶給農作物很大

的災害。再加上鄰邦日本遭受9級的巨大地震，引

起罕見的大海嘯，連帶核能電廠爆炸，輻射線外

洩，污染了陸、海域，引起未曾有過的大震撼！



全球氣候變遷，加速暖化，冰河融
解，糧食產量受到嚴重影響

大批蜜蜂消失，造成農作物短缺

嚴重的蝗蟲災害



FAO估計50年後乾旱造成的環境
難民可能暴增至二億人口

澳洲長期乾旱 6000駱駝為水瘋狂闖社區



人定勝天？311日本東北大地震

地震所引發之海嘯



 至於人禍，貧富懸殊，大學生氾濫，社會
動盪為普遍現象，加上近年台商在越南受
到池魚之殃，政府失能，政客寡廉無恥，
力爭立委席次，為台灣社會帶來無可救藥
的災難。



越南反中暴動 我遭池魚之殃 台商之心血化成灰

來源：2014.5.15 聯合報A4 及自由時報A1





 台灣地處亞熱帶及溫帶，具備農漁業發展

的天候條件，但位於菲律賓板塊上免不了

隨時會遭受地震之危機，例如先前的921大

地震以及88水災，迄今尚未完全復原，但

由於國民同胞特有的韌性，肯吃苦耐勞，

開創了令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比如在海洋

漁業方面台灣為四大鮪旗漁業國之一，也

是重要魷漁業國之一，在養殖漁業方面，

台灣曾經為鰻魚及草蝦之重要生產國。



 2009年，全球陷入飢餓的人數，達到10.2
億之多，成為自1970年代，糧農組織開始
統計全球飢餓人口以來，最糟糕的一年，
全球約有六分之一的人口深陷於飢餓困境
中。

 2010年略有好轉，陷入飢餓的人數約有
9.25億，較2009年下滑。





聯合國報告：世界人口到
2050年將超過90億



 本篇在全球性氣候變遷下，如何面對糧食
短缺，台灣的水產業能扮演怎麼樣的角色，
何去何從？作一檢討，提供青年朋友們卓
參。



前言

 回顧與前瞻乃為重要的歷史軌跡，台灣在
三年前迎接了建國百年，各行各業積極展
開了回顧百年來之業績，水產業也不例外，
展開了諸多活動。幾千幾萬幾億年之歷史
中，百年歷史算不了什麼，但這百年卻帶
來了人類未曾有過的空前發展。這段歷史
的發展，遠遠勝過過去發展的總和，至於
未來無人能預知之下，誠實地記錄這段歷
史之重要性是不容置疑的。



 所謂鑑往知來，非常重要，但歷史往往因
個人的認知或意識心態，以致因人而異，
關係其正確性蠻大！在偶然的機會，看到
乙篇科技報導，從而想起看看有否水產業
相關的報導，為此特別訂購「科學發展」
457―建國一百年專輯乙冊，查閱結果不出
所意料，該刊在該期上農業只有兩篇，另
外加上兩篇肥料及糖業，38篇中勉強佔了4
篇。





 有關水產的報導，則僅在當時擔任農委會
副主委的黃有才著述的“一百年來台灣農
業的回顧與展望＂中，僅僅提到鰻魚、草
蝦以及石斑魚而已，其中草蝦養殖業之成
功，他歸功於飼料之開發成功，那麼 請問
欠缺源頭的蝦苗，如何開展養蝦業，又台
灣的水產業僅止於水產養殖業？我們的海
洋漁業難道不值得一提嗎？



 這些記載與思維，會因人而有所偏頗，因
此真的值得深思探討。如今來自農業的國
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簡稱GDP）降至1.2％以下的今夕，不重視
農業的思維是絕對不妥切，致於重農輕漁
的觀念，更為不妥！

 綜上，正確的歷史傳述是非常非常不容易
的，不過，我們每個人都要負起責任，努
力導正之，以下針對台灣的水產業作一些
回顧，探討何去何從。



台灣的
水產業

何去何從？



台灣水產業的重要性

 水產業包括海洋漁業，水產養殖以及
水產加工等三大部門。台灣的海洋漁
業已有百年以上的歷史，尤其水產養
殖至少有三百五十年，就是水產加工
也有上百年的歷史。



 自古以來，漁業就是亞洲地區的重要

產業之一，也是物美價廉的動物性蛋

白質主要來源。全世界最早有系統的

論述魚類養殖這門學問的著作，首推

西元前475年，中國范蠡所撰的《養魚

經》。



養 魚 經
(475 B.C.)





