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生物馴養
一、海生館現有之展示生物
全館共有生物計 498 種 10,598 個個體數。
（一）臺灣水域館生物 231 種 3,789 個個體數。
（二）珊瑚王國館生物 334 種 6,097 個個體數。
（三）世界水域館生物 60 種 712 個個體數。
依生物分類之種類數量統計：
統計

種類數

數量

脊索動物門

398

8,549

節肢動物門

10

85

腔腸動物門

54

765

棘皮動物門

22

635

其他

14

564

合計

498

分類

10,598

▲

圖1. 帶紋斑節海龍體長可達19公分，廣泛分布於印度-太平洋
的熱帶珊瑚礁海域。由於遭受人類的過度捕撈，已造成族群
數量枯竭。

二、發展水生生物人工繁養殖技術
（一）珊瑚礁魚類之關鍵繁養殖及復育技術研發（Ⅱ）
1. 節海龍人工繁殖試驗：
帶紋斑節海龍又名黑環海龍，體呈特別的延長
和纖細，為廣泛分佈於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海龍科
（Syngnathidae）魚類（圖1），為臺灣珊瑚礁最常見
的海龍，近年來因人類大量捕抓，而造成體型的小型
化現象。由於大部分的海龍具有極高的醫藥產值，且
相關的人工繁養殖技術及學術報告仍付闕如。截至目
前為止，僅有少數的文獻報告海龍在人工飼育條件下
產卵，甚至於成功培育仔魚至變態期的例子。目前市
面上所販售的帶紋斑節海龍來源均來自野外捕捉，長

▲

圖2. 帶紋斑節海龍受精後6小時
43分鐘達桑椹期的受精卵，黏
附於雄魚腹部薄膜內，在此時
極脆弱易受外力而破裂，卵徑
為1.33－1.61mm。

久以往，將會對野生族群造成影響，嚴重則可能
造成物種滅絕，因此人工繁養殖技術的開發便成
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本館經過馴養的帶紋斑節海
龍親魚，毋須使用激素或其它處理，可在人為環
境中開始自然配對繁殖，在水溫 24.0－25.5℃
下，1 雄 1 雌的親魚之總產仔數量為 2,269 尾，
每次產下仔魚數均為 21－188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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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帶紋斑節海龍受精後96小時32分剛
孵化的仔魚，體全長為5.70±0.04mm，
具有一顆很大的卵黃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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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精卵孵化試驗：
受精卵為球形透明之沉性卵，卵徑為 1.33－1.61mm（圖2），在水溫 25
±1℃下，孵化時間為 96 小時 33 分鐘，持續到受精後 135 小時，才全數孵
化。剛孵化之仔魚體全長介於 5.64－5.79mm，肌節數為 36－39，肌節上方散
佈黑色素胞（圖3）。
3. 仔稚魚苗培育試驗：
孵化後第一天，仔魚體全長 5.71－6.26mm，卵黃囊大幅減少，肌節兩側黑
色素細胞加深，肌節數為 40－43（圖4）。孵化後第三天，仔魚體全長 6.54－
6.95mm，口徑為 166－171μm，此時仔魚陸續出生，並離開雄魚孵育囊，卵
黃囊消耗完畢，開始有攝食行為，體表黑色素細胞持續增加並使得全身顏色
變深，兩側鰭膜黑色素趨於相連；背鰭軟條數為 20－22，胸鰭軟條數為 18，
不具硬棘，尾鰭可觀察到鰭條的發育，尾鰭軟條數為 8，此時進入脊索末端
上屈中仔魚期，具些微游泳能力，此時少部分仔魚開始緩慢往表層水域移動
（圖5）。出生後第二十天，稚魚體全長稚魚體全長 22.17-24.37mm，體長增
加快速，黑環不斷增加，吻部也形成三條黑環，下顎黑斑消失，尾鰭已完全形
成白底紅圈的樣式，此時會群游活動（圖6）。出生後第五十天，稚魚體全長
46.05-54.12mm，體表的黑環越來越粗及顏色加深，眼睛已完全末入黑環之中
（圖7）。出生後第七十天，稚魚體全長 55.74-66.55mm，吻長明顯長於後頭
部，除了增長外，體型變粗（圖8）。出生後第九十五天，稚魚體全長 64.9675.41mm，體驅持續增長（圖9）。本次試驗共計使用到二種餌料生物，依序為
S型輪蟲（Brachionus ibericus）、橈足類（Apocyclops royi），橈足類又依仔稚
魚口徑大小及攝食能力，細分為投餵橈足類無節幼生、橈足類幼生、橈足類成
蟲。此為全世界首次的報告成功飼育帶紋斑節海龍至出生後第九十五天的稚魚
期階段，平均活存率約為 37%。

