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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2/2) 

103 年正式報告書 

摘要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 102 年 3 月 11 日至 103 年 12 月 15 日，妥善規劃集水

區 3 處、庫區與後池堰下游等 5 處疫情監測水域之魚類和螺類採樣。至今共採

集 23 種，總計 1732 尾魚類樣本，檢視發現下列 8 種魚類遭扁彎口吸蟲

(Clinostomum complanatum)囊幼(俗稱黃吸蟲)感染：台灣石賓(Acrossocheilus 

paradoxus)、鯽魚(Carassius auratus)、鯉魚(Cyprinus carpio)、唇䱻(Hemibarbus 

labeo)、台灣鏟頷魚(Onychostoma barbatula)、台灣鬚鱲(Z. barbata)、粗首鱲

(Zacco pachycephalus)以及平頜鱲(Zacco platypus)，因此皆可擔任此吸蟲之第

二中間寄主；除鯉魚和鯽魚外，其餘 6 魚種皆屬寄主新紀錄。感染部位通常侷

限於皮下組織，唯有石賓遭囊幼侵入深部肌肉。所有魚類標本皆未檢獲中華肝

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囊幼感染。而根據扁彎口吸蟲 18S 核醣體 DNA 序列

已設計出專一性引子對，並建立聚合酶連鎖反應條件，成功增幅出長度為 404 

bp 片段。經定序與比對，已確認其專一性，適用於偵測螺類標本感染此吸蟲

之分子分類與與篩選。6 種螺類標本中僅於台灣椎實螺檢出此吸蟲之叉尾型尾

動幼蟲(clinostomoid cercaria)，確認其第一中間寄主角色。食品安全驗證實驗

則證實吸蟲醃製最少 8小時後即會死亡，但仍不建議生食。透過一般醫院及獸

醫院之親訪與電訪，研究期間並未尋獲遭感染鳥類樣本，亦無發現皮膚水癢之

案例。關鍵詞：石門水庫、扁彎口吸蟲、囊幼、黃吸蟲、中華肝吸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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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of Fish Digenean Outbreak on Shihmen Reservoi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Areas (2/2) 

Abstract 

Fish and snail samples were smoothly collected from five Digenean outbreak 

monitoring areas in the Shihmen Reservoir including three sites located in watershed, 

reservoir and downstream during March 11th 2013 to December 15th 2014. Eight 

fish species were found to be infected by metacercariae of Clinostomum 

complanatum, also known as yellow grub: Taiwan striped barb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crucian carp (Carassius auratus), common carp (Cyprinus carpio), 

Amur barbel (Hemibarbus labeo), Taiwan shoveljaw carp (Onychostoma barbatula), 

Formosan stripe dace (Zacco barbata) and freshwater minnows (Z. pachycephalus 

and Z. platypus). All these fish species could act as the second immediate hosts of 

this fluke. New host records were reported from them but common carps and crucian 

carps. In addition, Clonorchis sinensis metacercariae were never recovered from fish 

samples examined. Yellow grubs usually remained inside fish’s subcutaneous tissues 

except Taiwan striped barb whose deep muscles had been heavily infected. 

Clinostomoid cercariae had been recovered from Taiwan big-ear radix, Redix 

swinhoei, among 6 snail species examined. The role of the first immediate hosts of 

this fluke had been confirmed. Specific primer pairs had been designed based on 18S 

rDNA sequences of Clinostomum complanatum. A fragment of 404 bp was 

amplifi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its specificity was confirmed after 

sequencing and sequence alignment. These protocol is applied for molecular 

prospecing of mass screening for C. complanatum infections in snail samples. Food 

safety is confirmed by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will die fluke marinated at least 8 

hours after, but still not recommended that raw food. Through allowed to visi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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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the general hospital and veterinary hospital, the study was 

not found during the sample was infected birds, found no cases of skin itch of water. 

Keywords: Shihmen Reservoir, Clinostomum complanatum, Metacercaria, 

Yellow grub, Clonorchis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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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團隊 

1. 組織分工 

本計畫由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動物學研究所施秀惠教授擔任主持人，

負責綜理計畫之規劃與執行並指揮協調成員之溝通合作；並由臺灣大學漁業

科學研究所暨生命科學系李英周副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負責指導採樣與數

據綜合分析。此外，本計畫聘請專任助理一名和研究生兼任助理若干名，負

責執行實驗工作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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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責工作人員 

本研究團隊由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動物學研究所施秀惠教授擔任計畫

主持人，提供其在魚類寄生蟲學和魚類傳播之人畜共通寄生蟲病等領域之深

厚學養，負責綜理本計畫之規劃與執行並指揮協調成員之溝通合作。臺灣大

學漁業科學研究所暨生命科學系李英周副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提供其長期

從事石門水庫集水區相關研究之豐富經驗，協助標本採集以及數據綜合統計

分析之長才。各主要工作負責人及工作小組成員如下表所示。 

分工 姓名 現職 學歷 專長與經驗 工作分配 

計畫

主持

人 

施秀惠 
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理學博士 寄生蟲學、生物多樣性 

計畫總主持、溝通聯繫、

督導整體工作執行 

共同

主持

人 

李英周 

臺灣大學漁業科

學研究所副教授

兼任所長 

臺灣大學理學博士 水產資源學、生物統計學 
督導執行採樣、數據統計

分析、建構預估模型 

工作

小組

成員 

陳慧瑜 研究人員 
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

博士生 
魚類寄生蟲學、圓形動物學 

寄生蟲種鑑定、分生技術建

立 

陳惠冠 研究人員 
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

博士生 

魚類寄生蟲學、扁形動物學 

水產養殖、魚病診斷與治療 

寄生蟲種鑑定、分生技術建

立 

王茂麟 研究人員 
臺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

碩士生 
生態調查分析、水產資源學 

文獻檢索、採樣、調查、生

活史建立、分生技術建立 

駱皓元 研究人員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研究生 
魚類寄生蟲學、血液學分析 寄生蟲種鑑定 

葉淳逸 研究人員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研究生 
魚類寄生蟲學、魚病學 寄生蟲種鑑定 

范瑞賓 研究人員 
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

所助理 
生態調查分析、水產資源學 採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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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計畫起源於民眾在石門水庫後池堰下游之日常垂釣活動中，發現溪魚

全身佈滿腫瘤狀異物，引發驚慌與質疑，以致傳媒大幅報導和地檢署分案調

查，因此本計畫之研究目的即在查明該水域魚類究竟發生何種問題？同時釐

清事件之來龍去脈。 

100 年 1 月間，有民眾在石門水庫後池堰下游之大漢溪水域垂釣，發現漁

獲中俗稱溪哥之平頜鱲全身長滿黃色泡狀物，刺破囊泡後發現其中有寄生蟲。

遂即引起報紙和電子媒體之關注報導，並以諸如「石門水庫活魚三吃陷危機」

(圖 1.1)、「石門恐怖腫瘤魚！長滿百隻寄生蟲」「畸形魚有蟲？週刊報導：水庫

疑遭污染」等聳動標題，質疑水庫水質出現嚴重問題。 

在情況未明之前，傳媒如此密集報導此事件，導致社會不安且對食用石門

水庫活魚之安全性產生疑慮，為釐清此項引起社會紛擾之事件，北水局立即於

同年 2 月底以「石門水庫下游大漢溪水域魚類寄生蟲疫情及蟲種鑑定」免簽約

技術案，委託本團隊進行調查研析，初步查明溪魚體表、下頜及口腔之瘤狀物

實為俗稱黃吸蟲 (yellow grub) 之扁彎口吸蟲 (Clinostomum complanatum, 

Yamashita, 1938)囊狀幼蟲(metacercariae)感染(圖 1.2)，來源可能為水鳥排遺時

散佈蟲卵所致，澄清此事件屬於寄生蟲感染而無涉環境汙染。 

為徹底釐清此問題，北水局遂於 102 年 1 月辦理「石門水庫上下游水域魚

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計畫，以確認查明石門水庫庫區、上游集水區和下

游大漢溪水域中感染魚類之複殖吸蟲相，建構其生活史以澄清感染來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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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高低、水量豐枯及流速快慢等自然環境變遷因素對感染之效應，冀以預先

察知溪魚罹患吸蟲疫情爆發之可能性，擬定對策以妥善因應。 

本計畫重點工作即在闡明上述水域魚類罹患吸蟲疫病問題，同時研究範圍

涵蓋水庫集水區與下游水域，並由感染魚類標本撿出寄生蟲囊體，製作標本，

經由傳統型態分類法鑑定蟲種，同時為確認寄生蟲種類，擬進一步建立分子分

類技術，分析其核醣體 DNA 片段序列和特徵而確定鑒種分子分類法。此外，

將調查支持吸蟲生活史之螺類、魚類和鳥類寄主之存在，以確認此淡水生態系

中已存在吸蟲完整生活史。由於吸蟲具備人畜共通性(zoonosis)之本質，因而經

實驗驗證魚類料理之安全性。 

本計畫採用科學方法之雙重研究策略：(1)以調查科研(discovery science)持

續採樣監控此水域魚類感染吸蟲疫情並查明其生活史，同時擴大檢測對象，納

入台灣已為其疫區之中華肝吸蟲。(2)以假說為基礎之科研(hypothesis-based 

science)，確認相關水域中魚類之食用安全性，包括泰雅族以鹽醃製苦花之傳

統食物 “tmmanquleh” 或 “siubowhanyuh”。 

本計畫規劃定期採集魚類標本，監控此寄生蟲之感染盛行率、平均感染強

度與平均豐富度等感染參數，綜合該水域之氣溫、水溫以及水位等數據將有助

於探討環境因子對感染之效應，此外亦將採集螺類標本並關注水鳥類情況，藉

以查明並建立此寄生蟲在本水域之完整生活史。 

基於相關文獻獲知，此寄生蟲屬於人畜共通病原，至今引發之病例雖極少，

但人類若攝食未煮熟之魚肉或因污染而攝入黃吸蟲，幼蟲將在胃內脫囊而出，

逆行爬升至咽喉處寄生體則將罹患喉炎，因而引申出食用本水域魚類之安全性

問題，其中尤以泰雅族以鹽醃製苦花之傳統食物  “tmmanquleh”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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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ubowhanyuh” 為著，本計畫亦將探討上述製作法與幼蟲囊體存活條件之關

係，徹底釐清食用安全問題。 

此外，此寄生蟲之尾動幼蟲可在水域中自由游泳以尋覓適當寄主，相關文

獻指出，此吸蟲雖不會直接鑽入人體，但水域中若有血吸蟲之尾幼存在，則可

能主動鑽入人體，雖無法繼續發育以完成生活史，但可能導致人體之皮膚性過

敏反應，即俗稱之水癢(water itch)徵狀。本計畫將一併調查居民與遊客是否曾

經罹患此症，據以完整釐清在大漢溪流域中除了扁彎口吸蟲外，在公共衛生上

可能引發之所有疾病。 

在台灣淡水生態系久已盛行且形成疫區之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

亦為本計畫之附帶研究對象，檢視溪魚標本時將同時檢查肌肉內是否隱藏此蟲

囊體，以妥善運用標本並補足台灣疏忽逾二十年之重要人畜共通寄生蟲病與公

衛議題。 

本計畫以兩年為期，完成所有規劃研究項目，並使採樣標本涵蓋連續兩個

年度，俾使成果具備代表性而排除乃偶發情況之可能，同時提升結論之可信度

與說服力。 

1.2 委託工作範圍 

一、 整體工作項目 

1、 相關文獻資料整理與研析 

2、 持續監測集水區與後池堰下游附近水域魚類感染吸蟲之疫情 

3、 查明扁彎口吸蟲在大漢溪流域之生活史 

4、 建立扁彎口吸蟲分子分類技術 

5、 評估溫度、水域流速與疫病爆發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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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驗證食用溪魚之安全性與公共衛生議題「水癢」之調查 

7、 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印製 

二、 年度工作項目 

(一) 民國 102 年度工作內容(計畫執行第一年) 

1. 相關文獻資料整理與研析 

(1) 蒐集石門水庫集水區及下游水域近年基本生態環境資料：水質、溫

度和水量變化等調查資料。 

(2) 蒐集石門水庫集水區及下游水域近年基本生物背景資料：包括魚            

類、螺類和鳥類之物種組成，分析各物種擔任吸蟲寄主之可能性。 

2. 持續監測集水區與後池堰下游附近水域魚類感染吸蟲之疫情 

(1) 定期採樣溪哥、苦花和石賓等魚類。 

(2) 解剖檢視魚肉和皮下組織等部位有否扁彎口吸蟲囊幼囊體寄生。 

(3) 徹底分解魚體肌肉，檢視中華肝吸蟲囊幼囊體之存在，因為此吸蟲

久知已盛行於台灣淡水水域，同時亦為 100 年疫病爆發時傳媒與民

眾誤認之主角。 

(4) 採樣規劃選定：1)集水區選擇三處，深受人為衝擊之三民溪和湳仔

溝，而以相對潔淨、較少人為效應之雪霧鬧為對照；2)後池堰下游水

域。 

3. 查明扁彎口吸蟲在大漢溪流域之生活史 

(1) 持續採集台灣椎實螺和其他生活於此水域並可能作為吸蟲第一中間寄

主之水生螺類，養殖於實驗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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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由上方光照，定時收集表層水樣，沉澱濃縮或低速離心獲得釋出之

尾動幼蟲，觀察形態分類鑑定之。 

(3) 採集樣區水域之鯉科魚類，檢視是否亦有囊幼感染。 

(4) 調查鷺科鳥類有無吸蟲成蟲感染，建構在大漢溪河域完整生活史。 

4. 建立扁彎口吸蟲分子分類技術 

(1) 均質化螺類肌肉，萃取基因體。 

(2) 利用設計自扁彎口吸蟲小單位核醣體 DNA (SSU rDNA, small subunit 

ribosomal DNA)之專一性引子對，經由聚合酶連鎖反應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增幅出特定 DNA 片段。 

(3) 電泳分析 PCR 產物之組成與片段之長度。利用核酸限制酶製作 

PCR-RFLP 圖譜，精確分析 DNA 序列特徵。 

(4) 此技術極有利於偵測並同步鑒定螺類體內吸蟲之胞幼、雷幼與尾幼

等較早期且小型之幼蟲，得以迅速可靠分析大量樣本。若依賴傳統

型態學方法則需採集分離並獲得完整標本始可進行，耗時費力。 

5. 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印製。 

(二) 民國 103 年度工作內容(計畫執行第二年) 

1. 賡續監測集水區與後池堰下游附近水域魚類感染吸蟲之疫情 

2. 賡續扁彎口吸蟲在大漢溪流域生活史之查明 

(1) 持續採集此水域中各種螺類和魚類，有機會亦將檢視食魚性鳥類。 

(2) 經由幼蟲之釋出、種類與發育階段，判定其寄主角色。 

3. 評估溫度、流速與疫病爆發之相關性 

(1) 整合統計冬季枯水期和夏季豐水期間吸蟲之感染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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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合分析此水域之天候與水文條件。 

(3) 推論溫度與疫病爆發之相關性，研擬預估模型。 

4. 驗證食用溪魚之安全性與公共衛生議題「水癢」之調查 

(1) 從感染魚體剝離黃吸蟲囊體，培養於生理鹽水中，紀錄其存活時

間。 

(2) 將黃吸蟲囊體培養於泰雅族醃製傳統食物「tmmanquleh」之鹽度中

紀錄其存活時間。 

(3) 訪查水域附近衛生所或診所，了解居民、釣客或戲水者罹患水癢情

況。 

5. 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及印製。 

1.3 對計畫之了解與分析 

本計畫起源於民眾在石門水庫後池堰下游之日常垂釣活動中，發現溪魚全

身佈滿腫瘤狀異物，引發驚慌與質疑，以致傳媒大幅報導和地檢署分案調查，

因此本計畫之研究目標即在查明該水域魚類究竟發生何種問題？同時釐清事

件之來龍去脈。 

本團隊曾於 100 年 2 月受北水局委託執行「石門水庫下游大漢溪水域魚

類寄生蟲疫情及蟲種鑑定」免簽約技術案，進行調查研析。初步查明：溪魚體

表、下頜及口腔之瘤狀物實係遭扁彎口吸蟲 (Clinostomum complanatum, 

Yamashita, 1938)之囊狀幼蟲(metacercariae) 囊體，俗稱黃吸蟲者感染，來源應

為水鳥散佈蟲卵所致，澄清此事件屬於寄生蟲感染而無涉環境汙染。調查發現：

在集水區 11 處水域採樣調查，僅在三民溪檢出黃吸蟲感染，對象包括台灣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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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魚(Onychostoma barbatula, 俗稱苦花)、台灣石賓(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與平頜鱲(Zacco platypus，俗稱溪哥)；盛行率與平均感染強度皆以苦花最高。

庫區魚類標本共檢視鱧魚、竹篙頭、鯁魚、曲腰、福壽魚、鯽魚、鯉魚、烏鰡

與大頭鰱等 9 種魚各 1 尾，皆未發現吸蟲感染。後池堰下游水域魚類標本僅有

溪哥之遭感染，而其他溪魚則未遭感染(施，2011)。 

本計畫重點工作即在闡明魚類罹患吸蟲疫病問題，研究範圍原擬涵蓋水

庫集水區與下游水域，而經評選委員要求，採樣區域將涵蓋庫區。擬由感染

魚類標本撿出寄生蟲囊體，製作標本，基於型態特徵進行分類鑑定。為期確

認寄生蟲種類，擬進一步建立分子分類技術，分析其核醣體 DNA 片段序列

和特徵而確定鑒種。 

規劃定期採集魚類標本，監控此寄生蟲之盛行率、平均感染強度與平均

豐富度等感染參數，綜合該水域之氣溫、水溫以及水位等數據將有助於探討

環境因子對感染之效應，此外亦將採集螺類標本並關注水鳥類情況，藉以查

明並建立此寄生蟲在本水域之完整生活史。 

基於相關文獻獲知，此寄生蟲屬於人畜共通病原，至今引發之病例雖極

少，但人類若攝食未煮熟之魚肉或因污染而攝入幼蟲囊體則將罹病，因而引

申出食用本水域魚類之安全性問題，其中尤以泰雅族以鹽醃製苦花之傳統食

物 “tmmanquleh” 或 “siubowhanyuh” 為著，本計畫擬探討上述製作法與幼

蟲囊體存活條件之關係，徹底釐清食用安全問題。 

此外，此寄生蟲之尾動幼蟲可在水域中自由游泳以尋覓適當寄主，相關

文獻指出，以水鳥為終寄主之血吸蟲尾幼可主動鑽入人體，雖無法繼續發育

以完成生活史，但可能導致人體之皮膚性過敏反應，出現紅疹病徵，即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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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癢(water itch)徵狀。本計畫研究之目標雖為寄生於消化道和肝臟之吸

蟲，但基於前人研究指出，該水域螺類與水鳥之物種多樣性以及數量之豐富

程度皆高，同時本團隊已在後池堰下游水域螺體內初步採集到多種吸蟲之尾

動幼蟲，因此將一併調查居民與遊客是否曾經罹患此症，據以完整釐清在大

漢溪流域中此寄生蟲在公共衛生上可能引發之所有疾病。 

在台灣淡水生態系久已盛行且形成疫區之中華肝吸蟲亦為本計畫之附帶

研究對象，檢視溪魚標本時擬同時檢查肌肉內是否隱藏此蟲囊體，以妥善運

用標本並補足台灣疏忽逾二十年之重要人畜共通寄生蟲病與公衛議題。 

 壹周刊率先報導「石門水庫活魚三吃陷危機」 

 溪哥感染扁彎口吸蟲囊狀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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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背景資料與文獻研析 

2.1 計畫背景資料與文獻研析 

本計畫監測之水域範圍包括石門水庫庫區與上下游水域，將檢索蒐集相關

文獻以及各機構近年來執行之計畫成果，做為計畫執行之背景資料與參考。 

石門水庫庫區與上下游水域之地理環境與水文 

本計畫監測之水域範圍包括石門水庫庫區與上下游水域，經檢索蒐集相

關文獻以及各機構近年來執行之計畫成果，茲簡述研究範圍之地理環境與水

文資料於後。 

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位於淡水河最南之支流－大嵙崁溪上，此溪自石門以上沿溪長

83 公里，谷地最寬 20 公里。流域地勢大致向北傾斜，山脈走向與岩層走向

平行，大致為北東 70~80°，各脈山峰高度自東南向西北逐漸降低，自石門以

下始出山地(圖 2.1)。 

石門水庫集水區的地勢除羅浮西北端為較低緩的丘陵外，大多為山岳地

帶，地勢起伏自海拔 135 公尺(石門水庫壩址)至 3,529 公尺之間，其中以南端

之品田 山為最高，全域地勢自東南向西北傾降，周境呈南北向之狹長腰形，

主要山脈自品田山沿集水區邊境向東北蜿蜒延伸。 

水庫區域介於拉號及石門間，滿水時浸水面積可擴展至角板山附近，淹

沒區內河床坡度約為百分之一。河谷地形約可分為東、中及西三段：東段為

竹頭角以東至角板山一帶，一部份為較狹之河谷，一部份則為稍開闊之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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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段河谷係自竹頭角至新柑坪之間，長約 3 公里，包含了有竹頭角、阿

姆坪、大溪坪及新柑坪等廣闊階地，河谷開暢而平緩；西段河谷為新柑坪以

西至壩址間之地段，其間除石牛山附近有稍廣闊階地與河谷出現外，餘皆為

狹窄之峽谷地帶(經濟部北區水資源局全球資訊網)。 

 

圖2.1 石門水庫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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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霧鬧溪 

雪霧鬧部落屬於高義村 7、8 鄰，山地保留地約 600 公頃‧位在北橫公路

31K，雪霧鬧 1k 道路左邊下通往約 4 公里對面山處，日據時代有設學校及分

駐所，住戶約 600 戶，台灣光復設分校(高義國小)之後，由於部落交通及不便

又無稻田，生活靠打獵，雜糧生活(竹仔、杉木)地方高山，無法種好植物，也

無水飲用，民國 38 年之後，約 80%住戶相繼遷外，目前只剩 50 戶、100 多人

(復興鄉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網，2011)。 

關於雪霧鬧溪之水文狀況，其河道屬於寬闊類型，主要水域型態以深流和

深潭為主，因此生物遮蔽環境十分開闊。中華大學水域生態中心研究團隊(朱，

2005)利用相同穿越線法，記錄色霧鬧測站內底石種類與比例，分析其底石組

成種類主要以大漂石、小漂石為主。調查結果顯示，主要水域型態仍然以深流

和深潭為主，底質組成則以小漂石與圓石為主(吳，2008a)。 

湳仔溝溪 

湳仔溝溪位於桃園縣大溪鎮內，發源於新峰里北側標高 470 米之山區，向

南流經約 2 公里之山谷，於腦窟寮南方轉向西南，至百吉後轉向西北，復於二

號橋處 再轉向西南，於龍珠灣流入石門水庫。湳仔溝係屬野溪型態之河川，

面積約 7.0 平方公里，主流長約 10 公里，河床平均坡降約 1/100(經濟部北區

水資源局全球資訊網)。 

其水文狀況如下，河道屬於窄而陡類型，主要水域型態以淺流和淺瀨為主，

因此生物遮蔽環境還算良好。中華大學水域生態中心研究團隊利用相同穿越線

法，記錄並分析湳仔溝測站內底石種類與比例，發現其組成種類係以礫石和卵

石為主。調查結果顯示，主要水域型態為淺流和淺瀨，底質組成則以礫石和砂

土黏土為主(吳，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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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溪 

三民鄉位於台灣桃園縣復興鄉西北部，面積 9.2 平方公里，人口有 2,198

人。西以三民溪與大溪鎮新峰里為界，北以金平山西山稜與新北市三峽區五

寮里相鄰，南以枘頭山山稜與奎輝村相隔，東以金平山南山稜與霞雲、澤仁

2 村接壤。 

三民溪之水文狀況敘述於後，河道屬於窄而直類型，由於鄰近住家，因

此類似都市排水溝型棲地，主要水域型態以淺流和淺瀨為主(圖 2.2)。中華大

學水域生態中心研究團隊利用相同穿越線法記錄其底石種類與比例，分析出

三民的底石組成種類主要以礫石和卵石為主為主。調查結果顯示，主要水域

型態仍然以淺流和淺瀨為主，底質組成以圓石和砂土黏土為主(吳，2008a)。 

     

 

 

 

 

 

 

 

圖2.2 三民溪水文環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A9%E8%88%88%E9%84%89_%28%E5%8F%B0%E7%81%A3%2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5%85%AC%E9%8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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湳仔溝溪與三民溪近年水質監測分析結果 

一項針對三民溪及湳仔溝溪連續 6 年(2003～2008)之監測分析結果(吳，

2008b)顯示：依時間分布，每年以 3~5 月份超過乙類水體基準為最多，其次

為 7~9 月份；依樣點位置比較，則以下蘇樂和三民溪之水質污染較為嚴重。

自 2004 年以來，每逢雨季或颱風季節，生化需氧量濃度常偏高，此現象可

能由於雨水逕流，而將部份有機物質直接沖入河川中。 

2008 年 1~10 月，集水區支流各測點的氨氮值為 0.01~0.43 mg/L，而湳

仔溝測點之氨氮測值則為 0.38 mg/L，超過乙類水體基準。尤有甚者，連續 6

年之監測數據顯示，三民溪及湳仔溝之氨氮測值有經常性偏高且超過乙類水

體標準情況，推測主要原因為社區人為污染影響所致(吳，2008b)。 

2008 年 1 月~10 月的集水區支流各測點的硝酸鹽氮值為 0.06~5.47 

mg/L，硝酸鹽氮可由農業肥料、家庭污水、畜牲廢水與堆肥等轉化，並隨地

表逕流進入支流水體。而連續 6 年之監測數據依舊顯示，其中皆以三民溪及

湳仔溝的濃度為較高，推測成因可能仍為社區存在，河川水質較易受到人為

污染影響所致(吳，2008b)。 

此外，連續 6 年(2003～2008)對湳仔溝溪整治進行生態環境監測，綜合 6

個測點之結果顯示：(1)水溫最低 10.6，最高 31.9℃，依季節而有明顯改變；

(2)pH 值大約落在 5.93 至 8.98 之間；(3)溶氧約在 3.02 至 9.43 mg/L 之間，

施工期間則不良；(4)導電度值介於 118 至 406 μS/cm 之間；(5)氨氮 NH3-N 

值約在 ND 至 1.01 mg/L 之間，下游測點之波動明顯；(6)化學需氧量(COD)

值約在 ND 至 30.3 mg/L 之間，施工點下游則偏高；(7)生化需氧量(BOD5)值

約在 ND 至 13.0 mg/L 之間，其中 2006 年施工點數值有偏高的現象；(8)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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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固體(SS)值大約落在 1.1 至 618 mg/L 之間，施工點數值偏高；(9)總磷(TP)

值約在 ND 至 0.68 mg/L 之間，施工點及其下游因擾動而昇高(吳，2008b)。 

經由連續而密集之監測調查，湳仔溝溪與三民溪之水質情況確實因人為

衝擊而出現不良效應。 

庫區 

石門水庫庫區位於大漢溪中游，地處桃園縣大溪鎮與龍潭鄉、復興鄉以

及新竹縣關西鎮之間，由於溪口處有雙對峙狀若石門，因而得名。興建石門

水庫之緣由，主因大漢溪上游陡峻，無法涵蓄水源，以致下游各地區常遭水

旱之苦；政府為解決民困、發展農業、興修水利，自民國四十五年七月展開

興建水庫工作，而於五十三年六月完工。水庫總長度為 16.5 公里，滿水位面

積八平方公里，有效蓄水量約二億四千萬立方公尺，為一多目標水利工程，

具有灌溉、發電、給水、防洪、觀光等效益。主要工程可分為大壩、溢洪

道、排洪隧道、電廠、後池及後池堰下游、石門大圳以及桃園大圳進水口等

結構物(石門水庫管理中心全球資訊網)。 

後池堰下游 

後池堰下游位於石門水庫下游，高程在 200 至 800 公尺之間。在桃園大

溪、龍潭一帶，大漢溪河谷兩岸之河階地相當廣泛發達，本河階群的成因主

要由於台北盆地的陷落，大漢溪改道注入台北盆地，導致大漢溪河流侵蝕力

復活，由桃園台地面向下切割，產生階數發達的河階群。本區以大坪、二

坪、舊溪洲及內柵等階地最為顯著(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8)。 

此處為 2011 年魚類疫病爆發之場所，因此乃本計畫之重要採樣地點(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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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後池堰下游採樣水域 

2.2 石門水庫庫區與上下游水域之生物多樣性 

石門水庫集水區溪流主、支流生物及環境資料相當豐富，惟缺乏下游後

池堰下游部份。本團隊蒐集有關保育及整治工程計畫資訊，基於複殖吸蟲生

活史，篩選相關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調查資料作為背景參考。總計十項計

畫中，與本計畫相關之生態環境調查項目、各物種在吸蟲生活史之角色或涉

及之環境因子等分析，茲列表(表 2.1)並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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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水庫集水區生態調查計畫參考資料 

計畫名稱 調查點 執行單位 執行期間 

與本計畫相關之

生態環境調查項

目 

物種角色或 

環境因子 

石門水庫防

砂壩總體檢 

上游尖石至

下游復興鄉

共計 60 條

水系 124 座

防砂壩 

工業研究院

中華大學水

域生態環境

研究中心 

91/6-91/12 魚類 
第二中間寄

主 

石門水庫水

質監測、水域

生態環境及

非點源污染

調查研究 

主流八個測

點 

中華大學水

域生態環境

研究中心 

92/2-94/12 

魚類、底棲無

脊椎動物、藻

類、水質、水

文、底質 

第一中間寄

主、食物、水

域環境 

石門水庫陸

域生態調查 

海 拔 1500

公尺以下之

區域 

富立業工程

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93/2-93/11 鳥類 終寄主 

石門水庫溪

流情勢調查 
四條支流 

中華大學水

域生態環境

研究中心 

台北市立動

物園 

93/3-94/12 
魚類、水質、水

文、底質等 

終寄主、水域

環境 

石門水庫水

質監測、水域

生態環境及

非點源污染

調查研究 

主流八個測

點 

國立臺灣大

學 

中央研究院 

中華大學 

95/5-97/12 

魚類、底棲無

脊椎動物、藻

類、水質、水

文、底質 

第一中間寄

主、終寄主、

水域環境 

石門水庫集

水區整治工

程生態監測

及評估 

主流及八條

支流，共 26

個測點 

大豐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國立臺灣大

學 

中央研究院 

中華大學 

97/3-98/12 

魚類、底棲無

脊椎動物、藻

類、水質、水

文、底質 

第一中間寄

主、終寄主、

水域環境 

石門水庫集

水區水域指

標生物習性

調查及棲地

環境營造計

畫 

十條支流 

國立臺灣大

學 

中央研究院 

交通大學 

中華大學 

98/5-99/12 

魚類、底棲無

脊椎動物、藻

類、水質、水

文、底質 

第一中間寄

主、終寄主、

水域環境 

石門水庫集

水區移地復

育在地民眾

參與生態監

測及成效評

估 

十條支流 

國立臺灣大

學 

交通大學 

中華大學 

東南科技大

學 

100/8-101/12 

魚類、底棲無

脊椎動物、藻

類、水質、水

文、底質 

第一中間寄

主、終寄主、

水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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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上游河

川魚類棲地適

合度曲線之研

究 

石門水庫集

水區內大漢

溪上游所屬

四條支流 

中央大學土木

工程研究所碩

士論文研究

生：李永安指

導教授：吳瑞

賢 博士 

93-94 
魚類、水質、水

文、底質等 

第二中間寄

主、水域環境 

石門水庫集水

區湳仔溝溪整

治生態環境監

年92-97年成果

報告 

湳仔溝溪由上

游到下游共計

六個測點 

國立臺灣大學 92/11-97/5 

魚類、底棲無脊

椎動物、藻類、

水質、水文、底

質 

第一中間寄

主、第二中間

寄主、食物、

水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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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霧鬧溪 

調查結果顯示(吳，2008a)，雪霧鬧溪主要棲息之魚類如下表(表 2.2)。 

 雪霧鬧溪魚類生物多樣性 

科名 魚類學名 魚類中文名 

鯉科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Günther, 1868) 
台灣石賓 

Onychostoma barbatula  

(Pellegrin, 1908 ) 
台灣鏟頷魚 

Pseudorasbora parva (Bleeker, 1859) 羅漢魚 

Zacco pachycephalus (Günther, 1868) 粗首鱲 

Zacco platypus 

(Temminck and Schlegel, 1864) 
平頷鱲 

爬鰍科 

Crossostoma lacustre 

(Steindachner, 1908) 
台灣纓口鰍 

Hemimyzon formosanum  

(Boulenger, 1894)  
台灣間爬岩鰍 

鰕虎魚科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Regan, 1908) 明潭吻蝦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Rutter, 1897) 極樂吻蝦虎 

Rhinogobius rubromaculatus 

 (Lee et Chang, 1983) 
短吻褐斑吻蝦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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湳仔溝溪 

調查結果顯示(吳，2008a)，湳仔溝溪主要棲息之魚類(表 2.3)和螺類(表

2.4)如下。 

 湳仔溝溪魚類生物多樣性  

科名 魚類學名 魚類中文名 

鯉科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Günther, 1868) 
台灣石賓 

Carassius auratus (Linnaeus, 1758) 鯽魚 

Cyprinus carpio (Linnaeus, 1758) 鯉魚 

Hemibarbus labeo (Pallas, 1776) 唇䱻 

Onychostoma barbatula  

(Pellegrin, 1908 ) 
台灣鏟頷魚 

Pseudorasbora parva (Bleeker, 1859) 羅漢魚 

Tanakia himantegus (Günther, 1868) 
革條田中 

鰟鮍 

Zacco barbata (Regan, 1908) 台灣鬚鱲 

Zacco pachycephalus (Günther, 1868) 粗首鱲 

Zacco platypus 

(Temminck and Schlegel, 1864) 
平頷鱲 

鯉齒目花鱂科 Gambusia affinis (Baird & Girard, 1853) 大肚魚 

慈鯛科 Tilapia zillii (Gervais, 1848) 吉利慈鯛 

爬鰍科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纓口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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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dachner, 1908) 

鰍科 

Cobitis taenia (Linnaeus, 1758) 中華花鰍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Cantor, 1842) 
泥鰍 

鰕虎科 

Rhinogobius brunneus  

(Temminck & Schlegel, 1845) 
褐吻鰕虎魚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Regan, 1908) 明潭吻蝦虎 

Rhinogobius giurinus  

(Aonuma & Chen, 1996) 
極樂吻鰕虎 

Rhinogobius rubromaculatus  

(Lee & Chang, 1996) 

