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Development

■ 鄭安倉、莊翔傑

從友善養殖到
安心餐桌
因應國際間水產養殖產業的發展趨勢，
以友善養殖的科學管理推動優質水產品的生產，
實踐健康餐桌上的安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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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技術開發與人才培育，
以精緻化的友善養殖管理扣合健康無毒水產品生產模式，
才能在產銷市場獨具發展特色。
近幾年台灣地區水產養殖產業除了面

消費者為何無法安心購買高品質水產品，

臨季候變異（寒害、高溫、水災）、環境或

其實仍需回歸最初的水產養殖管理問題，

水資源汙染所帶來的危害外，外部環境競

友善無毒的生產管理模式才是產業及資源

爭（亞洲各主要養殖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研

永續的不二法門。

發與突破繁養殖技術）加上傳統養殖技術

水產養殖的經營須以「預防勝於治療」

轉型不易與從業人口高齡化，使得國內水

為精神，運用優質的友善養殖管理技術避

產養殖產業的發展日漸衰微。因此，透過

免環境中緊迫因子的產生，遵行早期發現

技術開發與人才培育，以精緻化的友善養

早期治療、維持優質友善養殖條件、強化

殖管理扣合健康無毒水產品生產模式，輔

飼料投餵管理、落實水源消毒工作與水底

導產業升級，作「有競爭力的轉型」，才能

質環境維護的五項原則，且現場操作人員

在產銷市場獨具發展特色。

也須具備病原種類、傳播途徑與致病機制

由於國際間發展潮流，食品安全與健

等觀念。如此除可有效避免養殖過程的病

康飲食的意識不斷滲透，近年來政府單位

原感染機率，降低養殖成本外，並能供應

積極推廣並宣導 CAS、產銷履歷、生產追

消費市場安全衛生的高品質產品。

溯 QR code 等產品認證標章，甚至推出四

台灣地區水產養殖產業已發展多年，

章一 Q 的概念，以避免購買來源不明或非

陸續突破許多養殖種類繁養殖技術。然而

安全生產的禽畜水產品。如果把「水產養

單憑經驗傳承的傳統養殖管理模式，缺乏

殖」說成是一門藝術，其實並不為過，它

科學化管理，僅能多數仰賴人工方式進行

是一種高度取決於自然環境的生產活動，

環境控管與評估，除了費時耗力外，更無

所需了解與落實的內涵相當廣泛，並非只

法精確掌控養殖環境的變動。加上氣候的

要能夠養出水產品就能說是位成功的經

異常變化造成天然災害頻傳、海洋資源枯

營者。

竭，以及環境汙染等問題，養殖環境條件

在養殖期間的任何不當作為都可能造

日漸嚴苛。國內水產養殖模式也持續朝向

成無法回復的惡性循環，最終產生整體生

以集約化經營的高密度養殖模式，為能控

態系與環境資源的不可逆反應。而人類則

制病原體滋生、穩定水質或降低感染後的

自食其果，承受種種糧食、生態變遷或環

死亡率，大多數業者仍無法跳脫傳統養殖

境浩劫的危機，這說明了對環境資源「友

管理，可能有依賴性使用藥物的習慣。

善對待」的重要。

然而若處理不當，不但破壞土壤和水

蒐 集 近 年 衛 生 單 位 針 對 進 口 商、 批

中的微生物相，引起生態失衡與環境汙染，

發市場、盤商、傳統市場、特產餐廳及各

更危及養殖生物與終端消費者健康，如出

大賣場與超市所販售禽畜水產品的殘留動

現抗藥性、過敏、中毒、致癌、畸形、突

物用藥抽驗結果，不難發現水產藥物殘留

變等。不當使用藥物及相關化學品可能衍

問題至今仍無法完全根絕。如果認真思考

生的問題包含以下幾項：

在養殖期間的任何不當作為都可能造成無法回復的惡性循環，
最終產生整體生態系與環境資源的不可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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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對水產養殖所造成的損害

透過優質養殖管理穩定生產健康、無毒、高品質的安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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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體的抗藥性產生─由於抗生素藥
品的不當使用，導致細菌產生抗藥性，不
僅治療效果大幅降低，病原體傳播至外部
環境也可能危害到其他養殖業者，或影響
野生族群及人類健康。智利於 2007 年曾爆
發大規模傳染性鮭魚貧血疫情，造成重大
的經濟損失，衝擊養殖及附屬加工業市場，