▲

圖4. 帶紋斑節海龍孵化後第1天的仔魚，
體長5.92±0.18mm，仍具有一顆卵黃
囊，上下鰭膜分佈白點，尚未有吻端，
口未開。

▲

圖5. 帶紋斑節海龍剛出生的仔魚（孵化
後第3天），體長6.78±0.11mm，背鰭鰭
條數：22~24，尾鰭鰭條數：8，胸鰭鰭
條數：18。

▲

圖7. 帶紋斑節海龍出生後第50天的稚
魚，體全長46.05-54.12mm，體表的黑環
越來越粗及顏色加深，眼睛已完全沒入
黑環之中。

▲

圖8. 帶紋斑節海龍出生後第70天的稚
魚，體全長55.74-66.55mm，吻長明顯長
於後頭部，除了增長外，體型變粗。

▲

圖6. 帶紋斑節海龍出生後第20天的稚
魚，體全長稚魚體全長22.17-24.37mm，
體長增加快速，黑環不斷增加，吻部也
形成三條黑環，下顎黑斑消失，尾鰭已
完全形成白底紅圈的樣式，此時會群游
活動。

▲

圖9. 帶紋斑節海龍出生後第95天的稚
魚，體全長64.96-75.41mm，體驅持續增
長。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03年報

47

4. 公開發表研發成果：
有關帶紋斑節海龍的繁養殖及人工復育成果已於 103 年 9 月 12~15 日參
加農委會漁業署在臺北市南港展覽館舉辦的「2014 臺灣觀賞魚博覽會」中公
開發表研發成果，藉由此次的參展，除了吸引國人及媒體的目光外，也讓本
館的研發成果有較寬闊的展示及交流平台（圖10）。此外，將於 104 年 1 月
18 日在 2014 Symposium of the Fisheries Society of Taiwan 學術研討會上公
開發表【Huang, C.Y. and Leu, M.Y. (2014) Captive breeding and
early life history of ringed pipefish,
D u n c k e ro c a m p u s d a c t y l i o p h o r u s
(Bleeker, 1853). 2014 Symposium
of the Fisheries Society of
Taiwan, 18 January 2014, Taipei,
Taiwan.】。本研究為首次完成帶紋
斑節海龍成功培育魚苗至稚魚期，
甚至性成熟的成果，將來可應用於
海龍科魚類的人工繁殖及商業化生

▲

圖10. 103年9月12~15日參加農委會漁業署在臺北市南港展覽
館舉辦的「2014臺灣觀賞魚博覽會」中公開發表研發成果，
藉由此次的參展，除了吸引國人及媒體的目光外，也讓本館
的研發成果有較寬闊的展示及交流平台。

產的重要參考。

（二）安氏偽鏢水蚤之繁殖技術研發
模糊許水蚤為目前臺灣養殖池中常出現的橈足類之一，且廣泛被使用於
經濟魚類幼期養殖之重要餌料生物。在生長階段上有 6 個無節幼生階段、5 個
橈足幼蟲階段及成蟲階段。能使族群量達到最高的溫度與鹽度為 27℃、鹽度
15psu；使用的三種藻種（周氏扁藻、擬球藻及東港等邊金藻）對模糊許水蚤來
說有最佳攝食效率的食物密度皆為 106 cells/ml。餵食東港等邊金藻對模糊許水
蚤來說會有較高的族群量。因此最適飼養環境條為溫度 27℃ 和鹽度 15psu，最
適食物密度為 106 cells/ml 東港等邊金藻。模糊許水蚤會攝食輪蟲，但仍較偏
好攝食藻類。
1. 模糊許水蚤量產試驗之攝食實驗：
（1）不同藻類濃度與模糊許水蚤攝食率實驗：三種實驗藻類（周氏扁藻、擬球
藻及東港等邊金藻）在三個實驗密度（104、105及106 cells/ml）之下的
被攝食率最好的密度均為 106 cells/ml（表1）。
（2）不同濃度的藻類對模糊許水蚤攝食藻體大小實驗：本研究中藻粒大小
實驗使用的生長階段為橈足期，使用的三種藻類平均大小為：周氏扁藻
9.63±1.04μm、擬球藻 6.57±0.39μm、東港等邊金藻 5.27±0.50μm。
圖11~13 所示三種藻類都有濃度愈高，被偏好攝食的粒徑就愈小的情形，
推測可能當食物濃度較低時模糊許水蚤會儘可能的選擇顆粒較大的食物，
來彌補食物缺乏的情形；而當食物濃度提升，其就無特別對食物大小選擇
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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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而言之，以本研究使用的三種藻類來說，對模糊許水蚤較適合的藻類
為東港等邊金藻，或與其混合的藻類；除了能達到較高的族群量之外，
也能使體內含有高比例的 DHA/EPA，對之後投餵的仔稚魚有能提高存活
率的可能。
表1：Three algae individually ingestion rate（10 5 cells/h/ind）of P. annandalei
Density of algae
10

4

Tetraselmis chui
0.15 ±0.95

Nannochloris sp.

b

0.02 ±0.06

Isochrysis galbana tml

b

0.01 ±0.10 b

10 5

0.73 ±0.57 b

0.32 ±0.09 b

0. 37 ±0.18 b

10 6

5.04 ±0.49 a

9.10 ±0.56 a

1.29 ±0.12 a

(A)
(A)

(A)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B)

(B)
(B)

(C)
(C)

(C)
(C)