短吻褐斑吻

鰕虎 

 湳仔溝溪螺類生物多樣性 

科名 螺類中文名(學名) 

田螺科

(Vivipariidae)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圓田螺 (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 

錐實螺科

(Lymnacidae) 
小錐實螺 (Austropeplea ollula) 

錐捲科  

(Thiaridae) 

錐捲螺 (Stenomelania plicaria) 

瘤蜷 (Thiara granifera) 

福壽螺科

(Ampullariidae)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扁蜷科

(Planorbidae) 
圓口扁蜷 (Gyrauluschinensis spir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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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溪 

調查結果顯示(吳，2008a)，三民溪主要棲息之魚類(表 2.5)和螺類(表 2.6)

成員如下所示。 

 三民溪魚類生物多樣性 

  

 

 

 

 

 

 

 

 

 

 

 

 

 

科名 魚類學名 魚類中文名 

鯉科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Günther, 1868) 
台灣石賓 

Ctenopharyngodon ideluss  

(Valenciennes, 1844) 
草魚 

Onychostoma barbatula (Pellegrin, 1908 ) 台灣鏟頷魚 

Zacco barbata (Regan, 1908) 台灣鬚鱲 

Zacco pachycephalus (Günther, 1868) 粗首鱲 

慈鯛科 
Tilapia zillii (Gervais, 1848) 吉利慈鯛 

Orechromis sp. 雜交吳郭魚 

鱧科 Channa maculate (Lacepède, 1802) 斑鱧 

鰕虎魚科 
Rhinogobius brunneus  

(Temminck & Schlegel, 1845) 
褐吻鰕虎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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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溪螺類生物多樣性 

石門水庫之水域生物多樣性 

石門水庫建於大溪與龍潭交界的石門峽谷處，滿水位的淹沒區，涵蓋水

庫以上至羅浮地區。水庫淹沒區內之魚類多樣性，調查結果如表 2.7 所示(石

門水庫管理中心全球資訊網)。 

 

 

科名 螺類(學名) 

田螺科 

(Vivipariidae) 

石田螺 (Sinotaia quadrata) 

圓田螺 (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 

錐實螺科

(Lymnacidae) 
小錐實螺 (Austropeplea ollula) 

錐捲科 

(Thiaridae) 
錐捲螺 (Stenomelania plicaria） 

福壽螺科

(Ampullariidae) 
福壽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扁蜷科 

(Planorbidae) 
圓口扁蜷 (Gyrauluschinensis spir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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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區魚類多樣性 

科名 魚類學名 魚類中文名 

鯉科 

Acrossocheilus formosanus (Günther, 1868) 台灣石賓 

Aristiehthys nobilis (Richardson, 1844) 鳙 

Candidia barbata (Regan, 1908) 台灣鬚鱲 

Carassius auratus Temminck 日本鯽 

Ctenopharyngodon ideluss (Valenciennes, 1844) 草魚 

Cyprinus carpio (Linnaeus, 1758) 鯉 

Distoechodon turmirostris (Peters, 1880) 圓吻鯝 

Erythroculter (Berg, 1909) 翹嘴紅鮊 

Hemibarbus labeo (Pallas, 1776) 唇䱻 

Hemiculter leucisculus (Basilewsky, 1855) 䱗條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Valenciennes, 1842) 白鰱 

Microphysogobio brevirostris (Günther, 1868) 短吻鐮柄魚 

Mylopharyngodon piceus (Richardson, 1846) 青魚 

Pseudorasbora parva (Bleeker, 1859) 羅漢魚 

Scaphesthes barbatulus (Pellegrin, 1908) 台灣鏟頜魚 

Zacco pachycephalus (Günther, 1868) 粗首鱲 

Zacco platypus (Temminck and Schlegel, 1864) 平頜鱲 

鮭科 Oncorhynchus mykiss (Walbaum, 1792) 虹鱒 

平鰭鰍科 Hemimyzon formosanus (Boulenger, 1894) 台灣間爬岩鰍 

胡瓜魚科 
Plecoglossus altivelis  

(Temminck & Schlegel, 1846) 

香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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鱧科 
Channa asiatica (Linnaeus, 1758) 七星鱧 

Channa maculata (Lacepède, 1802) 斑鱧 

慈鲷科 
Orechromis sp. 雜交吳郭魚 

Tilapia zillii (Gervais, 1848) 吉利吳郭魚 

鰕虎科 

Rhinogobius brunneus (Temminck & Schlegel, 

1845) 

褐吻鰕虎 

Rhinogobius rubromaculatus (Lee & Chang, 1996) 短吻褐斑吻鰕虎 

鰻鱺科 
Anguilla japonica (Temminck et Schlegel, 1846) 日本鰻 

Anguilla marmorata (Quoy & Gaimard, 1824) 鱸鰻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Quoy_%26_Gaimar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24%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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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之陸域生態環境 

環湖山區林相為原始林、竹林及人造楓樹林，自然生態相當完整，因此

鳥類物種豐富，多樣性程度高(表 2.8)。成員以低海拔鳥種為主，秋冬季鳥況

最佳，常見鳥種有：頭烏線、繡眼畫眉、小彎嘴、大彎嘴、山紅頭、綠繡

眼、臺灣紫嘯鶇、黑枕藍鶲、斑文鳥、白頭翁、八哥、大卷尾、小啄木、五

色鳥、竹雞、紅嘴黑鵯、臺灣藍鵲、大冠鷲、鳳頭蒼鷹、松雀鷹、巨嘴鴉、

樹鵲、白環鸚嘴鵯、白腹秧雞、翠鳥。秋冬季節有過境鳥及中高海拔降遷鳥

類，如黃尾鴝、紅尾伯勞、鸕、白耳畫眉、藍磯鶇、鶇科及山雀科鳥等(石門

水庫管理中心全球資訊網)。 

 庫區鳥類多樣性 

鳥類 學名 

班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麻雀 Passer montanus 

八色鳥 Pitta brachyurs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大冠鷲 Spilornis cheela 

小彎嘴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黑枕藍鶲 Hypothymis azurea 

鉛色水鶇 Rhyacornis fuliginosus 

繡眼畫眉 Alcippe morrisonia 

台灣藍鵲 Urocissa caerulea 

http://www.wranb.gov.tw/ct.asp?xItem=2306&ctNode=670&m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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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鵲 Pica pica 

白腰文鳥 Lonchura striata 

白環鸚嘴鵯 Spizixos semitorques 

灰喉山椒鳥 Pericrocotus solaris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赤腰燕 Hirundo striolata 

金背鳩 Streptopelia orientails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小鸊鷈* Tachybaptus ruficollis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水鳥 

為建構此吸蟲在石門水庫所在之大漢溪流域生態系的完整生活史，本計

畫檢索與調查之動物多樣性資訊，尤以鯉科魚類、螺類和鷺科鳥類等可能擔

任寄主者重點，諸如物種組成與生物數量等。 

 

 

http://www.wranb.gov.tw/ct.asp?xItem=2280&ctNode=670&mp=5
http://www.wranb.gov.tw/ct.asp?xItem=2288&ctNode=670&mp=5
http://www.wranb.gov.tw/ct.asp?xItem=2293&ctNode=670&mp=5
http://www.wranb.gov.tw/ct.asp?xItem=2275&ctNode=670&m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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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扁彎口吸蟲型態與分類 

扁彎口吸蟲之囊狀幼蟲因吸收寄主色素而色澤偏黃，同時行蛭形運動而被

稱為黃吸蟲(yellow grub)之具備下列型態特徵：蟲體扁平舌形，具口吸盤與腹

吸盤，腹吸盤大於口吸盤，位於蟲體的前 1/3 處；口吸盤下接肌質的咽，再與

腸道相接。腸位於腹吸盤外側，具波浪狀的突起，盲端到達後體末端與 V 形

的排泄囊相連，具末端排泄孔；此吸蟲同時具備雌雄性生殖系統，睪丸在蟲體

的後 1/3 處，有著明顯的指狀突起，生殖腔開口於前睪的右側或前方，呈不規

則狀之卵巢位於蟲體中線偏右側，居於兩個睪丸之間，管狀子宮延伸至近腹吸

盤處(圖 2.4)。 

圖2.4 扁彎口吸蟲囊狀幼蟲之染色標本 

扁彎口吸蟲之分類地位屬於扁形動物門(Phylum Platyhelminthes)，吸蟲綱

(Class Trematoda)，複殖吸蟲亞綱(Subclass Digenea)，鴞形目(Order Strigeidida)，

彎口科(Clinostomidae)，彎口屬(Clinostomum)。蟲種鑑定係由複殖吸蟲分類權

威、大陸寄生蟲學會前任理事長暨天津南開大學生物系退休教授邱兆祉老師，

協助確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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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彎口吸蟲屬於魚類傳播 (fish-bone)之人畜共通病原體(zoonosis)，可引

起人體之彎口吸蟲病 (clinostomiasis) 或彎口吸蟲性咽炎 (Clinostomum 

pharyngitis)，第一起病例發生於日本(Yamashita, 1938)，而後在日本和韓國等地

亦陸續發生(Hiral et al., 1987；Chung et al., 1995)。病患生食受感染的魚肉所致

(Park et al., 2009)，病患的咽喉部有異物感且疼痛，而由其後咽部檢出活蟲，

蟲體可能維持囊狀幼蟲階段，亦有已發育為成蟲之病例，表示人類可擔任此吸

蟲之偶發或伺機性終寄生。 

扁彎口吸蟲對魚體之傷害可分為兩方面：(一)當大量的尾動幼蟲侵入魚體

時，其穿透腺分泌之蛋白質水解酶對寄主組織造成機械與化學性損傷，容易導

致稚魚死亡。(二) 尾動幼蟲侵入魚體發育為囊狀幼蟲後，可在皮下組織或肌肉

內形成囊泡，對周圍組織產生機械性壓迫，造成肌肉萎縮。綜合而言，遭感染

之魚隻成長緩慢，體質變弱，在水質發生變化或運送過程中都極易死亡。 

目前的防治方法皆針對封閉性之養殖魚池，如使用生石灰或硫酸銅以殺死

蟲卵、纖毛幼蟲及淡水螺類；或在魚池中放入綁紮的草桿，待螺類聚集於草桿

後，撈起草桿焚燒銷毀；驅趕鷺科水鳥，以打斷吸蟲生活史。此外，由於已知

成蟲在鷺鷥咽部最長可存活兩個月，因此當扁彎口吸蟲感染症流行時，停止養

殖其魚類第二中間寄主兩個月，同時驅趕鷺科水鳥以阻止此吸蟲症之蔓延。然

而上述方法並不適用於河川、溪流以及水庫等開放性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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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淡水生態系魚類感染吸蟲之疫情 

本計畫發端自溪魚遭受寄生蟲之嚴重感染，因此持續監控此水域疫情實

為工作重點。為有效達成此目標，定期赴各水域採樣並逐一解剖檢視標本是

必須且標準之操作。棲息於此生態系之溪哥、苦花和石賓等鯉科魚類已知為

本吸蟲之第二中間寄主，因此設定為採樣標的。除最初爆發疫情之後池堰下

游外，集水區亦選擇人為活動明顯有異之三處進行採樣，擬比較分析各處標

本之感染參數，以評估人為衝擊對疫病之效應。由於 2011 年疫病爆發時傳媒

與民眾曾誤以為病原主角乃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因為台灣已成此

吸蟲之疫區，同時其亦以水生螺類為第一中間寄主、淡水魚類為第二中間寄

主(圖 2.5)，兩種吸蟲之生活史有部分重疊，因此本計畫將兼顧此吸蟲之調查

以釐清疑問。 

扁彎口吸蟲屬於生活史中具有兩個以上寄主之複殖吸蟲類，同時其寄主

專一性極低，研究顯示可感染多種魚類和鳥類，疫情廣泛分布於歐洲、美洲

和亞洲等地；台灣至今僅有感染養殖香魚與泥鰍之案例報告(羅等，1987；

Lo, et al., 1987)。茲表列其第二中間寄主魚類如下(表 2.9)。由此可見，扁彎

口吸蟲可感染多種淡水魚類，而台灣地區淡水水系發達，魚種豐富，其中不

乏多種台灣特有種魚類，因此隨著調查之推展進行，勢將持續發現魚類寄主

新紀錄與地理分布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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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 or Opisthorchis sinensis )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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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彎口吸蟲魚類中間寄主紀錄 

科名 
魚類學名 

中文名 
出處 

鯉齒鱂科 

Cyprinodontidae 

Aphanius dispar 

異色秘鱂 
Gholami et al., 2011 

鯉科 

Cyprinidae 

Carassius carassius 

鯽魚 
Aohagi et al., 1995 

Capoeta capoeta 

中亞突吻魚 
Malek et al., 1994 

Capoeta capoeta gracilis 

細突吻魚 
Malek et al., 2001 

Carassius auratus langsdorfii 

蘭氏鯽 
Aohagi et al., 1994 

Carassius cuvieri 

高身鯽 
Aohagi et al., 1994 

Cyprinus carpio 

鯉魚 
Malek and Mobedi, 2001 

Microphysogobio yaluensis 

鴨綠小鰾鮈 
Chung et al., 1995 

Pseudogobio esocinus 

長吻似鮈 
Aohagi et al., 1994 

Pseudorasbora parva 

羅漢魚 
Aohagi et 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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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eus ocellatus 

高體鳑鲏 
Aohagi et al., 1994 

Rutilus rutilus 

湖擬鯉 
Grabda, 1974 

美鯰科 

Callichthyidae 

Hoplosternum littorale 

濱岸護胸鯰 
Dias et al., 2003 

鰍科 

Cobitidae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泥鰍 
Kagei et al., 1988 

虎脂鯉科 

Erythrinidae 

Hoplias malabaricus 

馬拉巴厘齒脂鯉 
Dias et al., 2003 

七鰭鯰科 

Heptapteridae 

Rhamdia quelen 

南美鯰魚 
Rogerio et al., 2005 

胡瓜魚科 

Osmeridae 

Hypomesus transpacificus 

越洋公魚 
Aohagi et al., 1994 

Plecoglossus altivelis 

香魚 
Lo et al., 1987 

真鱸科 

Percichthyidae 

Lateolabrax japonicus 

七星鱸 
Aohagi et al., 1994 

鱸科 

Percidae 

Perca fluviatilis 

歐洲驢魚 
Grabda, 1974 

由於扁彎口吸蟲之終寄主為食魚性的鳥類，至今文獻紀錄(Kagei et al., 

1988)顯示，受感染之鳥類包括下列種類：白鷺(Egretta garzetta)、中白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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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大白鷺(E. alba)、夜鷺(Nycticorax nycticorax)、栗小鷺

(Ixobrychus cinnamomeus)、白腹鶇(Turdus pallidus)等。上述鳥類廣泛分布於

東北亞地區，台灣亦為其棲息地，而隨著鳥類之遷徙與攝食，扁彎口吸蟲即

可能散佈至各個淡水生態系中，進而導致其中之螺類與魚類遭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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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扁彎口吸蟲生活史 

根據文獻，扁彎口吸蟲之生活史(圖 2.6)一如其他複殖吸蟲而極其複雜，

簡述如下：終寄主為食魚性之鷺科鳥類，如夜鷺、藍鷺和小白鷺等；中間寄主

有二，第一中間寄主為水生螺類，第二中間寄主則為淡水魚類，後者寄主專一

性低，意即可廣泛感染多種魚種，至今已知草魚、鰱魚、鯉魚、鯽魚等逾 24

種淡水魚類可被感染，其中以鯉科為主要對象(羅等, 1987；邱等, 1999; Dias et 

al., 2003)。 

此吸蟲成蟲寄生於鷺鳥之咽部或食道上部，當鳥類攝食水中魚類時，蟲卵

可由鳥喙沖洗而出；蟲卵亦可能被鷺鳥吞嚥，而在其涉水時隨糞便排入水中。

蟲卵包括已發育的(embryonated)和未發育者(unembryonated)，前者幾乎在剛接

觸水時即可孵化，成為自由生活之纖毛幼蟲(miracidium, 簡稱毛幼)；後者則須

經約 19 日始可孵化。活躍之毛幼主動鑽入水生螺類體內，蛻去纖毛皮膜，移

行至其消化腺或肝臟，發育成為孢狀幼蟲(sporocyst, 簡稱孢幼)。自此開始幼

體繁殖階段：母孢幼缺乏生殖孔，崩裂後釋出雷迪幼蟲(redia, 簡稱雷幼)；雷

幼停留在相同棲所，體內多個生發細胞球(germ balls) 可分別發育出 3 至 15 個

子雷幼(daughter radia)，經由生殖孔產出；每個子雷幼體內皆可產生多個尾動

幼蟲(cercaria, 簡稱尾幼)。 

尾幼具有肌肉質尾部、可自由游泳，離開螺體後，鑽入第二中間寄主魚類，

脫去尾部，發育約 20 週後成為囊狀幼蟲(metacercaria, 簡稱囊幼，亦稱後尾動

幼蟲)。囊幼主要寄生於魚肉和皮下組織，刺激寄主形成橘黃色圓形囊體包裹

囊幼，即為俗稱之黃吸蟲(yellow grub)。鷺鳥攝食含囊幼魚體，囊幼在其胃內

脫囊而出，上逆爬行至咽喉處寄生並發育為成蟲(Olsen, 1974; Dias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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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扁彎口吸蟲(Clinostomum complanatum)生活史(Olsen, 1974)。標示說

明如後：a, adult fluke in mouth of heron; b, unembryonated eggs laid in 

mouth and washed into water; c, eggs develop in water and hatch; d, free-

swimming miracidium; e, miracidium penetrating snail intermediate host; 

f, mother sporocyst with developint mother rediae; g, mature mother 

redia with developing daughter rediae; h, daughter redia containing 

cercariae in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i, cercaria resting in 

characteristic position in water; j, cercaria penetrating fish, leaving tail 

behind; k, cercaria migrating in subcutaneous tissues, l, metacercaria 

encysted in muscles of fish; m, heron becomes infected upon swallowing 

fish harboring metacercariae; n, metacercaria freed from tissues; o, 

young fluke escaping from cyst migrates anteriorly through esophagus 

and pharynx into oral cavity where it develops to maturity in 3 days and 

remains for about 2 weeks at which time it is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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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扁彎口吸蟲在台灣至今僅感染養殖之香魚和泥鰍，而無自然環

境之病例報告，因此 2011 年爆發之疫情乃台灣淡水生態系中之首例。究竟此

吸蟲是否已在自然環境中成功建立生活史？或者猶需養殖環境中其他動物物

種之協助？此類疑問有待本計畫解答。 

此外，已知台灣椎實螺可擔任此吸蟲之第一中間寄主，執行過程中將以其

為採集重點，並兼顧此水域中其他水生螺類，以確認或排除在此蟲生活史中之

角色。由於尾動幼蟲具有向光性，因此可經由傳統之上方光照法，收集離開螺

體之尾幼，基於型態特徵鑒別之；或可去除螺殼，以兩片玻璃板直接壓扁螺體

並在顯微鏡下檢視。至於最確切之鑑定法則有賴分子生物技術，可篩檢並鑑定

螺體內微小之幼蟲階段。 

鷺科鳥類則為此吸蟲之終寄主，寄生部分為其咽部，擬尋求當地獸醫與賞

鳥團體之協助，檢視活鳥之咽部或採集死鳥解剖觀察。 

2.6 吸蟲分子分類技術 

近數十年來，關於系統分類學之遽變，至今尚未塵埃落定，獲得共識。1960

年代開始，由於分子生物學之興起以及分生技術之精進與普及，核酸和蛋白質

之分析研究技術亦廣泛運用於分類學，因而推翻或重整了數百年來基於型態特

徵獲得之物種分類知識。此項革命性的變革不僅更改了諸如綱、目或科等分類

大項間之親緣關係，同時發現許多型態雖然相同但基因組成有異之型態種

(morphospecies)，以致現今鑑種時，常需分子特徵之佐證。核酸和蛋白質之定

序數據，更有助於進一步分析排列各物種之親緣與演化。 

至今使用之分析對象有：核糖體之 18S 和 28S rDNA、 internal tran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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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r region (ITS)以及有潛力作為生物條碼(barcode)之粒線體細胞色素氧化酶

(cytochrome c oxidase I, COI )基因等，極有助於物種之鑑定、分類與親緣分析。

本團隊在魚類寄生蟲分類上已廣泛應用此技術並獲得良好成果，譬如白帶魚線

蟲(Shih, 2004)、竹筴魚寄生蟲、多種魚類之棘頭蟲(Shih et al., 2010)、海鱺(Shih 

et al., 2010)、澳洲鯖之海獸胃線蟲(Chou et al., 2011) 以及紅目鰱之寄生蟲等。 

至今已知，扁彎口吸蟲分佈遍及全球，無論從經濟學或人畜共通病原角度

而言，皆對水產養殖、食品安全和公共衛生造成嚴重影響。彎口吸蟲屬 

(Clinostomum sp.) 吸蟲已知有 54 種，但分類方式仍有爭議，有些型態相似之

物種甚致僅能依動物地理區域區分，譬如本計畫之主角扁彎口吸蟲 (C. 

complanatum) 和外緣彎口吸蟲 (C. marginatum)；前者被定位為歐洲型

(European type)，而後者則被歸屬為美洲型(American type)，二者僅可從生殖系

統之多項測量參數區分之。然而若分析比較其核酸序列，二者間則在 ITS 間有

7.3%、COI 有 19.4% 的差異(Caffara et al., 2011)。ITS 區域已被認為極適合作

為種間區別之依據，至少已有 19 科複殖吸蟲成功區別。 

本計畫利用 PCR-RFLP 技術，分析扁彎口吸蟲之小單位核醣體 DNA(SSU 

rDNA, small subunit ribosomal DNA)序列，首先針對 18S rDNA 序列，據以建

立專一之分子分類鑑定技術，除確認物種外並藉此與其他同科吸蟲區別，尤以

上述型態特徵最相似之外緣彎口吸蟲為鑒別目標。繼而應用此技術，萃取螺類

肌肉與消化腺組織之基因體 DNA，作為模板，循分子檢測 (Molecular 

prospecting)原理，偵測並同步鑒定螺體內吸蟲之胞幼、雷幼與尾幼等較早期且

小型之幼蟲，預期得以迅速可靠地篩檢大量樣本，同時藉以克服傳統型態學分

類方法耗時費力、必需分離蟲體並獲得完整標本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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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環境因子與疫病爆發之相關性 

寄生蟲疫病爆發之關鍵在於反向和負面之「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意指遭

逢暖冬和枯水期，水體量少以致幼蟲單位密度變高；地利是指原本流動之河水

形成分隔獨立之暫時性池塘，以致幼蟲和魚類之比例劇升，極度提高相互接觸

之機率而提高感染盛行率和強度；人和(魚和)則指魚群因隔離而聚集某處水體，

若該處有幼蟲存在則將導致嚴重之感染，盛行率百分之百和一條溪哥感染逾百

個幼蟲亦非屬意外。 

近期印度學者研究指出，冬季期間此吸蟲嚴重感染經濟魚類翠鱧(Channa 

punctatus)，可能因素為冬季前和季風後(1)螺類大量繁衍，(2)較少污染之乾淨

水域提高蟲卵孵化率，此外。纖毛幼蟲和尾動幼蟲之存活率和感染力亦同步提

升。而北印度夏季之低盛行率則由於驟雨和洪水降低感染性幼蟲濃度，纖毛幼

蟲和尾動幼蟲甚至已遭雨水或洪水沖去。由此可見，大環境因子

(macroenvironmental factors)可能嚴重影響野外吸蟲感染之豐富度(Ahammed 

Shareef and Abida, 2012)。對沙烏地阿拉伯池塘異色秘鱂(Aphanius dispar)感染

黃吸蟲之研究亦指出，盛行率和感染強度變化應與水溫和第一中寄主之存在相

關(Kalantan et al., 1987)。 

綜上所述，顯見諸如天候、水質、水文等環境因子與疫病爆發確實息息相

關。本計畫擬整合統計冬季枯水期和夏季豐水期間吸蟲之感染參數，統合分析

此水域之天候與水文條件，推論環境因子與疫病爆發之相關性，進而研擬建構

預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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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驗證食用溪魚之安全性與公共衛生議題「水癢」之調查 

扁彎口吸蟲屬於魚類傳播(fish-borne)之人畜共通寄生蟲病，人類首例為一

日本婦女之咽部有成蟲寄生(Yamashita, 1938)，因此食用疫區魚類之安全性務

需關注重視，尤其是僅經食鹽醃製之苦花乃世居該水域週遭之泰雅族原住民的

傳統食物。本計畫擬採集幼蟲囊體，以泰雅族醃製“tmmanquleh”之食鹽濃度和

處理時間，實驗驗證完整囊體和已脫囊而出之兩種狀態幼蟲的耐受程度與致死

率等，確認此食物之安全性並藉以輔導居民。 

扁彎口吸蟲感染人類之病例主要集中於亞洲地區，可能肇因於亞洲人民

之魚類飲食習慣所致。在日本、韓國、大陸及台灣等東亞國家，人們慣於食

用生魚片料理，因此可能直接攝食含有此吸蟲囊幼之魚肉或因料理食具之交

互污染而遭感染。而在印度和泰國等地則由於地處熱帶地區，魚類等水產品

易腐敗而不易保存，因此均以醃漬方式保存處理，但因醃漬過程及時間可能

無法完全殺死幼蟲，以致食用含幼蟲之醃製魚肉而遭感染。 

人類遭扁彎口吸蟲感染之主要病症為彎口吸蟲病(clinostomiasis)或彎口吸

蟲性咽喉炎(Clinostomum pharyngitis)，由於食用含此吸蟲囊幼的魚肉後，囊

胞經消化作用而破裂，幼蟲脫囊而出，逆行爬升至咽喉處，吸附寄生於咽喉

黏膜上並發育為成蟲，因而導致患者疼痛不適之病症。 

在日本及韓國由於食用了遭扁彎口吸蟲感染的魚隻而引發咽喉炎的病例

目前不斷增加，相關案例為：日本秋田的 70 歲女性因咽喉疼痛且有異物感持

續一個月而去就醫，經診斷發現為扁彎口吸蟲導致之咽喉炎(Yoshimura et al., 

1991)，而韓國大邱的 56 歲男性，亦是因為食用淡水魚後，連續 3、4 日的咽

喉不適而前往耳鼻喉科就醫，經診斷發現亦為扁彎口吸蟲所導致的咽喉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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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Chung et al., 1995)，而其他尚有數十例的相關案例(Akino, 1994)，而亦

有報告指出，扁彎口吸蟲除了可引起咽喉炎外，甚至有可能造成人類窒息導

致死亡(Gholami et al., 2011)，可見扁彎口吸蟲對於人類健康的潛在威脅甚

大。 

大漢溪流域有社區沿溪分佈，亦常有釣客和遊客在此活動，無論直接戲

水或偶然接觸水體，水域中之尾動幼蟲雖以尋覓魚類寄主為目標，但亦難免

誤鑽入人體並侷限在皮下組織，終而死亡而不致繼續發育，此過程導致人體

皮膚紅腫出疹等過敏性皮膚炎症狀，即為俗稱之「水癢」或「游泳者之癢」。

此病症之主要病原雖為鳥類血吸蟲之尾幼，但在扁彎口吸蟲盛行之疫區亦無

法全然排除。本計畫擬經由調查訪問，闡明此水域曾否發生此症。 

  

 

 

 

圖2.7 彎口吸蟲性咽喉炎 (Park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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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執行策略 

本計畫為連續二年度計畫，計畫工作項目及執行策略如下： 

3.1 釐清與監測庫區、集水區與後池堰下游水域魚類感染複殖吸蟲疫情 

圖3.1 魚類感染複殖吸蟲疫情監測示意圖 

在五處採樣點按月採集魚類標本，鯉科魚類尤為重點。庫區樣本則選定阿

姆坪和大壩附近兩處水域，由產銷班協助採集供食用魚隻。檢驗知寄生蟲標的

有二：扁彎口吸蟲和中華肝吸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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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查明扁彎口吸蟲在水庫上下游流域之生活史和可能寄主物種 

圖3.2 扁彎口吸蟲在水庫上下游流域生活史及寄主物種調查示意圖 

扁彎口吸蟲為複殖吸蟲，已知在其生活史中會寄生於螺類、魚類及鳥類等

三類寄主體內。基於前人研究已知，水庫上下游水域之動物多樣性豐富，可能

擔任扁彎口吸蟲寄主之種類繁多，因此將進行採樣調查，以建立大漢溪水域中

扁彎口吸蟲的完整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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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扁彎口吸蟲分子分類技術 

圖3.3 扁彎口吸蟲分子鑑定法操作流程示意 

本計畫為證實採取到的蟲體確實為扁彎口吸蟲，擬同時採用型態鑑定法及

分子生物鑑定法，同時並建立分子生物快速鑑定技術。研究團隊擬參考 NCBI 

database，挑選 18S ribosomal DNA 做為參考依據，設計出具專一性之 primer

以做為 PCR 使用，期能建立分子生物快速鑑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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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評估監測水文條件與扁彎口吸蟲感染相關性並研擬預估模型 

圖3.4 水文條件與扁彎口吸蟲感染相關性預估模型建構示意圖 

扁彎口吸蟲之尾動幼蟲自螺體釋出後，雖具有趨光性與游泳能力，但可

能由於水文和水質等環境因子之作用，因而影響尾幼與魚類寄主之接觸機

率，導致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不同盛行率與強度。 

而本計畫中，擬挑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較嚴重之採樣點做為模型建

構之基礎資料，並使用水溫及流速與感染參數進行比對，以建構水文水質資

訊與感染吸蟲相關性之預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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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驗證食用溪魚之安全性 

圖3.5 食用溪魚安全性驗證實驗規劃示意圖 

本計畫為驗證泰雅族傳統醃製食品安全性，故將針對食用溪魚安全性

進行驗證實驗。 

實驗分為兩個部分同時進行，其一為蟲體自然耐受性實驗：擬觀測扁彎

口吸蟲囊幼在脫離寄主後的存活時間，並且了解寄主所產生之結締組織是

否對扁彎口吸蟲囊幼有保護之作用；其二為食品安全實驗：將泰雅族傳統醃

製魚肉的製程於實驗室中模擬重現，以檢測以該醃製方式是否能確實殺死

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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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公共衛生議題調查 

預先設計調查紀錄表，清楚陳列訪查項目，以達到一致性，同時避免偏廢

或疏漏。針對水庫上下游流域一帶之衛生所、診所等醫療機構，以現場訪查、

電訪等方式進行之。 

3.7 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印製及簡報 

本計畫應於履約期限 103 年 12 月 15 日前提送正式報告書（含中英文摘

要）及含成果資料光碟各 20 份。  

一、期初報告：自決標日起 30 日內，受託廠商須提送工作執行計畫書(期初

報告) 20 份，並由北水局審核並召開審查會議。 

二、受託廠商於工作執行期間，須依雙方契約之規定，分階段提送工作報告

20 份(分為期中、期末報告)，經北水局審核並召開簡報會議；另雙方得

視實際需要，召開工作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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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執行方法 

4.1 定期採樣檢視庫區、集水區與後池堰下游水域魚類感染吸蟲情況 

一、 採樣規畫 

採樣對象以溪哥、苦花和石賓等鯉科魚類為目標，一方面基於文獻獲

悉鯉科魚類為此吸蟲確認之第二中間寄主，另方面本團隊曾調查過同一水

域多種鰍科魚類而皆未遭感染(謝等, 2011)，遂做如此規劃。採樣區域包括

100 年曾出現溪魚嚴重感染吸蟲之後池堰下游和集水區，後者再區分為接

近社區、人為衝擊嚴重之三民溪和湳仔溝，以及相對潔淨、較少人為效應

之雪霧鬧作為對照。預期將可解析石門水庫上下游魚類感染吸蟲情況。採

樣方式為集水區部份配合本計畫共同主持人李英周教授主持之「石門水庫

集水區在地民眾參與及生態保育行動」計畫之執行而進行，後池堰部份已

僱用當地居民垂釣採樣，若標本來源不足則擬申請電魚許可，以確保按月

定期獲得足夠標本。 

由於 2011 年疫病爆發時傳媒與民眾曾誤以為病原主角乃中華肝吸蟲

(Clonorchis sinensis)，因為久已在台灣盛行，同時其亦以水生螺類為第一

中間寄主、淡水魚類為第二中間寄主，兩種吸蟲之生活史有部分重疊，因

此本計畫將兼顧此吸蟲之調查以釐清疑問。 

為兼顧中華肝吸蟲調查並善用魚類標本，除檢視體表和皮下組織等扁

彎口吸蟲幼蟲囊體可能寄生之部位外，亦將藉物理性研磨法或人工胃液處

理之化學分解法，徹底分解魚體肌肉，以釋出可能存在之中華肝吸蟲囊幼

囊體，據此彌補此區域從未進行之中華肝吸蟲盛行調查。操作方式如下： 

(1) 定期採樣溪哥、苦花和石賓等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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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剖檢視魚肉和皮下組織等部位有否扁彎口吸蟲囊幼囊體寄生。 

(3) 徹底分解魚體肌肉，檢視中華肝吸蟲囊幼囊體之存在，因為此吸蟲久

知已盛行於台灣淡水水域，同時亦為 100 年疫病爆發時傳媒與民眾誤

認之主角。 

因此，採樣地區擬延續上年度計畫(圖 4.1)，選定：1)集水區選擇三處，

深受人為衝擊之三民溪和湳仔溝，而以相對潔淨、較少人為效應之雪霧鬧

為對照；2)後池堰附近水域；3)庫區。經北水局協助安排，庫區食用魚類

之採樣調查已獲大壩和阿姆坪二區域，計 6 位水庫捕撈業者支援，提供

標本擴大採樣，以詳實了解食用魚類是否遭受扁彎口吸蟲或其他寄生蟲

感染。 

圖4.1 採樣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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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視魚類標本並統計感染參數 

檢視魚體體表、皮下組織和肌肉等扁彎口吸蟲囊幼可能寄生之部位，摘取

幼蟲並區分成囊(encysted)或出囊(excysted)狀態，統計數量。此外，為兼顧中

華肝吸蟲調查並善用魚類標本，因此亦將同步檢視中華肝吸蟲囊幼囊體之存在，

因為此吸蟲久知已盛行於台灣淡水水域(Chen et al., 1987; 1988)，同時亦為 100

年疫病爆發時傳媒與民眾誤認之主角，據此彌補本區域從未進行中華肝吸蟲盛

行調查之空白。 

操作步驟如下： 

(1) 鑑別魚種，隨機編號，分別測量其標準長和體重並區分性別。 

(2) 肉眼檢視魚體表和皮下組織是否有後尾動幼蟲形成的囊泡。 

(3) 解剖魚體觀察其口腔、鰓部與肌肉有無囊泡分佈，紀錄其數量及出現部

位。 

(4) 以鑷子挑破囊泡釋出蟲體，選取若干完整蟲體製作染色標本。其餘則冷

凍保存，預備進行後續之分子分類技術鑑定。 

(5) 藉物理性研磨法或人工胃液處理之化學分解法，徹底分解魚肉，以釋出

可能存在之中華肝吸蟲囊幼囊體，收集並計數。 

(6) 分別統計感染盛行率(prevalence，意指所有魚體標本之感染百分比)、平

均感染強度(mean intensity，意指每尾被感染魚體內平均囊幼數量)與平均

豐富度(mean abundance，意指每尾被檢視魚體內平均囊幼數量)。各參數

之完整定義與計算公式如下(Bush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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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the number of hosts infected with 1 or more individuals or a particular parasite 

species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hosts examined for that parasite species. 