效能益生菌的應用
目前於水產養殖過程較常應用的益生
菌種類，包含乳酸菌、光合菌、枯草桿菌、
希瓦氏菌或其他複合型益生菌等。益生菌
可用於改善養殖環境、淨化水質與疾病控
制，由數種不同效能菌種組成的複合益生

並導致許多人失業。該國在 2008 年以前，

菌更可應用於水產養殖水質處理，以及開

倍，而自實施減少抗生素施用措施後，已

物依賴習慣，能夠符合養殖漁業永續經營

使鮭魚產量自 2011 年起逐漸復甦。

的原則。

每公斤鮭魚的抗生素施用量高達挪威的 350

發生物飼料。以這應用技術取代傳統的藥

破壞養殖生物體內及環境的微生態系

益生菌應用於水產養殖過程是自 1980

統─由於生物體內或養殖水體中都存在既

年代中期開始，當時對環境友好型的治療

有的益生菌群，主要幫助分解自然廢棄物

概念技術迅速增加，至今仍有許多學研單

或避免不良的細菌增生。但抗生素不當使

位持續投入技術層面的開發，主要是益生

用的結果，可能除去包括效能益生菌的所

菌的應用鮮少造成環境壓力，在水產養殖

有菌種，以致破壞原本平衡的微生態系統，

中可算是具潛力成為化學藥品與抗生素治

造成有害細菌增生的風險。

療的替代方案。

藥物或化學品殘留衍生食品安全問題

雖然益生菌在國內水產養殖產業已推

─多數的藥物或化學品對人體健康有不良

廣多年，但多數業者常礙於量化生產技術

影響，非法或過量使用都可能造成藥物殘

不純熟、品質難以掌控等因素，仍以購買

留，危害食用者的健康。

商用益生菌為主。再者面臨成本過高考量，

汙染自然環境及生態系統─使用藥物

可能會選擇間歇性使用或特定時機使用，

的養殖用水若未經妥適處理就排放至環境

以致無法達到最佳的養殖環境管理效益，

中，可能影響野生生物族群的生存，導致

這些都是益生菌技術應用須克服的瓶頸。

自然生態系統遭受破壞。

筆者的團隊多年來針對效能益生菌於

有鑒於此，為促進水產養殖與生態環

水產養殖過程的應用技術持續投入研究資

境和諧發展，透過對環境友善、對生物友

源，開發低成本、高效益的益生菌自主生

善的管理模式，發展效能益生菌與水底質

產管理與應用技術，以符合產業實際應用

改良劑於安全養殖過程的應用技術，取代

需求。目前相關研發成果已輔導並推廣於

傳統養殖對藥物施用的依賴與習慣就顯得

國內如石斑魚、午仔魚、烏魚、文蛤等高

相當重要。未來國內水產養殖產業須以「生

經濟價值養殖種類。

產無毒健康的優質水產品」為目標，透過
優勢效能複合菌與水底質改良劑的應用，
克服病害，提升成長率、免疫力與活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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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底質改良劑的應用

落實精緻化、低成本、高效益、無毒害的

台灣地區由於長時間以高密度養殖，

友善養殖管理，生產安心產品，並實踐消

常有養殖池底累積大量殘留飼料、排泄廢物

費者健康餐桌的目標。

或動植物殘體等現象，養殖水體容易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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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益生菌（複合光合菌）量化生產技術的開發過程，以及持續推廣於國內水產養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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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年來積極開發優質安全水產品生產技術，
與推動無用藥友善養殖生產管理。
產生有毒物質如氨氮及亞硝酸鹽。相關研