(C)
(C)
(C)

(C)
(C)

Fig. 2 Cell number variation on different diameter of Nannochloris sp. with concentration. Fig. 3 Cell number variation on different diameter of Isochrysis galbana with concentration.
(A)104, (B)105 and (C)106 cells/ml grazing by P. annandalei.
Fig. 1 Cell number variation on different diameter of Tetraselmis chui with concentration. (A)104,(A)104, (B)105 and (C)106 cells/ml grazing by P. annandalei.
Fig. 2 Cell number variation on different diameter of Nannochloris sp. with concentration. Fig. 3 Cell number variation on different diameter of Isochrysis galbana with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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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糊許水蚤量產試驗之溫度與鹽度實驗：
（1）溫度與鹽度對生長時間的關係：溫度與鹽度對生長時間的關係（如
表3）所示，溫度為主要影響因子。在同一個實驗溫度中，6 個鹽度
（11~21psu）對於生長時間並無明顯的鹽度高低變化而使生長時間隨之
變動的情形。以溫度來看，在實驗溫度 25～30℃ 間生長時間會隨著溫度
提升而加快，但生長速度愈快的組別，存活率較低，生長速度尤其是無節
幼生發育到橈足階段更為明顯，在 25℃ 時所需時間（5.7±0.5天）顯著
多於其他溫度。橈足階段發育到帶卵階段所需時間在各溫度下無顯著差
異（4.7±0.6天）。卵到子代孵化在 30℃ 時所需時間（3.8±0.4天）顯著
少於 25、26、27℃（5±0.6、5.2±0.8、4.3±0.5天），與 28、29℃ 無
顯著差異，而 25～29℃ 間也無顯著差異。從孵化生長至下個子代孵化在
25℃ 所需的時間（13.5±05天）顯著多於 27～30℃。
表3.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n development time of
Pseudodiaptomus annandalei.
（A）Duration of nauplius stage
DF

Seq SS

Adj SS

Adj MS

F

P

temperature

5

65.852

65.852

13.170

10.02

0.000*

salinity

5

1.407

1.407

0.281

0.21

0.955

temperature*salinity

25

29.148

29.148

1.166

0.89

0.621

Error

72

94.667

94.667

1.315

Total

107

203.777

（B）Duration of copepodid stage
DF

Seq SS

Adj SS

Adj MS

F

P

temperature

5

8.3065

8.3065

1.6611

3.45

0.008*

salinity

5

0.9722

0.9722

0.1944

0.40

0.845

temperature*salinity

25

16.9722

16.9722

0.6789

1.41

0.131

Error

72

34.6667

34.6667

0.4815

Total

107

60.9167

（C）Duration of carry egg-theca

50

DF

Seq SS

Adj SS

Adj MS

F

P

temperature

5

20.4074

20.4074

4.0815

5.19

0.000*

salinity

5

3.4074

3.4074

0.6815

0.87

0.508

temperature*salinity

25

23.5926

23.5926

0.9437

1.20

0.271

Error

72

56.6667

56.6667

0.7870

Total

107

104.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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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uration of a generation
DF