Mean intensity:  

the average intensity of a particular species of parasite among the infected 

members of a particular host species.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total number of 

parasites of a particular species found in a sample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hosts 

infected with that parasite. 

Mean abundance:  

the total number of individuals of a particular parasite species in a sample of a 

particular host species divid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hosts of that species 

examined. It is thus the average abundance of a parasite species among all 

members of a particular host population.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2/2)─正式報告書 

 

51 
 

4.2 建立扁彎口吸蟲水庫上下游水域之完整生活史 

根據文獻，扁彎口吸蟲(Yamashita, 1938)之生活史一如其他複殖吸蟲

而極其複雜，簡述如下：終寄主為食魚性之鷺科鳥類，如夜鷺、藍鷺和小

白鷺等；中間寄主有二，第一中間寄主為水生螺類，第二中間寄主則為淡

水魚類，後者寄主專一性低，意即可廣泛感染多種魚種，至今已知草魚、

鰱魚、鯉魚、鯽魚等皆被感染(羅等,1987；邱等, 1999; Dias et al., 2003)。 

目前已知，扁彎口吸蟲在台灣至今僅感染養殖之香魚和泥鰍，而無自

然環境之病例報告，因此 100 年爆發之疫情乃台灣淡水生態系中之首例。

究竟此吸蟲是否已在自然環境中成功建立生活史？或者猶需養殖環境中

其他動物物種之協助？此類疑問有待本計畫解答。 

此外，已知台灣椎實螺可擔任此吸蟲之第一中間寄主，執行過程中將

以其為採集重點，並兼顧此水域中其他水生螺類，以確認或排除在此蟲生

活史中之角色。鷺科鳥類則為此吸蟲之終寄主，寄生部分為其咽部，將尋

求當地獸醫與賞鳥團體之協助，檢視活鳥之咽部或採集死鳥解剖觀察。 

為查明此吸蟲在研究水域之完整生活史，必須廣泛採樣，首先鑑定動

物種類，再逐一解剖或分解以檢視是否感染此吸蟲，並根據幼蟲型態特徵

判別其發育階段，以確認此動物屬於何種寄主角色。操作方式分別介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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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螺類 

本計畫將以逢機檢測方式，利用光照培養法持續檢視多種螺類以

查明此吸蟲知第二中間寄主。 

(1) 將採集的螺類依照外型進行分類，挑出已知為扁彎口吸蟲中間寄

主之台灣椎實螺、小椎實螺，養殖於實驗室中。 

(2) 洗淨螺殼的附著物後，將螺置於 24 孔培養皿中，並將培養皿置

於 25℃恆溫培養箱中進行培養，每日定期將培養皿取出在其上方

10~20 公分固定一盞 13W 燈具，照射培養皿 5 小時，誘使具趨光

性之尾動幼蟲從螺體內釋出(圖 4.2)。 

圖4.2 以光照培養法採集尾動幼蟲。(A)將水螺培養於 24 孔培養皿中，

每孔放入 1 隻；(B)上方照光誘使具趨光性之尾動幼蟲從螺體內釋

出。 

(3) 收集水樣，沉澱濃縮或低速離心獲得釋出之尾動幼蟲。在光學顯

微鏡下觀察其形態特徵並拍照記錄。 

(4) 若有螺隻死亡，則取下消化腺進行分子生物學快速檢測技術進行

檢測，以判斷有無遭受扁彎口吸蟲感染。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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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魚類 

(1) 標本採隨機編號並測量其尾叉長和體重。 

(2) 肉眼檢視魚體表是否有後尾動幼蟲形成的囊泡。 

(3) 解剖魚體觀察其口腔、鰓部與肌肉有無囊泡分佈，紀錄其數量及

出現部位。 

(4) 以鑷子挑破囊泡釋出蟲體，選取若干完整蟲體製作染色標本。 

三、 鳥類 

(1) 以食魚性的鷺科鳥類為主要調查對象。 

(2) 擬尋求當地獸醫、愛鳥協會和荒野協會等團體協助，調查或直接

檢視鳥類喉部有無吸蟲成蟲吸附並採集蟲體，拍照並製作永久性

染色標本。 

 

4.3 扁彎口吸蟲鑑定與分子分類技術建立 

一、 形態學鑑定 

蟲體標本以福馬林溶液固定，而後經過壓片、脫水、染色與封片，製成永

久保存的玻片標本，製作步驟如下所示： 

(1) 標本以 5％福馬林溶液固定一日，先在解剖顯微鏡下觀察挑選完整的蟲

體，以二次蒸餾水清洗數次。將蟲體置於載玻片上，覆上蓋玻片，藉重物

壓片以展平蟲體，如此可增強標本之透光性，有利於觀察照相。 

(2) 以鉀钒胭脂紅(semichon’s carmine)染劑浸泡蟲體 2 小時，再以酸酒精(acidic 

alcohol)進行退染。以解剖顯微鏡觀察退染程度，俟其達到桃紅色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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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染後的蟲體進行脫水程序：70％酒精 30 分鐘→80％酒精 30 分鐘→90％

酒精 30 分鐘→95％酒精 30 分鐘→100％酒精 30 分鐘→100％無水酒精 30

分鐘。 

(4) 脫水完成後，將蟲體置於載玻片上，放入通風櫥中加速酒精揮發，滴入數

滴 creosote 覆蓋蟲體，靜待 30 分鐘使蟲體透明化，而後將 creosote 回收。 

(5) 最後進行封片步驟，利用封片膠 permount 覆蓋蟲體，蓋上蓋玻片後隔夜乾

燥，即完成永久保存之玻片標本。 

(6) 在顯微鏡下觀察蟲體內部構造與型態特徵，對照前人描述以鑑種   

(Feizullaev and Mirzoeva, 1983)，並拍照記錄。 

(7) 鉀钒胭脂紅染劑的儲存溶液(stock solution)配置方法如下：取冰醋酸

(glacial acetic acid)與二次蒸餾水各 2.5 ml 混合，加入 0.5 g carmine 

powder，配成飽和溶液，煮沸後待其冷卻，保存於 4℃。使用時，加入 70

％酒精稀釋至溶液呈現紅色即可。 

二、 扁彎口吸蟲分子分類技術鑑定 

分子分類技術首先奠基於確認型態特徵之蟲體，新鮮幼蟲雖未經固定、壓

片與染色，但仍足以和經上述過程製出之 whole mount 標本相比對，之後經液

態氮迅速冷凍，壓碎研磨，以套裝試劑萃取其 DNA，作為聚合酶連鎖反應(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之模版。   

本計畫參考前人研究(Dzikowski et al., 2004)，基於基因庫 NCBI Accession 

Number AY245701 序列並利用軟體 Primer Premier 5 設計出本吸蟲小單位核醣

體 DNA (SSU rDNA, small subunit ribosomal DNA)之專一性引子對，分別命名

為 18S_404-F 和 18S_40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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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產物純化後進行定序並與同科吸蟲之序列比對分析。彎口科彎口吸

蟲屬之外緣彎口吸蟲(C. marginatum)在台灣雖尚無紀錄報告，但其型態與扁彎

口吸蟲相似且亦以淡水魚類為第二中間寄主，因而亟需確認蟲種。 

操作步驟如下： 

(1) 萃取黃吸蟲基因體 DNA 

1) 標本放入預冷於-20℃的研缽當中，加入液態氮後磨碎，而後加入 5 倍體積

之 L 15 培養液，研磨均勻後，在 4℃下以轉速 10,000 rpm 離心 10 分鐘。 

2) 取 200 μl 的上清液加入 1070 μl 的 DNA extraction buffer 與 150 μl 的氯仿/

異丙醇(24：1)溶液並混合均勻，而後置於冰上 15 分鐘，在 4℃下以 13,000 

rpm 離心 15 分鐘。 

3) 取 700 μl 的上清液加入 150 μl 的氯仿/異丙醇(24：1)溶液並混合均勻，在 4

℃下以 13,000 rpm 離心 15 分鐘，取 600 μl 的上清液加入 600 μl 的異丙醇

並混合均勻，存放於-20℃靜置 16 小時。 

4) 在 4℃下以 13,000 rpm 離心 30 分鐘，倒掉上清液，再加入 1 ml 70％酒精，

經 4℃下 13,000 rpm 離心 15 分鐘後，倒掉上清液，將沉澱物乾燥於 65℃下

10 分鐘，最後回溶於 50 μl 的二次蒸餾水，保存於-20℃冰箱中備用。 

5) DNA extraction buffer 配方如下，20 ml 4M GTC buffer 混合 20 ml pH 4.9 acid 

phenol 與 2.8 ml 3M pH 7 的醋酸鈉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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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扁彎口吸蟲 18S ribosomal DNA 專一性引子對設計 

參考 NCBI Accession Number: AY245701 序列(Dzikowski et al., 2004)，利

用市售軟體 Primer Premier 5，設計包含 18S_404 ribosomal gene (SSU rDNA, 

small subunit ribosomal DNA)的專一引子對，分別命名為 18S_404-F 與

18S_404-R，其序列如下： 

18S_404-F 5’-CAAACGAGGCTCCGTAATTC-3’ 

18S_404-R 5’-CTGTGGGCCTGAAAATTCTT-3’ 

(3) 聚合酶連鎖反應（PCR） 

1) 將下表各項反應液加入 200 μl 微量離心管中 

  名稱                濃度       體積(μl)    

  Taq Master Mix RED                    

  18S-F                                 

  18S-R                                   

  DNA sample                              

  dd H2O                                  

  Total                              50 

2) 將各項反應液混合均勻後，放入 PCR 機器內，反應條件為： 

(a)Denaturation：95℃ 5 分鐘。 

(b)Annealing：(95℃ 30 秒、55℃ 30 秒、72℃ 30 秒) × 35 循環。 

(c)Extension：72℃ 5 分鐘。 

1X             

10 μM           

10 μM           

100 ng/μl                

                

25             

1       

1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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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 5 μl PCR 產物，以 1.5％ agarose gel、100V 電壓進行膠體電泳確認產

物大小，預期產物大小為 404 bp。 

(4) 扁彎口吸蟲 18S ribosomal DNA 純化與定序 

PCR 產物進行膠體電泳後，將約 404 bp 的片段自膠體中切下，並送至生

技公司進行定序。 

(5) 核酸序列之比對與分析 

將定序結果之核酸序列，利用 NCBI 網站上的 BLAST Nucleotide- 

nucleotide BLAST 進行相似度比對，以確認為扁彎口吸蟲(Clinostomum 

complanatum)，同時與彎口科彎口吸蟲屬且型態相似之外緣彎口吸蟲(C. 

marginatum )區別。 

 

 

 

 

http://www.ncbi.nlm.nih.gov/BLAST/Blast.cgi?CMD=Web&LAYOUT=TwoWindows&AUTO_FORMAT=Semiauto&ALIGNMENTS=50&ALIGNMENT_VIEW=Pairwise&CLIENT=web&DESCRIPTIONS=100&ENTREZ_QUERY=%28none%29&EXPECT=10&FILTER=L&FORMAT_OBJECT=Alignment&FORMAT_TYPE=HTML&NCBI_GI=off&PAGE=Nucleotides&PROGRAM=blastn&SERVICE=plain&SET_DEFAULTS.x=34&SET_DEFAULTS.y=8&SHOW_OVERVIEW=on&END_OF_HTTPGET=Yes&SHOW_LINKOUT=yes&GET_SEQUENCE=yes&NEW_VIEW=yes&SEARCH_NAME=bn
http://www.ncbi.nlm.nih.gov/BLAST/Blast.cgi?CMD=Web&LAYOUT=TwoWindows&AUTO_FORMAT=Semiauto&ALIGNMENTS=50&ALIGNMENT_VIEW=Pairwise&CLIENT=web&DESCRIPTIONS=100&ENTREZ_QUERY=%28none%29&EXPECT=10&FILTER=L&FORMAT_OBJECT=Alignment&FORMAT_TYPE=HTML&NCBI_GI=off&PAGE=Nucleotides&PROGRAM=blastn&SERVICE=plain&SET_DEFAULTS.x=34&SET_DEFAULTS.y=8&SHOW_OVERVIEW=on&END_OF_HTTPGET=Yes&SHOW_LINKOUT=yes&GET_SEQUENCE=yes&NEW_VIEW=yes&SEARCH_NAME=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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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結合環境因子與扁彎口吸蟲感染參數以研擬預估模型 

寄生蟲疫病爆發之關鍵在於反向或負面之「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意指遭

逢暖冬和枯水期，水體量少以致幼蟲單位密度變高；地利是指原本流動之河水

形成分隔獨立之暫時性池塘，以致幼蟲和魚類之比例劇增，極度提高接觸感染

之機率；人和(魚和)則指魚群因隔離而聚集某處水體，若該處有幼蟲存在則將

導致嚴重之感染，感染盛行率高達百分之百以及一條溪魚感染百餘個幼蟲，亦

非罕見之事。 

100 年 1 月，後池堰下游水域爆發溪魚嚴重感染扁彎口吸蟲之疫情，時值

枯水期，病魚主要來自暫時孤立隔絕於主流之小池塘，僅有極少量溪水流入。

基於前述對疫情爆發之評估以及前人研究(Ogawa et al., 2004)，推測環境因子

應為關鍵因素之ㄧ，因此亟需檢索或自行測量氣溫、水溫、流速與水位高低等

此水域之天候、水質與水文等相關數據。經與調查魚類和螺類之吸蟲感染參數

綜合比較分析，應可推論環境因子與感染寄生蟲之相關性，並研擬預估模型，

以提前防範與因應。 

因此本計畫擬進行下列工作，以闡明水質與水文因素對疫病之效應，並建

構預估疫病爆發之模型： 

(1) 整合統計各月份吸蟲之感染參數，尤鎖定冬季枯水期和夏季豐水期數

據。 

(2) 以自行記錄並引用北水局有關三民溪和湳仔溝溪水質與水文資訊。 

(3) 針對感染較為嚴重之魚種與水質水文因素進行比對分析。 

(4) 以計畫調查結果為基礎，針對感染盛行率和平均感染強度最高之三民溪

和湳仔溝溪，綜合分析魚類各感染參數與環境因子之相關性，進而研擬

疫病爆發之預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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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溪魚食用安全性之驗證 

由於本吸蟲業經報告可引起人畜共通之扁彎口吸蟲咽喉炎(Chung et al., 

1995; Park et al., 2009)，本計畫採用實驗驗證法，測試兩項假說: (一)泰雅族

傳統醃製法已足以殺死吸蟲幼蟲，(二)魚體對入侵幼蟲形成之結締組織包囊

對抗傳統醃製法具備保護作用。方法如下： 

(1) 由野外採集遭受扁彎口吸蟲感染之魚類，暫時飼養於實驗室內，確保魚

隻存活。 

(2) 犧牲魚隻，切下含有完整囊體的魚肉做為實驗組。 

(3) 以鑷子挑破扁彎口吸蟲囊體，釋出囊泡中之囊狀幼蟲，作為對照組。 

(4) 蟲體自然耐受性實驗：將上述兩種狀態之幼蟲分別培養於生理鹽水中，

每日觀察並紀錄其存活時間以及最後死亡時間。每組進行三重覆，統計

各組間是否出現顯著差異。 

(5) 食品安全實驗：將上述兩種狀態之幼蟲利用米飯及食鹽包覆後放入塑膠

培養皿，以封口膜(parafilm)密封醃製並放置於陰涼處，以模擬泰雅族醃

製傳統食物“tmmanquleh”之製程環境。 

(6) 依製程每日開封，觀察紀錄其存活個體數以及最後死亡時間。每組進行

三重覆，統計各組間是否出現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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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公共衛生調查 

水庫上下游流域經常有居民洗滌物品、涉水以及釣客或遊客活動，接觸水

體時，水域中螺類釋出之尾動幼蟲，在尋覓人類以外動物之適當終寄主過程中，

亦可能逢機鑽入人體。幼蟲雖侷限於皮下組織，終而死亡而不致繼續發育，但

此過程可導致人體皮膚紅腫出疹等過敏性皮膚炎症狀，即俗稱之「水癢」(water 

itch)或「游泳者之癢」(swimmer’s itch)。 

文獻記載顯示，導致游泳者之癢的病原雖以寄生水鳥之血吸蟲類為主，尚

無扁彎口吸蟲之病例，但由於上年度計畫已發現，此水域中除扁彎口吸蟲尾幼

外，另普遍存在多種吸蟲尾幼，同時爲善用研究資源，遂擬同步查明此疑慮。 

本計畫擬透過實地訪查或電話，針對水域附近 3 間衛生所及 25 間診所進

行調查，以了解在水庫上下游流域附近之居民、釣客或戲水者罹患水癢的情況。

訪查項目將依據自行設計之制式訪談紀錄表(附錄七)，以獲得一致且完整之資

訊。 

訪查之初將主動提供相關文獻與圖片，協助醫護人員參照了解；同時建立

通訊聯絡資料，以利接獲通報或不定期查詢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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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度工作報告撰寫、印製及簡報 

本計畫應於履約期限 103 年 12 月 15 日前提送正式報告書（含中英文摘

要）及含成果資料光碟各 20 份；相關資料及技術辦理轉移。且須配合北水局

需要提送本計畫相關之中英文稿件；於履約期限截止後，仍須配合北水局後續

業務推展需求，再增提送報告或延續計畫書內容，提送審議、評析或研討、發

表等事宜。 

一、報告編輯撰寫。自決標日起 30 日內，受託廠商須提送工作執行計畫書(期

初報告)20 份，並由北水局審核並召開審查會議。 

二、受託廠商於工作執行期間，須依雙方契約之規定，分階段提送工作報告 20

份(分為期中、期末報告)，經北水局審核並召開簡報會議；另雙方得視實

際需要，召開工作會報。 

三、本計畫自決標日起至 103 年 12 月 15 日止，含完成期末報告審查、

修正及交付成果報告書經北水局審核完成後，且無待解決事項止，

由廠商依擬妥之工作進度確實依限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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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監測集水區庫區與後池堰下游水域魚類感染吸蟲疫情 

5.1 雪霧鬧溪 

雪霧鬧溪魚類採樣係以前一日放置蛇籠或蝦籠，次日回收方式進行，並配

合當地居民進行作業(圖 5.1)。 

圖5.1 雪霧鬧溪採樣圖。(A)採集樣本資料紀錄，(B)當地居民進行魚類復

育作業。 

至今採獲臺灣石賓(Acrossocheilus paradoxus)、台灣鏟頷魚(Onychostoma 

barbatula)、台灣纓口鰍(Crossostoma lacustre)及臺灣鬚鱲(Zacco barbata)四種

魚類，樣本數量總計達 374 尾 (表 5.1)；經解剖檢視，所有標本均無任何寄生

蟲感染(圖 5.2)。台灣鏟頷魚樣本數之所以高達 273 尾係由於 102 年 3 月份乾

旱缺水，雪霧鬧溪河道僅剩小支流，於採樣當日觀察到水流逐漸枯竭情況，而

群集於小水塘中之台灣鏟頷魚亦淪於乾旱環境，遂一次採獲 190 尾樣本，爾後

則無相似狀況。 

A B 

103.8.29 10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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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纓口鰍 85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273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15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圖5.2 雪霧鬧溪樣本解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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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湳仔溝溪 

湳仔溝溪主要配合百吉社區當地居民共同進行調查，並以陷阱法進行採樣

(圖 5.3)。 

圖5.3 湳仔溝溪採集魚類樣本。(A)收蝦籠；(B)捕獲之魚類樣本。 

至今採獲共計 11 種 226 尾魚類樣本，包含鯉科魚類 10 種，即：台灣石賓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鯉魚(Cyprinus carpio)、唇䱻(Hemibarbus labeo)、

羅漢魚(Pseudorasbora parva)、台灣鏟頷魚(Onychostoma barbatula)、革條田中

鰟鮍(Tanakia himantegus)、平頷鱲(Zacco platypus)、粗首鱲(Z. pachycephalus)

以及台灣鬚鱲(Z. barbata)，慈鯛科魚類 1 種：吉利慈鯛(Tilapia zillii)等，蝦虎

科魚類 1 種：明潭吻蝦虎(Rhinogobius candidianus) (圖 5.4)。 

上述標本中共有 51 尾遭受扁彎口吸蟲囊幼感染，均屬於鯉科魚類，計有

臺灣石賓、鯉魚、唇䱻、臺灣鬚鱲、臺灣鏟頷魚、粗首鱲及平頷鱲 7 種，其中

A 

103.4.21 103.8.2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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鯉魚僅有 1 尾樣本且遭感染，感染盛行率為 100%。其他魚種之感染參數依感

染盛行率排序如下：粗首鱲，盛行率為 71.4%，平均感染強度為 7 隻囊幼/魚，

平均豐富度為 5 隻囊幼/魚；平頷鱲，感染盛行率為 37.5%，平均感染強度為

4.3 隻囊幼/魚，平均豐富度為 1.6 隻囊幼/魚；臺灣石賓，感染盛行率 27.9%，

平均感染強度 6 隻囊幼/魚，平均豐富度 1.7 隻囊幼/魚；臺灣鏟頷魚，感染盛

行率 20%，平均感染強度 1 隻囊幼/魚，平均豐富度 0.2 隻囊幼/魚；臺灣鬚鱲，

感染盛行率 18%，平均感染強度 3 隻囊幼/魚，平均豐富度 0.5 隻囊幼/魚(表

5.2)。 

此外，所有魚類標本皆未發現中華肝吸蟲囊幼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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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湳仔溝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61 17 102 27.9  6.0 1.7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鯉魚 1 1 14 100  14.0 14.0 

Cyprinus carpio       

 鯽魚 2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唇䱻 8 1 1 12.5  1.0 0.1  

Hemibarbus labeo       

 羅漢魚 32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台灣鏟頷魚 5 1 1 20.0 1.0 0.2  

Onychostoma barbatula       

明潭吻蝦虎 1 0 0 0 0 0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革條田中鰟鮍 4 0 0 0 0 0 

Tanakia himantegus       

吉利慈鯛 4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平頷鱲 40 15 64 37.5 4.3 1.6 

Zacco platypus       

 粗首鱲 7 5 35 71.4 7.0 5.0 

Zacco pachycephalus        

 台灣鬚鱲 61 11 29 18.0  3.0 0.5  

Zacco bar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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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湳仔溝溪魚類遭扁彎口吸蟲囊幼感染。(A)待解剖樣本，(B) 臺灣石

賓鰓部遭扁彎口吸蟲囊幼寄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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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三民溪 

魚類採集方式為定點放置蝦籠以及在夜間利用手抄網進行捕捉。蝦籠採集

方式為在前一日選擇 5 至 6 個定點放置，在蝦籠裡放置熟米飯加粉狀飼料之

誘餌並加入石塊以協助定位，次日回收，間採集則是在晴朗夜晚帶上頭燈後，

利用手抄網採集於淺灘中歇息的魚類；水生螺類則以徒手方式進行採集，選擇

蝦籠置放點附近水淺且水流緩慢處(圖 5.5)。而利用光照法及分子生物學檢測

法檢視今年度調查之螺類標本，尚未檢出任何複殖吸蟲之尾動幼蟲。而今年 5

月份由於遭逢梅雨鋒面，溪水湍急，因此難以進行採樣。 

圖5.5 三民溪夜間採集作業圖。(A) 攜帶水桶及打氣設備維持魚隻活力，(B)

以頭燈和手抄網進行魚類採集。 

至今從三民溪採獲 10 種 317 尾魚類樣本，包含鯉科魚類 7 種：台灣石賓、

鯽魚(Carassius auratus)、唇䱻(Hemibarbus labeo)、臺灣鏟頷魚、台灣鬚鱲、粗

首鱲及平頷鱲，鮠科魚類 1 種：脂鮠(Leiocassis adiposalis)，慈鯛科魚類 1 種：

吉利慈鯛(Tilapia zillii)以及蝦虎科魚類 1 種：明潭吻蝦虎。其中以平頷鱲的盛

A B 

103.7.21 1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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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率達 94%為最高，但樣本數僅 18 尾；而台灣石賓的感染最為嚴重，71 尾台

灣石賓之感染盛行率達 53.5 %，平均感染強度為 12 個囊幼/魚(表 5.3)；感染

強度最高者為 102 年 5 月份樣本，平均感染強度高達 38.2 個囊幼/魚，其中一

尾石賓魚體內總計檢獲 150 個囊幼。囊幼廣泛感染石賓各部位，遍佈於其下

頜、頰部和胸部之皮下組織、鰓腔、肌肉與口腔內，而平頷鱲及粗首鱲等其他

魚種則集中在下頷與口腔中(圖 5.6)。所有魚類皆未發現中華肝吸蟲囊幼感染。 

表5.3 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囊幼之感染參數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71 38 455 53.5  12.0 6.4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鯽魚 1 1 1 100  1.0 1.0 

Carassius auratus       

 唇䱻 4 3 39 75.0 13.0 9.8  

Hemibarbus labeo       

脂鮠 2 0 0 0  0  0  

Leiocassis adiposalis       

台灣鏟頷魚 2 1 19 50.0 19.0 9.5  

Onychostoma barbatula       

明潭吻蝦虎 1 0 0 0  0  0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吉利慈鯛 2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台灣鬚鱲 172 20 417 11.6  20.9  2.4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18 17 130 94.4  7.6  7.2  

Zacco platypus       

 粗首鱲 44 17 119 38.6  7.0 2.7  

Zacco pachycep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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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三民溪魚類解剖圖。(A)三民溪魚類樣本，(B)粗首鱲口腔內部囊體明

顯可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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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庫區 

庫區魚類標本來源為清華大學曾晴賢教授團隊和庫區捕撈業者，計有 14

種 252 尾魚類樣本，其中包括 12 種鯉科魚類：鳙、鯽魚、鯁魚、鯉魚、圓吻

鯝、翹嘴紅鮊、唇䱻、䱗條、青魚、平頷鱲及粗首鱲；1 種鮠科魚類：脂鮠；

1 種慈鯛科魚類：吉利慈鯛。經檢視全部未遭扁彎口吸蟲囊幼感染(表 5.4)。  

庫區魚類標本之採集，雖承蒙石門水庫管理中心翁副工程司榮章先生介紹

大壩與阿姆坪兩處水庫捕撈業者協助，原已協商每月提供標本，然而因其平日

作業繁忙或條件不適合等因素，執行進展極不理想，僅 102 年度前往庫區產銷

班親訪洽談合作時採購一次樣本，而在 103 年度初獲得大壩作業區之業者范

先生提供 2 次樣本(表 5.5)。而 102 年度慷慨分享樣本之曾晴賢教授團隊，103

年度仍依承諾繼續分享春夏兩季魚類樣本(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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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庫區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囊幼之感染參數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鳙 18 0 0 0 0 0 

Aristiehthys nobilis       

鯽魚 30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104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草魚 1 0 0 0 0 0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鯉魚 7 0 0 0 0 0 

Cyprinus carpio       

圓吻鯝 13 0 0 0 0 0 

Distoechodon turmirostris       

翹嘴紅鮊 27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25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䱗條 9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脂鮠 1 0 0 0 0 0 

Leiocassis adiposalis        

青魚 1 0 0 0 0 0 

Mylopharyngodon piceus       

吉利慈鯛 8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平頷鱲 2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粗首鱲 6 0 0 0 0 0 

Zacco pachycep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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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庫區魚類樣本感染扁彎口吸蟲囊幼之感染參數(庫區產銷班) 

103 年 10 月庫區魚類(產銷班)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6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鯽魚 6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7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鯉魚 1 0 0 0 0 0 

Cyprinus carpio       

翹嘴紅鮊 5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吉利慈鯛 4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脂鮠 1 0 0 0 0 0 

Leiocassis adiposalis             

 

102 年 10 月庫區魚類(產銷班)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00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鯽魚 7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3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圓吻鯝 3 0 0 0 0 0 

Distoechodon turmirostris       

翹嘴紅鮊 1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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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產銷班提供之樣本數據已合併統計於表 4.4。 

 

 

 

 

 

 

 

103 年 1 月庫區魚類(產銷班)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1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鯽魚 2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5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草魚 1 0 0 0 0 0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鯉魚 5 0 0 0 0 0 

Cyprinus carpio       

青魚 1 0 0 0 0 0 

Mylopharyngodon piceus       

吉利慈鯛 2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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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庫區魚類樣本解剖。(A)清大曾晴賢教授團隊分享之大頭鰱樣本，(B) 

清大曾晴賢教授團隊分享之鯽魚、曲腰魚及粗首鱲樣本。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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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後池堰下游 

由於在後池堰下游處之採樣係以垂釣方式進行(圖 5.8)，而釣點常受雨後

水量影響而改變，且池堰下游水量受天候影響甚大，在 102 年 5 月及 103 年 5

月均遭受梅雨鋒面影響降雨量劇大，因此導致梅雨季時，後池堰下游溪水暴漲

而不利於採樣。 

圖5.8 後池堰下游進行採樣。(A)以垂釣方式進行採樣，(B)檢視是否有螺類

存在。 

而至今於此處共計採獲 3 科 16 種共計 563 尾魚類樣本，其中包含鯉科魚

類 14 種：臺灣石賓、鯽魚、鯉魚、圓吻鯝、翹嘴紅鮊、唇䱻、䱗條、羅漢魚、

臺灣細鯿、大眼華鯿、革條田中鰟鮍、臺灣鬚鱲、粗首鱲及平頷鱲，蝦虎科魚

類 1 種：明潭吻蝦虎，慈鯛科魚類 1 種：吉利慈鯛 (表 5.5)。遭扁彎口吸蟲囊

幼感染者均為鯉科魚類，計有臺灣石賓、唇䱻、臺灣鬚鱲及平頷鱲等 4 種。 

唇䱻之感染盛行率雖達到最高值 20%，但樣本數僅 5 隻。其他遭感染的

三魚種中，感染較嚴重者為粗首鱲，感染盛行率 10%，平均感染強度 50.1 隻

A B 

103.3.28 10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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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幼／魚，平均豐富度 5.01 隻囊幼／魚。在 103 年 10、11 月份時，分別檢獲

感染強度高達 130、174 隻囊幼／魚之粗首鱲各一隻，為計畫調查執行期間感

染最嚴重者(圖 5.9)。 

至今所有魚類皆未發現中華肝吸蟲囊幼感染。 

圖5.9 後池堰下游魚類解剖圖。(A)待解剖之粗首鱲及平頷鱲等魚種，(B)待

解剖之大眼華鯿及䱗條等魚種，(C)尾柄、臀鰭基部遭吸蟲嚴重感染之

粗首鱲，(D)遭吸蟲嚴重感染之粗首鱲下頷。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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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後池堰下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感染參數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32 1 1 3.1  1.0 0.03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鯽魚 22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鯉魚 1 0 0 0 0 0 

Cyprinus carpio       

 圓吻鯝 6 0 0 0 0 0 

Distoechodon turmirostris       

翹嘴紅鮊 1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5 1 4 20  4.0 0.80 

Hemibarbus labeo        

 䱗條 104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羅漢魚 2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台灣細鯿 2 0 0 0 0 0 

Rasborinus formosae       

 明潭吻蝦虎 7 0 0 0 0 0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大眼華鯿 20 0 0 0 0 0 

Sinibrama macrops        

 革條田中鰟鮍 1 0 0 0 0 0 

Tanakia himantegus       

吉利慈鯛 16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台灣鬚鱲 122 1 1 0.8  1.0 0.01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152 8 14 5.3  1.8 0.09  

Zacco platypus        

粗首鱲 70 7 351 10  50.1 5.01  

Zacco pachycephalus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2/2)─正式報告書 

 

79 
 

第六章 建立扁彎口吸蟲在水庫上下游水域之完整生活史 

6.1 螺類樣本 

扁彎口吸蟲(Clinostomum complanatum Rudolphi, 1814)實為人類久知之淡

水生態系成員，其命名、分類與描述至今已近兩百年。扁彎口吸蟲具備複殖吸

蟲中最複雜之生活史，需依序寄生於水生軟體動物、魚類和鳥類等三類寄主，

方可完成其生活史。 

目前已知臺灣椎實螺(Redix swinhoei)為其第一中間寄主(Lo et al., 1987)。

在本計畫調查期間共計檢測 6 種 1119 隻螺類樣本；在第一年(102 年)調查時，

即確實觀測到自釋出之扁彎口吸蟲尾動幼蟲，雖僅有一隻台灣椎實螺釋出，但

已可確定在水庫上下游流域中臺灣椎實螺確實為扁彎口吸蟲第一中間寄主。而

在第二年(103 年)調查時，亦觀測到第二隻臺灣椎實螺釋出扁彎口吸蟲尾動幼

蟲(圖 6.1)。而兩年內之螺類感染參數及調查結果如下(表 6.1, 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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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由臺灣椎實螺釋出之扁彎口吸蟲尾動幼蟲型態圖。(A)經照光後釋出於

培養盤中之尾動幼蟲，(B)扁彎口吸蟲之叉尾形尾動幼蟲，(C)扁彎口吸

蟲尾動幼蟲構造圖，重要構造有：1.前穿越器，2.食道，3.眼點，4.穿越

腺，5.腹吸盤細胞團，6.生殖腺細胞團，7.排泄管，8.尾部。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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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臺灣椎實螺感染扁彎口吸蟲尾幼之感染參數 

螺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臺灣椎實螺 1088 2 40 0.2  20  0.04  

Radix swinhoei             

 

表6.2 計畫期間螺類調查記錄 

日期 種類 採集數量 釋出尾幼 尾幼數量 

1021121 圓田螺 2 0  

1021121 綱蜷 10 0  

1021121 臺灣椎實螺 131 1 4 

1021121 川蜷 14 0  

1021121 石田螺 2 0  

1021121 瘤蜷 3 0  

1030829 臺灣椎實螺 58 0  

1030910 臺灣椎實螺 121 0  

1030917 臺灣椎實螺 97 0  

1030930 臺灣椎實螺 132 0  

1031003 臺灣椎實螺 141 0  

1031007 臺灣椎實螺 80 1 36 

1031017 臺灣椎實螺 83 0  

1031022 臺灣椎實螺 124 0  

1031028 臺灣椎實螺 1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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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魚類樣本 