工業鹽或海水稀溶液，經無隔膜電解而產

究指出一般魚類在含氨濃度 0.6 ∼ 2.0 ppm

生的。其殺菌機制主要取決於自由氯（即

的水體就會有中毒現象，水中的亞硝酸則

有效餘氯）存在的形式，在水產養殖方面

會破壞魚體的血紅素，阻礙其攜氧功能。

的應用，除可用於水產品的表面清洗外，

基於對養殖水質的重視，業者常選擇以換

也可提高海水淨化效率、減少魚病發生、

水的方式穩定養殖水域環境。雖然換水對

降低抗生素使用，進而增加養殖收益。

於降低水體中的有毒含氮物質確有其效果，

電解二氧化氯與電解（海）水於養殖

但工業廢水導致水源汙染或超抽地下水引

過程各有其效用，但兩者的設備成本差異

發地層下陷等問題，如何延長水資源的利

大。電解二氧化氯氧化力較電解（海）水

用率是一項重要課題。

強，在魚體的應用效果較佳，若應用於餌

目前常見的水質改良劑包括雙氧水、

料生物殺菌處理，電解（海）水的效果則

漂白水、（電解）二氧化氯、過醋酸、二溴

優於電解二氧化氯。另電解二氧化氯機因

海因、電解（海）水、過硫酸氫鉀複合鹽、

組成較複雜，成本較高，又因產生高濃度

高鐵酸鹽等，底質改良劑則包含腐植酸（磺

二氧化氯，往往增加設備零組件的維護費

酸、腐植素）、活性碳、沸石粒（粉）、矽

用。電解水機因組成單純，相較之下成本

藻土、石灰等，須視養殖經濟或環境條件、

較為經濟。

目的或效用、使用方便性等實際需求，考

目前筆者的團隊已開發於養殖過程效

量種類、時機、劑量或方式，適當施用以

能持續的電解二氧化氯或電解（海）水的

達到最佳處理效果。

滴流應用保養法，取代傳統的直接潑灑方

筆者的團隊多年來持續建構水底質改
良劑於養殖現場的應用技術，並開發透過
效能益生菌、水底質改良劑、底土活化技
術的配合應用，有效達到水源控管、環境
維護、降低病原的加乘效果，同時持續輔

式，不僅可有效降低養殖成本，且能達到
最佳的消毒與保養效果，營造優質養殖環
境，降低養殖過程可能伴隨發生的相關風
險（如病害或抗生素的使用），生產安全健
康的高品質水產品。

導業者以穩定的友善養殖管理模式達到最
佳經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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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土活化技術的應用

電解二氧化氯近年來在水產養殖過程

由於長期累積於底土中的有機物質易

的應用逐漸普遍，並已認可為安全、不產

造成池底老化，若未去除乾淨，於放養過

生致癌物的環保型殺菌消毒劑，其主要功

程容易產生有毒物質並大量消耗水中溶氧，

效是消毒、殺菌、除臭及去除有機物與降

使養殖池水 pH 值偏低，容易造成養殖生物

低消毒副產物，進而達到水源控管、養殖

緊迫，導致活存率降低。由於池底狀況的

環境維護、降低病原的效用。再因具低毒

好壞直接影響養殖生物，養殖池底整理與

性、低刺激性、高穩定性與殺菌性的特點，

消毒是否確實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因素，因

且沒有抗藥性的問題，逐漸被養殖戶接受

此底質活化應用技術於整個養殖過程應持

並已經常性使用。

續進行且不可忽視。

電解水又稱為次氯酸鈉，是一種強氧

在 放 養 前， 須 落 實 整 池 及 池 底 活 化

化劑和消毒劑，是通過取源於廣泛價廉的

工作。首要步驟是池底汙泥清洗或客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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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及池底消毒與氧化工作。接著透

近年來積極開發優質安全水產品生產技術，

過底質改良劑（如石灰、腐植酸）的施用，

與推動無用藥友善養殖生產管理。

完成底質改良步驟。然後針對引進的水源，
徹底進行消毒動作。

筆者的團隊長年致力於效能益生菌與
水底質維護劑應用技術的開發建構，且目

最後再應用複合菌或效能益生菌進

前於國內許多經濟性養殖種類如石斑魚、

行水底質活化，同時結合相關重要水質參

午仔魚、文蛤、烏魚等都持續投入推廣輔

數的監測調整，建構優質生態系，並營造

導，積極推動台灣地區水產養殖產業以獨

放養前的優質環境，待水質狀況穩定後才

有的創新養殖管理，從國際間眾多的競爭

可放養。於放養後，定期使用電解二氧化

對手脫穎而出。整體而言，目前台灣地區

氯或電解水，透過滴流法添加於養殖池，

對於安全健康水產品生產的把關與推動成

進行水體優化環境的保養、消毒，以降低

效，在產官學研單位的共同攜手努力下，

病原菌感染、減少病原體傳播與提高養殖

從友善養殖到健康餐桌不再只是紙上談兵，

效益。

而是已經實踐的夢想藍圖。

產業永續發展的關鍵在於專業人才培
育、精緻化管理模式、環境資源的友善與
安全無毒水產品生產。外在環境競爭激烈，

鄭安倉、莊翔傑
高雄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也對國內水產養殖產業造成威脅。因此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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