Seq SS

Adj SS

Adj MS

F

P

temperature

74.380

74.380

14.876

2.70

0.027*

0.000*

salinity

31.269

31.269

62.54

1.14

0.350

0.955

temperature*salinity

34.009

34.009

1.360

0.25

1.000

0.621

Error

396.667

396.667

5.509

Total

536.324

（2）溫度與鹽度對族群量及孕卵數的關係：本研究中在溫鹽度環境為 27~30℃
鹽度 15psu、28℃ 鹽度 17psu 及 30℃ 鹽度 13psu 之下，無節幼生有族群
量較高的情形（圖14），因此這些溫鹽度環境是適合無節幼生階段的飼
養條件；而對橈足階段而言，在 27℃ 鹽度 15 psu 的環境下的族群量最高
（圖15），因此其為適合橈足階段的飼養環境；那麼以總體族群量來說，
在 27℃ 鹽度 15 psu 時相較於其他組別，有最高的族群量（圖16）。
（3）總而言之，培養模糊許水蚤最合適的溫鹽度環境為 27℃，15 p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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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淡水魚類及蝦類繁殖及復育技術研發
本館針對淡水魚復育及繁養殖進行一系列的研發，已有初步成果，臺灣馬
口魚、臺灣石賓及粗首鱲已能自然產卵試驗，並完成魚苗養成，魚苗也已養成
種魚，部分做為親魚，部分也已販售海景公司，提供於本館溪流展示區展示。
另外，因洄游性淡水蝦類幼苗極小且浮游期長，繁殖困難，養殖技術仍有待突
破，103 年度持續嘗試性開發具有觀賞價值之淡水蝦繁殖及人工復育技術，期
望未來能發展為水族貿易的一個新的生物來源。而 103 年度也延續開發本館展
場的淡水魚類的繁養殖培育技術及復育研究，減低野外採捕需求，減緩人為大
量捕撈之壓力。未來期望能開發何氏棘 魞 及高身 鯝 魚等原生大型溪流魚類之繁
養殖培育技術，此亦能對臺灣溪流魚類生態保育貢獻盡一份心力。
1. 種魚及種蝦培育：
（1）目前持續馴養魚種已達到 9 種及 7 種蝦類，魚種分別為臺灣石賓、臺灣馬
口魚、何氏棘 魞 、高身 鯝 魚、粗首鱲、 鯝 魚、竹竿頭、高體四鬚魚巴及鯰
魚，蝦類為衛氏米蝦、大和米蝦、雲紋米蝦、多齒新米蝦、普氏米蝦、細
足米蝦及真米蝦。其中臺灣石賓、臺灣馬口魚、何氏棘 魞 、粗首鱲等魚種
已達性成熟階段，高身 鯝 魚也有少量成熟個體，7種米蝦也是成熟個體，
可供本館進行一系列的自然產卵及種苗培育實驗，以達到自給自足與資源
永續利用的目標。
（2）4-5 月間臺灣馬口魚魚苗出生約 150 尾。
（3）6-8 月僅少量粗首鱲魚苗出生，共約 100 尾。
（4）8 月間臺灣石賓魚苗出生約 10 尾。
（5）1 月份時淡水魚維生系統爆發白點蟲疾病，何氏棘 魞 、臺灣馬口魚外體有
外表受傷潰爛現象，於 8 月底加入海水調整鹽度至千分之八治療，後續外
傷疾病已控制中，其中約有 10% 魚隻外傷嚴重個體死亡，主要死亡個體
為何氏棘 魞 、臺灣馬口魚，也有部分的臺灣石賓、粗首鱲死亡。
（6）8-9 月間室內及室外二組系統發現死亡 鯝 魚及何氏棘 魞 ，後續發現臺灣馬
口 魚及高身 鯝 魚有明顯白點蟲出現，9月上旬開始進行鹽浴治療，先行將
鹽度調至5ppt適應 1-2 日後再逐漸調整至 8ppt，進行 3 周鹽浴治療。
（7）本年度 2 月及 12 月有發現何氏棘 魞 產卵交尾行為，但可惜皆未發現有魚
苗出現，現場觀測其他何氏棘 魞 有食卵行為，可能是主要影響，未來將考
量在產卵交尾時移出魚隻。
（8）持續養成繁殖之臺灣石賓、臺灣馬口魚及粗首鱲等魚苗，以作為未來臺灣
水域館展示缸展示之需求。
（9）淡水蝦成功繁殖 4 種約 3500 隻，持續進行蝦苗養殖之試驗，目前米蝦嘗
試不同濃度周氏扁藻馴養中，沼蝦則用豐年蝦無節幼蟲馴養。
（10）本年目前已成功養殖幼蝦種類：日本沼蝦、真米蝦、大和米蝦、雲紋米
蝦，存活率已比去年度提升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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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月 29 日販售海景公司水族管理部本館繁殖養成之淡水魚臺灣馬口魚、
臺灣石賓、溪哥各約 100 尾，高身 鯝 魚 30 尾，總計 330 尾販售。金額為
臺灣馬口魚、臺灣石賓、溪哥各 100 元/每尾，高身 鯝 魚 400 元/每尾，販
售總價為 42000 元，作為臺灣水域館展示缸使用（圖17-20）。

▲圖17-20.販售給海景公司本館自行繁殖養成之淡水魚捕撈狀況。

2. 自然產卵試驗：
（1）經過馴養的臺灣馬口魚、臺灣石賓及粗首鱲種魚，毋須使用激素或其它處
理，已可在人為環境中開始自然配對、產卵。全年已發現臺灣馬口魚、粗
首鱲及的臺灣石賓魚苗孵化，但今年度魚苗孵化量少，可能魚隻密度過高
所致，明年度會調整已達性成熟階段魚種密度，並進行密集觀察，並記錄
其自然產卵。
（2）持續擴大培養藻類，等鞭金藻 Isochrysis galbana、擬球藻 Nannochloropais
oculata、周氏扁藻 Tetraselmis chui 等 3 種。營養鹽比例為每 10 L 海水
（20ppt）加入磷（P）0.015g 及氮（N）0.14g，以作為後續蝦苗養殖所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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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年度進行不同鹽度下的米蝦幼蟲飢餓實驗，實驗物種：C. typus（真
米蝦）& C. laoagensis（雲紋米蝦），溫度： 24-27℃，鹽度條件：
20,25,30ppt，密度： 30 larvae/500ml。結果顯示真米蝦及雲紋米蝦在鹽度
20,25 ppt活存天數顯著的比鹽度30 ppt多天。
（4）本年度進行不同餌料對真米蝦幼蟲的影響，溫度：24-27℃鹽度：20ppt，
養殖密度：20 larvae/500mL，藻密度：105 cells/ml，實驗組別分為五
組：周氏扁藻（Tetra）、等邊金藻（Iso）、牟氏角毛藻（Chaeto）、擬球
藻（Nanno）、混合微藻（Mixture），結果顯示於孵化後24天僅周氏扁藻
組變態為postlarva，活存率為5%，混合藻組活到stage8便死亡。
（5）本年度嘗試繁殖洄游蝦類日本沼蝦約在第19天就可達到後期蝦苗（PL）階
段。
（6）本年度進行不同鹽度對洄游米蝦幼生的影響。餌料使用混合餌料（周氏
扁藻+等邊金藻+牟氏角毛藻+擬球藻），處理鹽度：10, 15, 20, 25 and
30ppt。結果顯示存活數量方面真米蝦及衛氏米蝦鹽度20存活數量顯著多
於其他組別（p<0.001），鹽度 10 最短（圖21）。而在鹽度 20、25 及 30
的發育速率比鹽度 10 及 15 快速。