魚類樣本針對雪霧鬧溪、三民溪、湳仔溝溪、庫區及後池堰下游五處調查

至今，共計採集檢測 23 種魚類總數 1732 尾，其中鯉科魚類計 19 種、平鰭鰍

科 1 種、鮠科 1 種、蝦虎科 1 種及慈鯛科 1 種。僅有三民溪、湳仔溝溪及後池

堰下游三處檢驗出扁彎口吸蟲感染，且遭受感染之魚類均為鯉科魚類，共計

166 尾，總蟲數 1797 隻(表 6.3)，各月份採樣結果見附錄五。 

表6.3 計畫執行期間各採樣點魚類樣本感染參數 

調查區域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雪霧鬧溪 374 0 0 0 0 0 

湳仔溝溪 226 51 246 22.6  4.8  1.1  

三民溪 317 97 1180 30.6  12.2  3.7  

庫區 252 0 0 0 0 0 

後池堰下游 563 18 371 3.2  2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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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鳥類樣本 

已知食魚性鷺科鳥類為扁彎口吸蟲之終寄主，而在三民溪、湳仔溝溪以及

後池堰下游亦多次目擊有鷺科鳥類駐足捕食魚類(由於趨近即驚飛，以至未能

拍照紀錄)。而為順利進行鳥類樣本調查，本團隊於 103 年 4 月份起已持續接

洽桃園縣野鳥協會及桃園地區數家獸醫院，以期獲得鳥類樣本與相關資訊。 

然由於鳥類樣本無法輕易捕捉，且研究期間亦無民眾捕獲傷鳥後送至地方

獸醫院或鳥會，因此雖經電訪及親訪方式進行訪談溝通(見附錄十三)，但因大

溪、龍潭地區之獸醫院醫師均表示多年來少有鳥類患畜，即使有接觸亦是多年

前之經驗，而近年來都完全沒有鳥類患畜前來看診。 

基於獸醫、鳥會等機構多為被動等待樣本，因此在綠色陣線協會林長茂先

生協助與陪同下，拜會林務局。由該局國會聯絡人林香歷小姐安排而與保育科

官員當面溝通，要求協助採集樣本；而後應要求，正式行文請求協助。林務局

卻來電告知鷺科鳥類非保育類，因此歸地方政府管轄而非林務局，而桃園縣政

府方面則表示不需任何申請即可採補，然而雖經努力但仍無法順利取得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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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立扁彎口吸蟲分子分類技術 

7.1 建立分子分類法並檢驗其專一性 

從感染扁彎口吸蟲(Clinostomum complanatum)之魚體分離出囊幼，萃取其

基因體 DNA，利用自行設計之引子對 18S_404-F 與 18S_404-R 進行聚合酶

連鎖反應(PCR)。此引子對設計之目的係為區分同屬卻易混淆之扁彎口吸蟲和

外緣彎口吸蟲 (C. marginatum)，前者為導致 2011 年後池堰下游溪魚爆發疫病

之主角，後者則為相近之型態種。針對二者之 18S ribosomal DNA 中差異最

大、共計 20 個不同核苷酸的片段所設計。 

利用此引子對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PCR)，增幅之產物經 1.5％膠體電泳

分析，結果顯示：以採自平頜鱲、鯽魚和台灣石賓體內之囊幼基因體 DNA 作

為 PCR 模版，皆可成功增幅出長約 404 bp 之片段。而以照光培養和壓片鏡檢

雙重檢驗皆未檢獲幼蟲之螺類作為陰性對照組，萃取其消化腺和腹足基因體

DNA 進行反應則未增幅出此一產物(圖 7.1)，由此可見此引子對之專一性與

PCR 操作條件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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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以 1.5％膠體分析 PCR 產物之電泳圖。DNA 樣本分別萃取於 Lane 1：

平頜鱲體內囊幼，Lane 2：台灣椎實螺消化腺(三民溪)，Lane 3：台灣椎

實螺腹足(三民溪)，Lane 4：台灣椎實螺消化腺(湳仔溝溪)，Lane 5：台

灣椎實螺腹足(湳仔溝溪)，Lane 6：H2O control。M: 100 bp DNA 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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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核酸序列比較 

將 PCR產物送至生技公司定序，所得序列(圖 7.2)與NCBI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記錄之彎口科吸蟲 18S ribosomal DNA 片段進

行相似度比較，發現其與扁彎口吸蟲相似性達 99.8％，僅有一個核苷酸不同；

而與其他彎口吸蟲屬 (Clinostomum spp.)吸蟲，譬如外緣彎口吸蟲 (C. 

marginatum)、皮膚彎口吸蟲(C. cutaneum)和鸕鶿彎口吸蟲(C. phalacrocoracis)

之相似度分別為 96.8％、96.5％與 96％ (表 7.1)，此 DNA 序列已登錄於 NCBI 

資料庫。由以上分子生物方面的證據確認所採集的吸蟲為扁彎口吸蟲。 

至今尚未檢出陽性反應，正繼續擴大篩檢中。 

 

CAAACGAGGCTCCGTAATTCGAATGAGTACAATTTAAATCCTTTAACGAG

GACCAATTGGAGGGCAAGTCTGGTGCCAGCAGCCGCGGTAACTCCAGC

TCCAAAAGCGTATATTAAAGTTGCTGCAGTTAAAAAGCTCGTAGTTGGAT

CTGGGTTGTGCGTTCACGCGCCTTTACTTGTCTGTCAGACTTGGTCAATG

CCTTGGCTGATGTTCAAATAGGTGTAGTGGGCGTGCTGCCTTTCAGCCGT

GTCTGTGTAAACGGGTGCTGACTGGGTTGATGAGCTTGTCTTGTTAACCT

GTTGGCATGCTTCTAGATGCCCTTTACCGGGTGTCGGGAGCGGACGGCAT

CTTTACTTTGAACAAATTTGAGTGCTCAAAGCAGGCCTGTGGGCCTGAA

AATTCTT 

圖7.2 PCR 產物之 DNA 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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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比對 PCR 產物與其他彎口屬吸蟲之 18S 核醣體 DNA 序列 

    彎口吸蟲屬吸蟲種類          序列相似度(%)       缺失(Gaps) 

                                                     

                                                   

                                                      

 

 

 

 

 

Clinostomum complanatum   

Clinostomum marginatum 

Clinostomum cutaneum 

Clinostomum phalacrocoracis 

99.8   

96.8  

96.5 

96.0 

1/402 bp 

2/404 bp 

1/403 bp 

1/403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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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分析水文資訊與扁彎口吸蟲感染參數之相關性 

8.1 水文資訊 

本監測研究採樣地點為水庫上下游流域中上游區域的雪霧鬧溪、三民溪、

湳仔溝溪、水庫庫區及後池堰下游，其中由於水庫庫區為不定期檢測魚類樣本，

因此並未進行水文環境監測，而針對雪霧鬧溪、三民溪、湳仔溝溪則進行了水

溫、流速之紀錄，後池堰下游則以行政院環保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之官

方水溫數據進行探討(圖 8.1)。 

102 年度夏季豐雨，颱風頻繁，導致作業難度增加，而 103 年度 5 月份因

梅雨鋒面來襲，雨量過大，因此除了雪霧鬧溪能夠進行採樣紀錄外，其他地區

難以進行作業，而在 7、8 月份時，由於山區連日降雨因此雪霧鬧溪亦無法順

利作業。 

水文資訊調查結果顯示自 102 年 3 月至 103 年 11 月為期 21 個月之監測

研究中，雪霧鬧溪平均水溫為 16.9℃，平均流速為 0.7m/sec；三民溪平均水溫

為 21.8℃，平均流速為 0.01 m/sec；湳仔溝溪平均水溫為 22℃，平均流速為 0.5 

m/sec；後池堰下游平均水溫為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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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 水庫上下游流域監測採樣地點之水溫與流速變化圖。(A)雪霧鬧溪、湳

仔溝溪、三民溪及後池堰下游之水溫變化圖；(B)雪霧鬧溪、湳仔溝溪

及三民溪流速變化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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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水文狀況與感染參數相關性分析 

針對三民溪、湳仔溝溪及後池堰下游進行水溫、流速與感染參數間之

Pearson 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表 8.1)，分析結果如下： 

1. 三民溪 

結果顯示在三民溪水域，水溫與感染盛行率(r= -0.43)、平均感染強度

(r= -0.31)、吸蟲強度(r=-0.44)及平均豐富度(R=-0.55)均為中度負相關，流

速部份則與吸蟲強度(r=0.02)、與盛行率(r=0.23)、平均感染強度(r= 0.04)

及平均豐富度(r=0.13)均為低度正相關。然各參數兩兩相較之 p>0.05，因

此不具顯著相關性。可見在三民溪水文狀況與感染情形無關。 

2. 湳仔溝溪 

在湳仔溝溪水域，水溫與吸蟲強度(r=-0.05)、平均感染強度(r=-0.27)、

感染盛行率(r=-0.16)及平均豐富度(r=-0.3)均為低度負相關，流速部分則與

盛行率(r=0.32)為中度正相關，而與吸蟲強度(r=0.08)、平均感染強度(r=-

0.05)及平均豐富度(r= 0.04)均為低度正相關。然各參數兩兩相較之 p>0.05，

因此不具顯著相關性。顯示在湳仔溝溪水文狀況與感染情形無關。 

3. 後池堰下游 

後池堰下游水域，水溫與吸蟲強度(R=0.48)、感染盛行率(R=0.49)、

平均感染強度(R= 0.45)及平均豐富度(R= 0.47)均為中度正相關。然各參數

兩兩相較之 p>0.05，因此不具顯著相關性。可見在後池堰下游水文狀況與

感染情形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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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三處水域水溫、流速與感染參數之相關性分析 

水域 參數 吸蟲強度 感染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三民溪 
水溫 -0.44 -0.43 -0.31 -0.55 

流速 0.02 0.23 0.04 0.13 

湳仔溝溪 
水溫 -0.05 -0.16 -0.27 -0.3 

流速 0.08 0.32 -0.05 0.04 

後池堰下游 水溫 0.48 0.49 0.45 0.47 

8.3 扁彎口吸蟲疫病爆發預測模型製作 

收集研究期間之完整數據後經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三民溪、湳仔溝

溪、後池堰下游之水文條件(水溫、流速)與感染參數(吸蟲強度、感染盛行

率、平均感染強度、平均豐富度)之間完全沒有任何相關性，顯示吸蟲疫

病與水溫、流速完全無關。 

由於疫病爆發預測模型係為時間序列之模型，故本團隊原定選擇自

迴歸模型 (Autoregressive model, AR 模型 )及自回歸滑動平均模型

（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model, ARMA 模型）做為數據之解釋，

期能依數據之變因進行探討，並看出是否有相關趨勢及規律性變動。二模

型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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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迴歸模型公式定義如下： 

其中：c 是常數項； 被假設為平均數等於 0，標準差等於 的隨機誤

差值； 被假設為對於任何的 t 都不變。而此模型主要描述的是當前值與

歷史值的關係。 

一般而言，自迴歸模型的優點是所需資料不多，並可用自身變數數列

進行預測，並假設 Xt 為一線性關係。然而自迴歸模型公式中自相關係數

（ ）若 R<0.5，則不宜採用。 

自迴歸滑動平均模型公式定義如下： 

ARMA(p,q)模型中包含了 p 個自回歸項和 q 個移動平均項。此模型是

以自迴歸 AR(p)模型與滑動平均 MA(q)模型為基礎衍伸而成，多用於長期

資料追蹤研究，並可用來進行具季節性變化資料之預測或是在經濟學預

測市場規模及消費行為模式變遷等。 

其中做為基礎的自迴歸模型(p)公式如上述，而滑動平均模型(q)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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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動平均模型描述的是自迴歸部分的誤差累計。自迴歸滑動平均模

型同樣需檢視自相關係數，若 R<0.5，則不宜採用。 

而本研究之數據經解讀後，由於各參數間不具有任何相關性(p>0.05)，

因此雖三民溪水溫與平均豐富度之相關係數 R= -0.55，顯示為中度負相關，

但仍無法套用自迴歸模型，亦無法套用衍伸之自迴歸滑動平均模型。 

由於水文資料與感染數據間不具線性關係，因此將數據整理後以二

次回歸進行檢驗(圖 8.2)，結果顯示水溫在 20-24 度時，平均豐富度雖有上

升的趨勢，然而 p>0.05，因此仍然不具顯著差異 

圖8.1 以二次回歸分析法檢驗水溫、平均豐富度之相關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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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河川定性棲地評估指標(Qualitative Habitat Evaluation Index ,QHEI) 

本團隊經過第一年(102 年)之調查後，便持續針對扁彎口吸蟲感染最嚴重

之三民溪進行河川定性棲地評估指標(Qualitative Habitat Evaluation Index , 

QHEI)(Rankin, 1989) (附錄六)調查，結果顯示自 102 年 3 月至 103 年 11 月之

後池堰下游為 65 (57-69)分，湳仔溝溪為 43 分，三民溪則為 42 (34-45)分；而

對照組雪霧鬧溪者為 84 (37-169)分。 

依照級序評價積點區分，依照級序評價積點區分，雪霧鬧溪為第二級

(excellent)，後池堰下游為第三級(medium)，湳梓溝溪和三民溪則皆屬第四級

(poor)，顯示三民溪並非適合魚類棲息之理想環境，而這可能係由於人類築堤、

緩流跌水工法、養殖畜牧等各式人為活動之衝擊效應所致。 

相較於三民溪，雪霧鬧溪則為較原始不受人為活動影響之山中溪流，且由

於河床地形較為複雜，因此隨著季節的不同水量及河道狀況差異雖大，但仍是

溪流魚類理想的棲息環境。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2/2)─正式報告書 

 

95 
 

第九章 驗證食用溪魚之安全性 

9.1 扁彎口吸蟲囊幼存活時間測試 

本團隊於 4 月、6 月及 10 月，採獲遭扁彎口吸蟲囊幼感染之粗首鱲活體

樣本，維持其良好生存狀況下攜回實驗室，並進行共計 4 次之囊幼存活時間測

試實驗。 

於 4/21、6/15 所進行之實驗中，係於實驗室中利用碎冰使粗首鱲昏迷，並

快速解剖魚體，取出囊幼之囊泡，小心撕開囊泡，釋出其中囊幼，以生理食鹽

水(0.8%)培養於 24 孔培養盤中(圖 9.1)，放置於 22℃恆溫培養箱，每 12 小時

記錄其存活狀況，直至全數死亡為止。初步實驗結果顯示，離開魚類寄主且無

囊泡保護之囊幼，12 小時後存活良好，而在 48~60 小時後全數死亡(圖 9.2)。 

圖9.1 將囊幼以生理食鹽水培養於 24 孔培養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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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2 扁彎口吸蟲囊幼脫囊後在生理鹽水中之存活時間 

而 10/8 所進行之實驗中，則於實驗室中利用碎冰使粗首鱲昏迷後快速解

剖魚體，剪下小塊帶有扁彎口吸蟲囊泡之魚體組織後，直接以生理食鹽水(0.8%)

培養於 24 孔培養盤中，並放置於 22℃恆溫培養箱，每 12 小時記錄其存活狀

況，直至全數死亡為止。而實驗結果顯示，離開魚類寄主後，即使是帶有囊泡

保護之囊幼，同樣於 12 小時後存活良好，並於 48~60 小時後全數死亡(圖 9.3 

A)。 

在 10/16 之實驗中，則同樣針對帶有囊泡之囊幼進行實驗。然考量前述實

驗之囊幼存活時間後，縮短記錄時間為每 8 小時記錄一次。實驗結果顯示，離

開魚類寄主後，即使是帶有囊泡保護之囊幼，約於 16 小時後開始逐漸死亡，

於 32 小時開始大量死亡，並於 48~56 小時後全數死亡(圖 9.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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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3 扁彎口吸蟲帶囊泡之囊幼在生理食鹽水中之存活時間。(A)12 小時

記錄一次；(B)8 小時記錄一次。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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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泰雅族醃製傳統食物“tmmanquleh”安全性試驗 

泰雅族醃製傳統食物一般為採用俗稱苦花之臺灣鏟頷魚(Onychostoma 

barbatula)，然本計畫調查至今僅採得 2 隻樣本遭扁彎口吸蟲感染，為成功執

行計畫規劃，因而採用台灣石賓、粗首鱲和平頷鱲等三種感染盛行率較高之魚

種進行實驗。 

透過三民溪居民李先生協助後，取得目測即可確認遭扁彎口吸蟲囊幼寄生

之活魚，而在帶回實驗室利用碎冰使其昏迷後，依照泰雅族製作“tmmanquleh”

之標準流程進行操作：先清除魚鰓與內臟，將魚體表、腹腔及口腔抹上食鹽，

接著將洗淨瀝乾之白米塞滿魚腹，並將魚隻放入容器後以洗淨瀝乾之白米覆蓋

密封，放入陰涼處 8~10 天後拆封(圖 9.4)。為配合實驗觀察之需要，因此實驗

採取每罐醃製一隻魚方式操作。 

研究期間共計進行三次實驗，分別於 6/16、10/8、10/16 進行，實驗期間

分別醃漬了 10 隻、4 隻、7 隻，於開封時進行解剖並記錄感染參數(表 9.1)。

於 6/16 初次進行實驗時，自醃製第 8 天起，每日逐一開封檢測樣本，觀察魚

體之扁彎口吸蟲是否仍具有活動能力。結果顯示，第 8 日拆封之魚體已呈現脫

水狀態，而其肌肉組織中所見之吸蟲囊幼亦呈現乾硬狀而全數死亡(圖 9.5)。 

10/8進行第二次醃漬實驗，將觀察時間調整為醃漬後每 24小時觀察一次，

每次開封一瓶樣本進行檢測。而在 24 小時後拆封第一瓶樣本觀察，結果顯示

位於肌肉處之吸蟲囊幼雖還維持柔軟之蟲體，但亦全數死亡；而位於口腔、下

頷等較淺層組織之囊幼則有變硬之現象，亦全數死亡(圖 9.6)。 

在 10/16 進行第三次醃漬實驗，鑒於前述實驗發現，蟲體可能於醃漬開始

後 24 小時內便死亡，故將實驗時間調整為醃漬後每 8 小時拆封一瓶樣本進行

觀察。而在 8 小時後所進行之顯示結果顯示，不論是肌肉還是下頷等部位之蟲

體雖仍維持柔軟，但均全數死亡(圖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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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魚類醃漬實驗用之魚類感染參數 

第一次醃漬實驗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61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5 5 25 100  5  5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平頷鱲 6 6 21 100  3.5  3.5  

Zacco platypus             

 

第二次醃漬實驗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008)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平頷鱲 4 4 24 100  6  6  

Zacco platypus             

 

第三次醃漬實驗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61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鬚鱲 2 2 19 100  9.5  9.5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5 5 44 100  8.8  8.8  

Zacco pachycep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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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4 泰雅族傳統食物“tmmanquleh”製作流程圖。(A)將魚隻內臟清除洗淨，

(B)體表與腹腔抹上食鹽，(C)以洗淨瀝乾之白米塞滿腹腔，(D)醃製

8~10 日後拆封檢視。 

(A) 

(C) 

B 

D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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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5 醃製 8 日後拆封之觀察。(A)臺灣石賓醃製後魚體呈現脫水狀態，(B)

自肌肉中挑出扁彎口吸蟲囊幼亦無活性並脫水死亡(箭頭)。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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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6 醃漬 24 小時後拆封之觀察。(A)平頷鱲醃漬一天後僅略為脫水，(B)將

肌肉中之蟲體挑出可見蟲體無生命跡象(箭頭)。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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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7 醃漬後每 8 小時拆封之觀察。(A)自醃漬 8 小時平頷鱲下頷取出之蟲體

已硬化死亡，(B)自醃漬 16 小時平頷鱲肌肉取出之蟲體已無生命現象，

(C)自醃漬 24 小時平頷鱲肌肉取出之蟲體呈現硬化狀死亡，(D)自醃漬

32 小時臺灣鬚鱲肌肉取出之蟲體硬化萎縮死亡，(E)自醃漬 40 小時粗

首鱲肌肉取出之蟲體硬化萎縮死亡，(F)自醃漬 56 小時臺灣鬚鱲肌肉取

出之蟲體硬化萎縮死亡。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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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公共衛生議題調查 

本團隊已針對水庫庫區上下游流域周圍區域，包括大溪、三民和龍潭等地

區之家醫診所與衛生所進行親訪或電話訪查。總計訪問 26家，成功訪問 12家，

累計訪問次數達 32 次，其中親訪 19 次，電訪 13 次。訪查記錄表記撰，不論

是否接受資料與提問，以成功進行攀談詢問者記之(附錄十二)。然而醫療機構

大部分均不願接受訪問，亦不願接受相關資料，因此增加了訪問調查之困難程

度。 

對於食用魚肉類後是否出現喉嚨不適感之病例，受訪醫療機構之醫護人員

皆聲稱並無類似病例，僅有因魚刺導致咽喉疼痛難耐之病例。 

關於水癢問題，而在少數願意接受訪問之機構中，無論家醫科或皮膚專科

之醫生均表示：求診病患皆以蚊蟲咬傷導致皮膚過敏、塵螨過敏、蜂螫之病例

為主，而戲水後所發生之過敏、搔癢反應病例目前仍僅有 102 年調查中所見之

三民診所一例。然僅發現一例，在三民診所訪查時巧遇患者(蘇小姐)有接觸三

民溪水體後出現紅疹之疑似水癢症狀(圖 10.1)，病史與徵狀雖符合，但已近痊

癒而無法確認，而醫生診察後亦無法確定是否為寄生蟲尾幼入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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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診所及衛生所訪查。(A)復興鄉衛生所親訪；(B)大溪明陽診所親訪；

(C)大溪仟祐動物醫院親訪；(D)前往三民診所求診患者手臂疑似水癢

案例；(E)復興鄉林德忠診所親訪。 

 

 

A B 

D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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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結論與建議 

1. 本計畫成果為社會解惑，釐清 10 年後池堰下游水域「魚類腫瘤」疑慮，確

認乃感染扁彎口吸蟲，兼具學術與實用價值。同時更為台灣首度長期監測

開放性淡水生態系魚類寄生蟲之研究計畫，北水局不畏一時民意責難，輿

論喧囂，規劃主導此一長期且周延之研究計畫，殊勘嘉許，值得效法。 

2. 魚類標本採集受限於天候與人為因素，譬如 102 年遭遇強烈梅雨鋒面、多

個颱風來襲，而 103 年的梅雨季也導致採樣水域水位暴漲，且水流湍急採

樣困難，在人員安全優先之前提下較不利於採樣。此外，亦嚴重干擾螺類

標本採集。 

3. 庫區魚類標本原訂按月檢測，然而六位捕撈業者中，僅有大壩處業者范先

生於年初提供兩批標本，其後雖有石管中心屢屢溝通且獲承諾協助，但均

因工作繁忙或作業不易等因素而再未配合提供。穩定之標本來源為清大曾

晴賢教授團隊，102 年提供 3 次，103 年 4 次，共計 7 批標本。感謝曾教授

不吝分享。 

4. 推測三民溪與湳仔溝溪因人為活動影響程度較高，且孳生扁彎口吸蟲第一

中間寄主之臺灣椎實螺，同時第二中間寄主之鯉科魚類生活於其中，又因

水淺而最終寄主之食魚性鷺科鳥類可輕易捕食魚隻，故兩地有較高之感染

參數。而在後池堰下游雖於冬季採樣到高感染強度之魚類樣本，但調查其

間並未於釣獲魚類樣本之水域中採獲第一中間寄主之台灣椎實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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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有魚類標本皆未發現中華肝吸蟲囊幼感染。 

6. 鳥類標本來源困難，訪查後理解，無論獸醫或鳥會，均為被動接受樣本而

不可能主動檢視調查。執行期間雖經多方努力但並未尋獲任何鳥類標本，

雖有缺憾，但相較於魚類和螺類皆累計千餘個標本，始能分析解讀吸蟲生

活史與感染參數等訊息，當鳥類標本顯然無從企及情況下，全無或僅有數

隻，其實已無甚差異。 

7. 公共衛生調查至今已拜訪多家診所、衛生所與獸醫，提供相關資料，完成

吸蟲專業衛教並與部分診所建立良好溝通管道。執行時間之努力，可望繼

續發酵並在未來出現成效。 

8. 溪魚食用安全實驗之結果顯示，扁彎口吸蟲囊幼存活力極差，生理鹽水中

僅存活 8 小時；仿照泰雅族傳統醃漬方式，在有囊膜與魚體組織及肌肉之

保護下，最長僅存活 48 小時。顯見此醃漬法確可有效殺死寄生於魚體之扁

彎口吸蟲囊幼。然而雖可殺死蟲體，但仍不建議民眾生食魚隻，以免引發

其他疾病。 

9. 彙整實驗數據並進行統計後，顯示水文環境與疫病爆發情形無相關性而無

法設計研擬模型，推測疫病爆發否及程度可能與生物性因子有關，諸如鳥

類寄主數量或/和螺類寄主數量等，水文環境可能並非疫情之主要影響因素。 

10. 扁彎口吸蟲本是淡水生態系之成員，由於體型微小而素遭忽略，更由於致

病性與外觀而令人厭惡，但並不影響其在生態系中的地位與角色。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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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與寄主共演化(co-evolution)而產生各種演化適應，扁彎口吸蟲之寄主

專一性極低，因此普遍感染食物網中各個成員，而使其得以穩定存活並生

殖成功。人造養殖環境固可探討防治扁彎口吸蟲危害魚類之策略，然而，

人類不可能、同時亦無法在自然環境中驅除消滅此吸蟲。 

11. 在扁彎口吸蟲的生活史中，人類和食魚性水鳥同屬終寄主角色。水鳥無法

區別攝食之魚類是否健康，長期生活於吸蟲疫區，終將難逃遭吸蟲感染之

命運並成為蟲卵傳播者。而同為魚類消費者之人類則不然，可藉著教育和

食品安全檢查等策略而得以避免。提供擬訂策略所需之科學數據基礎，即

為執行本計畫之宗旨與目標。 

12. 本計畫附加成果豐碩: (1) 針對中小學生、ㄧ般民眾與餐飲從業人員製作教

案與簡報檔，(2) 提供計畫執行期間主持人施秀惠教授發表之 16 篇科普兼

評論文章，(3) 主持人接受雜誌與廣播電台專訪，增加傳媒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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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02 年期初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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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期初報告審查會會議紀錄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1/2) 

委託專業服務案工作執行計畫書期初報告審查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2 年 5 月 8 日(三) 下午 2：00 

貳、 地點：本局 3 樓第 2 會議室 

參、 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記錄：徐笑情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意見： 

 

審查委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簡委員昭群 （一）簡報清晰完整，執行本計畫應可

調查本水域食用魚類之安全性，            

有助於證明水庫水質之安全，對餐飲業

和遊客皆有助益。 

（二）本計畫第二年工作主題之一為驗

證醃製苦花生魚之食用安全性，             

本局同仁中有泰雅族人，應可提供資訊

與 協 助 。 此 外 三 光 亦 有 販             

售成品，可參考作為實驗材料。 

（三）庫區採樣重要，本局保育課和石

管中心同仁應可協助連絡餐廳和            

漁撈業者提供樣本，以小型多種多量為

感謝保育課王課長與徐小姐

洽商桃園縣漁會等機關同仁

協助供應庫區魚類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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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陳委員秀男 (一)本計畫全面看來應無問題。 

(二)研究重點應在於解決消費者之疑

慮，因此須普查各種魚類和螺類感染情

況，進行吸蟲囊狀幼蟲之檢驗。 

(三)發展分子分類技術可為實驗內學術

研究主題，但執行本計畫不可忽略更

應著重於普遍調查各種螺類和魚類之

吸蟲感染。 

已依委員建議與指教而調整

計畫重點。 

分子分類技術有助於普查螺

類感染情況，可同步檢出並

鑑定蟲種。 

張委員紹光 (一)探討相關文獻時應勿侷限於前人結

果與數據，以免自我設限而影響本計畫

之執行。 

(二)報告書第 10 頁提及檢視「9 種魚類

數量各 1 尾」，無法顯示調查之盛行率。 

(三)建立分子分類技術顯然是作為篩檢

之工具，除報告書中規畫之 PCR-RFLP

方法外，建議可考量採用細菌流行病學

研究上已廣泛使用之 Pulse-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脈衝場凝膠電泳)

方法，以利調查。 

(四)雇用臨時工須留意其採樣數量，以

免因私心而過量撈捕。 

(五)水鳥喉部極深，檢視喉部與採樣時

需留意伸入之深度以免漏失。 

(一)已依委員建議普遍檢索

相關文獻，提升本計畫背景

之廣度與深度。 

(二)該處係指 100 年 2 月執

行北水局委託技術案時之樣

本數，執行本計畫則將擴大

採樣。 

(三)感謝委員協助說明。將

考量 PFGE 技術在本計畫之

適用性與可行性。 

(四)已依委員建議溝通協

調。 

(五) 感謝委員指教並主動提

供協助與技術指導。 

(六)已依委員指正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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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修正報告書中錯別字，第 34 頁項

目(2)「林格式液」應為「林格氏液」。 

 

王課長瑋 本計畫雇請當地人士協助採樣，該熱

心人士曾來電建議採樣方法，因此，

請台大團隊於採樣前應先與採樣人員

溝通並採取專業且具代表性之樣本。 

已依委員建議與指教完成溝

通，主導並落實採樣之專業

性。 

 

桃園縣農業

發展局 歐

課員怡伶 

無意見。  

石門水庫管

理中心 翁

副工程司榮

章 

(一)P.1 第 1 行『......民眾在石門水庫後

池堰下游之日常垂釣活動中......』請再

確認位置或修正用詞。 

(二)P.22 最後 1 行於三民溪放置蝦籠採

樣，該位置若位於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內

請依據本局『石門水庫範圍水域或水面

使用許可要點及辦法』申請許可。 

(三)P.23 採樣位置“後池堰下游”請修正

為後池堰下游。 

(一)依委員指正已修正所有

相關文字為「後池堰下

游」。 

(二)該處非屬石門水庫蓄水

範圍，而集水區與後池堰下

游之採樣已申請且獲許可。 

 

捌、本局保育課： 

（一） 關於執行本計畫之採樣點布設後池堰下游處，應以本局所轄管之 

   蓄水範圍內（後池堰下游 1500 公尺範圍內）並依規定於該區域內  

   申請水域水面使用許可。 

（二） 為利計畫順利執行，已協調本局現階段執行之石門及寶山第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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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水質監測與生態環境調查研究計畫團隊（清大生科所曾晴賢教授）定

期採集庫區魚類樣本提供，協助本局了解並調查兩水庫魚類疫病情形。 

（三） 另關於水庫庫區水域之魚類樣本採集，惠請石管中心給予協助並連絡

水庫周邊餐廳和漁撈業者可主動定期提供樣本，分析魚體以了解並掌

握疫病發生之可能。 

玖、 結論： 

一、 石門水庫活魚餐廳為地方特色飲食，為保障民眾飲食衛生安全，建

議對庫區主要食用魚類之疫病及影響健康情形專章說明。 

二、 水庫上、下游支流溪魚疫病調查是否與水質或週邊環境污染有關，

請保育課提供水質監測資料，以利釐清是否因水庫維護管理不當影

響。 

三、 水庫庫區活魚請石管中心與桃園縣漁會水庫產銷班協助提供標本魚

體，以利維護產銷班魚產品質及安全衛生。 

四、 調查結果寄生蟲及疫病分析結果是否影響飲食健康，請補充因應措

施及防疫策略。 

五、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及補充，並於下次會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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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02 年期中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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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期中報告審查會會議紀錄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1/2) 

委託專業服務案工作執行計畫書期初報告審查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2 年 7 月 26 日(五) 下午 2：00 

貳、 地點：本局 3 樓第 2 會議室 

參、 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記錄：徐笑情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意見： 

 

審查委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簡委員昭群 簡報指出三民溪與湳仔溝溪檢出

吸蟲感染，此二處水質不佳，污

染高，可能有相關性，請保育課

提供該水質監測資料，俾供研究

團隊分析。 

感謝提示與協助。擬綜合本

團隊檢測之水文與水質與保

育課提供之數據，於下年度

工作中完成分析。 

胡委員苔莉 (一) 報告之用詞請更新、不要再 copy

提計畫書之用詞(如 P、42.〝預計〞102

年 5 月?)。 

(二) 執行方法申請確實說明已經採樣

的日期，並於照片中標示拍攝之日

(一)已依建議更正。 

(二)已於報告書和附錄三列

表紀錄與部分採樣照片。 

(三)擬每月採樣 30 尾，但勢

將受限於天候與水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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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三) 數量（魚）是每月 30 尾或每次 30

尾。 

(四) 與本年度無關之項目可以不必於

報告書中呈現。 

(四)依主辦機關之要求辦

理。 

陳委員秀男 (一) 針對扁彎口吸蟲在大漢溪流域之

流行病學執行團隊已有相當良好的進

度及成果，本期中報告與預期成果相

之比對，已符合進度。 

(二) 樣本的採集如果能再增加數量則

未來對流行病學的研究會更有幫助。 

(三) 螺類宿主的調查若能增加數量會

有更良好的成果顯示。 

(四) 鯉魚或鯽魚的數量請再增加。 

(五) 有關扁彎口吸蟲與公共衛生的關

係請再增加討論，以未來對此議題能

更了解。可收集世界各地的報告會對

本研究更有用。 

(一)感謝認可。 

(二)感謝指教，非常同意委

員看法並努力落實，至 10

月份為止，已採集 760 個魚

類樣本。 

(三)已檢視 6 種、總計 134

個螺類標本。 

(四)已採集 40 尾鯽魚，鯉魚

數量將努力增加。 

(五)已收集所有人類病例報

告，將於下一年度計畫探究

並討論扁彎口吸蟲與公共衛

生的關係。 

張委員紹光 (一) 調查使用「盛行率」是否恰當？

請主持人再確認，但若以「感染盛行

率」為目標，應較為合宜。 

(二) 因有新魚種感染且水體為流動，

故會明顯影響最後結論，建議於不同

採樣點的各魚種數目，宜繼續加強。 

(一)調查目標之一確實為

「感染盛行率」，已統一用

詞。 

(二)在龐大且屬動態之水體

採樣，樣本數量確實影響最

後結論。在北水局協調與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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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度環境變化甚大，是否會影響

原始計畫執行？煩請主持人預先防範

及考量。 

 

