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郭麗娟

　 攝影／郭麗娟、鍾宸瑞

台灣的純淡水水域擁有80多種原生魚

類，因為地理環境的阻隔，約有40種特有

種，廣布在溪流、湖泊與埤塘中。

早期，溪澗、山溝、埤塘、稻田、

湖泊等淡水湖澤，水中有魚，是老一輩生

活中習以為常的景象，然而隨1960年代

中期農民過度使用農藥開始，很多原本生

活在溝渠、稻田的生物開始消失；青蛙不

見了、滿田的泥鰍沒有了、螢火蟲也杳無

蹤跡，這些原本棲息在不同環境的原生魚

類，因為人們的需求，各自面臨不同的生

存危機。

其中，最危險卻又最常被忽略的是生

活在低海拔溪流、埤塘中的小型魚，俗名

稻田魚的「青 魚」就是其中之一。「青

魚」原本普遍存在水田和埤塘中，日治

時期，日人為了消滅孑孓而引進大肚魚，

由於棲息區位相同，造成「青 魚」首度

面臨生存浩劫，加上1960年代中期以後，

農藥過度使用、休耕政策、埤塘棲地遭破

壞等因素，如今在野外已難覓青 魚蹤影。

台灣原生魚類保育協會發起人之一的

孫仲平，10多年前聽聞「青 魚」所遭受

的生態浩劫後心生不忍，花了近一年的時

間，終於在宜蘭雙連埤找到「青 魚」，

多年的養魚經驗讓他順利繁殖出數以萬計

的魚苗，他還免費提供魚苗給願意幫忙復

育的人，為了避免基因窄化，在相同地域

找到的魚，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做交換。

數年前，他嘗試把辛苦復育的「青

魚」放流到適合牠們的小溪溝，但是，

放生卻成了送死，「當年放流魚兒的小

溪溝，已經變成無生機的工地。」慘痛經

驗讓他對放養更加謹慎，也更堅定他「護

魚」的決心，他的努力也吸引多位同好加

入他的行列。

▲ 原本普遍存在於水田和埤塘的「青 魚」，因農藥的濫用與埤

塘被填平，面臨生存大浩劫。（鍾宸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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鯽」搬家，護送牠們到附近適當的庇護站