 遠在許多世紀之前，人類就具備了把

野外捕獲的魚兒蓄養起來，以供日後

需用時的觀念。魚蝦貝藻等各式各樣

的水產品一直是亞洲人民不可或缺的

佳餚，而其生活型態也與漁撈、養殖

與水產加工息息相關。



台灣的水產養殖
虱目魚養殖擁有三百多年的歷史

早年虱目魚塭之收穫情形



 台灣的水產業，不僅歷史悠久，在技術層

面上也有相當不錯的成效，例如海洋漁業

在三大洋都有台灣漁船的蹤跡，在鮪旗漁

業方面，2004年台灣年產量高達510,274公

噸，排名世界第一，2009年產量為354,242

公噸，佔世界之8%，排名世界第四，2011

年產量降至276,765公噸；在魷漁業方面，

2007年台灣年產量曾經高達284,707公噸，

排名世界第一，但2009年產量僅為56,092

公噸，佔世界之21.5%，排名降至世界第四，

2011年產量上升為110,813公噸。



魚蝦貝藻類之人工繁殖



1963年：草鰱魚人工繁殖成功，
奠定了淡水魚類之繁殖技術



1968年：草蝦人工繁殖成功，
確立了蝦類大量生產之契機



1969年：烏魚人工繁殖成功，
奠定了海水魚類繁殖之基礎



1978年：虱目魚人工繁殖成功，

揭開了三百五十多年來虱目魚苗之奧秘



2004年象牙鳳螺培苗成功1983年文蛤培苗成功



 台灣的養殖種類多達150種以上，過去在蝦
類方面，1987年曾經產量幾達10萬公噸，
該年的輸日金額高達4.7億美元，鰻魚於
1991年產量高達 58,850公噸，輸日金額達
5.6億美元，對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有相當
程度的助益。2009年，海鱺養殖年產量為2
千3百多公噸，石斑魚類則高達1萬2千9百
多公噸，2011年之海鱺產量降至1千1百多
公噸，而石斑魚類則稍增為1萬3千5百多公
噸，對漁村經濟的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



台灣目前養殖的魚類及其他種類

資料來源：Liao and Chao (2007): Taiwanese Aquaculture at the 
Crossroads. In: Leung, P.S., Lee, C.S. and O’Bryen. P.J. (eds.), Species 
and System Selection for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Blackwell Publishing. 
Ames, Iowa, USA, p. 161-178. 

種 類 總 數

魚類 120

甲殼類 16

軟體動物 8

爬蟲類 4

兩棲類 2

藻類 4

總和 154



 1990年代，養殖種類多樣化，包括多
種鯛類、石斑魚類、海鱺，以及多種
貝類之人工繁殖相繼成功

龍膽石斑

海鱺

老鼠斑 馬拉巴石斑

黑星笛鯛



種類之多樣化

1960年

1980年

1970年

1990年



海鱺養殖

1997年生產 9公噸，2007年 3,998公噸 (資料來源FAO 2009.3)