園區漁會協助下，已努力加

強採樣。 

(三) 感謝提醒。今年多颱風

且帶來豪大雨，以致溪水暴

漲，在以人員安全為最高原

則下，益增採樣困難度。計

畫成果即呈現執行年度之真

實情況，正如 100 年年初高

溫少雨因而爆發吸蟲疫情。 

王課長瑋 (一) 大漢溪應已不能宣稱不存在吸蟲

感染，所以應以教導民眾為目標。 

(二) 螺與魚類經解剖而確定吸蟲感

染，人類應如何檢視？ 

(一)大漢溪確實已存在吸蟲

感染，有待推廣本計畫成果

以教導民眾。 

(二)人類感染需經咽喉鏡檢

查確認，患者主訴咽喉疼痛

且有食用生魚之病史。 

桃園縣農業

發展局  

歐課員怡伶 

第 42 頁之協助採樣單位應為「桃園區

漁會」。後池堰下游 1500 公尺以下河

川，若需以電魚方式採樣，應先行文

獲得同意。 

已依委員提示更正。 

不需以電魚方式採樣。 

石門水庫管

理中心  

翁副工程司

榮章 

(一) 採樣點後池堰下游監測範圍至 2

公里處，下游 1.5 公里範圍內水域水面

申請本局業已核准，另 1.5-2.0 公里範

圍是否逕洽河川管理機關申請。 

(一)感謝委員指教。 

(二)已依委員指正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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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42頁最後一行標點符號重複請

刪除；另倒數第二行應為桃園區漁會

產銷班。 

 

捌、結論： 

(一) 請保育課提供水庫水質監測資料，供研究團隊分析吸蟲感染與水質之

關係。 

(二) 水庫各種魚類調查結果感染率及數量，請以地理位置圖標示，以利說

明感染分佈情形。 

(三)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及補充，並於期末報告說明。 

 

玖、散會：(102 年 7 月 26 日 16 時 50 分)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2/2)─正式報告書 

 

125 
 

 

 

 

 

 

 

 

 

 

 

附錄三 102 年期末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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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

(1/2)」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報告書暨簡報審查會會議紀錄 

捌、 時間：102 年 12 月 05 日(四)上午 10:00 

玖、 地點：本局 3 樓第 2 會議室 

壹拾、 主持人：王課長瑋代             記錄：徐笑情                                                    

壹拾壹、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壹拾貳、 主席致詞：(略) 

壹拾參、 業務單位報告：(略) 

壹拾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意見： 

 

審查委

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陳委員秀

男 

(一) 計畫執行良好，內容豐富周

延。 

(二) 發表媒體文章應適時提及北水

局之挹注與支援，需留意媒體傳播

效應，切勿淪於危言聳聽，以免徒

增社會混亂不安。 

(三) 後續計畫方向應以公衛為重

點，教導民眾如何處理淡水魚以確

保食用安全。 

(四) 對於螺類感染吸蟲幼蟲之調

查，分子生物分類法參考即可。 

(五)主持人為國內目前唯一魚類寄

生蟲學專家，執著專精，本計畫值

感謝陳委員之肯定與提

示，將在發表學術論文時

與以致謝。依照指示，調

整後續工作方向，以公衛

為重點。已修正報告書所

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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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繼續支持。 

(六) 綜觀本期末報告是一項相當完

整的報告，在修正缺失後，本人擬建

議對今年度工作予以結案。 

王課長瑋 (一) 調查應著重庫區魚類安全，須

擴大標本採樣數量。 

(二) 計畫執行方法同意依主持人報

告進行下列調整：螺類調查改採傳

統照光培養法為主，分子生物法僅

為參考，以集中人力與資源釐清食

用魚之安全並擬定策略。 

(三) 請分析：不同採樣時間，感染

魚種和感染程度因何而異？ 

依指示與決議，調整後續

工作方向與重點。相關分

析將於第二年計畫成果中

提出。 

石門水庫

管理中心 

翁副工程

司榮章 

(一) p.45 表 3.1 請補列庫區採樣

點 GPS 位置。 

(二) p.47 3.3.3 漏列後池堰下游採

樣點次數。 

(三) p.60 第三段「三種售感染魚

類中，以?之感染盛行率最高…」

請補敘完整。另感染盛率最高魚

種是裡魚還是平頷鱲?請補充說

明。。 

(四) p.67 第三段中庫區深度達 200

餘公尺?請再釐清。 

(五) p.92 參考文獻中施秀惠報告書

頁碼誤繕為「p p.8」。 

(六) 報告書 p.108、p.125「附錄三」

重複編碼，並請修正目錄。 

(一)庫區水面廣大，採樣

並無定點。 

(二)已修正文字。 

(三)已補充並修正文字。 

(四)修訂為水位高度。 

(五)已修正。 

(六)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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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保育

課 

(一) 今年度 11、12 月份之調查結

果數據，應納入正式報告書內。 

(二) 另每月採樣點位及標示日期

應補充之採樣照片。 

(三) 本案後續計畫庫區魚類採樣

標本，由另案庫區魚類資源調查計

畫配合協助採樣。 

(四) 明年計畫工作項目及方向以

公衛為目標，教導民眾如何處理

淡水魚以確保食用安全，此亦為

本計畫之目的 

 

(一)已納入並完成分析。 

(二)已補充。 

(三)感謝協助。 

(四)依決議調整與執行。 

 

捌、結論： 

 (一) 正式報告書需匯整尚未納入之本年度 11、12 月份 

之調查結果數據資料。 

 (二) 另庫區魚類樣本擴大採集，請石管中心協調桃園區 

漁會產銷班協助，標本費用則由計畫經費酌與支 

付。 

 (三) 本報告經審查原則同意，正式報告書請依建議修 

訂。 

玖、散會：(102年 12月 05日 12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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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103 年期初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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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期初報告審查會會議紀錄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2/2） 

委託專業服務案工作執行計畫書期初報告審查會會議紀錄 

 

壹拾伍、 時間：103 年 3 月 10 日(一) 上午 10：00 

壹拾陸、 地點：本局 3 樓第 2 會議室 

壹拾柒、 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記錄：徐笑情                                             

壹拾捌、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壹拾玖、 主席致詞：(略) 

貳拾、 業務單位報告：(略) 

貳拾壹、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意見： 

 

審查委

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陳委員 

秀男 

(一)本計畫只依過去的審查委員建

議針對庫區進行大幅的調查， 但

有關經常食用的魚如鯉魚、烏

鰡、草鰱魚亦請多進行。 

(二)分子生物的鑑定方式可以逢機

採樣的方式來進行。 

(三)照光方法原則係以肉眼觀察，

因此容易產生誤差，請盡可能的

避免。 

(一)已擴大合作業者，惟

樣本來源困難且不穩

定。 

(二)接受委員建議。 

(三)照光法係輔以鏡檢，

應不致漏失。 

(四)盡力進行。 

(五)接受委員建議，將於

期末提出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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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衛生的調查可能在夏天的

時候會比較容易發生，亦請能 

安排較多的調查。 

(五)除了安全性的認定外，亦應強

化安全可行之處理方式及建議。 

(六)對所請"疫病"爆發的用詞，恐

會引起誤解，請審酌的運用。 

(七)本計畫完成的報告應具有移風

易俗的功能，盡量去除不好的食

魚習慣。 

(六)已修訂相關敘述。 

(七)將提出專業建議。 

張委員 

紹光 

(一)建議提早進行難度較高之食魚

性鷺科鳥類樣本的收集。 

(二）建議先情收集各種資訊，減少

爾後以水文、水質資訊數據預估疫

病爆發時的困難度。另建議是否可

有預警方法。 

(三)問卷調查時，各資的保密維持

及完整性可能影響爾後人類流行

病的評估，建議提早進行及加強聯

繫。 

(四）建議以"水庫上下游流域"取代

"大漢溪流域"以免爾後誤認。 

 

(一) 感謝委員提醒，已接

洽當地獸醫與鳥會。 

(二) 已收集並進行初步分

析。 

(三) 進行中。 

(四) 已修訂相關敘述。 

張委員 

庭華 

(一）計畫書第二章及第三章之各

標題一致，建議執行構想及執行方

(一)期中報告書已做區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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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敘述宜有分別。 

(二）報告內容有「貴局」、「北水局」

之不同稱法，建議能統一。 

(三）本計畫成果如有發現魚類複

殖吸蟲疫病情形，建議宜有相關防

治方法之建議。 

(四）P.4 提及魚類樣本有 1126 尾，

有 7種魚類檢測發現有遭受扁彎口

吸蟲感染，建議宜將魚種加以分

類，及說明各魚種遭受感染之比

例。 

(五）魚類受感染來源是水鳥散佈

蟲卵，惟水鳥種類甚多，是否有特

定水鳥散佈蟲卵，宜加以說明。 

(六）P.9 提及將進行鯉科魚類採集，

惟其他非鯉科魚類是否亦可能受

到感染，宜加以考量。另本計畫所

需之樣本及採集之樣本可與本局

其他生態調查計畫互為利用。 

(七）本計畫提及將徹底釐清食用

安全問題，惟魚類料理方式多種，

是否可透過本計畫徹底釐清，請再

審酌；另可提出建議安全食用方

法。 

（八）計畫書內容多次提及 100 年

(二)已統一為北水局。 

(三)將於期末報告書提出

建議。 

(四)已依建議修訂。 

(五)已於 p. 21 說明。 

(六)採集魚類並不限於鯉

科，已於相關欄位說

明。已和李英周所長主

持之計畫分享標本與數

據。 

(七)感謝委員提醒。經實

驗驗證泰雅族傳統醃製

溪魚法是否足以殺死吸

蟲囊幼後，將據以建議

安全食用方法。 

(八)已修訂相關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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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爆發」，是否易造成民眾誤

解疫病嚴重，請再審酌。 

王課長瑋 (一)本計畫執行至 103 年 12 月 15

日止，因此請台大團隊於年底(12

月)時應盡早調查、採樣、解剖及試

驗。 

(二)食用溪魚之安全性應是本計畫

之重點，尤其應呼籲民眾食用溪魚

應熟食。 

(一)感謝委員提醒。 

(二)將依委員提示納入正

式報告或說帖。 

石門水庫

管理中心  

翁副工程

司榮章 

(一) P.14 3.1 一、第 4 行中請釐清

100 年度疫病爆發所在地是否包含

集水區。 

(二)P.12 倒數第 3 行漏寫"扁"彎口

溪蟲，請補正。 

(三)P.33 4.2 預定工作進度表中"初

期"之進度時程請修正。 

(四)P.16 第 5 行"6 家產銷班"請修

正為"6 位水庫補撈業者"。 

(五)P.17 圖 3.3 阿姆坪標示位置請

修正。 

(六)P.11 圖 2.3 水文條件建議增加

水溫條件之因素。 

(一)不包含，已修正。 

(二)已依委員指正補漏。 

(三)已修正。 

(四)已修正。 

(五)已修正。 

(六)已補充。 

 

保育課 關於執行本計畫之採樣點布設，考

量在夏季易發生公共衛生的疫病

情形，建議增加採樣頻度及公衛調

由於涉及幅員遼闊，同

時未屬標案範疇，恕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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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範圍是否可含括大溪和龍潭之

醫療院所，以了解並掌握疫病發生

之可能區域範圍。 

承諾，但將視人力與時

間，勉力執行。 

 

貳拾貳、 結論： 

一、 本計畫樣本採樣地點是否調整或增加，請保育課與石管中心檢討漁

撈地點主要區域是否已採樣地點內。 

二、 請於報告書增列一般食用魚寄生蟲調查表，並說明各種寄生蟲之兩

年調查結果。各依季節檢討疫病是否受水溫或氣候影響。 

三、 鳥類調察分析，請石管中心洽桃園縣野鳥協會提供協助及建議。 

四、 庫區多數餐廳均有販售溪哥、溪蝦及草魚、大頭鰱等主要食用魚，

請一併納入調查及分析，亦可洽魚產主管機關桃園縣農業局提供資

料及意見。 

五、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及出席人員意見修正及補充，並於下次

報告中說明辦理情形。 

 

玖、 散會：(103 年 3 月 10 日 1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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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103 年期中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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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  

（2/2）」委託專業服務案期中報告書暨簡報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3 年 7 月 30 日(三) 下午 4：00 

貳、 地點：本局 3 樓第 2 會議室 

參、 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記錄：徐笑情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意見： 

 

審查委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張委員 

紹光 

(一)請考量水溫及流速是否具代表

性或足以解釋與建構水文資訊？第

49 頁數據可依採樣時地切割而無須

合併。 

(二)盛行率(prevalence)之定義可能

有疑慮(p.35, p.39),請查證或使用檢

出率？ 

(三)期中報告是否需列入第 31 頁「年

度工作報告」章節？ 

(四)建議戴手套撿拾螺類(p.38)。 

(一) 接受建議，將切割處理採樣

地數據以呈現環境效應；另

有水質資訊，將以其為基礎

建構水文與寄生蟲感染相關

模型。 

(二) 計畫成果數據尚有平均強度

和平均豐富度等寄生蟲感染

參數，為求一致性並利於對

照理解，將仍沿用盛行率一

詞並遵循其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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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今是否僅採集台灣錐實螺一

種螺類? 建議擴大採樣種類並確認

感染性。 

(六)執行計畫時產出科普文章實為

罕見情況，建議納入成果報告。 

(三) 屬於例行格式，應有助於審

查委員及讀者們掌握計畫執

行進度。 

(四)  接受建議。 

(五)  總計採獲 6 種螺類，僅台灣

錐實螺釋出扁彎口吸蟲幼

蟲，完整結果將明載於期末

報告。 

(六)  感謝提示，已收集執行本計

畫衍生之主題為淡水水域寄

生蟲的科普文章，請見附錄

三。 

王課長瑋 (一)報告書第 5 頁編碼錯誤。 

(二)綠色陣線林長茂先生參與計畫

採樣，應該將階段的研究成報告資料

做分享。 

(一)已更正。 

(二)已提供。 

石門水庫

管理中心  

翁副工程

司榮章 

(一)期初報告審查時，提及 P.17 圖

3.3 阿姆坪標示位置仍有錯誤，請更

正。 

(二) 後池堰下游係屬水庫蓄水範圍，

公告禁止垂釣，爰請修正 P.14 中標

本向釣客購買之文字，刪除不妥文字

避免誤解。 

(一)考量此圖並非必要，已刪

除。 

(二)已修訂。 

(三)已修訂。 

(四)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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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16 協助庫區採樣應修訂為機

關「北區水資源局」。 

(四)本計畫期初及期中簡報時間分

別為本 (103) 年度 3 月及 7 月，請

修正計畫工作進度總覽表並納入報

告書中。 

保育課 (一)第九章第 3 點，有關鳥類標本部

份，依據期初報告審查紀錄辦理情

形，委辦廠商已洽當地獸醫及鳥會，

請補充說明遭遇困難。 

(二)期初主席裁示：需說明各種寄生

蟲之兩年調查結果及一般食用 

魚寄生蟲調查表，建議補充。 

(一)無從自行採集鳥類樣本，需

仰賴桃園縣鳥會、林務局及當

地獸醫協助，或由民眾提供。 

(二)已補充。 

 

捌、 結論： 

一、 近期台灣綠色協會對水庫庫區食用魚安全仍有疑義，請於

報告中彙整庫區活魚餐廳食用魚疫病調查結果，以利提供

媒體說明。 

二、 請石管中心與桃園縣漁會石門水庫漁撈業者溝通，協助提

供本計畫魚體樣本。 

三、 請彙整本計畫重要資料，包括研究主題、過程及結果，提

供作為適合本局環境教育教材。 

四、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及出席人員意見修正及補充，

並於期末報告一併說明。 

玖、 散會：(103年 7月 30日 17時 15分)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2/2)─正式報告書 

 

139 
 

 

 

 

 

 

 

 

 

 

附錄六  103 年期末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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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  

（2/2）」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報告書暨簡報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3 年 12 月 4 日(四) 下午 2：00 

貳、 地點：本局 3 樓第二會議室 

參、 主持人：張主任工程司庭華                                         

記錄：徐笑情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意見： 

審查委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陳委員 

秀男 

（一） 兩年來研究成果為複

殖吸蟲研究作了很好的詮

釋，同時牽涉了文化與生

態，相信對此寄生蟲後續危

害應有相當了解，可避免民

眾恐慌。 

（二） 在計劃中提到中華肝

吸蟲，建議在此報告應加以

調查敘述。 

（三） 湳仔溝溪與三民溪有

吸蟲感染，建議探討與螺類

(一)感謝委員肯定。 

(二)已補充敘述。 

(三)已補充探討。 

(四)感謝委員肯定。 

(五)已修正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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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是否有直接關係，且可

再進一步確認釋出之尾動幼

蟲是否為黃吸蟲。 

（四） 鳥類樣本調查雖有遺

憾，但其他調查十分完整，

有地方上的實質貢獻。 

（五） 對所請"疫區"爆發的

用詞，恐會引起誤解，請審

酌的運用。 

王委員 

瑋 

（一） 建議針對國內其他水

庫、溪流資訊之類似研究進

行蒐集。 

（二） 建議於第七章加入提

醒民眾魚類須熟食之內容使

內文完整。 

（三） 建議於第八章修正”

疑似病例”用詞，並追蹤後

續診療狀況。 

（四） 建議將第九章標題修

正為”結論與建議”，並將

內文適當修正。 

（五） 對所請"疫區"爆發的

用詞，恐會引起誤解，請審

酌的運用。 

(一) 經檢索確認，國內並無其

他水庫、溪流之複殖吸蟲疫病

調查前例。 

(二)已補充。 

(三)已進行追蹤並於內文補充。 

(四)已進行修正。 

(五)已修正用詞。 

張委員 （一） P.65 民眾接觸三民溪 (一)已進行追蹤並於內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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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華 水體後發生搔癢之疑似水癢

症狀乙節，建議追蹤醫師檢查

結果，已確定病例。 

（二） 「結論與建議」請就

本計畫項目目的及研究調查

果加以歸納已使成果報告更

為完整。 

（三） 請調整附錄表格及相

關紀錄之解析度，以利閱讀。 

（四）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結

論有關請執行單位協助提供

適合本局之環境教育教材部

分，請依該會議結論辦理。 

（五） 本計畫所啟發衍生之

科普文章有 16 篇，對於執行

單位所做之努力，表達肯定之

意。 

(二)已將兩年度執行結果進行歸

納統整。 

(三)已進行調整。 

(四)已完成教案之撰寫，詳見附

錄十四。 

(五)感謝委員肯定。 

桃園縣政

府 

配合北區水資源局計畫執行

相關事宜。 

 

保育課 （一） 建議將衛生教育教材

撰寫為本局環境教育特色教

案，主要對象區分為中小學

生、餐飲業者及一般民眾三種

版本，以利後續示教推廣。 

（二） 就計畫調查結果顯

(一)已完成教案撰寫，詳見附錄

十四。 

(二)係因受汙染水體中營養鹽含

量較高，致使藻類生長旺盛，

同時因食物充足，導致螺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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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污染較嚴重溪流水域易發

生扁灣口吸蟲感染且狀況亦

越嚴重，原因為何？請釐清並

補充說明。 

量繁生，因此對扁彎口吸蟲而

言有大量的中間寄主可供其完

成生活史，而大量尾幼釋出

後，最後即導致魚體感染狀況

較嚴重之現象。 

捌、 結論： 

六、 請執行單位台灣大學彙整前期計畫結論重點於本計畫成

果報告，並就本計畫目的及研究調查結果加以歸納於｢

結論與建議｣章節內，以使成果報告更為完整。 

七、 請於提送期末報告修正版時一併提交環境教育教材供北

水局主辦單位審查。 

八、 本期末報告經主席委員及與會各單位審查結果原則認

可，請執行單位台灣大學依審查意見修正報告書內容，

並於 103 年 12 月 15 日前將修正報告提送北水局主辦單

位審查 

玖、 散會：(103 年 12 月 4 日 16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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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計畫執行使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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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樣本解剖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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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評估指標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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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診所訪談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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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院訪談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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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各採樣區分月採樣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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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雪霧鬧溪採樣結果 

102 年 3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30326)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15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180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102 年 4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425)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9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7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102 年 5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3052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鏟頷魚 3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102 年 6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6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纓口鰍 8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3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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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9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925)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4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7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102 年 7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726)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6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2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2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102 年 8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82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2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3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2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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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2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2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5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8 0 0 0 0 0 

 

103 年 1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122)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鏟頷魚 6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1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102 年 10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031)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7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2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1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102 年 11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111)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6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2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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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2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2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6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3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3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103 年 3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31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8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3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3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103 年 4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40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1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8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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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5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523)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4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7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3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103 年 7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72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鏟頷魚 22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103 年 9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926)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纓口鰍 2 0 0 0 0 0 

Crossostoma lacustre       

台灣鏟頷魚 4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3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103 年 11 月雪霧鬧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111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鏟頷魚 3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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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湳仔溝溪採樣結果 

 

 

102 年 4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42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0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鯽魚 1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鯉魚 1 1 14 100 14 14 

Cyprinus carpio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羅漢魚 9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革條田中鰟鮍 4 0 0 0 0 0 

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鬚鱲 7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1 0 0 0 0 0 

Zacco pachycephalus       

平頷鱲 6 3 30 50 10 5 

Zacco platypus       

102 年 5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3052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唇䱻 2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台灣鬚鱲 8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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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6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6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台灣鬚鱲 4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5 3 10 60 3.33 2 

Zacco platypus       

102 年 7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725)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羅漢魚 2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台灣鬚鱲 12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102 年 8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82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羅漢魚 7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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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9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92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8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羅漢魚 1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平頷鱲 4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102 年 10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02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9 2 13 22.2  6.5 1.4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羅漢魚 2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102 年 12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210)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3 3 24 100 8 8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1 1 2 100 2 2 

Zacco bar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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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122)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羅漢魚 6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台灣鬚鱲 2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2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吉利慈鯛 2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103 年 2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2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6 1 4 6.3  4 0.3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羅漢魚 1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台灣鬚鱲 5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2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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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3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31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2 0 0 0.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羅漢魚 2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台灣鬚鱲 1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2 1 1 50  1 0.5  

Zacco pachycephalus       

平頷鱲 9 4 15 44.4  3.8 1.7  

Zacco platy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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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4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421)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4 4 22 100  5.5 5.5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鯽魚 1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唇䱻 1 1 1 100  1 1  

Hemibarbus labeo       

羅漢魚 2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台灣鬚鱲 14 9 25 64.3  2.8 1.8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4 4 34 100  8.5 8.5  

Zacco pachycephalus       

平頷鱲 12 5 9 41.7  1.8 0.8  

Zacco platypus       

明潭吻蝦虎 1 0 0 0 0 0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吉利慈鯛 2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103 年 8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8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6 6 21 100  3.5 3.5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6 1 2 16.7  2 0.3  

Zacco bar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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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0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100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鏟頷魚 5 1 1 20  0  0.2  

Onychostoma barbatula             

 

 

103 年 11 月湳仔溝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1120)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 1 6 100  6 6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1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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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民溪採樣結果 

 

 

 

 

 

 

102 年 3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30328)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0 4 31 40 7.75 3.1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明潭吻蝦虎 1 0 0 0 0 0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台灣鬚鱲 7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102 年 4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130426)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8 5 38 62.5 7.6 4.75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15 2 3 11.1 1.5 0.2 

Zacco barbata             

102 年 5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3052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9 5 191 55.5 38.2 21.2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69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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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7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731)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20 1 2 5 2 0.1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1 0 0 0 0 0 

Zacco pachycephalus             

 

102 年 8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831)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7 7 78 100 11.1  11.1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脂鮠 2 0 0 0 0 0 

Leiocassis adiposalis             

 

 

 

 

 

102 年 6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306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鯽魚 1 1 1 100 1 1 

Carassius auratus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台灣鬚鱲 1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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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0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002)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5 0 0 0 0 0.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11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13 1 3 7.7  3.0  0.2  

Zacco pachycephalus             

 

102 年 11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128)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鬚鱲 5 4 52 80 13 10.4  

Zacco barbata             

 

102 年 9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9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8 4 22 50 5.5 2.8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1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9 6 17 66.7  2.8  1.9  

Zacco pachycephalus             

102 年 12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208)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9 3 11 33.3  3.7  1.2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2 1 1 50.0  1.0  0.5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7 7 38 100.0  5.4  5.4  

Zacco platy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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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130)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4 3 12 75 4  3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5 2 10 40  5  2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4 3 44 75  14  11  

Zacco platypus             

 

103 年 2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2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4 4 37 100  9.3  9.3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鏟頷魚 1 1 19 100  19  19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10 9 319 90  35.4  31.9  

Zacco barbata             

 

103 年 3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30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3 3 9 100  3  3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鏟頷魚 1 0 0 0  0  0  

Onychostoma barbatula       

台灣鬚鱲 1 1 30 100  30  30  

Zacco bar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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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4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410)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2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唇䱻 1 1 1 100  1  1  

Hemibarbus labeo       

台灣鬚鱲 9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10 10 99 100  9.9  9.9  

Zacco pachycephalus             

 

 

103 年 6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61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唇䱻 2 2 38 100  19  19  

Hemibarbus labeo       

台灣鬚鱲 1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3 3 13 100  4.3  4.3  

Zacco platypus             

 

 

103 年 7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721)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鬚鱲 4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2/2)─正式報告書 

 

167 
 

 

103 年 8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82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台灣鬚鱲 11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11 0 0 0  0  0  

Zacco pachycephalus             

 

 

103 年 10 月三民溪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100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平頷鱲 4 4 35 100  8.8  8.8  

Zacco platypus       

吉利慈鯛 2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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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門水庫庫區採樣結果 

102 年 5 月庫區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510)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鳙 7 0 0 0 0 0 

Aristiehthys nobilis       

鯽魚 3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4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圓吻鯝 1 0 0 0 0 0 

Distoechodon turmirostris        

䱗條 4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平頷鱲 2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吉利慈鯛 2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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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6 月庫區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306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鯽魚 6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7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鯉魚 1 0 0 0 0 0 

Cyprinus carpio       

翹嘴紅鮊 5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吉利慈鯛 4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脂鮠 1 0 0 0 0 0 

Leiocassis adiposalis             

102 年 8 月庫區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81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鯽魚 1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13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圓吻鯝 2 0 0 0 0 0 

Distoechodon turmirostris       

翹嘴紅鮊 12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3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粗首鱲 3 0 0 0 0 0 

Zacco pachycep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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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 月庫區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1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鯽魚 2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5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草魚 1 0 0 0 0 0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鯉魚 5 0 0 0 0 0 

Cyprinus carpio       

青魚 1 0 0 0 0 0 

Mylopharyngodon piceus       

吉利慈鯛 2 0 0 0 0 0 

Tilapia zillii             

 

102 年 10 月庫區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3100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鯽魚 7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3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圓吻鯝 3 0 0 0 0 0 

Distoechodon turmirostris       

翹嘴紅鮊 1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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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2 月庫區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226)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鳙 1 0 0 0 0 0 

Aristiehthys nobilis       

鯽魚 3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19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翹嘴紅鮊 2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3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䱗條 2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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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6 月庫區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40602)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鳙 9 0 0 0 0 0 

Aristiehthys nobilis       

鯽魚 7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1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圓吻鯝 7 0 0 0 0 0 

Distoechodon turmirostris       

翹嘴紅鮊 3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5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䱗條 2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革條田中鰟鮍 2 0 0 0 0 0 

Tanakia himantegus       

粗首鱲 3 0 0 0 0 0 

Zacco pachycephalus              

 

103 年 8 月庫區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081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鳙 1 0 0 0 0 0 

Aristiehthys nobilis       

鯁魚 40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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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0 月庫區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41027)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鯽魚 1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鯁魚 12 0 0 0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翹嘴紅鮊 4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12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䱗條 1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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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後池堰下游採樣結果 

 

 

 

102 年 4 月後池堰下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426)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圓吻鯝 1 0 0 0 0 0 

Distoechodon turmirostris       

羅漢魚 1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大眼華鯿 4 0 0 0 0 0 

Sinibrama macrops       

平頷鱲 12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明潭吻蝦虎 1 0 0 0 0 0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102 年 5 月後池堰下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30521)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5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圓吻鯝 5 0 0 0 0 0 

Distoechodon turmirostris       

唇䱻 1 1 4 100 4 4 

Hemibarbus labeo       

䱗條 3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台灣鬚鱲 2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9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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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6 月後池堰下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623)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唇䱻 1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䱗條 3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平頷鱲 26 1 1 3.8  1 0.04  

Zacco platypus             

102 年 7 月後池堰下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728)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䱗條 27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台灣細鯿 2 0 0 0 0 0 

Rasborinus formosae       

大眼華鯿 4 0 0 0 0 0 

Sinibrama macrops       

台灣鬚鱲 19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30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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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8 月後池堰下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0822)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鯽魚 20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鯉魚 1 0 0 0 0 0 

Cyprinus carpio       

翹嘴紅鮊 1 0 0 0 0 0 

En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       

唇䱻 3 0 0 0 0 0 

Hemibarbus labeo       

䱗條 8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明潭吻蝦虎 5 0 0 0 0 0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大眼華鯿 2 0 0 0 0 0 

Sinibrama macrops        

吉利慈鯛 4 0 0 0 0 0 

Tilapia candidianus       

台灣鬚鱲 10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2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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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0 月後池堰下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018)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2 0 0 0.0  0 0.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鯽魚 1 0 0 0 0 0 

Carassius auratus       

䱗條 18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台灣石鲋 1 0 0 0 0 0 

Tanakia himantegus       

台灣鬚鱲 16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4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102 年 9 月後池堰下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130926)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9 1 1 11.1  1 0.1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䱗條 7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大眼華鯿 2 0 0 0 0 0 

Sinibrama macrops       

台灣鬚鱲 27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7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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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1 月後池堰下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114)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䱗條 13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羅漢魚 1 0 0 0 0 0 

Pseudorasbora parva       

台灣鬚鱲 22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12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102 年 12 月後池堰下游魚類感染扁彎口吸蟲之感染參數 (131208)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3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䱗條 8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明潭吻蝦虎 1 0 0 0 0 0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台灣鬚鱲 13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平頷鱲 24 7 13 29.2  1.9  0.5  

Zacco platypus       

粗首鱲 4 0 0 0 0 0 

Zacco pachycep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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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池堰下游扁彎口吸蟲感染魚類之各項參數 1 月分 (140126)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2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䱗條 8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台灣鬚鱲 13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10 0 0 0 0 0 

Zacco pachycephalus       

平頷鱲 3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後池堰下游扁彎口吸蟲感染魚類之各項參數 2 月分 (140226)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台灣石賓 1 0 0 0 0 0 

Acrossocheilus paradoxus       

䱗條 4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大眼華鯿 6 0 0 0 0 0 

Sinibrama macrops       

台灣鬚鱲 2 0 0 0 0 0 

Zacco barbata       

粗首鱲 21 0 0 0 0 0 

Zacco pachycep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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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池堰下游扁彎口吸蟲感染魚類之各項參數 3 月分 (140328)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䱗條 5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粗首鱲 28 0 0 0 0 0 

Zacco pachycephalus       

平頷鱲 16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後池堰下游扁彎口吸蟲感染魚類之各項參數 4 月分 (140429)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䱗條 2 0 0 0 0 0 

Hemiculter leucisculus       

平頷鱲 7 0 0 0 0 0 

Zacco platypus             

 

後池堰下游扁彎口吸蟲感染魚類之各項參數 10 月分 (141026)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粗首鱲 4 4 174 100  43.5  43.5  

Zacco pachycephalus       

吉利慈鯛 6 0 0 0 0 0 

Tilapia candidianus             

 

後池堰下游扁彎口吸蟲感染魚類之各項參數 11 月分 (141102) 

魚種 樣本數 感染數 總蟲數 盛行率(%) 平均感染強度 平均豐富度 

粗首鱲 3 3 177 100  59  59  

Zacco pachycephalus       

吉利慈鯛 6 0 0 0 0 0 

Tilapia candidi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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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棲地指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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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溪棲地評估指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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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池堰下游棲地評估指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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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國內河川污染指標及地面水水體水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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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河川污染指標及地面水水體水質分類 

關於國內水質檢測項目以及採用之檢測方法，目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用

於評估河川水質之綜合性指標為「河川污染程度指標, River Pollution Index」

簡稱「RPI」。RPI 指標係以水中溶氧量（DO）、生化需氧量（BOD5）、懸浮

固體（SS）、與氨氮（NH3-N）等四項水質參數之濃度 值，來計算所得之指

標積分值，並判定河川水質污染程度。RPI 指標之計算及比對基準如下表所

示： 

 

水質/項目 末(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DO) mg/L 6.5 以上 4.6~6.5 2.0~4.5 2.0 以下 

生化需氧量(BOD5) mg/L 3.0 以下 3.0~4.9 5.0~15 15 以上 

懸浮固體(SS) mg/L 20 以下 20~49 50~100 100 以上 

氨氮(NH3-N) mg/L 0.50 以下 0.50~0.99 1.0~3.0 3.0 以上 

點數 1 3 6 10 

污染指標積分值 2.0 以下 2.0~3.0 3.1~6.0 6.0 以上 

 

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係依水污染防治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訂定。陸

域地面水體分類分為甲、乙、丙、丁、戊五類， 其適用性質如下： 

甲類： 適用於一級公共用水、游泳、乙類、丙類、丁類及戊類。 

乙類： 適用於二級公共用水、一級水產用水、丙類、丁類及戊類。 

丙類： 適用於三級公共用水、二級水產用水、一級工業用水、丁類及戊類。 

丁類： 適用於灌溉用水、二級工業用水及環境保育。 

戊類： 適用環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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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標準專用名詞之定義如下： 

一級公共用水：指經消毒處理即可供公共給水之水源。 

二級公共用水：指需經混凝、沈澱、過濾、消毒等一般通用之淨水方法處理 

              可供公共給水之水源。 

三級公共用水：指經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逆滲透等特殊或高度處理可供 

              公共給水之水源。 

一級水產用水：在陸域地面水體，指可供鱒魚、香魚及鱸魚培養用水之水

源；在海域水體， 指可供嘉臘魚及紫菜類培養用水之水

源。 

二級水產用水：在陸域地面水體，指可供鰱魚、草魚及貝類培養用水之水

源；在海域水體，指虱目魚、烏魚及龍鬚菜培養用水之水

源。 

一級工業用水：指可供製造用水之水源。 

二級工業用水：指可供冷卻用水之水源。 

 

 

資料來源： 

1. 2013 世界水質監測日，國立台灣大學水工試驗所製作更新及維護  

©  2005-2013 http://wwmd.hy.ntu.edu.tw/index_tw.php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2 日環署檢字第 094001591 號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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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定性棲地評估指標 

(Qualitative Habitat Evaluation Index, Q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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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棲地評估指標(Qualitative Habitat Evaluation Index , QHEI)  Rankin, 1989 

棲地評估係依據美國環保署所公佈之評價進行項目包含「基質（底質）

類型」、「魚類遮蔽度」、「河川形狀和人為影響」、「水深及流速」、

「淺灘／流速」等六大項目，如表1，QHEI的評分由所觀察之特徵依據各項

目判斷標準及是否存在予以給分。六大項評估後，最後將六項評估分數加

總，得到評價總分，如表2棲地評估指標積點等級表所示。 

 