進行復育。

這批當初搶救存活的「台灣副細鯽」

已陸續繁殖出1,000多隻後代，由於食水

嵙溪上游部分棲地還沒有遭到工程破壞，

2010年秋天，大甲溪生態協會和白冷圳

社造促進會決定把部分「台灣副細鯽」放

回去，結束牠們流落他鄉的日子，但牠們

「回家」的事實卻無法阻止整治工程的進

行，牠們能「安居」多久？成了民間護魚

團體的隱憂。

台灣原生魚類保育協會發起人之一張

元宏表示，「台灣副細鯽」2009年雖然被

列入珍貴稀有的二級保育類，諷刺的是，

政府對牠們所剩無幾的自然棲地卻沒有任

何保護措施，而這也是大多數台灣原生種

魚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張元宏說：「魚類列入保育之後，政

府對牠們存活的棲地卻沒有完整的配套措

施和管理，民眾甚至覺得物以稀為貴跑去

棲地作採集，反而造成保育類族群驟減，

政府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妥善保護原棲地，

才是解決之道。」

目前湖泊、埤塘常見的外來種魚類，

除鱸魚、泰國鱧外，另有因食用價值而被

引進的吳郭魚等，或作為觀賞用的藍寶

石、花羅漢、琵琶鼠等，這些外來種不僅

對原生魚種造成強烈生存威脅，還成為生

態殺手。

以俗稱泰國鱧的「線鱧」為例，牠

們的出現對本土鱧科的「斑鱧」和「七星

鱧」已造成極大傷害，由於生活區域重

智謀指出，翠湖邊的淺水區域，非常利於

「李氏禾」生長，若不加以留意，當「李

氏禾」侵占整片湖泊時，等於宣告翠湖的

死亡。

另外，釣客將外來種如吳郭魚放進湖

裡繁殖，以便日後垂釣，或放進錦鯉作觀

賞用，這些外來種已嚴重侵害湖裡「台灣

細 」的生存空間，台灣原生魚類保育協

會發起人之一鍾宸瑞指出，「台灣細 」

生命力雖強，由於一般只有2到5公分長，

面對人們放生的外來種魚類時，因體型

小競爭力弱，極可能淪為被驅逐與捕食的

對象，由於「台灣細 」常扮演吃水棲昆

蟲、落葉等清道夫的角色，一旦滅絕，食

物鏈勢必大亂，最終將危害翠湖的生態秩

序。

另一種行政院農委會2009年4月修正

的淡水魚保育類魚種中，被列入二級保育

類（珍貴稀有）的台灣特有種「台灣副細

鯽」（又稱「台灣白魚」）處境也堪慮，

台中縣新社鄉食水嵙溪是「台灣副細鯽」

自然棲地之一，台中縣政府為了解決水患

問題，2008年沿溪進行一連串整治工程，

棲地遭嚴重破壞，隨工程節節進逼，大甲

溪生態協會和白冷圳社造促進會擔心「台

灣副細鯽」小命不保，2008年春天發起搶

救行動，帶領新社國小學童幫「台灣副細

他們常利用假日四處踏查，由於個個

都是釣魚好手，釣具就成了調查的工具，

過程中驚見台灣原生魚的生存困境問題已

相當嚴重，例如新北市汐止區的四股埤，

已經成為鱸魚、福壽魚等外來種的天下，

五堵大埤則因外來種泰國鱧的入侵，原生

的七星鱧和斑鱧已經絕跡。

棲地破壞和外來種  

不當開發和外來種的入侵，是原生魚

類快速滅絕的主因，以新北市汐止區的翠

湖為例，這裡是台灣特有種「台灣細 」

的自然棲地之一，這幾年卻面臨淤塞和外

來魚種威脅的危機。

汐止區公所為提供民眾休憩場地，

不但設置石桌、開闢環湖步道，還定期修

剪翠湖邊的野草，但湖邊的草本植物經常

遭到人為修剪砍除，植被遭到破壞，周邊

泥沙直接被雨水沖刷到湖裡，使得淤積情

形日益嚴重，加上隨遊客日增，遊客製造

的垃圾、撿拾石頭打水漂兒沉入湖中的石

頭，都造成翠湖加速陸化。

造成翠湖陸化的另一元凶，是又稱

「割人草」的「李氏禾」，荒野保護協會

講師林智謀表示，湖泊淤積死亡前最早出

現的植物就是「李氏禾」，它代表一種陸

化指標，又稱為「湖泊的報喪使者」，林

▲ 被列為三級保育類的「台灣細鯿」
自然棲地遭嚴重破壞。

▲ 「台灣副細鯽」俗稱台灣白魚，已被列
為二級保育類。

52 53

台灣生態YUAN Magazine



疊，泰國鱧仗著生長優勢，搶奪地盤的過

程中造成原生鱧科魚類被吞食或驅趕，甚

至可以在幾年內造成棲地內的原生鱧科完

全消失，進而在棲地直接取代台灣原生鱧

科魚類的地位。