▲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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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繁殖之真米蝦浮游幼生 stage 1-9 側面照（stage 1-9 順序：由左至右，由 上至下）。

（四）人工增殖珊瑚之負面環境因子測試
以細枝鹿角（Pocillopora damicornis; Pd）及鈍枝列孔Sc兩種培育型珊瑚
（Seriatopora caliendrum.; Sc），進行 56 天的負面環境因子測試，比較酸化組
（長時間酸化及異常短時間的水溫上升）及對照組（一般培育環境）在不同培
育環境下的差異。實驗結果顯示對照組 Sc 的成長率大於 Pd 許多。Sc 在酸化組
施予負面環境因子的衝擊後，部份
珊瑚會產生出負成長的結果（開始
產生白化現象），且在第 28 天後與
對照組產生出成長差異（P=0.013,
n=12）。實驗結果指示，雖然 Pd平
時的培育過程，成長率較Sc緩慢許
多，但在對抗負面環境因子的耐受
性比 Sc 好，Pd 在對照組及在酸化
組的成長率在第 49 天才產生出差異
（P=0.018, n=12），而且實驗過程
進行到最後，Pd 在酸化組的珊瑚個
體所產生的白化現象均不明顯。

▲圖23.

進行負面環境因子測試之珊瑚子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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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館圈養企鵝之分子遺傳結構探討
企鵝已被許多保育團體列入優先的標的物種，在動物園內，企鵝是最受歡
迎的鳥類，了解生物的遺傳結構，有利於圈養生物的管理。本館目前展示的企
鵝共有 4 種，本計畫擬開發粒線體 DNA D-loop 序列為分子標示，來對本館圈養
企鵝遺傳現況作一初步之了解。
1. 從已發表的文獻中及美國國家生物技術資訊中心 NCBI 查詢得到 8 種企鵝粒
線體 D-loop（mtDNA D-loop）區段序列分子資料。將所得 D-loop 區段序
列，利用 MEGA 4.0 軟體進行 BLAST 基因比對及排列，選擇雙股 DNA 前後端
之 5' 至 3' 方向篩選出相似度最高的約 20 bp 序列進行引子（primer）設計。
2. 抽取本館企鵝血液約 1-3 ml，收集於含洋菜膠（agar）之試管中，室溫下離
心約 10 分鐘，使之分層，以吸管取中層並移
至另一離心管中，在室溫下離心 2 分鐘，去除
沉澱物及上層液，所得之中層樣本約 3 ul。
3. 將收集約 3 ul 之中層樣本，利用 DNA 萃取套組
進行 DNA 萃取及引子（primer）增幅反應。
4. 本研究在約 3 ul 的樣本下萃取 DNA，4 種企鵝
進行 D-loop 增幅反應，僅有紳士企鵝呈現多條
帶之螢光反應，顯示 4 種企鵝無法以共用引子

▲圖24.

巴布亞企鵝。

▲圖25.

增幅螢光反應。

進行研究，嘗試個別設計引子進行增幅反應，
以膠體電泳檢測並無反應。呈現多條帶增幅反
應之紳士企鵝，以切膠方式逐一進行再次萃取
及定序，12 個純化條帶定序結果均呈現雜訊反
應，顯示萃取的 DNA 有受到雜質的干擾。
5. 由於樣本收集為配合海景公司企鵝年度檢測時
血液採集保存所剩餘之樣本，推測（1）可能
有效樣本量過少，無法萃取足夠量之 mtDNA 以
進行研究。（2）血液樣本可能受到抗凝劑之
干擾。