 2000年代，黃鰭鮪養殖成功。

圖：水試專刊，2005，第10期

養殖的黃鰭鮪，因食物充足，
肥滿度高，養殖2年重量可
達20kg



配合飼料
研發成功
配合飼料
研發成功

蝦苗繁殖技術
的確立

蝦苗繁殖技術
的確立

選擇優良且
適當的蝦種
選擇優良且
適當的蝦種

相關產業
的支援
相關產業
的支援

合宜的天候
及不錯的水質
合宜的天候
及不錯的水質

台灣的水產養殖成功的主要因素

研究者被尊重研究者被尊重
養殖業者的勤奮養殖業者的勤奮

生產過程
的專業化
生產過程
的專業化



 總括地講，台灣的水產業在提供國人
營養上、糧食安全上都扮演了極為重
要的角色。提供國人豐富的食材，其
功厥偉。







 水產相關產業也提供國人就業機會，
扮演非常重要之角色。

 新興的觀賞魚類，提供魚食文化以外
的另類文化，獲得極為高度的肯定。

 如斑馬魚及青鱂魚，成為研究人類疾
病的模式動物、藥物篩選，以及環境
偵測和生物反應器的新材料，其重要
性日趨重要!



數以百計的觀賞魚種類，創造上億元的營收

七彩神仙

血鸚鵡花羅漢 金魚(紅帽)

螢光魚



應用傳統育種技術的佳例
各種不同品系的孔雀魚





台灣的水產業瓶頸

 台灣之氣候相當適於水產業的發展，尤其海
洋漁業以三大洋為其作業範圍，不過，近年
來，海洋漁業受到國際規範上的限制，欲求
達到過去的業績已有困難。

 水產養殖也礙於土地面積以及地下水水源不
足之瓶頸，以及人力不足的缺陷，嚴重影響
其發展。另外，海洋漁業漁船之船工也得靠
外勞，情況相當嚴重，是甚難彌補的瓶頸。

 最嚴重的問題是官大學問大，毫不重視“專
家＂，是當前也將是影響整個國家命運最嚴
重、最嚴肅的問題。



台灣水產業發展上的策略

 1985年到2010年，前後共計26年間，我個
人作了八次建言，都有其時代背景，反映
各該年代的訴求。比方第一次建言只建議
十項，而25年後的第六次和第七次建言，
增加至二十項之多，可見時代不同，社會
互動關係也比較更為複雜，被要求的程度
也嚴酷多了。此次範圍更為擴大到整個水
產業，也就是加上一些在海洋漁業方面之
建言。



第一次建言

1985年12月，應邀在中國水產協會以

「四十年來水產養殖研究之回顧與建

言 」為題，撰寫十項建言如下：



1. 重視傳統生物學以及其他相關學科對水產養殖之
重要性。

2. 提昇種苗生產技術，並力求養殖種類之多樣化。
3. 加速魚蝦貝藻類之營養需求研究，以早日研發其

完全人工飼料。
4. 落實魚病研究，加強防治措施。
5. 加強引進新養殖品種及育種之研究。
6. 積極發展有關水產養殖之生物技術。
7. 大力培育水產養殖之研究人才。
8. 喚起政府對水產養殖研究之重視。
9. 鼓勵民間企業支持水產養殖研究。
10. 促進國際交流，確保在國際水產養殖學術界既有

之地位。

摘自：廖一久 (1985)  四十年來水產養殖研究之回
顧與建言，《中國水產》，396:13-18頁.



第七次建言

2008年10月，在日本東京大學舉辦之
「第五屆日本魚病學會國際研討會」
中，本人以「The Role of 
Aquaculture in Upcoming Food 
Crisis.」發表專題，並提出建言，分
技術層面，以及非技術層面：（「水
產養殖在糧食危機中扮演的角色」，
李安進、吳美錚合譯，2009，國立嘉
義大學通識學報，第7期，1~19頁.）