泰國鱧也對台灣原生種「蓋斑鬥魚」

造成極大衝擊，由於「蓋斑鬥魚」喜愛在

埤塘邊緣水草叢活動，泰國鱧的習性是喜

愛隱身水草叢下，「蓋斑鬥魚」因此成了

明顯的掠食目標，導致族群迅速減少。 

張元宏表示：「面對這些外來種目

前還找不出徹底的解決辦法，尤其清除外

來魚種的行動永遠比不上牠們繁殖的速

度。」但許多關心台灣原生魚種的保育人

士提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就是「吃」

掉牠們，根據吃過泰國鱧肉質的人表示，

泰國鱧雖然長相醜但肉質不輸石斑魚，如

果大家不嫌牠們醜又願意幫忙消除外來

種，「吃」掉牠們倒是不錯的方法。

此外，讓保育人士人擔心的是，私人

湖泊和埤塘常在商業利益考量下被填掉，

有別於溪流生態的原生魚種，可以用「封

溪護魚」的方式來保護，埤塘生態的魚一

旦沒了棲地，就完全沒有機會。

眼看棲地惡化的情況日益嚴重，孫仲

平、張元宏和鍾宸瑞決定邀集同好，籌組

「台灣原生魚類保育協會」，搶救目標以

目前最危險的埤塘魚類為主，一旦發現棲

地有危機，就趕快把魚搶救出來，易地保

種。

裕民國小的水生走廊

在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小任教職的鍾

宸瑞，2001年在校內推動「台灣原生魚類

水生走廊」，這是全國第一個以台灣原生

魚為主題的生物走廊，除了保種，也是教

育空間。

走進水生走廊，很難不被種類繁多的

台灣原生魚所吸引，在這裡，一個魚缸就

是一個希望、一個記憶，俗稱鮕 的「七

星鱧」還有段傳奇小故事；有一回，土地

公外出巡視卻迷路了，最後靠鮕 帶路，

土地公才順利回到土地公廟，為了讓後代

子孫都記得鮕 的功勞，土地公就在牠的

尾巴上蓋了黑黑的圓印，這也成為鮕 的

一大特徵。

鍾宸瑞表示：「當初會推動水生走

廊，全是為了一條蓋斑鬥魚。」

「蓋斑鬥魚」以孑孓為食，又稱環保

魚，1990年8月，行政院農委會首次公告

台灣淡水魚保育類魚種中，被列為二級保

育類，當時貢寮水試所為了繁殖「蓋斑鬥

魚」，到各國中小學發放魚苗，鍾宸瑞為

了養魚，上網查資料才發現牠是台灣原生

種，為了在校園推廣原生魚類教育，他積

極推動水生走廊，2003年已陸續培養學

生志工，擔任維護及導覽的工作，如今，

水生走廊的魚缸數已超過70個，魚種約50

種，他還帶領學生到原生魚類的棲地進行

學習。

今年3月13日，「台灣原生魚類保育

協會」就是在裕民國小召開第一屆第一次

會員成立大會，召集人兼籌備主任委員鍾

宸瑞表示：「很多原生魚種在自然環境中

已越來越少見，協會成立後，將和水生走

廊做結合，提供協會成員與魚類做近距離

接觸。」

由於位處校園的水生走廊空間畢竟有

限，但需要搶救和復育的原生魚卻越來越

多，他們需要更大、更專業的保種場，於

是找上在宜蘭經營魚場，並以香魚養殖馳

名國內外的養魚達人黃玉明。

養魚達人的養魚經

這位1988年獲頒全國十大傑出農村青

年的養魚達人，苦修養魚技術和成功養殖

香魚的歷程令人折服。

1952年生於宜蘭縣員山鄉的黃玉明，

從小家境貧困，國小畢業後開始打工貼補

家用，在台灣各地做過不同辛苦工作的

他，18歲回到故鄉，為了改善生活，他到

溪底捕捉鱸鰻，有見於冬天野生鱸鰻數量

少價格高，他就在位於九芎村的住家附近

挖魚池養鱸鰻，但由於經驗不足加上太貪

心，一大池的鱸鰻因數量太多病菌感染，

全數暴斃。

這時有親戚建議他養觀賞魚，他便遠

赴台南購買金魚、錦鯉回來養殖，由於缺

▲ 「七星鱧」尾巴上的黑色圓印，據說是
土地公所蓋。（鍾宸瑞攝） 

▲ 在裕民國小任教的鍾宸瑞，在校內推動
保種兼具教育功能的「水生廊道」，讓

保護原生魚類觀念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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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經驗和知識，也是全數死亡，但不恥下