（六）海龜傷病及死亡因素分析（II）

在臺灣擱淺的活體傷病海龜多數是由海巡署發現後，藉由通報網絡通報所
在地之主管機關以及相關收容中心進行後續海龜照養、醫療及進行後續野放工
作。被收容的海龜在經過適當照護以後即可野放回歸大海。而部分擱淺海龜被
發現時已經死亡，此部分則在主管機關同意下進行剖檢，藉此了解死亡海龜的
病理變化。收容中心的海龜在治療過程當中，獸醫師會經由血液檢查項目的數
值變化，評判該動物的復原狀況及癒後情形。然而此部分的資料相對於陸地上
的哺乳動物而言，仍然是較少的。本研究主要是運用所收集到的死亡海龜剖檢
資料及海龜血液樣本健康檢查數值進行分析，希望能找出眾多檢查項目數值當
中，是否有某些特定項目可幫助臨床獸醫師運用於判定傷病海龜存活與否，另
一方面也可藉由死亡海龜病理資料，了解海龜死亡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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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與病危海龜之血液相關數值比較：經分析89筆海龜資料發現，存活及
瀕死海龜在血液學數值比較上並無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而血漿生化數值分析
則發現，瀕死海龜血漿中的 AST、GGT、CK、Creatinine 及 Uric acid 的濃度皆
顯著高於存活海龜之數值（表4-5）。進一步以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曲線分析發現，AST 及 Uric acid 的單位濃度若高於 222.5 及 1.75 其分別有
87.5%、75% 的敏感性及 80.2%、84% 的特異性（圖26-27）。前述資料可提供
臨床獸醫師對傷病海龜復原及癒後評估提供更準確的判定標準，並可在有限經
費下配合動物臨床症狀慎選相關檢驗項目。
本年度完成 6 隻死亡綠蠵龜剖檢報告資料收集，全部綠蠵龜皆可發現血
吸蟲的存在（圖28），其中1頭綠蠵龜亦呈現嚴重背甲破裂，疑似遭螺旋槳
創傷所致的平行樣傷痕（圖29）。以上資料顯示血吸蟲普遍存在於綠蠵龜身
上，與過往文獻相仿，但文獻並未指出血吸蟲的感染在綠蠵龜會出現明顯的
eosinophilia，此似與一般哺乳動物不同，可能會造成臨床獸醫師對於檢驗報告
的誤判，未來可收集更多的瀕死海龜死前血液資料配合其後續的死亡剖檢結果
進行資料比對，確定血吸蟲對綠蠵龜血液變化所造成的影響。
表4. 存活與瀕死海龜血液學數值比較。
Non-surviving Group

P Value

33.17 (7.5)

40.00 (15.5)

0.335

0.51 (0.26-1.6)

0.56 (0.16-1.4)

0.576

9.85 (2.2)

10.52 (4.1)

0.690

MCV (fl)

650.82 (132.1)

675.30 (86.0)

0.761

b

MCH (pg)

192.84 (44.5)

177.34 (37.6)

0.498

a

MCHC (g/dl)

30.00 (18.6-47.8)

27.25 (20.0-31.0)

0.109

a

8990.00 (3190.0-19900.0)

9000.00 (2900.0-79000.0)

0.889

6507.00 (1320.0-19104.0)

4950.00 (2639.0-46610.0)

0.739

892.00 (0.0-9779.0)

790.00 (0.0-4262.0)

0.663

Variable
b

PCV (%)
RBC a (×106/μl)
Hb b (g/dl)
b

WBC (μl-1)
a

Heterophils (μl-1)
a

Lymphocytes (μl-1)
a

a
b

Surviving Group

Monocytes (μl-1)

552.00 (0.0-3219.0)

460.00 (0.0-31600.0)

0.871

Eosinophils a (μl-1)

6.00 (0.0-1760.0)

0.00 (0.0-29.0)

0.107

Thrombocytes a (×103/μl)

13.90 (0.0-222.0)

14.00 (9.6-42.1)

0.748

Data are median (the limit of all range) and compared by Mann–Whitney U test.
Data are mean (SD) and compared by Student's t-test.

表5. 存活與瀕死海龜血漿生化數值比較。
Variable
b

Total protein (g/dl)
a

Surviving Group

Non-surviving Group

P Value

3.86 (1.0)

4.41 (1.8)

0.425

Albumin (g/dl)

1.80 (0.8-3.0)

2.15 (1.1-3.6)

0.106

Globulin a (g/dl)

1.95 (0.6-5.7)

2.55 (1.5-3.3)

0.239

Total bilirubin a (mg/dl)

0.30 (0.1-1.2)

0.40 (0.1-4.3)

0.115

113.00 (37.0-1330.0)

277.50 (123.0-534.0)

<0.005

a

AST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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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 a (U/L)
a

34.50 (2.0-236.0)

26.50 (19.0-112.0)

0.763

6.00 (2.0-19.0)

9.00 (1.0-62.0)

<0.05

CK a (U/L)

1021.00 (172.0-13840.0)

2000.00 (1032.0-25000.0)

<0.005

LDH a (U/L)

217.50 (14.0-2500.0)

611.00 (84.0-8800.0)

0.374

a

184.50 (61.0-450.0)

158.50 (55.0-431.0)

0.918

a

Triglyceride (mg/dl)

66.00 (2.0-2526.0)

136.00 (20.0-306.0)

0.875

a

105.00 (46.0-214.0)

106.50 (3.0-368.0)

0.902

0.10 (0.1-2.7)

0.30 (0.1-1.1)

<0.05

32.65 (0.6-140.0)

38.00 (7.0-117.7)

0.417

0.90 (0.4-9.9)

2.30 (1.2-6.4)

<0.005

Phosphorus (mg/dl)

7.90 (4.9-15.0)

8.75 (5.7-15.0)

0.261

Calcium a (mg/dl)

7.40 (0.1-16.0)

8.60 (6.0-14.0)

0.678

Sodium b (mEq/L)

147.55 (5.6)