表1 QHEI屬性類別及評分表 

評估屬性類別 評估內容 評分(總分：114) 

基質(底質類型) 底質大小、掩蓋 24 

魚類遮蔽度 植被型態、覆蓋程度 20 

河川形狀和人為影響 曲度、渠道化、穩定性 20 

河川林地及溼地和沖蝕 濱溪植被、河岸侵蝕 20 

水深及流速 深度、流速 15 

淺攤、急流/底質 淺攤、急流之深度、流

速、底質 

15 

 

表 2 棲地評價指標積點等級表 

級序 評價積點 等級 

第一級 >100 分 Extra 

第二級 81-100 分 Excellent 

第三級 61-80 分 Medium 

第四級 41-60 分 Poor 

第五級 0-40 分 Very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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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醫院診所訪談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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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食品安全衛生教育教案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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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中小學生 

課程方案                                        20141205 

課程﹙模組﹚ 

名稱 

「傳承的好味道」－泰雅族傳統食品醃魚製作課程 

實施對象：中小學生 課程時數：40 分鐘 

課程人數：30 人 生師比 

30﹙30：2﹚ 

課程講師：環境教育專職人員、家政課程老師 協同教學人員：可以搭配

環境教育志工搭配 

不需協同教學人員 

課程實施地點 

1. 室內場地﹙教室﹚ 

2. 室內場地（活動中心或家政教室） 

課程目標 1.目的：了解泰雅族傳統食品製程，並了解可能的危險 

2.目標：從體驗製作過程中了解傳統食品的製作，同時了解生

食淡水魚隻的危險性 

課程大綱 1.講授大漢溪水域扁彎口吸蟲的知識 

2.理解淡水魚類可能產生的人畜共通寄生蟲危險性 

3.親身學習傳統醃魚製作流程，體會原住民文化 

九年一貫環境

教育能力指標 

1. 覺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2. 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環境與基本的生態原則。 

3. 瞭解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對環境的態度及行為。 

4. 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

倫理。 

課程單元 教學重點或教學活動 教學法 教學資源/器

材 

單元主題 1.活動時間：40 分鐘  

 .活動場地：教室內 

2.講述說明活動主題 

3.講述介紹授課方式 

4.整理收拾 

1.介紹 

2.討論  

3.實作  

  

教學器材： 

簡報、醃魚

實物 

單元一 

（20 分鐘） 

1. 以講述引起動機引發思考、

討論「大漢溪水域的寄生

分組、團體

討論 

食品衛生安

全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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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具辨認環境問題、自然水域生態系統、收集資料、尊重自

然環境、尊重傳統文化、注意環境衛生與食品安全的能力。 

 

 

蟲」 

2. 自由（輪流、指定）發表討

論結果。 

簡報 

單元二： 

（20 分鐘） 

1. 說明傳統醃魚製作流程，並

分組領取材料，依照流程進

行製作。 

2. 製作完成後收拾善後。 

分組、團體 

討論 

相關性問題

圖片 

學習/ 

課程評量 

 

學習評量 

 

課程評量 

 

1. 學習評量指針對課程單元設計之學習單、討論主題、意見

發表等，協助學習者瞭解教學單元之學習重點，以及教學

人員瞭解學習者學習成效。 

2. 課程評量指針對課程方案﹙課程模組﹚之設計是否符合學

習者學習之期待，為課程設計者與學習者之溝通橋樑。課

程評量分為內部評量與外部評量。通常使用簡單之評量方

式為：課程回饋與建議單。 

具有安全評估

與準備 

1.課程活動路線的勘查與危險係數評估 

2.緊急事件處理與應變的流程 

參考資料 列出與本課程有關之參考資料 

列出與本課程有關之延伸閱讀，包含書籍、網址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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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一般民眾 

課程方案                                        20141205 

課程﹙模組﹚ 

名稱 

「好水好魚好健康?」－淡水魚類黃吸蟲病介紹講座 

實施對象：一般民眾 課程時數：40 分鐘 

課程人數：20 人 生師比 

20﹙20：2﹚ 

課程講師：環境教育專職人員 協同教學人員：可以搭配

環境教育志工搭配 

不需協同教學人員 

課程實施地點 

3. 室內場地（活動中心、演講廳或教室） 

課程目標 1.目的：了解泰雅族傳統食品製程，並了解可能的危險 

2.目標：藉由課程講座，讓一般民眾了解生食魚類可能導致的

寄生蟲疾病，同時了解食品衛生議題的重要性 

課程大綱 1.講授大漢溪水域扁彎口吸蟲的知識 

2.理解淡水魚類可能產生的人畜共通寄生蟲危險性 

3.推廣魚類熟食的觀念 

課程單元 教學重點或教學活動 教學法 教學資源/器

材 

單元主題 1.活動時間：30 分鐘  

 .活動場地：教室內 

2.講述說明活動主題 

3.實物傳閱供民眾觀看 

4.整理收拾 

1.介紹 

2.討論  

教學器材： 

簡報、醃魚

實物 

單元一 

（30 分鐘） 

3. 以講述引起動機引發思考、

討論「大漢溪水域的寄生

蟲」 

4. 傳閱醃魚食品實物供民眾觀

看。 

演講、實物

參考 

食品衛生安

全教育講座

簡報、醃魚

實物 

單元二： 

（10 分鐘） 

3. 民眾進行討論與問答。 

4. 收回教材實物，整理收拾。 

團體討論 食品衛生安

全教育講座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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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民眾具辨認環境問題、自然水域生態系統、收集資料、尊重自

然環境、尊重傳統文化、注意環境衛生與食品安全的能力。 

 

學習/ 

課程評量 

 

學習評量 

 

課程評量 

3. 學習評量指針對課程單元設計之學習單、討論主題、意見

發表等，協助學習者瞭解教學單元之學習重點，以及教學

人員瞭解學習者學習成效。 

4. 課程評量指針對課程方案﹙課程模組﹚之設計是否符合學

習者學習之期待，為課程設計者與學習者之溝通橋樑。課

程評量分為內部評量與外部評量。通常使用簡單之評量方

式為：課程回饋與建議單。 

具有安全評估

與準備 

1.課程活動路線的勘查與危險係數評估 

2.緊急事件處理與應變的流程 

參考資料 列出與本課程有關之參考資料 

列出與本課程有關之延伸閱讀，包含書籍、網址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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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餐飲從業員 

課程方案                                        20141205 

課程﹙模組﹚ 

名稱 

「認識魚類食材的安全」－淡水魚類黃吸蟲衛生教育講座 

實施對象：餐飲從業人員 課程時數：40 分鐘 

課程人數：20 人 生師比 

20﹙20：2﹚ 

課程講師：環境教育專職人員 協同教學人員：可以搭配

環境教育志工搭配 

不需協同教學人員 

課程實施地點 

4. 室內場地（活動中心、演講廳或教室） 

課程目標 1.目的：了解泰雅族傳統食品製程，並了解可能的危險 

2.目標：藉由課程講座，讓餐飲從業人員了解生食魚類可能導

致的寄生蟲疾病，同時了解食品衛生議題的重要性 

課程大綱 1.講授大漢溪水域扁彎口吸蟲的知識 

2.理解淡水魚類可能產生的人畜共通寄生蟲危險性 

3.推廣魚類熟食的觀念 

課程單元 教學重點或教學活動 教學法 教學資源/器

材 

單元主題 1.活動時間：30 分鐘  

 .活動場地：教室內 

2.講述說明活動主題 

3.實物傳閱供餐飲從業人員觀看 

4.整理收拾 

1.介紹 

2.討論  

教學器材： 

簡報、醃魚

實物 

單元一 

（30 分鐘） 

5. 以講述引起動機引發思考、

討論「大漢溪水域的寄生

蟲」 

6. 傳閱醃魚食品實物供民眾觀

看。 

演講、實物

參考 

食品衛生安

全教育講座

簡報、醃魚

實物 

單元二： 

（10 分鐘） 

5. 民眾進行討論與問答。 

6. 收回教材實物，整理收拾。 

團體討論 食品衛生安

全教育講座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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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餐飲從業人員具辨認淡水魚類食材安全、了解自然水域生態系

統、尊重自然環境、尊重傳統文化、注意環境衛生與食品消費美學

的能力。 

 

學習/ 

課程評量 

 

學習評量 

 

課程評量 

5. 學習評量指針對課程單元設計之學習單、討論主題、意見

發表等，協助學習者瞭解教學單元之學習重點，以及教學

人員瞭解學習者學習成效。 

6. 課程評量指針對課程方案﹙課程模組﹚之設計是否符合學

習者學習之期待，為課程設計者與學習者之溝通橋樑。課

程評量分為內部評量與外部評量。通常使用簡單之評量方

式為：課程回饋與建議單。 

具有安全評估

與準備 

1.課程活動路線的勘查與危險係數評估 

2.緊急事件處理與應變的流程 

參考資料 列出與本課程有關之參考資料 

列出與本課程有關之延伸閱讀，包含書籍、網址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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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本計畫啟發衍生之科普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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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施秀惠教授執行計畫期間發表之科普文章列表 

 

編號 日期     標  題 刊登媒體 

1 
102 年 

7/25 
蝸牛護膚 恐會感染寄生蟲           聯合報/健康版 

2  9/4 戲水後紅疹搔癢 留意尾幼性皮膚炎 聯合報/健康版 

3  9/4 泰國首例 聯合報/健康版 

4  9/15 日本血吸蟲 台灣救星變災星？      科技報導 

5 10/15 
「健康是基本人權」－從吃腦蟲台灣首例 

談知的權利 
科技報導 

6 10/23 眾多鱈魚商品  並非真鱈魚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7 11/5 防範溫泉「吃腦蟲」 有撇步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8 12/15 全球化「吃腦蟲戰爭」 台灣已是戰場 科技報導 

9 12/31 漁產品之寄生蟲危害 臺大漁推 

10 
103 年 

2/18 
【科學月刊】吃腦蟲戰爭 台灣已是戰場 蘋果日報電子報(轉載) 

11 3/11 【科學月刊】庇護臺灣不被解放靠牠？！ 蘋果日報電子報(轉載) 

12 3/15 漁產品之寄生蟲危害 科技報導(轉載) 

13 7/7 嚴防血吸蟲渡海來台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14 8/30 人蟲之間  科普或獵奇? 聯合報/民意論壇 

15 9/15 
搶救福爾摩沙 從監測和保育土壤生物多樣性做

起 
科技報導 

16 11/15 兩岸瀕危動物的故事 科技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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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爬臉護膚？恐會感染寄生蟲…                   

【聯合報╱施秀惠／台大生命科學系暨動物學研究所教授】            

2013/07/25 

蝸牛護膚製品近來大夯，日本美容業者更標新立異，直接把活蝸牛放在

顧客臉上。這項要價不菲的服務，賣點是蝸牛爬行後留下的粘液，據說「可

幫助去除老廢角質，療癒日曬後肌膚，達到滋潤保濕效果」。且不論其學理

與成效，蝸牛卻是許多寄生蟲的中間寄主和傳播者，粘液裡可能含有主動鑽

出、肉眼看不見的幼蟲。  

首先須注意的是盛行於台灣的廣東住血線蟲，成蟲寄生在老鼠肺動脈

內，第一期幼蟲隨糞便排出，鑽進蝸牛體內，蛻皮兩次，發育為感染性第三

期幼蟲；人為偶然寄主，幼蟲可能侵入神經系統而引發腦膜炎。 

患者遭感染的途徑有直接和間接兩種：前者攝食生的或未熟的蝸牛，後

者則由於食用之生菜、生機飲食或生水遭蝸牛粘液汙染；台灣發生的病例，

兩種情況皆有。因此接受「蝸牛爬臉護膚大法」時，千萬記得避開口唇部

位，同時事後應洗淨粘液，以免直接攝入感染性幼蟲。 

更需注意的是，以螺類為第一中間寄主的各種複殖吸蟲，尤其是血吸

蟲。因為從照片看來，業者使用的並不是陸生性的「蝸牛」，而是水生性、

同為腹足綱的扁蜷「螺類」；扁蜷正是曼氏血吸蟲的中間寄主和傳播者，盛

行於非洲和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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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則為日本血吸蟲的疫區，所幸擔任這兩種角色的釘螺，不曾被用來

「施法」。此外，廣東血線蟲亦可感染扁蜷螺類，筆者從前研究此線蟲之免

疫診斷方法時，為便於管理和操作，即以紅扁蜷螺取代非洲大蝸牛，在實驗

室維持幼蟲存活。 

血吸蟲蟲卵隨脊椎動物終寄主糞便釋出，在淡水孵化出毛幼，鑽進螺

體；經幼體繁殖過程，可連續產出數以萬計之尾幼，離開螺體，進入水中。

長約 0.2 公釐的尾幼向光而聚集於水面，接觸人體立即附著，無須經由傷

口，僅藉自身分泌之蛋白酶，即可分解完整皮膚，主動入侵。因此若讓已遭

感染的螺類在臉上爬行，粘液裡的尾幼可直接鑽進皮膚，由於省略經水傳播

之迂迴途徑，將使感染更為嚴重，同時更創造出不可思議，勢必將載入教科

書之血吸蟲傳播途徑。 

再者，螺類亦為多種水鳥血吸蟲之中間寄主和傳播者，釋出之尾幼因趨

熱而鑽入人體，雖因哺乳類和鳥類寄主之差異，幼蟲終將死亡而不致感染人

類，但入侵皮膚過程會導致皮下出血性紅點以及蕁麻疹等過敏性反應。 

由於患者皆有接觸自然界水體之病史，此症因而俗稱為「水癢」（water 

itch）。追求護膚美白卻導致皮膚過敏，消費者豈可不慎？ 

台灣向來熱中效法日本，美容業者若引進此護膚大法，務必謹慎從事。

最好能由專業農場供應蝸牛和水螺，繁殖與飼養期間完全阻絕動物糞便之汙

染並例行檢驗，以確保美容過程和製品之安全無虞。同時籲請檢疫相關單位

主動出擊，進行普查並教育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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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水後紅疹搔癢  留意尾幼性皮膚炎   

【聯合報╱施秀惠／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2013.09.04 

炎夏戲水是消暑紓壓的良方，然而，在淡水和海水水域活動時，務必留

意盛行且常爆發於酷暑的過敏性皮膚病「尾幼性皮膚炎（cercarial 

dermatitis，CD）」，俗稱水癢（water itch）或游泳者之癢（swimmer's itch）。  

1928 年美國密西根地區發現首例尾幼性皮膚炎病例，如今已盛行於全世

界。國內目前雖尚未有正式病例報告，但台灣海岸線長達一千餘公里，溪河

湖泊眾多，民眾接觸自然水域的機會非常多，也提高罹病風險。  

尾幼性皮膚炎是一種急性皮膚病，病原為血吸蟲尾動幼蟲（簡稱尾幼），

這類血吸蟲不會感染人類，而是以鳥類或其他哺乳動物作為終寄主，水生螺

類為唯一中間寄主。當血吸蟲的尾幼從螺體鑽出，自由游泳尋找水鳥、囓齒

類動物、水牛或黃牛等終寄主時，受到人類體熱和皮膚釋出脂質吸引，便可

能偶然鑽進人體。  

由於人體皮膚生理限制，血吸蟲尾幼無法深入皮下組織和血管，終將死

亡且被分解，但其分泌的蛋白酶與殘體將成為過敏原，導致紅疹、搔癢與疼

痛等發炎反應。急性發作常出現在接觸後 1 至數小時，延遲性反應則需十數

小時。  

我們近來在石門水庫集水區進行田野調查，對象為衛生所和診所之醫護

人員，目標則是溪魚傳染之彎口吸蟲性咽喉炎和尾幼性皮膚炎，發現兩件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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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尾幼性皮膚炎的病例，一位在溪水中洗滌出土竹筍，前臂出現紅疹；另一

位涉水回收蛇籠與漁獲，小腿布滿紅疹。  

由於訪問時患者罹病皆逾兩周，將近痊癒，僅留丘疹殘跡，無法確認。呼籲

第一線醫護人員，注意皮膚病患者是否近期接觸過自然水域，或許就是尾幼

性皮膚炎的病例。  

尾幼性皮膚炎好發於戲水和水上競賽活動者，但工作時需接觸自然水

域，如農夫、漁民和生物教師等，也是高危險群。  

綜合接觸自然水域的高風險因素如下：炎熱月分及清晨時刻、長時間、

淺水區、岸邊、高水溫、下風處、下游、藻類茂盛以致螺類聚集處等，掌握

原則即易於趨吉避凶。如果離水後，身體外露部位出現搔癢性紅疹，立即求

醫是解除痛苦的不二法門。  

提醒慣用保養化妝品的民眾，血吸蟲尾幼可能因趨熱性和趨化性鑽進人

體，目前已知吸引其的化學物質有膽固醇和神經醯胺（ceramide）。部分化妝

保養品內含俗名賽絡美或分子釘的神經醯胺，使用者宜在下水前洗淨此類物

品，以免成為尾幼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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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首例尾幼性皮膚炎 下田 15 分鐘就發病 

【聯合報╱施秀惠】 2013.09.04  

泰國首例尾幼性皮膚炎病例為水稻農夫，1988 年，共 58 名病例，患者

下田 15 分鐘即發病。皮膚炎侷限在接觸田水的肢體，包括手背、上臂和小

腿，雙腳和腳踝陷入軟泥，與田水隔離，並未出疹。病例基於病史和典型病

徵確診並治療，經採集水螺，鑑種中間寄主和傳播者為印度扁蜷。  

發表病例的作者們推測，由於嚴重的洪水氾濫，淹沒稻田，引起扁蜷數

量暴增，血吸蟲卵散布而導致疫病爆發。後來發現：當地人早已察覺此症，

居民了解接觸某些水螺皮膚會搔癢，養殖戶遂將這些螺類投入魚池，發揮防

盜效果。  

此例說明田野調查的重要性，長期累積的民間智慧雖可領先科學研究，

但仍須後者解答「所以然」。  

病例報告亦有烏龍事件，2006 年 7 月，炎熱異常，英國戶外與環境教育

中心園區爆發此症，治療醫師發表病例報告，聲稱英國首例。倫敦大學吸蟲

專家引經據典反駁，早於全球首例發生的 1920 年代，英國隨即證實相同病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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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血吸蟲  台灣救星變災星？                  施秀惠 

2014 年 9 月 15 日   科技報導 

政府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已進入第 6 年，而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則將

屆 26 周年，隨著直航航線之愈益增多，兩岸來往頻繁便捷猶如走灶腳。兩岸

交流引發之效應與衝擊，各方討論已多，筆者基於寄生蟲學專業，以及目前監

測石門水庫上下游水域螺類和魚類黃吸蟲疫病之警覺，心所謂危，專此呼籲相

關部門未雨綢繆，關切「致病性日本血吸蟲可能入侵台灣」之危機。 

改變台灣命運的「游泳課」 

日本血吸蟲曾是台灣的救星，「庇護」台灣免遭中共軍隊「解放」。根據美

國外交官柯曼(Kierman)1959 年 4 月發表在《哈潑雜誌》(Harper’s Magazine)、

標題為《解救福爾摩沙的血吸蟲》(The blood fluke that saved Formosa )一文所

述：1950 年韓戰爆發前，杜魯門政府的太平洋政策原本是放棄台灣。 

1949 年 5 月下旬，毛澤東責成華東野戰軍副司令粟裕，組織三野部隊準

備攻台，抽出野戰軍主力第 9 兵團的 4 個軍進行訓練，同時負責戍守上海地

區。為了渡海搶灘，解放軍開始在長江支流裡練習游泳，每天至少兩小時；十

幾天後，許多人出現了發高燒、風疹塊和腿腫等症狀，總計波及 4 萬餘精兵。

歷經檢驗研判，最後確診為日本血吸蟲病。中共雖因此開啟 1950 年代防治此

症之先河，但當時卻一再拖延攻台時間表，直到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巡弋

台灣海峽，台灣始獲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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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歷史陸媒原本諱莫如深，近年來才見報導，譬如 2009 年深圳新聞網

刊登之《三野為解放台灣 四萬戰士染怪病》。美國學者赫茲(Hotez)等亦於 2008

年在主題為蠕蟲感染之綜述性論文裡，以「急性血吸蟲症重創毛的軍隊、緩解

台灣危機」，作為寄生蟲病雖備遭忽視、但其實曾經改變人類歷史和命運的重

要佐證。 

簡介血吸蟲之危害與生活史 

血吸蟲症(Schistosomiasis)是當今世界重要傳染病之一，病原為扁形動物

門之血吸蟲(blood fluke)。目前有 76 個國家、估計逾兩億人罹患，盛行率和危

害程度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瘧疾；每年約有 80 萬人死於此症及其引發之癌

症。由於末期患者常因肝硬化而引發腹水，因此俗稱大肚子病；此外，血吸蟲

之中間寄主兼傳播者為水生螺類，患者因感染而發燒，因此也被稱為蝸牛熱

(snail fever)。 

此症之病理複雜，包括皮膚炎、肝硬化、腎臟炎以及心血管、結腸、肺臟

等多種臟器之病變；若成蟲移行到中樞神經系統，則出現嗜睡、精神混亂及昏

迷等神經方面的症狀。感染人的血吸蟲有十餘種，主要的三種為：曼氏、埃及

和日本血吸蟲(Schistosoma japonicum)，後者盛行於大陸和日本等亞洲地區、即

為本文主角。 

日本血吸蟲的生活史需要兩個寄主：釘螺類作為中間寄主，人類和多種家

畜則為終寄主。成蟲寄生於人體腸繫膜靜脈，交尾後在微血管內產卵，卵內胚

胎發育為纖毛幼蟲(簡稱毛幼)，其分泌之蛋白質水解酶經由卵殼上小孔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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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解人體組織，使蟲卵得以在組織內移行，最後沉積而鈣化死亡；有些蟲卵

成功穿過血管壁與腸壁，進入腸道，而後隨糞便排出。 

蟲卵在水中孵出毛幼，游泳尋獲釘螺則主動鑽入；在螺體經母代、子代孢

狀幼蟲(簡稱孢幼)之幼體無性繁殖，一個毛幼最多可連續產出十萬個尾動幼蟲

(簡稱尾幼)，離開螺體，進入水中。微小、長度約 0.2 公釐的尾幼向光，接觸

人體立即附著，無須經由傷口，僅藉自己分泌之蛋白酶，即可分解完整皮膚而

主動入侵。脫去尾巴、進入皮下組織之童蟲，經由循環系統運送，最終抵達腸

繫膜靜脈，生殖腺發育成熟，成為有生殖力之成蟲。 

毛澤東送不走的瘟神反撲肆虐 

大陸血吸蟲症曾因毛澤東發動之全國性運動，而在 1950 年代獲得控制。

1958 年毛澤東看到江西省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的報導，「浮想聯翩，夜不能

寐」而「欣然命筆」，寫下七律《送瘟神》。前四句詩文為：綠水青山枉自多，

華陀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詩裡的「薜荔」不是台

灣常見的爬藤植物，而是佛經裡的餓鬼；「遺矢」則暗喻蟲卵係經病患的糞便

傳播；至於「小蟲」，指的正是血吸蟲。 

遺憾的是，造成萬戶蕭疏鬼唱歌、華陀也無奈束手的「小蟲」瘟神，不但

沒能永遠送走，反倒死灰復燃，至今仍肆虐大陸。2005 年《紐約時報》刊登

《致命蝸牛熱 重新肆虐洞庭湖》專文，描述攸關人民生計、與人民生活息息

相關的美麗洞庭湖，已成為充滿血吸蟲尾幼的「一湖疫水」。尾幼因向光性而

聚集於湖面，只要接觸湖水 10 秒鐘，尾幼已鑽進皮膚，造成感染。該文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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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大陸有近 90 萬名蝸牛熱患者，還有約三千萬人屬於高危險群。 

2009 年大陸學者發表日本血吸蟲基因體定序與功能時，更新上列數字，

顯示疫情愈發嚴峻: 約有 100 萬大陸人民遭受感染，同時還有超過 170 萬的牛

隻與其他哺乳動物亦遭感染。 

疑慮「救星變災星」之推論 

台灣向來是日本血吸蟲疫區，不過，四十多年前的研究指出：台灣的血吸

蟲屬於動物株(zoophilic strain)，僅能在野生動物和牛豬犬等家畜體內發育成熟，

在人體則不能，因此沒有致病性。如今兩岸互動頻繁，陸客抵台人數屢創新高，

去年已達 223 萬人次，台胞台商登陸人數更數倍於此，致病性的大陸株是否已

隨兩岸人民之移動而入侵台灣？昔日救星是否已調轉槍口、成為荼毒台灣的災

星？筆者深感疑慮，推論過程說明如下： 

首先，台灣確實存在著日本血吸蟲的兩種中間寄主和傳播者－台灣釘螺和

邱氏釘螺。根據《台灣貝類資料庫》所載，前者分佈廣，遍及台北地區之基隆

河和淡水河、中部之濁水溪流域以及宜蘭、台中、台南、高雄與屏東等地區；

後者僅見於新北市八里地區。此外，台灣釘螺確實曾遭血吸蟲尾幼感染。在民

國 44 至 60 年間，許雨階、范秉真和徐錫藩等寄生蟲學者曾做田野調查，總計

檢視三百餘萬顆釘螺，發現宜蘭地區釘螺之最高感染率為 0.07%、彰化地區

1.3%，而高雄地區則無感染。 

其次，台胞陸客可能有慢性血吸蟲症患者，體內寄生著有產卵力之成蟲。

大陸血吸蟲疫區為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 12 省市，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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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探親、經商和旅遊之重點區域。患者即使已經確診並進行治療，但基於

血吸蟲可在人體存活一、二十年以及雌蟲每日產卵量數百逾千、持續好幾年的

能力，致病性大陸株確實可能已被引入台灣。 

最後，患者排出之蟲卵是否已徹底殺死而不致污染淡水生態系？綜上所述，

血吸蟲中間寄主釘螺已遍佈台灣水域，如果污水處理不完備，甚至全無處理直

接排放進溪流、河川與湖泊，那麼，大陸株血吸蟲生活史的最後一個環節就此

順利連結，致病株已成功入侵台灣。何況血吸蟲具有幼體無性繁殖能力，即便

僅有極少數存活蟲卵進入水域，孵出之纖毛幼蟲鑽入螺體，進行幾何級數式增

殖，將可產生數量龐大、具感染力的尾幼。台灣河川、水庫眾多，不敢設想，

如果日月潭成為「一潭疫水」或供應民生用水的水庫是「一庫疫水」，將是何

等悲慘可怕的景況！ 

建議衛福部積極行動 

寄生蟲學者一致認為：釘螺分布之處即為血吸蟲疫區。當大陸專家學者們，

憂心忡忡於南水北調工程與全球暖化等因素，導致原本分布於北緯 33 度以南

的釘螺隨水遷移、越界北上而促使血吸蟲症蔓延之際，台灣主管官署卻對血吸

蟲致病株可能入侵之危機，掉以輕心。 

去年衛生署長邱文達率團參加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 65 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時，代表團曾對媒體表示：「除了大會全會以外，還有 15 個技術性會

議，其中只有一個議題血吸蟲症在台灣相當罕見、代表團沒有參加外，對於另

外 14 個技術性會議都積極參與。」罕見是否代表不存在？衛生署的說法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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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科學基礎。 

面對致病性大陸株血吸蟲可能、甚至已經入侵台灣之危機，籲請主管機關

立即付諸行動： 

(一)普查台灣各個淡水生態系內釘螺感染日本血吸蟲之盛行率，鑑別其體內幼

蟲基因體組成是否仍為台灣型動物株？或已出現致病性大陸株？甚至更是二

者之雜交株？對家畜亦須進行相同普查與鑑別。同時，已可基於 2009 年 7 月

大陸學界發表之日本血吸蟲基因體定序與功能分析結果(Nature 460: 345-352, 

2009)，加以鑑定比較。 

(二)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釐清病例係境外引入或境內罹病？ 

(三)深度教育民眾和第一線醫護人員，提高警覺並建立正確觀念；疾管署的職

責應不僅止於發佈例行新聞稿，宣導提醒赴大陸時應「避免使用可能有釘螺生

長或遭糞便污染的水沐浴或洗滌，避免赤腳在溪流、水田中活動」而已，更有

義務告知民眾：台灣的淡水水域是否安全無虞？ 

(四)匯集整合包括對岸專家在內之專業意見，擬訂疫病監測、檢疫之因應策略

與標準作業流程，慎防昔日之「台灣救星」變成肆虐台灣之災星。 

施秀惠: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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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基本人權」－從吃腦蟲台灣首例談知的權利       施秀惠 

2014 年 10 月 15 日  科技報導 

今年 8 月間，全球傳媒競相報導：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名 12 歲兒童在住家

附近溝渠戲水時，感染「吃腦蟲」(brain-eating amoeba)而罹患「原發性阿米巴

腦膜炎」(primary amoebic meningoencephalitis, PAM)，正在加護病房奮鬥求生。

此症罕見，全球僅兩百餘病例，但仍引起廣泛關注之原因在於：致死率幾乎百

分之百、倖存者遺留腦部損傷、病程痛苦、病原變形蟲生存於一般淡水水域、

感染途徑係經鼻腔直接侵犯大腦、病患主要為兒童。 

看似陌生而遙遠的疾病，其實台灣前年 11 月已出現第一個病例。患者為

75 歲健康男性，在溫泉旅館泡湯後發病，腦脊髓液中有活躍的「吃腦蟲」，雖

經治療，但藥石罔效已往生。 

「吃腦蟲」的真面貌 

「吃腦蟲」是一種學名為福氏耐格里阿米巴(Naegleria fowleri)的變形蟲

(amoeba, 音譯為阿米巴)，屬於原生生物(protists)中之原生動物(protozoa)，簡

稱原蟲；特徵為單細胞、真核類、大小僅 10~25 微米(m)。1965 年福樂(Fowler)

和卡特(Carter)兩位醫師在澳洲發現全球首例，而後確認病原並命名，種名「福

氏」即為 Fowler 之拉丁文化。 

福氏耐格里阿米巴自由生活於淡水水域，喜好高溫，可在 46℃存活，攝

食細菌類微生物，因此溫熱而富含細菌的淡水是理想棲所，包括天然的溪流、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ningoencepha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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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湖泊、池塘、溫泉和水域底部土壤，或人造之溫泉浴、三溫暖和室內溫

水泳池。至今除在上述各淡水水域發現外，也在世界各地之公共游泳池、自來

水廠和工業熱廢水中檢出。回溯游泳池加氯消毒之起源，對象不僅是病毒、大

腸桿菌與黴菌等病原，同時更針對吃腦蟲以及侵犯眼角膜之棘狀阿米巴

(Acanthamoeba spp.)等自由生活變形蟲。 

福氏耐格里變形蟲偶然進入戲水者鼻腔，附著於鼻黏膜並以偽足入侵，沿

著嗅神經一路進犯，通過篩板而感染中樞神經系統；經二分法迅速分裂增殖，

並以胞噬作用攝食血球與腦組織，因而被稱為「吃腦蟲」。患者常為免疫系統

尚未發育完全之兒童，通常在發病一至二週內死亡。 

由於感染途徑係從鼻腔直接侵入大腦，不經血液運輸，因此引發之腦膜炎

被稱為原發性，以與赤痢變形蟲(Entamoeba histolytica)引起之續發性(secondary)

阿米巴腦膜炎區別。人類由糞口途徑(oral-anal or oral-fecal route)攝入赤痢變形

蟲之成熟囊體，在腸道內經消化作用釋出變形蟲；藉由自己分泌之酵素的化學

分解作用與偽足運動而鑽入腸壁，產生原發性膿瘍，繼而蔓延轉移至其他臟器，

或經由血液運輸而侵犯腦部，導致續發性腦膜炎。全球每年死於此症者為數眾

多，在真核類寄生蟲病排名第三，僅次於瘧疾和血吸蟲症，台灣曾出現兩次嚴

重群聚感染。 

「吃腦蟲」可變形為鞭毛蟲 

變形蟲之典型活史具有兩個時期：(1) 變形蟲(阿米巴)時期：亦稱營養體

(trophozoite)，負責營養與生殖。可伸出偽足，以胞噬作用攝食，形成食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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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內消化而獲得養分；亦可經二分法行無性生殖，迅速增加族群數量。(2) 囊

體(cyst)時期：營養體遭遇不良環境則長出厚壁，形成囊體，可忍耐惡劣環境

並進行傳播。由於營養體外被細胞膜，無法忍耐乾旱、缺氧或寄主之消化作用，

因此囊體才是一般寄生性變形蟲的感染階段，譬如赤痢變形蟲。 

然而原本自由生活之福氏耐格里變形蟲，卻直接以營養體感染人體。此外，

更演化出罕見之變形(transformation)能力，可由阿米巴營養體轉變成鞭毛蟲

(flagellate)時期，極有利於傳播與遷移，更是令人歎為觀止之生物現象。 

細胞的運動胞器有偽足、鞭毛和纖毛等三種，參與之細胞骨骼(cytoskeleton)

亦有不同：偽足運動(或變形蟲運動)係基於微絲(microfilament)的聚合和解聚作

用，細胞質形成凝膠和溶膠狀態而得以伸出偽足；鞭毛、纖毛以及長出二者之

胞器－基體的超微結構，則由兩種管蛋白聚合形成微管(microtubule)。 

大小僅以微米計的吃腦蟲，可在數小時內從微絲運動之阿米巴狀態，轉換

並啟動微管運動，長出兩根鞭毛，變形成為鞭毛蟲；之後仍可逆轉，回復變形

蟲狀態。基於此能力，吃腦蟲遂得充分適應自然淡水水域之環境變遷：枯水期

以阿米巴狀態攝取養分，分裂繁殖，產生大量變形蟲；雨季豐水期則變形為鞭

毛蟲，藉鞭毛擺動而迅速游泳，進行遷移並成功散播。此項演化適應利於佔據

更多理想棲所，降低種內競爭，實為族群永續生存之優勢特徵。 

實驗室內亦可激發吃腦蟲變形：以果凍般之洋菜(agar)培養時則維持變形

蟲時期；若移入液體培養基，無處依附、懸浮中的阿米巴則變形為鞭毛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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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已有紀錄影片流傳，只需以「amoeba-flagellate transformation」進行檢索，即