問又認真執著的個性，數年後終於慢慢摸

索出竅門，為了能直接研讀日文養殖技術

資訊，1984年已32歲的他，每個星期花兩

天由九芎村山區騎車到平地學習日文，35

歲重拾書本就讀國中、高職夜間部。

香魚屬鮭目鰈魚科，俗稱鰈魚，1年

成熟，產卵後即告死亡，因此又稱「年

魚」，主要分佈於東亞、日本、韓國、台

灣，分陸封型與降海型兩種。

台灣原生種香魚屬降海型，主要盛產

於新北市新店溪、淡水河、雙溪、宜蘭縣

武荖坑。以新店溪為例，每年秋天11月左

右，香魚開始由烏來流域降河居住在新店

至秀朗河床，成魚隨流產卵後便死亡，剛

孵化的香魚隨流到潮間帶吃一種需用顯微

鏡才看得見的輪蟲，漸長後改吃水蚤，約3

個月魚身呈黑色，改吃石頭上的細藻並開

始溯河而上，直到秋冬再降河產卵。

由於台灣的河川短，夏季會乾枯，造

成台灣原生種香魚滅種，1967年竹北試驗

所從日本引進快孵化的「發眼卵」給各養

殖業者。為了徹底瞭解香魚的成長過程，

第1年，黃玉明真的是「撩落去」。

原來香魚孵化約在冬季，他每天晚

上穿上防水青蛙裝，忍著低溫進入魚池，

因為剛孵化的小香魚全身透明，約30天後

才有體色，白天根本看不到，晚上用手電

筒一照，藉由魚眼的反射就能清楚看到魚

苗，因為全身透明，還可清楚看到消化情

況和食量多寡。

香魚是冷水性魚類，通常在山區具

高溶氧、低污染、低溫、急流等環境的清

澈溪流生長，當時平地尚無以少量水養殖

成功的先例，雖有多年養殖經驗和「撩落

去」的決心，過程中仍有數次全池香魚暴

斃的慘痛經驗。

香魚養殖成功，生活無虞後，他開

始正視台灣環境遭受污染，很多原生魚類

隨之滅種，本著多年的養殖技術加上經營

魚場，他決定扛起復育台灣原生魚類的責

任，因此，當鍾宸瑞2005年提出協助復育

計劃時，他一口答應。

微妙共生好稀奇

黃玉明表示，台灣原生魚生存的環境

分為「清水魚」：苦花、香魚、鱸鰻、台

灣馬口魚等。「半清水魚」（清澈溪流或

湖泊）：台灣原吻 、台灣細 、台灣副

細鯽等。濁水魚：蓋斑鬥魚、泥鰍、野生

鯉魚等。

「復育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營造環

境，控制水的清澈度和水溫。」黃玉明強

調，只要環境適合加上沒有外來天敵的

威脅，這些魚就能安心繁殖，但是在固定

的養殖空間裡，控制數量相當重要，「固

定養殖空間魚的數量達到上限時，如果不

將部分魚移往他處，魚群見數量『額滿』

了，就會停止繁殖。」

其實台灣原生魚也有相當特殊的俗稱

和生存習性，例如「高體 」有相當多

俗稱且都與牠的外觀和生活習性有關，在

水中悠游的「高體 」鱗片顏色並不起

眼，但是一旦浮上水面或離水，經陽光照

射後鱗片竟有瑰麗色彩，因此被稱作「彩

虹魚」，在這些艷麗色彩中以淡藍銀光、

綠銀光和粉紅銀光為主，又稱「紅三斑」

或「紅目 」，在鄉間牠們又被叫作「牛

屎鯽仔」，這個看似不雅的名稱和牠的生

活環境有關，早期，「高體 」是溝渠

中常見的魚種，鄉下人養豬或牛，排泄物

直接排入溝渠中，生活其間的牠們就以這

些排泄物為食，所以才有「牛屎鯽仔」的

稱號。

黃玉明表示，「高體 」和蚌類之

間有著相當微妙的「共生」關係，魚身約

4、5公分的雌魚，進入繁殖期時，會伸出

長約兩公分的輸卵管，這條輸卵管扮演重

要功能，據觀察，「高體 」可能為了

保護魚卵、增加孵化率，雌魚會將輸卵管

伸入蚌的鰓瓣裡面產卵，雄魚也配合時間

使之受精，「高體 」的卵可能有類似

吸盤的固定物以便固定在蚌的鰓瓣。

巧妙的是，當「高體 」成魚在

「高體 」和蚌類之間有著相當微妙的

共生關係。

▲

▲ 養魚達人黃玉明，2005年開始投入台灣
原生魚類復育計劃且成果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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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身上產卵時，蚌也在此時產下「鉤介」