 技術層面

1. 根據優先順序，儘速建立各種水產養殖種類
的標準操作流程。

2. 審慎引進適合的外來種，俾利養殖種類多樣
化。

3. 重視魚蝦貝類之營養研究，早日研發「完全
人工飼料」。

4. 推動傳統和現代生物技術並進的遺傳育種研
究。

5. 加速推動魚病與疫苗之相關研發工作。



6. 重視養殖工程研究，開發因應陸上或海面等
不同環境的各種養殖設施。

7. 重視食品安全，建立質優於量的產銷觀念。

8. 注重廢棄物處理，發展與環境友好的生態養
殖。

9. 重視海藻養殖。

10. 加強觀賞水族的繁養殖技術研發，促進休閒
漁業的發展。

11. 加強國際產、學、研界間的技術交流。



 非技術層面

1. 水產養殖是所有的糧食供應來源中成長最為快
速者，顯示其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必須給予應
有的重視。此外，宜加強進行相關人才的培育，
包括熟知養殖科技、市場行銷以及國際事務等
各方面事務的專家，以因應產業發展邁向現代
化與國際化的需求。

2. 落實養殖場證照制度，並確保環境、疾病與總
生產量都受到適當的管控。

3. 根據每個國家或地區的條件，建立適合的養殖
系統。國土面積遼闊的國家，可於室外池塘進
行養殖；反之，面積狹小或地價昂貴的國家，
則宜採行室內超集約循環水養殖系統。



4. 設立養殖專業區，並制訂適當的管理法規。

5. 健全檢驗制度，徹底解決水產品藥物殘留的
問題。

6. 建立養殖水產品的品牌，確實執行HACCP
以及產銷履歷制度。

7. 重整漁政及研究機構組織，促其全面邁向現
代化，以符合知識經濟的需求。

8. 建立完整的預警制度，有效防杜疫病的爆發
或擴散，並降低天然災害造成的損失。

9. 建立區域性及全球性的水產養殖網路，加速
國內或國際間的縱向與橫向聯繫。

摘自：廖一久 (2008) 日本東京大學「第五屆日本魚病學會國際
研討會」中，發表「The Role of Aquaculture in Upcoming 
Food Crisis.」（Fish Pathology, 44(1)：1-8頁.)



不可否認的，這些建言都非常重要，冀望
產官學研界都能重視，不過，本人認為其
中最最重要者，亦即水產養殖界一直未加
以重視者，為遺傳育種以及疫苗之研發，
這兩樣工作在畜牧界（包括獸醫界）已做
得相當不錯，畜牧界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就是這兩樣工作做得很好，水產養殖界
的各位應急起直追，努力以赴，才有希望
。



 技術層面

1.選種-品種改良

 挪威之鮭魚養殖，過去需用抗生素，但1971年
開始從事育種研究，並且疫苗研發成功，2010
年產量達世界第一為86萬多公噸。

 白蝦養殖-已普遍使用SPF，產量於2003年
超過草蝦產量，2009年之白蝦產量為233萬
公噸，草蝦為77萬公噸，2011年白蝦產量
為288萬公噸，而草蝦為66萬公噸。無論那
一種魚蝦類，一定得靠育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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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之養殖鮭魚產量與抗生素使用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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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草蝦是經過3~4代篩選過的無病毒種蝦所繁殖
出來的蝦苗長大者

(非洲馬達加斯加 Aqualma養殖場生產的草蝦)





2.確立各養殖種類之養殖標準操作流程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

 SOP之確立：

假使有了很完善的SOP，可減少很多“魚病
防治＂的問題!



 人工飼料之研發成功與否，對水產養殖具有舉
足輕重的重要性，其理由為：第一，飼料費通
常佔總生產成本的50~60％；第二，下雜魚蝦
作為飼料之有效性偏低。人工飼料之配方，其
所依據之營養需求研究顯然仍嫌不足，為了今
後台灣之水產養殖之紮根深化，必需加速魚蝦
貝類之營養需求研究，才能開發理想的完全人
工飼料。

 近年來魚粉之價格猛漲，亟需研發魚粉之替代
物，同樣的魚油也急需尋覓替代物。

3.研究魚粉以及魚油替代物



 為資源之節省，必需“養殖用水再利用＂如
此對養殖生物本身之生理、生態適應上也比
較好。尤為重要著，像台灣缺少廣大的陸地
，欠缺水資源的國家，再也不太可能在大面
積，露天狀態下進行大規模的野外養殖。