可觀看此過程。 

台灣「吃腦蟲」首例之診斷與病原追蹤 

現在根據兩篇科學論文、聯合報與疾病管制署之新聞稿以及個人通訊，還

原台灣首個「原發性阿米巴腦膜炎」病例之發病與診治過程：患者為 75 歲健

康男性，習慣定期泡溫泉；前年(民國 100 年) 11 月在溫泉旅館泡湯後，次日

週一(11/14)出現類似感冒症狀而自行服藥，週三(11/16)因劇烈頭痛與頸痛而求

醫，週四(1/17)上午轉診至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 

由於患者發生不明原因之抽搐與癲癇，當日下午進行腰椎穿刺抽取腦脊髓

液，意外發現其中有許多活躍的變形蟲，同時還有鞭毛蟲型態。醫檢師當下判

定為福氏耐格里阿米巴，由於未警覺乃台灣首例，因此未當場拍照紀錄，等到

製作腦脊髓液抹片標本時，檢體皆呈現變形蟲狀態。患者經投藥兩性黴素

(amphotericin B)治療，但仍於發病 25 日後死亡。 

中山醫大發表之首例論文中，提供三項診斷證據：未染色與染色之變形蟲

照片，變形蟲 DNA 經聚合酶連鎖反應(PCR)增幅出專一性片段，此產物經核

酸定序比對，鑑定為福氏耐格里阿米巴。論文討論部份進一步指出：疾管局檢

測溫泉水樣，確認含有此種變形蟲。 

病原性疾病之診斷策略可分為直接和間接性：前者從檢體中直接檢獲或培

養出病原體，目視或鏡檢符合病原體型態特徵；後者則以免疫法分析檢體中之

抗體力價、或以分子法偵測專一性核酸片段。本病例患者除腦膜炎症狀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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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腦脊髓液中直接檢獲變形蟲，經抹片、染色比對其型態特徵；再經 PCR 套

裝試劑進一步確認序列相符之 DNA 片段。之後基於病史，從患者曝露之公共

溫泉池水中檢測出同一病原，完成確診程序。 

根據通訊作者為中正大學許昺慕教授之論文所述，衛生當局後續的因應作

為如下：邀請許教授團隊於 11 月 30 日初次採取水樣，之後關閉該溫泉旅館，

排空池水，清洗並消毒浴池；一個月後(12/29)再度採樣檢驗，追蹤上述處置之

成效。專研環境微生物的許教授團隊，採用的策略並非直接從檢體分離或培養

變形蟲，而是間接檢測：將體積約 1 公升的水樣，經孔徑 0.22 m 濾膜過濾濃

縮，萃取膜上變形蟲 DNA，再進行前述中山醫大團隊之最終步驟，藉聚合酶

連鎖反應偵測阿米巴之專一基因片段。 

初次分析 7 個水樣，只在病患曝露之大眾池標本中，檢測出福氏耐格里變

形蟲，並確認和患者檢體屬於同一基因型；其餘無論溫泉水源或廢水、大眾池

或個人池之溫泉、冷泉和三溫暖則皆未檢出任何變形蟲。一個月後之追蹤採樣，

總計分析 18 個標本，雖然完全未檢測出吃腦蟲，但卻有 39% (7/18) 水樣遭其

他 兩 種 耐 格 里 屬 變 形 蟲 (Naegleria spp.) 、 20% (4/18) 遭 棘 狀 阿 米 巴

(Acanthamoeba spp.)污染。疾管署近日回應此事件之新聞稿說，「該溫泉池經

消毒後已重新開放」，顯見溫泉旅館歇業時間短暫，僅為完成清洗與消毒工作

所需，同時更在第二次追蹤採樣前已恢復營業。 

疾管局全程參與卻無積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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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先後有兩個研究團隊參與此病例之診斷與病原追蹤：(1) 中山

醫大與附設醫院團隊：負責收治病患，進行診斷與治療；撰寫之病例報告在去

年 6 月投稿，7 月接受，但遲至今年 4 月才出版紙本。(2) 中正大學許教授帶

領之團隊：執行溫泉水樣檢驗，偵測病原並進行後續追蹤；撰寫之學術論文在

去年 11 月投稿，今年 1 月接受，刊登於 8 月號紙本，但並未引用中山醫大之

病例報告論文。 

兩團隊唯一交集之機構為疾管局，有二員名列兩篇論文之共同作者，顯示

疾管局全程參與病例診斷、溫泉檢驗以及病原追蹤；同時更執行公權力，暫時

關閉該溫泉旅社。然而自病例發生以來，將近兩年期間卻未見該局或衛生當局

有任何主動積極之作為，直到媒體發現台灣曾有吃腦蟲死亡病例，預備報導而

向疾管署查證後，遂在新聞見報之同一日、同步於官網發布圖文並茂之吃腦蟲

首例新聞稿－可惜仍遺漏鞭毛蟲時期。 

除非獲得重大學術突破或論文刊登在《Nature》和《Science》等頂級期刊，

學界鮮少主動召開記者會，傳媒亦無報導意願；但職掌「建立現代化防疫體系，

維護國人健康」之公務部門疾管局的舉措，顯然不應依循學界模式，僅僅發表

學術論文而已。疾管局今年 7 月已改制提升為疾管署，官網中揭櫫 7 項展望，

其中第 4 項：「主動掌握國內、國際疫情資訊，迅速有效處理各種疫情，以危

機總動員的機動性推動疫病防治」；第 7 項：「引進防疫新科技，監測疫病，

以防範新興傳染病出現」。對照疾管局在「首例因溫泉感染吃腦蟲死亡事件」

之實際作為，實難符國人期許與自我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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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管署的第 5 項展望是「防疫無國界，健康是基本人權」，既然「健康是

基本人權」，人民當然有知的權利。據說前年底死亡病例發生時，疾管局曾舉

行記者會並發布新聞稿；不過，檢視聯合報新聞、疾管署連續兩日之新聞稿與

回應卻皆未提及，傳聞應非事實。疾管局當時顯然僅做個案性處置，並未規劃

且施行通盤性方案，譬如：病例公諸於眾，對所有溫泉設施、溫水泳池和天然

淡水水域提出防疫警告；主動聯繫相關機構、進行跨部會合作，研擬訂定溫泉

與相關設施之水質安全標準與檢驗辦法等。 

推測衛生當局之考量，可能認為吃腦蟲病例罕見，台灣至今僅發生一個死

亡病例，因此無需危言聳聽，嚇唬老百姓。何況台灣淡水水域廣佈、溫泉資源

豐沛，何苦因噎廢食？導致民眾恐懼水上活動、放棄溫泉休閒娛樂! 他山之

石，可以攻錯，那麼，美國的態度和做法又如何呢？  

美國對「吃腦蟲」的態度與因應措施 

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CDC)的最新資訊顯示，美國至今僅發生 128 個吃

腦蟲病例。然而在 2007 年夏季，6 名美國少年喪生於此症後，中心立即發出

警訊：「隨著全球氣溫上升，性喜溫水的變形蟲將愈發活躍，美國未來數十年

面臨這種微生物之致命威脅將驟然增加。」全美各地隨即展開預防措施，譬如：

佛羅里達州設立變形蟲熱線電話並提供預防建議、德克薩斯州發佈變形蟲警訊

並在湖畔張貼警告等；最強烈之措施則在患者曝露之天然水域，直接豎立「封

閉」和「不可游泳」警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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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美國並不因為近 10 年僅發生 31 個吃腦蟲病例而漠視或淡化，

反而公開透明相關資訊，主動發布警訊，同時更基於全球暖化之趨勢，積極提

醒人民：溫室效應將導致此病例遽增，吃腦蟲不僅是潛在、更是逼近眼前的威

脅。 

基於預警以及毫不避諱之心態，美國人索性把吃腦蟲製成玩具。以製作銷

售各種細胞、病原體和線蟲等放大版生物著名的 GIANT microbes公司，把吃

腦蟲的變形蟲、囊體和鞭毛蟲等三種時期製成填充玩具，包裝在培養皿般的容

器裡，商品簡介如下：每個培養皿裡，有 3 個代表此生物 3 個生長期的不同迷

你玩偶(Each Petri Dish includes 3 different mini dolls representing the 3 growth 

stages of the organism!)，售價 19.95 美元。同時在商品標示上毫不隱晦地警告：

如果你在淡水池游泳，千萬放聰明些，否則吃腦蟲可能進入你的腦子裡 (If you 

swim in fresh water pools, be smart or brain-eating amoeba could go to your head.)。 

相較於上述紅灰兩色搭配的玩具，更為廣泛流行的是一種頂著兩根天線的

綠色獨眼龍造型，創意源自融合變形蟲和鞭毛蟲兩時期特徵: 單個細胞核、一

個核仁、兩根鞭毛、阿米巴體型。不僅做成玩具，還將此造型應用在蛋糕點心

之製作，連漫畫人物也頂著這個綠色獨眼龍豋場。在網路上以「brain-eating 

amoeba」或「Naegleria fowleri」進行檢索，即可觀看各種創意與應用。 

台灣情況更為嚴峻危急 

國外的病例主要是在天然淡水水域戲水的兒童，以及用污染自來水沖洗鼻

腔之成人，而台灣的病例卻是習於溫泉泡湯之健康長者；兩相對照，台灣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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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嚴峻危急顯而易見。因為吃腦蟲若生活在野外淡水水體，此類環境衛生當局

無從管理、規範並進行水質檢驗與監測，只能發出警訊與提醒；然而泡湯和三

溫暖之類娛樂休閒使用之溫泉，理應受主管機關管理檢驗，而今卻淪於消費者

自求多福狀況。 

至於發生病例之溫泉旅館以及所有溫泉業者，基本上皆屬無辜，因為「不

教而殺謂之虐」，何況似乎並無法規遵循。業者們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吃腦蟲這

種病原體，即使看過國外病例報導，也連想不到吃腦蟲居然出現在高溫、富含

礦物質的溫泉之中。 

台灣地熱豐沛，得天獨厚擁有熱泉、冷泉、濁泉 (泥漿泉)以及海底

泉等多樣性泉質，至今已開發出一百多處溫泉據點，泡湯更成為流行文

化與觀光資源。然而溫泉之消毒策略卻莫衷一是，至今仍多爭議。為了

不損壞溫泉特質，對溢流式溫泉，日本溫泉學會反對以產生刺激性臭味、

氧化性的氯製劑消毒，台灣業者也同樣不採用。  

長期研究環境微生物的中正大學許教授受訪時指出，台灣各類水體中的

耐格里屬(Naegleria spp.)阿米巴檢出率約 20%，其中以溫泉最多，其次才是溪

流、水庫和湖泊。該團隊多年調查檢測，從未發現「吃腦蟲」福氏耐格里變形

蟲，直到前年才首度從病患泡湯之大眾溫泉池水檢出。當流行的傳統溫泉泡

湯被注入健康養生概念，每年有上百萬民眾利用溫泉休閒娛樂之際，溫

泉水源以及相關設施，諸如：三溫暖、游泳池、水療和按摩池等水質安

全之疑慮，吃腦蟲對消費大眾健康與生命的潛在威脅，俱已迫在眉睫，不容

主管機關淡化、掩飾與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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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確實有一部《溫泉法》，由經濟部水利署負責推行，自 92 年 7 月公

布，長達 10 年的緩衝期已於今年 7 月到期。但立法宗旨純粹基於「落實溫泉

管理與永續利用理念」，因而規定溫泉業者須申請溫泉開發許可、取得溫泉水

權、申請溫泉標章以合法營業，完全未涉及水質安全規範與檢驗辦法。母法中

區分出之「溫泉取供事業」和「溫泉使用事業」業者，在溫泉開發與建設之規

劃設計中，顯然並未被要求納入水質安全維護與檢驗措施。現今檯面上關於《溫

泉法》之爭議，也集中在不合法業者居然續獲 3 年豁免權、執法單位究竟是中

央或地方政府等，同樣和溫泉內已出現吃腦蟲以及其他變形蟲的威脅無關。 

綜言之，在台灣首例感染吃腦蟲死亡事件中，衛生當局無論基於保護心態

或漠視怠忽，人民先被剝奪了知的權利，而後並未獲得相關法規與執行策略之

保護，以致全無防疫警覺。「健康是基本人權」，面對新興的、致命威脅將驟

然增加的吃腦蟲，難道只能押注在其分布密度上、聽天由命地和感染機率對賭？ 

趨吉避凶之道 

最後，歸納綜合美國 CDC 和專家學者建議的趨吉避凶之道：選擇管理良

好、徹底消毒的乾淨泳池和溫泉浴湯；在自然淡水環境戲水時，應遠離高溫、

淺水或不流動之水域，同時避免擾動水底淤積物，免得激起變形蟲。避免跳水

與深潛，以免將水壓入鼻腔深處而引進吃腦蟲。游泳時最好使用鼻夾或保持頭

部高於水面之泳姿，以降低感染風險。 

此外，若使用瑜珈淨鼻壺(Neti Pot)之類的沖鼻器具，沖鼻液和器材清洗液

皆應以蒸餾、過濾或煮沸過的水製作；美國路易斯安那州 2011 年即有兩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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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類淨鼻壺之死亡病例。務請切記並遵守流行病學家之忠告：「自來水生飲

固然安全，但沖洗鼻腔卻並不安全」。 

施秀惠：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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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鱈魚商品 並非真鱈魚 

施秀惠    中國時報  2013.10.23   

歐盟近日揭發全球 10 大最易詐欺造假食品，台灣剛爆發之黑心調色香精

油和劣質混雜米，正是「詐欺黑名單」榜示之項目。「名列前茅」的還有標

示不實之魚類產品，報告引用近年研究數據指出：標示錯誤機率高達 33％，

其中鯛魚產品高達 87％，鮪魚類則為 59％，半數以上的抽檢樣本皆為冒名頂

替。  

台灣漁產豐富，國人平均每人每天攝食量近百公克，漁產品問題不僅標

示不實，更冠上五花八門的商品名稱，花非花，霧非霧，此魚非彼魚，消費

者如墮五里霧中，根本弄不清餐桌上之漁產品來自何種魚？譬如國人嗜食之

昂貴鱈魚。  

真正的鱈魚只有隸屬條鰭魚綱、鱈形目、鱈科、鱈屬之下列三種：太平

洋鱈、大西洋鱈以及格陵蘭鱈。由於近百年來過漁之衝擊，鱈魚已被列入瀕

危魚種，撈捕量受到嚴格限制；因此台灣餐飲業和生鮮業通稱之「鱈魚」，

幾乎都不是真正的鱈魚。基於生物分類名目─界門綱目科屬種─之界定，由親

至疏，解讀下列「鱈魚商品」和真鱈魚的親源關係，以便消費者認清冒名頂

替者之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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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拉斯加鱈魚或稱明太魚。魚種為狹鱈，和真鱈魚同科而不同屬。加工

製成之漁產品有魚排、魚片和魚漿等，賣場販售以及速食業供應之鱈魚

排常為此魚種。  

2. 圓鱈。常見且昂貴，因魚體橫切面呈圓型而得名，包括三種魚種：俗稱

「銀鱈」之裸蓋魚、無鬚鱈以及俗稱「美露鱈」之巴塔哥尼亞齒魚。前

二者和真鱈魚同目但不同科，第三種較遠，根本不同目。  

3. 扁鱈或冰島鱈魚。魚種實為太平洋大比目魚，和真鱈魚不同目且相距最

遠，餐廳和便當業者常供應之鱈魚即為此類。  

4. 油魚。魚種為異鱗蛇鯖和棘鱗蛇鯖，和真鱈魚不同目。含有大量難以消

化之蠟酯，易於引起油性腹瀉而不適食用，但有不肖業者將其充作圓鱈

販售。  

此外，目前市面上之「鱈魚商品」還有龍鱈、金鱈、黑鱈、青鱈、岩鱈

和水鱈等，琳瑯滿目，不勝枚舉。  

魚類分類研究成果豐碩，至今約有全球魚種數三分之一、逾九千種已建

立「魚類生命條碼」身分證，但對於蓄意魚目混珠、以假亂真的漁產品，尚

無便捷檢驗方法進行普查與監測；漁產品產銷業者務須建立品牌商譽，以維

持消費者信心。  

（作者為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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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溫泉「吃腦蟲」有撇步 

施秀惠／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中國時報  2013.11.05 

媒體報導：前年11月台灣出現「原發性阿米巴腦膜炎」（PAM）死亡首例，

病原「吃腦蟲」來自於溫泉旅館大眾池。 

「吃腦蟲」是一種學名為福氏耐格里阿米巴（Naegleria fowleri）的變形蟲

（amoeba，音譯為阿米巴），自由生活於淡水水域，以微生物為食，好高溫，

可在46℃存活，因此溫熱而富含細菌的淡水水體是理想棲所，包括天然的溪流、

河川、湖泊、池塘和溫泉，或人造之溫泉浴、三溫暖和室內溫水泳池。 

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偶然進入戲水者鼻腔，附著於鼻黏膜並以偽足入侵，沿

著嗅神經一路進犯，通過篩板而感染中樞神經系統；藉由二分法迅速分裂繁殖，

並以胞噬作用攝食血球與腦組織，因而被稱為「吃腦蟲」。 

病例罕見，自1965年發現以來，全球至今僅兩百餘例，但死亡率幾近百分

之百，患者通常在發病1至2周內死亡。國外病例主要為淡水水域戲水的兒童，

以及使用汙染自來水沖洗鼻腔之成人，而台灣首例卻是習於溫泉泡湯之健康長

者。 

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CDC）因應吃腦蟲，主動發布警訊。全美各地隨

即展開預防措施：發布吃腦蟲防疫警訊、設立熱線電話、提供預防建議、在患

者暴露之水域張貼豎立警告標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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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淡水水域廣布，溫泉資源豐沛，民眾無需因噎廢食，遠離水上活動或放

棄溫泉休閒。歸納綜合專家學者之建議：選擇管理良好、徹底消毒的乾淨泳池

和溫泉浴湯；在自然淡水環境戲水時，應遠離高溫、淺水或不流動之水域，同

時切勿擾動水底淤積物，免得激起變形蟲。避免跳水與深潛， 

以免將水壓入鼻腔深處而引進吃腦蟲。游泳時最好使用鼻夾或保持頭部高

於水面之泳姿，以降低感染風險。此外，若沖洗鼻腔，切記沖鼻液和器材清洗

液皆應以蒸餾、過濾或煮沸過的水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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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吃腦蟲戰爭」 台灣已是戰場                    施秀惠 

2014年12月15日  科技報導 

最近如果造訪美國紐奧良市，空氣中除了依舊飄揚的爵士樂外，可能還隱

約瀰漫著消毒水氣味，因為市郊正進行著一場不知伊於胡底的「吃腦蟲戰爭」。

導火線是一名4歲男童在家用塑膠滑水道(Slip-N-Slide)玩耍後，罹患原發性阿

米巴腦膜炎(primary amoebic meningoencephalitis, PAM)死亡。美國疾病管制預

防中心(CDC)隨即從當地多個自來水系統，檢出俗稱「吃腦蟲」之病原體－福

氏耐格里阿米巴(Naegleria fowleri)，同時發現係由於自來水含氯量過低，消毒

不全而未能殺死吃腦蟲。 

自來水成為感染來源 

自1965年發現吃腦蟲以來，全球雖僅發生兩百餘死亡病例，但感染源卻從

溪流與湖泊等淡水水域，蔓延至游泳池、溫泉浴和水上樂園，更順著自來水系

統抵達家戶水龍頭，以致兒童在灌注自來水之塑膠玩具嬉戲後，感染水中吃腦

蟲而喪生。 

其實路易斯安納州前年已發生兩件使用污染自來水沖洗鼻竇之死亡病例，

CDC雖從死者浴室蓮蓬頭和電熱水器檢出吃腦蟲，但水塔和淨水場則無。如今

悲劇再度發生，當地居民不由得悲歎：防疫難道貧富有別？！財政困難之地方

政府並未確保自來水的有效餘氯含量，未能徹底殺死水中吃腦蟲，反倒將致命

病原送入管線末端的各個家庭。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ningoencephal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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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嚴重之溫室效應正加劇全球暖化，喜好高溫、可在46℃存活的吃腦蟲

勢將激化戰況，美國CDC在6年前已提出警告：「隨著全球氣溫上升，性喜溫水

的吃腦蟲將愈發活躍，美國未來數十年面臨此微生物之致命威脅將驟然增加，

吃腦蟲不僅是潛在的、更是逼近眼前的威脅。」 其實吃腦蟲戰爭陰影豈止籠

罩美國？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廣佈於地球所有淡水水域，威脅已然全球化，而前

年首度出現溫泉泡湯感染吃腦蟲死亡病例的台灣，在國人未警覺疫情的情況下，

早已成為戰場。 

《溫泉法》之規範與不足 

筆者在貴刊今年10月出版之382期發表《「健康是基本人權」－從吃腦蟲台

灣首例談知的權利》一文，隨即將電子檔寄送相關主管機關之首長信箱，以期

喚起重視。下面概述經濟部和衛生福利部之回覆，同時予以解讀並續提建議。 

經濟部回覆：「依《溫泉法》規定，業者在經營溫泉事業前應先取得溫泉

標章，而溫泉標章之取得，應依「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第7條第5款規定，

檢附申請前二個月內衛生單位出具之溫泉浴池水質微生物檢驗合格報告。溫泉

營業場所多屬浴室業及旅館業之場所，衛生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嚴格辦理有

關溫泉水質抽檢及衛生管理等工作，依法把關。」 

經濟部下轄之水利署負責推動緩衝十年、今年7月始上路之《溫泉法》，針

對溫泉水質之檢驗與管理，做出上述說明。不過，根據疾病管制局94年間訂定、

98年修訂函告之「溫泉浴池水質微生物指標與採樣程序」，溫泉浴池水質微生

物檢驗項目僅為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與總菌落數(Total Bacterial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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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包括吃腦蟲。 

如何確保流動性、務須固定排放更換之溫泉池水的潔淨安全？建議溫泉業

者：主動檢驗水質以建立商譽。與其仰賴衛生主管機關「嚴格抽檢」之背書，

何如主動提升水質安全標準以落實衛生管理？自行定期檢驗並納入吃腦蟲項

目，結果公告週知，以建立商譽與口碑。 

疾管署開始亡羊補牢 

衛生福利部回覆：「本部疾病管制署於2011年11月18日接獲該通報個案相

關訊息後，立即督導轄區衛生局進行疫情調查及相關防治作為，追蹤同行家人

及友人均無疑似症狀；另派員會同當地衛生局至遊憩地區進行環境採檢，提供

環境消毒相關建議，並由衛生局督導業者完成環境消毒。此外，該署於近兩年

持續監測不明原因腦炎結果，亦未曾發現該疾病。」 

上述說明即為今年9月13日首度發布於疾管署官網之新聞稿，亦為媒體查

證後之回應。由此證實前文之質疑：疾管局全程參與台灣吃腦蟲首例之診斷、

溫泉檢驗以及病原追蹤，同時執行公權力，暫時關閉該溫泉旅社；然而所有作

為皆屬個案性處置，並未規劃且施行通盤性方案。兩年以來，除參與學術論文

發表外，全無積極主動之舉措，今年9月始因媒體查詢而發布新聞稿回應。 

衛生福利部提供下列新資訊：「經查美、日溫泉均曾有檢出福氏內格里阿

米巴案例，惟並無訂定相關警訊發布標準。考量國內溫泉池檢出該致病原，該

署已於全球資訊網建置『福氏內格里阿米巴腦膜腦炎』專屬網頁加強宣導，並

於102年10月14日公告『營業場所傳染病防治衛生管理注意事項』，將防治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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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納入行政管理及消費者配合事項之建議，由地方主管機關定期及不定期前

往各營業場所實施督導、管理、稽查、輔導及採驗檢驗等作為，以維護消費者

之安全健康。」 

兩年來從未在官網發佈此病例以警示國人的疾管署，終於在媒體報導後發

佈新聞稿並建置專屬網頁，同時在次月公告篇幅長達18頁之「注意事項」，提

醒業者遵循。然而，建議業者定期進行水質監測之微生物指標，仍僅為總菌落

數和大腸桿菌群而已，並未納入吃腦蟲。 

因應「吃腦蟲戰爭」之基本戰略 

既然「吃腦蟲戰爭」已全球化，歸納應戰策略之基本原則有二：降低水體

中吃腦蟲含量、避免引水入鼻。前者針對自來水和人造戲水環境，可藉著加氯、

加熱、過濾和照射紫外線等消毒措施殺死水中吃腦蟲；而在自然水體活動則需

遵循趨吉避凶之道以求自保。後者則為贏得這場戰爭的終極武器，因為吃腦蟲

必需經由鼻孔、深入鼻腔，始能侵犯大腦。因此無論以何種淡水沐浴、盥洗或

嬉戲，除非已確定消毒完全，否則切勿將水導入鼻腔深處，如此即可阻斷吃腦

蟲感染人體的唯一途徑。 

美國CDC近來藉由各種管道，反覆向紐奧良市郊居民強調：「仍可飲用自

來水，變形蟲即使進入消化道亦將死亡而不致罹病，但切勿讓水進入鼻腔。」

試著揣摩感受，民眾打開水龍頭時之忐忑不安和疑慮恐懼吧！ 

隨著全球之急遽暖化，「吃腦蟲戰爭」顯然方興未艾，可能永無終戰之日。

因為單細胞的吃腦蟲專營自由生活，不是寄生蟲，完全不需依賴任何寄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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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繁殖。我們雖出自本位主義、唯我獨尊地慣說：吃腦蟲「入侵」人體或「污

染」水源，但20億年前即出現於地球、遠比人類資深的此種原蟲，和人類的關

係其實全屬被動，感染人體亦純為偶然。我們在天然或人造之淡水水域活動，

引進湖泊與河川淡水作為自來水原水，如何有效去除或逃避生活與娛樂用水中

的各類病原？實為攸關人類生存與福祉之重大挑戰。 

施秀惠：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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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產品之寄生蟲危害 

施秀惠 

2013 年 12 月臺大漁推/2014 年 3 月 15 日 科技報導轉載 

人類舉火烹飪食物雖有數千年歷史，但生食魚肉卻是普及全球之飲食文化，

同時愈益風行：日本有生魚片(sashimi)和握壽司(sushi)，荷蘭有鹽醃與煙燻鯡

魚(salted or smoked herring)，北歐人食用的 gravlax 是乾燥醃製的鮭魚(dry, 

cured salmon)，夏威夷的 lomi-lomi 也是生鮭魚，南美洲的 cebiche 和西班牙

的 boquerones en vinagre 都是以醋醃製的生鯷魚(pickled anchovies)食品。國人

已習於生魚片和握壽司等日式料理，花蓮阿美族尚有春夏捕撈與生吃魩仔魚之

文化盛事，泰雅族則有鹽醃苦花(台灣鏟頷魚)的傳統食物「tmmanquleh」或

「siubowhanyuh」。 

如何生產並提供消費者安全的生魚產品？素為產官學界念茲在茲之重要

議題。本文綜述近期相關輿情與報導，從寄生蟲學角度予以剖析探討，並概述

以淡水水產品為主之寄生蟲危害管控的最新策略。 

關於「台灣鯛事件」 

今年 11 月初，傳媒密集報導，韓國 Channel A 電視台《食物 X 檔案》節

目 10 月 25 日播出「冒牌鯛魚的真相」，批評台灣鯛養殖環境惡劣並濫用

抗生素，以致外銷訂單急凍，魚價重挫。經外交部與農漁民團體連袂抗議並預

備提告，該電視台終於在官網和節目中做出更正，澄清養殖台灣鯛之水質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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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國際認證標準。關於此事件，另有兩項嚴重斲傷台灣鯛產業之訊息與

報導，卻未引起漁業署和漁民團體關注：事件發軔時之媒體投書以及行銷漁產

品業者的官網文章。分別引述並評論於後。 

聯合報》民意論壇版在 11 月 6 日和 7 日，連續兩天刊登評論此事件之讀

者投書。第一篇作者沈載勳為現居韓國之電子業者，說明韓國節目之重點其實

在於：「不是台灣鯛是否安全，而是不肖商家把低價台灣鯛，冒充高價海鯛的

『仿冒』欺騙行為。」作者隨即嚴厲批判：「台灣鯛在(韓國)市場不是建立在

健全的台灣鯛固有價值上，而是建立在冒充高價海鯛魚的仿冒價值上，廠商置

之不理。這何嘗不是另一個不重視品牌而嘗惡果的『台灣經驗』呢？」、「今天

南韓大眾了解平常吃的海鯛生魚片，不是真貨，而是較低價且生長在熱帶的淡

水魚。對於這個問題，南韓的貿易商要負很大責任，但是台灣廠商沒有責任嗎？」

同時武斷地認為：「熱帶淡水魚不適合做生魚片，因為台灣也很少直接吃台灣

鯛生魚片。」最後更呼籲：「台灣各界不要斷章取義，扭曲事實辱罵南韓。業

者權益固然重要，但更應尊重南韓消費者權益。」。 

次日嘉義市某大學教師余豈(筆名？)回應前文，認為台灣鯛事件：「爭議的

本質，與近來黑心油事件一樣，既然調合油不該當成橄欖油，為何縱容商人把

吳郭魚和鯛魚混為一談？」更譏諷「若真想玩文字遊戲，建議將吳郭魚改名『台

灣奇蹟魚』、『台灣之光魚』或『望春風魚』，既響亮光彩，又不會讓外國誤

解我們想用低價品混充高價鯛魚。」同時引用他山之石：「國外超市賣魚標出

魚名，昂貴的鯛魚是海水魚，英文名 sea bream；吳郭魚 tilapia 則是另一種魚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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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作者正在韓國工作，看過該集完整節目，為國人陳述第一手資訊，

確實有助於釐清問題重點，可惜未獲業者與主管機關重視。然而兩位作者卻都

不顧更不察真相，妄自做出台灣漁民和出口商「以廉價吳郭魚冒充高價海鯛」

之結論，進而判定事件肇因於「不尊重南韓消費者權益」之「仿冒欺騙行為」，

台灣鯛產銷業者顯然咎由自取，怨不得韓國電視台與消費者。第二篇作者更冷

嘲熱諷，硬把台灣鯛牽拖上讓國人痛心疾首、惴惴不安的黑心油事件，譁眾取

寵，傷口灑鹽。筆者雖立即撰文澄清二人論點，然而該報並未刊登。 

海鯛(sea bream)隸屬鯛科(Family Sparidae)，全球總計 33 屬，約 115 種 

(Nelson, 2006)，台灣紀錄的有 7 屬 17 種，目前列於魚類資料庫中的僅有 6 屬 

15 種，包括嘉鱲、赤鯮和黃鰭鯛等。而屬於慈鯛科(Family Cichlidae)的吳郭魚

由於具有廣鹽性，目前養殖方式是先淡水後海水，如此可去除其土腥味，增強

肉質彈性，去皮取肉之加工產品即為「台灣鯛」。因此「台灣鯛」絕不是仿冒

或詐欺商品，英文名稱更從未混淆誤導。 

台灣鯛協會的英文名稱是「Taiwan Tilapia Alliance」，外銷台灣鯛商品包裝

上一律清楚標示著英文名稱－「Tilapia fillet」(吳郭魚魚片)，有些還註明原料：

sea water farming tilapia (海水養殖吳郭魚)，從未做出「冒充高價海鯛之仿冒欺

騙行為」。如果韓國消費者果真曾遭詐騙，那麼詐騙他們的「不肖商家」，顯

然是韓國自己人而不是台灣人。此外，農委會漁業署公佈之《漁業統計年報》

亦以中英文並列方式精確載明，輸出韓國之水產品物種是「吳郭魚 tilapia」－

加工生產台灣鯛之原料－而非商品名稱「台灣鯛」。何來「縱容商人把吳郭魚

和鯛魚混為一談」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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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終於在 11 月 9 日 A8 版末端，發出一則標題為《韓商詐欺 韓

媒影射 我漁民血本無歸》新聞，由三位記者聯手採訪，報導該節目播出後造

成之傷害：韓國貿易商隨即取消訂單，產地價格則由事件前每台斤 35 元跌到

27 元以下。同時也引述漁民喊冤的心聲：「從沒聽過台灣人以台灣鯛混充海鯛

出售，就算韓國有商人混其他魚賣，這也怪台灣漁民？」 

可惜傳媒和主管機關仍糾結在魚塭環境不佳、佈滿藻類等衍生之枝節，全

未回應澄清，以正視聽；而韓國電視台 11 月 15 日發出之澄清稿指出：「目

前台灣鯛養殖場的水質均符合國際認證標準。」主旨亦僅鎖定水質

而已，並未提到仿冒詐欺行為。事件發展至此，真相依舊未明：究竟

是否曾以淡水鯛魚仿冒海鯛，欺騙韓國消費者？若此事為真且非罕見，那

麼「不肖商家」究竟來自台灣或是韓國？仿冒作業究竟發生在生產鏈的哪

一環節？相關疑問仍有待徹底釐清並妥為處置，以免類似事件死灰復燃。 

商品價格原本取決於市場供需以及消費心理，所謂「高價鯛魚」，當消費

者對可能累積重金屬的海魚心存疑慮時，漁價亦可能遽跌。至於喜好海水或淡

水魚？生食、熟食以及如何料理？純屬消費者之主觀嗜好，無可干預指導。

「Tilapia」近年來每年之總出口量約為 3~4 萬公噸，賺進外匯約 8 千萬美金；

當海洋漁業資源日趨枯竭，美味營養的「台灣鯛」已被期許為蛋白質之重要來

源，品牌商譽自應珍惜維護。如果此事件純為外國貿易商蓄意製造爭議事端、

藉此打壓台灣產品之外銷價格呢？國人絕不可盲從附和，自貽伊戚，否則奸巧

和愚昧勢將聯手重創台灣產業。 

魚肉絕無寄生蟲蟲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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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鯛遭受曲解，背負汙名其實並非始於今日，始作俑者亦非韓國電視台。   

筆者近日偶見「江醫師追求零污染鋪子」官網「江醫師談健康」專欄，兩年前

刊出、至今仍張貼且廣受轉載的文章《五星級飯店餐廳的生魚片出現蟲蟲危

機？！》，批評的對象正是台灣鯛。 

江守山醫師寫道：「星期天參加一個長輩的壽宴時，在某五星級大飯店附

設的餐廳用餐，當走到『生魚片吧台』一看，讓我只能直搖頭，業者竟把淡水

魚－吳郭魚(又名台灣鯛)直接擺上給客人吃。如果是深海魚當生魚片，我還可

理解，但淡水魚就無法苟同了! 」讓江醫師無法苟同、不以為然的原因是：「從

小就知道，吳郭魚是不能拿來做生魚片的，因為淡水魚含有很多寄生蟲的卵，

吃下肚後，身體裡會孵出很多的寄生蟲。」由於台灣鯛出貨前常經海水養殖階

段，作者特地強調：「(海水)不會讓(魚)身上的蟲卵死去，所以大家吃了還是

會讓肝臟、中樞神經、腸胃道有很多寄生蟲寄生的風險。」 

知名專業醫師以行銷「零污染」漁產品創業，成功擄獲高收入顧客層之青

睞與信任，卻長期言之鑿鑿地誤導消費者。筆者基於寄生蟲學專業，鄭重澄清：

無論淡水魚或海水魚，魚肉內絕無任何寄生蟲蟲卵，更不可能因食用魚肉而讓

人體孵出很多寄生蟲。不過，江醫師倒是說出了部份臨床醫師的真心話：「因

為台灣現在已是比較開發國家，一般醫生很少會遇到寄生蟲的病例。所以讓醫

生來診斷這種寄生蟲千奇百怪的問題是很困難的，導致病人跑了很多家醫院都

檢查不出問題的所在。」作者繼續強調淡水魚生魚片之可怕：「寄生蟲通常抽

血也檢驗不到的，斷層掃描也沒辦法發現，所以只能以開刀的方式來處理，病

情嚴重的話會發現肝臟和腦袋裡都充滿著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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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業有專攻，除了寄生蟲學者外，常見的或台灣已是其疫區的寄生蟲病例，