150.14 (9.3)

0.279

Potassium a (mEq/L)

3.64 (2.4-8.2)

4.00 (2.3-20.4)

0.345

b

Chloride (mEq/L)

112.42 (5.8)

116.72 (7.9)

0.075

a

4.85 (0.1-58.0)

1.80 (1.7-18.0)

0.547

44.00 (10.0-407.0)

39.50 (23.0-407.0)

0.866

286.00 (27.0-736.1)

211.40 (88.0-900.0)

0.451

a

Creatinine (mg/dl)
a

BUN (mg/dl)
a

Uric acid (mg/dl)
a

Lactate (mg/dl)
a

Plasma iron (μg/dl)
a

Fibrinogen (mg/dl)

Data are median (the limit of all range) and compared by Mann–Whitney U test.
Data are mean (SD) and compared by Student's t-test.

▲ 圖26.

Results by the analysis of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curve for aspartate
aminotranspherase（AST）. The AST value higher
than 222.5 is with 87.5% of sensitivity and 80.2% of
specificity for predicting future survival of sea tur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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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2

ALP (U/L)

Glucose (mg/dl)

b

3.50 (1.0-30.0)

GGT a (U/L)

Cholesterol (mg/dl)

a

1.00 (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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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7.

Results by the analysis of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curve for uric acid（UA）. The
UA value higher than 1.75 is with 75% of sensitivity
and 84% of specificity for predicting future survival of
sea tur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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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肝臟可見血吸蟲。

▲圖29.

疑似遭螺旋槳創傷所致的傷痕。

三、推動執行保育相關工作
（一）野放保育類生物
1. 4 月 25 日於本館及後灣村沙灘舉辦海龜野放及海龜保育及擱淺通報講習，活
動當天總計有海巡署及福智基金會約 80 餘人參與，對於啟發民眾海龜保育
意識深具意義。（圖30、圖31）
2. 5 月 31 日於後灣村舉辦海龜野放暨淨灘活動。提升民眾的海洋保育的觀念。
（圖32、圖33）

▲圖30.

野放綠蠵龜。

▲圖31.

野放綠蠵龜。

▲圖32.

野放綠蠵龜。

▲圖33.

野放活動。

▲圖34.

發報器安裝。

▲圖35.

野放欖蠵龜。

3. 10 月 9 日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農委會林務局、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及海巡署等單位，於後灣村
沙灘進行 2 隻保育類海龜野放活
動。（圖34、圖35）

（二）擱淺、救援
1. 1 月 21 日協助新北市政府收容照護傷病綠蠵龜1頭。
2.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2 月 2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
大隊海口漁港安檢所人員，於港灣內發現死亡綠蠵龜1隻。
3.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3 月 2 日由民眾通報本館人員於車城鄉發現一隻死亡綠
蠵龜，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海口漁港安檢所人
員前往協助將海龜就地掩埋。。
4.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3 月 9 日本館人員於本館附近潮間帶發現擱淺死亡綠蠵
龜一隻，海龜後送屏科大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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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4 月 4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
大隊後壁湖漁港安檢所人員，發現保育類椰子蟹一隻，由本館人前往安檢所
將椰子蟹帶回處理。
6.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4 月 11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
巡大隊旭海漁港安檢所人員，於港灣內發現死亡欖蠵龜1隻。
7.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5 月 26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
巡大隊後壁湖漁港安檢所人員，發現保育類椰子蟹一隻。
8.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5 月 29 日民眾發現死亡綠蠵龜1隻。
9.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6 月 26 日上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
六三岸巡大隊後灣安檢所人員，發現死亡保育類玳瑁一隻，海龜後送屏科大
解剖。
10.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7 月 6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
大隊後壁湖漁港安檢所人員，發現保育類椰子蟹一隻，由本館人前往安檢所
將椰子蟹帶回處理。
11. 9 月 3 日協助新北市政府收容照護傷病綠蠵龜一隻。
12.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9 月 15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
巡大隊後壁湖漁港安檢所人員，發現保育類椰子蟹一隻
13.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9 月 19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
巡大隊山海漁港安檢所人員，發現保育類椰子蟹一隻。
14.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10 月 07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
岸巡大隊山海漁港安檢所人員，發現保育類椰子蟹一隻。
15.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10 月 08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
岸巡大隊後壁湖安檢所人員，發現死亡保育類綠蠵龜一隻，
16. 協助嘉義縣政府處理 10 月 31 日於嘉義水上鄉工廠發現椰子蟹，本館人員
前往帶回（圖36）。
17.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10 月 31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
岸巡大隊人員，發現死亡弗氏海豚一隻。
18.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11 月 6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
巡大隊後壁湖安檢所人員通報發現死亡保育類綠蠵龜一隻。
19. 協 助 屏 東 縣 政 府 處 理 1 1 月 2 8
日民眾通報於萬里桐發現死亡保
育類綠蠵龜一隻。
20. 協助屏東縣政府處理 12 月 3 日
小琉球安檢所通報發現死亡綠蠵
龜1隻、死亡欖蠵龜1隻。
21. 協 助 桃 園 縣 政 府 處 裡 1 2 月 1 3
日桃園大園鄉二三岸巡大隊發現
活體赤蠵龜 1 隻，由本館人員帶
回收容照護。
▲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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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容中心收容之生物
103 年協助相關單位收容海龜計有綠蠵龜 2 隻（圖37）、赤蠵龜1隻（圖
38）。

▲圖37.