 今後必需積極發展利用(超)集約養殖技術，
俾利全面達成“設施養殖＂的終極目標。

4.建立(超)集約養殖技術



•大規模野外養殖，日漸式微
•亟需發展現代化之室內設施養殖



超集約循環水養殖系統



 非技術層面

1.培養人才

什麼事，一切得靠人才，要將Right 
Person用在Right Position，才能發揮人
盡其才，適才適用！

例如在水產方面，民國43年在台大動物學
系，分設動物生物組與漁業生物組兩組，
結果培養了眾多這方面的人才，是非常正
確的方略，很可惜在92年6月把動物學系廢
除（走入歷史）。



 漁業生物方面的人才培育，作為例子，前
後50年當中，辛辛苦苦培育了石長泰、何
汝諧、楊榮宗 、郭欽明、王嘉生、張崑雄
、廖一久、劉錫江、陳樂才、盧重成、郭
光雄、林曜松、黃永勝、曾萬年、倪怡訓
、方新疇、巫文隆、李正森、蘇茂森、許
建宗、謝大文、莫顯喬、宋延齡、蕭世民
、徐大全、劉秀美、邵廣昭、黃漢津、郭
慶老、陳瑤湖、嚴宏洋、陳昭德、方力行
、陳宏遠、丘台生、徐崇仁、黃銓珍、黃
鵬鵬、陳紫媖、謝文陽、許銘津、陳俊宏
、于宏燦、韓玉山、謝志豪……等等無數
人才，結果“系＂沒了!



 102年6月動物研究所也走入歷史，我真不
知有何道理？動物學系有什麼不對？我再
舉一個例子，也是我不太願意提出的例子
，台大動物學系迄今已出了5位中研院院士
：廖一久（19屆）、陳建仁（22屆）、姚
孟肇（26屆）、段錦泉（27屆）以及王陸
海（28屆）、相信今後還有系友會被選上
。這不足以證明動物學系在培育人才方面
的一種傑出性嗎？遠遠超過很多系所也。
我個人的口頭禪：台灣不曾有過改善，只
有改惡，痛心、悲哉!



2.落實裁培漁業

利用廣茅的大海，依據學理，從事放流魚
蝦貝藻苗。放流工作不能隨宗教團體起舞，
今後應予開導才是正途。

大海施肥，是嶄新的挑戰，依據學理作適
當的肥份補強，以期孕育出更多的魚場。



栽培漁業



近年有關非法添加三聚氰胺、塑化劑、硼
酸以及銅葉綠素等情形，層出不窮，極為
嚴重，影響國民健康至鉅，亟待嚴懲，並
喝止。

3.重視食安問題



4.遵循國際共識的漁業管理規範

台灣鮪延繩釣漁業面臨之危機─2004年11
月在美國紐奧良市召開的大西洋鮪類國際
保育委員會(ICCAT)決定設定一年之期限
，要求台灣改善。後來經過受到制裁的波
折，以及恢復等曲折，帶給漁政單位不得
不遵循漁業管理規範的現實問題，這是非
常不好的一次教訓!也是一次非常慚愧的
事件!



摘錄自聯合報

(民國94年12月11日）



展望

 水產業是國家很重要的基本糧食產業，
不像石油用完了就再也沒有，水產物是
“可再生資源＂，因此，只要管理得當，
是可永續利用的重要產業。



 台灣的水產業，有悠久暨輝煌的歷史。
全世界無不戮力發展水產業，以因應不
斷增加的人口壓力，台灣雖無人口增加
的壓力，反而有少子化的問題，以致衍
生欠缺人力的壓力。



 台灣的水產業，面臨十字路口的關鍵時
刻，積極培育人才，加強研發台灣的優
勢領域，並見賢思齊，看鄰邦日本近十
幾年來如何挑戰黑鮪之人工繁殖，已能
達成完全養殖，以及突破鰻魚人工繁殖
的瓶頸，已能成功地培養鰻苗並已完成
完全養殖。為什麼日本能，台灣不能？
值得大家深思。



謝謝聆聽
歡迎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