應該難不倒用功的醫師和醫檢師。關於寄生蟲檢驗方法，最基本而直接的是檢

查患者糞便、尿液、痰液或陰道分泌物裡的蟲卵、幼蟲或成蟲蟲體及殘餘物等，

間接法則是抽血化驗其中之寄生蟲抗體或抗原。對於原蟲類感染，譬如瘧疾病

原瘧原蟲則製作血液抹片標本，染色後在顯微鏡下鏡檢即可。至於斷層掃描？

已不是殺雞用牛刀或浪費醫療資源並且無端曝露輻射劑量問題，而是根本找不

到微小的蟲卵和幼蟲。此外，萃取檢體之總 DNA 作為模板，利用寄生蟲專一

性引子對(primer pairs)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PCR)，亦成為篩檢幼蟲或殘餘蟲

體之例行技術。「寄生蟲實驗診斷學」和「寄生蟲免疫診斷學」兼備古典與現

代之技術和原理，涵蓋所有已知寄生蟲之檢驗與診斷，完全不必採用侵入性的

「以開刀的方式來處理」。 

至於寄生蟲病之治療，也是從投藥開始，數種廣效性殺蟲藥物已可有效除

蟲。所謂「只能以開刀的方式來處理」和「肝臟裡都充滿著蟲」，作者隱射的

即是以淡水魚類為第二中間寄主、台灣久為疫區之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當患者膽囊內充滿肝吸蟲成蟲時，開刀摘除膽囊確實是通行且理想

之治療策略。不過，作者刻意忽略，海水魚更是重要人畜共通寄生蟲－海獸胃

線蟲(Anisakis simplex)的第二中間寄主或保蟲寄主之事實，此蟲已被證實可引

起成人過敏。作者卻又自相矛盾，「江醫師追求零污染鋪子」販售的淡水養殖

類水產品，「台灣鯛」魚片以及魚下巴也在產品名單之列，同時對於每台斤售

價 780 元的台灣鯛魚片，官網並未如此警告顧客：不可做沙西米或握壽司等生

食料理。 

生食淡水魚魚肉之主要寄生蟲風險是感染中華肝吸蟲，因為魚肉內可能有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2/2)─正式報告書 

 

294 
 

其囊狀幼蟲(metacercaria)休眠。人或家畜攝入後，幼蟲在十二指腸脫囊而出，

移行至總膽管和膽囊內發育成熟，蟲卵隨寄主糞便排入淡水水域，孵化之纖毛

幼蟲(miracidium)鑽進螺體，經無性繁殖產出大量尾動幼蟲(cercaria)，游泳侵入

魚體肌肉，發育為感染人畜之囊狀幼蟲。中華肝吸蟲早年因「豬圈架在池塘上」

之農漁牧綜合養殖方式而盛行，受感染之魚種以鯉科為主，亦包括改良出台灣

鯛之吳郭魚。 

當「海水魚魚肉存在海獸胃線蟲第三期幼蟲囊體乃自然現象」已成常識，

無論撈捕自海洋或海水箱網養殖之魚類－譬如全球明星魚種海鱺－皆難逃海

獸胃線蟲感染，憑藉嚴謹合格加工過程之保障，全球消費者並不因噎廢食而放

棄海水魚生魚片之際，當然不必捨棄營養美味之淡水養殖魚類產品。現行台灣

鯛養殖模式已徹底阻斷中華肝吸蟲生活史，蟲卵無從進入養殖池內，同時經由

驗收與加工過程之把關，篩檢淘汰不良與可疑之魚肉原料，足以確保產品品質。 

生魚片寄生蟲危害之管控 

評定生魚片品質的標準有肉質和衛生安全兩方面，包括：魚種、生長水域

的清潔度、冰存溫度以及分切時之衛生狀況等，從魚類原料來源到加工處理，

整條生產鏈皆需訂定規範並確實遵循。適合國人口味，用以製作生魚片的魚種

大多固定於數種，市場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地區生魚片流通業者最常供應之魚

種依序為鮭魚 77%、旗魚 74%、紅魽 72%和鮪魚 71%。 

對於鮪魚和旗魚等遠洋洄游性魚類以及其他近海性魚種，若撈捕之水域未

遭污染則保有可接受之清潔度；養殖魚類則需由業者監控水質，避免工業廢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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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或病原菌之污染。漁貨一經捕捉或採收，由於水中的微生物勢將沾附於魚皮

和魚鰓，同時存在於消化道中，因此維持魚體之低溫貯存乃關鍵步驟，以免微

生物迅速繁殖而導致魚肉腐敗，其中尤以特定腐敗菌(specific spoilage bacteria, 

SSB)最為關鍵，同時魚隻之自體消化酵素亦會迅速作用而使肉質劣變。此外，

近來研究海水魚發現，當海獸胃線蟲第三期幼蟲從魚的消化道移行穿過胃腸壁，

進入腹腔，而後鑽進肌肉時，可能將魚消化道內包括 SSB 在內之細菌，引入

魚肉而加速其腐敗。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 1996 年發布第一版美國《魚類與漁產品危害

及管理指南》(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 Hazards and Controls Guidance)，由於具

備以科學為基礎、規範嚴謹以及作業可行性高等優點，因此被視為水產加工業

實施「危害分析及重要管制點系統」 (HACCP,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之聖經。《指南》中將涉及脊椎動物的潛在危險，依魚種逐一條列出五

大類：生物性的僅有寄生蟲，化學性的則包括天然毒素、組織胺、化學物質和

藥物等。寄生蟲欄位皆如此註明：當產品擬由消費者或最終使用者蒸煮食用時，

不適用本危害。換言之，消費者若擬食用全生或未全熟之漁產品，寄生蟲危害

仍是不可忽略之威脅。 

第四版《指南》於 2011 年發布，增補第五章《淡水養殖魚類的寄生蟲危

害》，包括肝吸蟲、肺吸蟲及腸吸蟲的幼蟲。關於這三類寄生蟲之感染來源，

肝吸蟲囊幼係休眠於魚肉內，前文已提及；而肺吸蟲囊幼生存於淡水蟹類和螯

蝦，因此食用大閘蟹和醉蟹類料理時務需警惕；最盛行之腸吸蟲－薑片蟲並無

第二中間寄主，自螺體鑽出之尾幼在水生植物上結囊，因此不致危害漁產品，

但橫川氏吸蟲和異形吸蟲之囊幼則寄生在魚鱗或魚鰭上，魚肉內少見，不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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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污染廚餐具而導致傳染。 

關於寄生蟲危害之管控，第四版《指南》綜合美國胃腸病學家對美國水產

品感染寄生蟲之研究結果，修訂足以殺死寄生蟲之冷凍溫度和時間如下：(1) 

冷凍和貯存在 -20℃(或以下)為期 7 天；(2) 在 -35℃(或以下)冷凍至硬化並

貯存於-35℃(或以下) 15 小時；(3) 在 -35℃(或以下)冷凍至硬化並貯存於 -20

℃(或以下) 24 小時。上述建議管控條件僅指凍結期間之環境溫度和在凍結溫

度下貯存的時間，或水產品完全凍硬後，貯存於凍結溫度下的時間；如果最終

產品是已經拆散和漂洗後的魚卵，則排除寄生蟲危害之可能性。 

最後補充兩項《指南》並未列出之潛在寄生蟲危害：絛蟲和微孢子蟲

(microsporidians)。淡水魚肌肉亦為絛蟲長尾幼蟲(plerocercoid)寄生之棲所，主

要為裂頭絛蟲屬，至少已有 13 種可感染人類，最盛行者為寄生於人體腸道之

廣節裂頭絛蟲(Diphyllobothrium latum)。主要感染風險即來自於食用生的、未

全熟或鹽醃製之魚肉料理，若污水處理不完善，養殖環境則可能遭受寄主糞便

中絛蟲蟲卵之污染，終而感染魚體。從魚肉中可檢出之微孢子蟲類有：微孢子

蟲(Nosema)、腸孢蟲(Enterocytozoon)和匹里蟲(Pleistophora)等 3 屬，同時亦曾

於愛滋病以及其他嚴重免疫不全患者體內分離出上述病原，然而這些病例皆被

視為伺機性感染，尚未確認微孢子蟲之感染來源。此外，日本發佈的《水產品

食安寄生蟲報告》指出，赤痢變形蟲(Entamoeba histolytica)導致之阿米巴痢疾

病例有逐年上升現象。由此可見，攝食漁產品面臨之寄生蟲危害，已從線蟲、

吸蟲和絛蟲等後生動物，擴大到微孢子蟲和變形蟲等單細胞原生動物類。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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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為天，鮮美的漁產品向來是人類獲得動物蛋白質之重要來源。身為

地球生物圈和多個食物網之成員，面對寄生蟲遍存於魚蝦貝類與頭足類軟體動

物之事實，人類其實無須怨嘆。知識就是力量，破除迷思，撥正有意或無心之

誤導，自可安享美食。亟需關注重視的是，地球生命起源、物種豐富多樣的浩

瀚海洋已出現竭澤而漁的危機。 

以影響人類歷史且為國人嗜食之鱈魚為例，真鱈魚如今量少價昂，市面上

幾乎皆由狹鱈、銀鱈甚至大比目魚冒名頂替；然而鱈魚卻曾經餵飽中世紀窮苦

飢餓的歐洲人民，數量豐富到魚群佈滿漁船周圍、漁夫幾乎可以踩著鱈魚登陸

的程度。望洋興歎之餘，務須體認：漁業資源規劃管理和海洋生物多樣性維護

保育，實為不可偏廢之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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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防血吸蟲渡海來台 

施秀惠   2014 年 07 月 07 日 中國時報             

貴報 6 月 27 日「莫忘來時路」以〈第七艦隊協防台灣〉為題，報導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兩天後美國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協防中華民國，

直到 1979 年與美正式斷交，結束 30 年巡防歷史。然而隱藏在這段史實之後、

較不為國人所知的是 1949 年國府遷台與第七艦隊開始巡弋台灣海峽的大半年

間，「庇護」台灣免遭中共「解放」的竟然是微小的寄生蟲─日本血吸蟲。 

美國外交官柯曼 1959 年於《哈潑》雜誌發表〈解救福爾摩沙的血吸蟲〉：

1949 年 5 月下旬，毛澤東責成華東野戰軍副司令粟裕組織三野部隊準備攻台，

抽出野戰軍主力第 9 兵團的 4 個軍進行訓練，同時負責戍守上海。為渡海搶

灘，解放軍開始在長江支流練習游泳，每天至少兩小時；十幾天後，許多人出

現高燒、風疹塊和腿腫等症狀，總計波及 4 萬餘精兵，最後確診為日本血吸蟲

病。中共雖因此開啟 1950 年代防治此症之先河，但當時卻一再拖延攻台，直

到韓戰爆發，美國在「台灣海峽中立」下，第七艦隊開始協防台灣，台海始暫

保平靜。 

這段歷史，陸媒近年才見報導，如 2009 年深圳新聞網之「三野為解放台

灣四萬戰士染怪病」。2008 年美國寄生蟲學者赫茲在綜述蠕蟲感染論文中，即

以「急性血吸蟲症重創毛澤東軍隊，緩解台灣危機」破題，闡述寄生蟲症雖備

遭忽視，卻曾擔任改變人類歷史和命運之關鍵角色。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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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血吸蟲在 1950 年代獲得控制。1958 年毛澤東見江西余江縣消滅血吸

蟲報導，「浮想聯翩，夜不能寐」而「欣然命筆」，寫下七律〈送瘟神〉。前四

句：綠水青山枉自多，華陀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詩裡的「薜荔」雖和爬藤植物同名，但此處係指佛經裡的餓鬼；「遺矢」則暗

喻蟲卵係經病患的糞便傳播；至於「小蟲」，指的正是血吸蟲。 

遺憾的是，「萬戶蕭疏」、華陀束手的「瘟神」，不但沒能永遠送走，反倒

死灰復燃，至今仍肆虐大江南北。2009 年大陸學者發表日本血吸蟲基因體定

序與功能時，以最新數據警告疫情之嚴峻：約有百萬名患者和 3000 萬名高危

險群，還有超過 170 萬牛隻與其他哺乳動物亦遭感染。 

台灣向來是日本血吸蟲疫區，不過，40 幾年前的研究指出：台灣血吸蟲

屬動物株，僅能在野生動物和牛豬犬等家畜體內發育成熟，不感染人。然而，

如今兩岸互動頻繁，陸客登台人數屢創新高，去年已達 280 餘萬人次，台胞台

商登陸人數更遠逾於此，致病性大陸株血吸蟲是否已隨兩岸人民之移動而進入

台灣？筆者心所謂危，籲請主管機關立即採取行動：普查釘螺和家畜是否感染

大陸株血吸蟲？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釐清病例係境外引入或境內感染？加強教

育民眾和第一線醫護人員以提高警覺；匯集整合兩岸專家，擬訂疫病監測檢疫

之因應策略與標準作業流程。（作者為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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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室/人蟲之間  科普或獵奇? 

吃蟲卵、養蛔蟲…想「腰瘦」變夭壽               

施秀惠/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台北市）   聯合報    2014.8.30 

「女兒選美 母偷餵絛蟲卵助瘦身」，這則關於減肥奇招的新聞，中文傳媒

都如此報導：吃絛蟲卵，如廁排出一堆成蟲。內容雖驚悚，但關鍵點卻純屬杜

撰，錯誤則來自源頭：一名女護士在美國電視節目「你所不知道的急診室幕後

故事」現身說法並擔綱演出情境短劇。可能顧慮觀眾感受，同時活蟲難尋，所

以主角並未亮相；不過，對白和網頁文案多次提到絛蟲（tapeworm）一詞，並

附上有鈎絛蟲掃描式電子顯微照片，難怪中文傳媒同步跌坑，甚至有的謬譯為

「條蟲」。 

絛蟲生活史需要兩種寄主：牛豬等為中間寄主，攝入蟲卵，腸內孵化之幼

蟲，經循環系統入侵內臟，在肌肉和肝臟發育為囊狀幼蟲；終寄主人類食用含

囊體之未熟肉品，消化釋出幼蟲，以頭節固著於腸黏膜，掠奪養分，發育為成

蟲。可見人類即使吃入絛蟲卵，下場將如中間寄主而導致人體囊蟲症，囊幼寄

生於橫紋肌、腦部和皮下組織等部位，絕不會在腸道內發育出成蟲。 

人體若欲「培養」絛蟲成蟲，必須吞進有活力的囊幼，重現已寫入高中基

礎生物學教科書之傳奇：中山大學生物系教授趙大衛，一九八五年為確認荼毒

原住民之絛蟲生活史而生吞幼蟲，孕育出長逾三公尺的成蟲。實驗先將蟲卵加

入奶水餵食小牛，數月後犧牲小牛，取出牛肝內新鮮未鈣化的囊體，立即吞下，

四個多月後服藥打蟲，鑑定為新種亞洲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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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盲目奉行「要麼瘦要麼死！」的信念下，坊間流傳的寄生蟲瘦身偏方，

主角其實是蛔蟲。一知半解地認為「在肚子裡養蛔蟲，不管吃了多少東西，養

分和熱量都被蟲蟲吸收」，以致癡心妄想貪吃不運動、肥肉卻長在蛔蟲身上之

奇效；但卻茫然不知：成蟲固然寄生於腸道，但幼蟲必須周遊各臟器、始能發

育為成蟲之生活史。若熟知幼蟲穿腸入肝、鑽心裂肺、經咽喉而重回消化道，

可能咳出或從鼻孔爬出蛔蟲的話，不知是否照吞不誤？感染蛔蟲，勢必造成重

要臟器之機械性與化學性損傷；求「腰瘦」而夭壽，荒誕愚蠢，得不償失。 

話說回來，確實有寄生蟲學家在體內長期養蟲。由於過敏是免疫系統對花

粉和塵蟎等無害過敏原多管閒事的結果，微量感染危害較輕的蠕蟲，可抑制免

疫反應以減輕過敏症狀。國內多位寄生蟲學者早已身體力行，在腸道飼養定量

美洲鈎蟲，緩解過敏並順便提供實驗材料。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落後地區炎症

性腸病之發生率相對低下，推測可能與當地盛行蠕蟲感染有關，至今已略知其

機轉。今年六月成功解序兩種鞭蟲的基因體，分析鞭蟲蛋白質與人體免疫系統

之交互作用，可望深入了解風濕性關節炎、糖尿病和多發性硬化症等自體免疫

疾病，而有助於開發新療法。 

人蟲之間，亦敵亦友；傳媒與其獵奇，何若正確科普？ 

 

 



石門水庫庫區及上下游水域魚類複殖吸蟲疫病監測研究(2/2)─正式報告書 

 

303 
 

搶救福爾摩沙  從監測和保育土壤生物多樣性做起             

施秀惠       2014年9月15日     科技報導 

相較於1993年正式生效、至今已有193個國家地區簽署的《生物多樣性公

約》，「全球土壤生物多樣性倡議」(Global Soil Biodiversity Initiative, GSBI) 雖

發軔略遲，但基於迫切性和重要性同樣引起全球關注。去年12月，聯合國大會

宣布每年12月5日為世界土壤日，同時指定2015年為國際土壤年，科學家們則

倡議將土壤議題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人類生存植基於健康土壤 

人類的食物來自土壤，擔任生產者之植物仰賴健康的土壤，始能生長良好，

草食性初級消費者取食其葉子、果實和種子並成為肉食性次級消費者之食物，

弱肉強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尚有三級、四級等高階掠食性消費者眈眈

噬食；此外，由細菌、真菌和圓蟲(俗稱線蟲)等微小生物擔任分解者，分解屍

體和排泄物等，完成物質循環。食物鏈環環相扣，營養結構層層相疊，形成規

模大至熱帶雨林或小如水族缸之區域性生態系，綜合地球上所有區域性生態系

則建構出人類賴以生存繁衍並創造文明之生物圈(Biosphere)。 

我們腳下的土壤，乍看彷彿寂靜若死，但健康的土壤其實是一種動態

(kinetic)且充滿生命力(vital)的介質，成為數百萬種動物和微生物的棲所。常見

的大型物種有：蚯蚓、螞蟻、白蟻、蜘蛛、千足蟲、鼴鼠和老鼠，更多的是肉

眼無法看見的微小生物：線蟲、輪蟲、細菌、放線菌、原生動物以及真菌和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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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等；至今已知，土壤內物種種類高踞全球生物多樣性的1/4，可見土壤生物

多樣性之豐富與不容輕忽。尤需重視的是，現有的抗生素絕大多數來自土壤微

生物，因此科學家們將對抗日益嚴重之抗藥性病原體的希望，寄託在發掘土壤

新物種之上。 

生物多樣性締約國在2005年會議揭示，「土壤生物多樣性倡議」和農業生

物多樣性(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Agrodiversity)相關之兩大主要目標：(一) 推

動增進認識和知識，瞭解不同管理方法在不同農業系統、農牧業生態及社會生

態環境中的關鍵作用、功能和影響；(二) 促進農民對綜合土壤生態管理做法的

所有權和適應性，並將此作為農業和永續生計戰略的組成。農業必需植基於健

康土壤，兩種生物多樣性因而密不可分。 

此外，由於土壤微生物對許多環境污染物質具有分解能力和解毒效應，而

土壤動物之攝食或化學作用亦可影響微生物群落，因此未來可望利用土壤生物

群落間之交互作用或土壤食物網的整體作用，治理環境污染並促成生態恢復。

由此可見，土壤生物多樣性之探索與保育對農業經濟、生物醫學以及生態系之

穩定和復原皆具有無可取代之價值與潛力。 

「台灣農地就像躺在加護病房」 

不幸的是，誠如《聯合報》今年8月4日「願景工程還我河山二部曲/留住

福爾摩沙」專輯發出之警告：全台農地在除草劑、農藥和化肥的連手摧殘下，

土壤正在慢性自殺。報導引述臺大農藝系郭華仁教授之評論：「台灣農地就像

躺在加護病房，只剩農藥、化肥兩根呼吸管在維繫生命。」然而，化肥雖能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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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補充土壤肥力，而農藥卻是毀滅土壤生物多樣性的元兇之一。事實上不僅台

灣，同時亦不止農地，攸關人類生存與生物圈健全之土壤生物多樣性，正面臨

嚴重威脅，而全球暖化效應導致土壤溫度與濕度之改變，更加劇此危機。 

如何在保育珍貴土壤的前提下滿足人類對農作物之需求？基於「土壤保育

是永續農業的第一步」概念，專家們建議：暫時休耕，讓土壤內死亡植被與其

他有機物得以分解；避免使用化學肥料而改用堆肥，蚯蚓堆肥最能協助恢復土

壤生態系活力；改善灌溉法，避免溶解於水中的鹽分逐漸累積而導致土壤鹽鹼

化；種植成列防風林和適當植被，保護土壤免遭風和水之沖蝕而流失。此外，

除草劑和農藥固然直接扼殺土壤生物多樣性，而人類活動和城市發展所需之混

凝土與柏油，更迅速且大規模地覆蓋封閉了土壤。保育土壤並保留其生機，顯

然須從國土規劃的高度著眼。 

台灣生物多樣性研究之成就與不足 

科學訓練教導我們：學說和法則適用之對象與範圍愈廣泛通用則愈有價值，

譬如許來登(Schleiden)和許旺(Schwann)首先提出、後由威喬(Virchow)修訂之

「細胞學說」(所有生物皆由一個或多個細胞組成；每一個細胞皆可單獨維繫

其生存；所有細胞皆來自其他既存之細胞)，不僅適用於惹人憐愛的瀕危物種

大貓熊，也適用於讓全球園藝愛好者頭痛不已的蒲公英；然而，生物多樣性研

究卻具有本土性和區域性本質，研究成果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若欲尋求「台

灣/蘭嶼/綠島/澎湖/金門/馬祖… 究竟有哪些生物物種以及特有種？」這類問題

之答案，務須腳踏實地，鉅細靡遺的逐一採集、鑑種、查明，而無法直接引用

其他國家或地區之資料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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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領域學者專家之長期努力與合作之下，近年來已建立台灣生物多樣性

資料庫並日漸充實，如此成就殊為不易，尤須推崇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邵廣昭研究員之睿智領導與堅持不懈。邵教授自2002年接受國科會生物處和農

委會林務局委託，號召分類學學者參予並提供研究成果，開始建置台灣物種名

錄資料庫(TaiBNET)和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入口網(TaiBIF)，同時發行名

錄紙本和電子檔光碟以利檢索流通。更於2008年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供各

領域專家學者們公開發表、切磋討論與交流分享之平台。 

筆者領導之研究團隊亦共襄盛舉，2002年執行國科會生物處補助之「查明

台灣海峽圓蟲多樣性」計畫，2007年自行調查淡水河紅樹林底土自由生活圓蟲

多樣性；同時提供長期研究寄生性後生動物之累積成果，充實上述資料庫中動

物界扁形動物門(Platyhelminthes)和圓形動物門(Nematoda)內容。 

遺憾的是，土壤內生物，尤其是細菌和線蟲，由於體型微小、種類龐大複

雜，向來備遭忽視而淪為生態系和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失落之環節。在《臺灣物

種名錄2010》的前言裡，擔任主編之邵廣昭、彭鏡毅和吳文哲教授做出總結：

已鑑定出有效物種 53,000種，每平方公里約有1.47個物種，此數據為全球單位

面積陸域生物物種數的100倍，而海洋生物更高達400倍之多，值得國人驕傲與

珍惜。 

然而，主編們亦推論「臺灣現生的本土物種必定遠高於此數目」並提出5

項可能原因，引述最後兩項於下：(4) 許多微細生物與無脊椎動物，因乏人研

究，故均無資料；(5) 不少棲地和生態系缺乏調查與探勘，尤其以深海、底土

等環境為然。三位主編顯然並未滿足於現有成果，深思過往不足及缺憾並熟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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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方向，提出極具前瞻性的具體建議和研究目標，其中土壤微生物與無

脊椎動物顯然是台灣生物多樣性研究的重中之重。 

土壤劣化  警鐘已鳴 

今年7月25日，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義大利舉辦全球土壤研討會，專家

們提出強烈警告：由於侵蝕、酸化、都市化、養分耗盡和化學汙染等因素，全

球已有1/3的土壤因而劣化。為因應此危機，與會各國政府通過全球性行動計

劃，透過強力管制和投資以保衛土壤資源。會議主持人、FAO副總幹事 Semedo

女士強調：「土壤是糧食、飼料、燃料和纖維生產的基礎，沒有了土壤，地球

無法供養生命。而土壤一旦流失，就無法在人類的生命周期之內恢復。」「目

前的土壤劣化速度和程度已經威脅到未來世代的需求。」 同時呼籲各國政府，

立刻採取行動，改善全球有限土壤資源的健康狀態，以確保未來世代能有足夠

的糧食、水和能量。 

鐘聲爲誰而鳴 (For whom the bell tolls)？婆娑之洋、美麗之島的福爾摩沙

人民卻未聽聞？當土壤危機迫在眉睫，世界各國皆強烈關注且投入大量資源保

育珍貴土壤之際，不能再消極等待或仰賴農民與國人之自覺了。籲請行政院以

及科技部、環保署等主管機關，積極主導統籌土壤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育，據

以制定政策並切實執行。「國在山河破」，自己的土地自己救，天災人禍固然蹂

躪國土，肆虐生民，但喪失土壤生物多樣性、土地一旦死亡之後，更是百年難

復之浩劫。「2015國際土壤年」誠為振聾發聵之警鐘，台灣豈能無感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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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瀕危動物的故事                    

施秀惠   2014 年 11 月 15 日     科技報導 

 

    朱䴉回家鄉、白海豚陣亡 – 這是今年 9 月中旬兩則報導瀕危動物的新聞

標題，前者發生於中國大陸，後者則在台灣。 

 

朱䴉復育有成 

    朱䴉又名紅鶴或朱鷺，學名為 Nipponia nippon，屬於世界瀕危絕種鳥類且

被中共列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被譽為「東方寶石」的朱䴉，雖曾廣泛分

佈於台灣、大陸東北、日本、朝鮮和西伯利亞，但 1970 年代後卻失去蹤跡，

直到 1981 年才在陝西漢中洋縣發現僅存的 7 隻。當時即就地建立專業保護區，

1989 年首度人工孵化成功，歷經 33 年之努力，數量始發展為目前的兩千餘隻，

野生族群約占半數。  

    據參與復育的大陸寄生蟲學者告知，蠕蟲嚴重感染應為危害朱䴉的因素之

一。雛鳥離巢前死亡，經解剖檢視，腸道內充滿蠕蟲；追蹤病原，發現親鳥餵

食之泥鰍普遍感染蠕蟲幼蟲。遂於保護區內供給無蟲泥鰍為餌料，解決寄生蟲

致死問題。 

    朱䴉野放計畫繼去年之後，今年 9 月續有 30 隻人工繁育之朱䴉，經野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C%AF%E5%88%A9%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95%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95%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4%8B%E5%8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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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後再度放歸自然。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野生朱䴉分布的國家，珍貴的

「東方寶石」遂和大貓熊並列動物外交明星，先後送給韓國和日本並簽署《中

日共同保護朱䴉計畫》。 

    貌似仙鶴的朱䴉和日本淵源深厚，其學名即以日本(Nippon)命名，仙鶴圖

案則是日本皇室的一大象徵，民眾始終深愛不渝。上世紀日本航空(Japan 

Airlines, JAL)沿用 40 年的紅鶴標誌，即衍生自朱䴉。2011 年，日航宣布重新

啟用廢棄 22 年的「紅鶴丸」標誌，既為回應民眾呼喚，更作為公司破產重組

後的重生象徵。物種保育與復育之意義，盡在一個民族對一隻鳥無法割捨的感

情之中。 

    基於對朱䴉共同的珍視與喜愛，中國和日本藉以連繫交流情感，更成為外

交觸媒。10 月 7 日，上海歌舞團在東京推出《朱鷺》舞蹈劇首演，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夫婦暨多位日本政要應邀觀賞；而舞劇之內容，正是描述 1998 年江

澤民訪問日本、特地贈送一對人工養殖朱鷺的往事。由於率團出訪的李小林會

長與習近平私交深厚，外界因而臆測其可能兼具「習近平特使」身分，為 11

月北京 APEC 中日高峰會議之「習安會」鋪路。《朱鷺》成功首演之後，明年

更將在日本 28 個城市巡迴演出；被日本人視為國鳥的朱䴉，雖已在日本滅絕，

但形象不死，深情永壽，翩翩身姿跨越海峽，搭起國族間友誼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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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白海豚保育區難產 

    中華白海豚又名印度太平洋駝背豚，學名 Sousa chinensis，已被列為極危

等級，僅次於絕種，估計全台數量不到 70 隻。由於每年農曆 3 月媽祖誕辰之

際，吹拂台灣海峽的東北季風逐漸轉弱，白海豚能見度大增，似為媽祖祝壽而

來，同時傳說曾引領遇難漁船安全回航，因此獲得「台灣媽祖魚」稱號。 

近年來，國人的環境保護和物種保育意識高漲，同時積極行動，無論效率

或動員能量往往高於政府部門。2007 年即由六個民間團體組成策略結合，成

立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Matsu’s Fish Conservation Union, Taiwan)，致力於白

海豚族群之保育推廣、解說教育、志工培訓、政府遊說、政策監督、基礎科學

研究以及國際串聯而迭有績效。然而，一旦涉及保育區之規劃與推行，終究有

賴政府主管機關立法落實。 

    今年 9 月 11 日，台灣第一隻被科學研究團隊辨識出、因頭部附近有類似

眉毛之斑點而獲「畫眉」暱稱的白海豚，在苗栗縣苑裡鎮出水里海岸擱淺死亡。

獸醫師研判，「畫眉」嘴喙上有明顯的纏繞痕跡，3 天前還曾被目擊在海上活

動，推測可能係遭漁網纏住，無力掙脫而窒息死亡。關於嚴重衝擊台灣白海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B8%E5%9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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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主要威脅，其實早經歸納提出，2007 年 9 月在彰化召開的「第二屆東

台灣海峽中華白海豚國際保育研究工作會議」中，與會鯨豚保育學者即歸結出

下列五項：(1)（填海造陸導致）棲地破壞或消失；(2) 網具誤纏；(3) 空氣和

水污染；(4) 河口淡水注入量減少；(5) 水下噪音。不幸死亡的「畫眉」，適為

佐證。 

    9 月 18 日環保團體赴總統府抗議，痛批政府是害死白海豚的凶手，因為

林務局曾在今年 4 月 23 日預告「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

範圍」，原訂 5 月 22 日公告上路，但卻拖延耽擱，保護區至今猶為海市蜃樓。

林務局當即回應說明：係因涉及開發建設及既有利用行為，各方意見分歧，以

致無法正式公告，雖經持續溝通、積極排除各方疑慮，目前僅有部分成效；林

務局將持續邀請相關單位協商，取得基本共識後，儘速公告中華白海豚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避免其生態環境遭受破壞。 

    白海豚保護區劃定範圍相當遼闊，沿台灣西岸，「北起苗栗縣龍鳳港以北

之森林公園沙灘，南邊界線為外傘頂洲西南端，西邊界線依中華白海豚在各區

活動範圍之不同而以海岸線距岸 1-3 浬為基礎劃直斜線」，總面積 76300 公

頃。由於涵蓋離島工業區預定地和開發案預定地等區域，反對意見主要為: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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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範圍依據缺乏合理性、劃設範圍不足以確保中華白海豚族群存續、造成漁業

行為限制、預定範圍涉及國家重大工業經濟發展之區域等。公告既遭擱置，協

商亦無具體成效，保育區顯然前景堪慮，實現遙遙無期。 

 

西雅圖酋長之真知灼見 

 

    環境保護與物種保育，從來不是廉價或免費的舉措，與其質疑為了保育幾

十隻白海豚而犧牲經濟開發與民生利益，何不思考探究物種滅絕揭示之環境惡

化警訊？ 

印第安酋長西雅圖在1852年已提出蘊含智慧與洞見之宣言：「您怎麼能夠

買賣蒼穹與土地？多麼奇怪的想法。如果我們並不擁有空氣的清新與流水的光

彩，您怎能買下它們呢？」(But how can you buy or sell the sky? The land? The 

idea is strange to us. If we do not own the freshness of the air and the sparkle of the 

water, how can you buy them?)、「我們知道，大地不屬於人類，而人類屬於大

地。我們知道，每一件事物都是有關連的，就好像血緣緊緊結合著一家人。所

有的一切都是相互關連，現在發生在大地的事，必將應驗到人類未來。人類並

不主宰生命，他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他對大地做了什麼，都會回應

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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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如此，海洋亦然；「今日海豚，明日人類」。 

 

    回想十餘年前，在大陸某頂尖大學博物館初見朱䴉標本，老舊退色，不復

英姿，而面部新塗的鮮豔紅漆則令導覽前輩尷尬臉紅。如今，千餘隻朱䴉已翩

翩翱翔於秦嶺之北，「吉祥鳥」儷影不時被拍攝傳播，顯見復育有成。人類身

為地球生物圈成員之一，眾生平等，人為活動不應威脅其他物種之生存和導致

滅絕，除情感與歷史文化因素外，基於生物學觀點，破壞生態系微妙平衡之後

果，終將由人類共同承擔。 

 

施秀惠：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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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本計畫啟發衍生之傳媒採訪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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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期間傳媒專訪與報導紀錄 

 

1. 康健雜誌 

主題: 「蝸牛黏液護膚 我該跟嗎?」 

刊登日期: 178 期，102 年 9 月出版。 

性質: 專題訪問。 

連結: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67690 

 

2. 中廣新聞網 

主題: 真假鱈魚與鱈魚製品。 

訪問時間: 102 年 10 月 23 日。 

方式: 中廣新聞，現場 (live) 電話連線訪談 15 分鐘。 

 

3.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網 

主題: 盲鰻新發現。 

刊登日期: 103 年 9 月 12 日。 

性質: 提供文字檔。 

連結: http://www.ngtaiwan.com/8168 

 

4. 中國廣播公司 

節目: 中廣寶島網四神湯。 

主題: 人畜共通寄生蟲及疾病。 

方式: 錄音室現場專訪 1 小時。 

時間: 洽商中。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67690
http://www.ngtaiwan.com/8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