（蚌苗），「鉤介」會夾住「高體 」

成魚的魚鱗，隨之游往他處生長，減少蚌

類同一物種聚集爭奪食物的情形發生。

「條紋二鬚 」因吻部下方有一對

頷鬚而得名，大致分佈在濁水溪以南，早

期西部溪流相當普遍，因環境變遷及污染

野外已不多見。近年來證實，台灣 屬科

魚類有「條紋二鬚 」和「史尼氏小 」

兩種，黃玉明強調：「條紋二鬚 和史尼

氏小 雖是兩種不同的魚，但歧異度並不

高，主要在於身上斑點不同，若未仔細分

辨，很可能會將兩種魚養在一起，變成雜

交種。」

2009年4月修正的淡水魚保育類魚種

中，將首次公告被列入二級保育的蓋斑鬥

魚、鱸鰻、高身 魚等3種魚除名後，以孑

孓為食的「蓋斑鬥魚」成為防治登革熱的

先鋒部隊。

外來種的大肚魚和孔雀魚是人稱的

「捕蚊魚」，但牠們的功力遠遠不及台灣

原生種的蓋斑鬥魚，據國外研究報告顯

示：同樣一隻雄魚，大肚魚一天可吃44

隻斑蚊的四齡幼蟲（孑孓），孔雀魚則是

41.8隻，蓋斑鬥魚數量竟高達374.6隻，

堪稱是名符其實的「超級捕蚊高手」，長

期研究病媒蚊防制的環保署環境檢驗所指

出，蓋斑鬥魚不只會吃孑孓，對水域環境

的適應力也很強。

「蓋斑鬥魚」是雄魚築巢，就是用口

水吐出泡泡形成溶氧量較佳的卵泡，並固

定在台灣萍蓬草、布袋蓮等隱密葉面下，

泡泡會吸引雌魚前來產卵，雌魚產下卵後

就由雄魚負責照顧，直到孵化成魚苗。

尋覓棲地與教育推廣

物物種的搶救與復育，最終目的就是

希望能繼續在自然棲地繁衍，但自然棲地

一旦被破壞，要再恢復困難重重，因此黃

玉明暫以魚場作為復育和展示解說空間，

新北市五股區的生態農場，協會發起人之

一的劉正康不但提供土地作保種場，還自

掏腰包親自施工，細心營造接近自然環境

的戶外保種池，現在這裡住有「蓋斑鬥

魚」、「青 魚」和「台北菊池氏細鯽」

等。

誠如鍾宸瑞所說：「保種復育是不

得已的手段，最重要是保護牠們原有的棲

地，如果大家都能做到，就不需要有復

育的動作了。」他也強調生態教育的重要

性，唯有加強宣導台灣原生魚類對環境的

重要性及其所面臨的生態危機，才能激發

民眾保育的觀念。

如果民眾都能發揮「護溪愛魚」的公

德心，不隨意垂釣、捕撈，公部門在保護

自然棲地上能更積極、迅速，這些已存活

在台灣數千、甚至數萬年的原生魚種，才

能再一次享受：「魚兒，魚兒，水中游，

游來游去樂悠悠！」的自在與快活。

▲「蓋斑鬥魚」是名符其實的超級捕蚊高

手。

▲ 被列為一級保育類的「飯島氏銀鮈」在
自然棲地已難覓魚蹤。

▲ 台灣馬口魚。

鍾宸瑞也指出，新棲地必須符合很多條件

才能放魚。

例如「青 魚」，據「台灣原生魚類

保育協會」的調查，分布的地域有北部、

東部、東北部，鍾宸瑞強調：假設北部有6

個棲地，而新棲地又接近北部，那麼只會

從6個棲地中選擇一個採集地的「青 魚」

放養在新棲地，為的是怕基因混淆造成區

域特徵消失。僅僅這樣的分類，一種原生

種就需要數量眾多的新棲地來支撐，可見

困難度之高。

除仔細尋找適合的野放棲地外，協會

成立前，鍾宸瑞從2004年開始便在社區和

學校積極推廣原生魚種教育，也曾受邀到

國立台灣博物館作專題演講，若有校園或

私人生態池提出復育要求，他會和協會發

起人一起到場評估，若場地適合就會協助

進行復育，目前加入復育的學校包括：新

北市三峽區的成福國小（復育青 魚）、

大埔國小（復育史尼氏小 ），還有位於

▲ 台灣 屬科魚類「史尼氏小 」。

 （鍾宸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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