綠蠵龜。

▲圖38.

赤蠵龜。

（四）保育類生物教育宣導
103 年共計有 7 場海龜相關保育活
動，對象包含海巡署人員、地方政府保
育工作承辦人、志工、學生及一般民
眾。
1. 1月 25、26 日海龜擱淺運送之志工
訓練講習。
2. 4月 25 日海龜野放活動，並邀請當日
參與的來賓一同參觀收容中心，提升
民眾的保育觀念。

▲圖39.

講習活動上課情況。

3. 6月 6 日舉辦海龜保育暨救傷通報講習，為各縣市政府人員說明通報流程，
提升日後海龜擱淺後送之流暢度（圖39）。
4. 12月 3 日協助教育部辦理海龜保育講習。
使用水族中心所人工飼育珊瑚，參與對外展示、教學及衍生物之販售等，
本年度所進行的工作內容包括有：
1. 配合珊瑚礁大使計劃推動於屏東潮洲高中組設珊瑚教學生態缸。
2. 配合珊瑚礁大使計劃推動於屏東琉球國中組設珊瑚教學生態缸（圖40）。
3. 配合珊瑚礁大使計劃推動於屏東後壁湖-台電南展館組設珊瑚展示生態缸。
4. 配合珊瑚礁大使計劃推動於屏東墾丁國小組設珊瑚教學生態缸。
5. 協助高雄科工館生物展廳換展前撤缸準備，隨後協助該展缸之撤除。
6. 亞太珊瑚礁會議於議場內擺設1呎的海葡萄精緻化展缸。
7. 支援產學中心所承接之計劃，於屏東農業生技園區飛宇樓展廳設置1座4呎珊
瑚生態展缸（圖41）。
8. 辦理本館人工飼育軟珊瑚之對外銷售案（共200株），收入共計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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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琉球國中所設置的珊瑚教學生態缸。

▲圖41.

設置於農科園區的珊瑚生態缸。

四、水族實驗中心
1. 提供為環境教育場所：
103 年度共有 262 個機關、學校及團體計 8,853 人次至水族實驗中心進行
參訪或學術交流（圖42）。
2. 提供各式研究池區：
103 年度共有 0.1 噸至 120 噸，計 389 個大小池區供館內研究人員及國際
合作團隊進行研究與實驗（圖43）。
3. 維持各項設備之妥善率及提升設備功能：
（1）二樓通道之照明設備全面更新為較省能源之日光燈，新設池區也以相對省
電之 LED 燈做為養殖燈源（圖44）。
（2）養殖池區不鏽鋼架全面檢修補強。
（3）A 區部分木質底座更新為較堅固耐用之 FRP 材質（圖45）。
（4）一樓養殖池區之變電器分區進行更新（圖46）。
（5）增設7組電表以了解各區域用電情形（圖47）。
（6）各式馬達備品不定期檢修，以便隨時供應所需。
（7）公用冰水機、恆溫機、冷凍設備、機具、桶槽及水電供應等設備之保養維
護（圖48）。
4. 其他研究單位場域合作：
（1）提供臺灣大學天文研究所架設天文觀測站。
（2）中央研究院架設空氣微粒子監測站。
（3）中央大學遙測中心測站。
5. 產學合作廠商進駐：
（1）博成科技公司租用室內 4 噸、7 噸及 30 噸水槽共 8 座，戶外水泥池一座
進行海洋生物養殖用途。
（2）海景公司租用大型戶外水泥池一座，作為新進海洋生物馴養之用（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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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異常水質污染事件之追蹤：
103 年 10 月 4 日至 5 日的例假日期間，由本館海抽站所進流的海水疑似遭
受 污染，10 月 6 日海景公司同樣發現進流海水被污染，導致部份展缸內的無
脊椎生物大量死亡。本組除進行館內及附近河口水體樣品採集，並將受傷亡的
生物樣品送檢驗單位檢測是否有農藥成份殘留（圖50）。對外送測 9 件水樣及
5 件生物樣品的農藥檢測分析結果，僅一件軟珊瑚樣本有陶斯松成份被檢出。
事後本組針對此事件召開海域污染緊急應變會議，除檢視過去之 SOP 有無可改
進之空間，並著手開始進行生物預警缸體之打造。

▲圖42.

學校團體至水族中心參觀。

▲圖43.

淡水室之小型實驗養殖池。

▲ 圖44.

小型養殖缸採用LED燈做為養殖燈

源。

▲ 圖45.

原木質底座更新為較堅固耐用之
FRP材質。

▲圖48.

排水管路更新。

▲圖50.

海抽站進行水樣採集。

▲圖46.

更換B區變電器。

▲圖47.

增設電表。

▲圖49.

戶外水泥池清池。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03年報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