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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研究方向主要是在於進行漁業生物資源之資源評估的研究，
進行各項漁獲統計資料及生物調查資料之匯整與分析，進而利用各種
不同的數理模式並配合統計分析的方法進行資源量變動及漁業利用率
之評估，以期能在合理的漁業開發下達到生物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

目前代表我國參與之國際漁業管理組織及相關研究
• 印度洋鮪類委員會 (Indian Ocean Tuna Commission, IOTC )
• 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 (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 IATTC )
•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Southern Bluefin Tuna, CCSBT)

目前參與國內參與之漁業資源研究
• 鬼頭刀漁業資源評估研究 (新港鬼頭刀漁業改進計畫)



棘鬼頭刀 (Coryphaena equiselis; Pampano dolphinfish)

40cm FL ♀ 52cm FL ♂

鬼頭刀 (Coryphaena hippurus; Common dolphinfish, 
mahi mahi, dorado)

9cm FL 43cm FL

98cm FL ♀

61cm FL ♂





鬼頭刀分布於全球溫帶及亞熱
帶海域，涵蓋了46°N至38°S之
間海域(Norton, 1999)。
屬於高度跨界洄游性魚種，經
常大量群集之洄游至不同的漁
業管理海域

鱪：俗名為鬼頭刀、飛烏虎、萬引等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紅
皮書）對於物種保護現狀之分類，鬼頭刀目前是
歸類於「無危物種」又稱「低關注度物種」 。



♂♀

鬼頭刀額部有一骨
質隆起，隨成長而
越明顯，尤以雄魚
為甚，雄魚成魚頭
背幾呈方形





水域 分析方法 結果與推論 文獻來源

夏威夷及
墨西哥

粒線體DNA 顯著之遺傳差異性。 Rocha-Olivareset et al. 
(2006)

太平洋 粒線體ND1 無顯著遺傳差異。 Diaz-Jaimes et al. 
(2010)

大西洋 粒線體DNA 東大西洋在地中海之樣本是孤
立的

Díaz-Jaimes et al. 
(2010)

加利福尼
亞灣，中
太平洋東

部

微衛星多型性
分析

加利福尼亞灣無分群現象，中
太平洋東部為單一系群。

Tripp-Valdez et al. 
(2010)

全球 回顧范氏成長
參數文獻

全球至少有五個系群存在，三
個在大西洋及兩個在太平洋，
西北太平洋臺灣和日本是來自
同一系群。

Chang et al. (2013)

臺灣海域 粒線體基因序
列

臺灣所捕獲之鬼頭刀為同一族
群，台灣的樣本和關島族群及
夏威夷族群分屬不同族群。

丁(2014)

鬼頭刀之系群結構



鬼頭刀之個體成長

* Chang et al. (2013)為雌雄合併之估計結果

• 有關鬼頭刀之個體成長，雖然不同海域及不同分析方法所得之結果具有
明顯差異，但仍可看起鬼頭刀屬於成長快速之魚種。

• 根據台灣與日本海域之研究結果，大約1歲魚即可成長至大約50公分以
上，且雄魚成長速率明顯較雌魚快，且雄魚較雌魚可成長至更大之體型。

• 根據目前世界記錄最大體型為全長210 cm，但大多數之文獻所估計或
記錄之最大年齡多為4歲。



鬼頭刀之性成熟與生殖活動
• 根據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之生殖腺指數及生殖腺成熟階段

月別變動推論，鬼頭刀為終年產卵，高峰為3月到7月。
• 而台灣東部海域為鬼頭刀產卵場之一。



鬼頭刀之性成熟與生殖活動

• 根據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
之性成熟體長分析結果：

• 當雌魚體長達約52公分時，
大約即有50%的機率會達
性成熟。

• 當雄魚體長達約56公分時，
大約即有50%的機率會達
性成熟。

• 因此，配合成長之分析結
果，大約1歲魚即有50%
以上的個體可達性成熟。



鬼頭刀之攝食生態

• 根據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
之攝食生態分析結果顯示，
鬼頭刀為機會攝食者，主
要攝食對象為大洋性魚類、
軟體物動、沿岸性魚類…
等。

• 主要之餌料生物為玉筋魚（Ammodytidae sp.）

• 其次為飛魚(Cheilopogon sp.)

• 眼眶魚(Mene maculata)

• 頭足類柔魚科(Ommastrephidae) 及其他頭足類
也為常見的物種。



鬼頭刀之攝食生態

• 根據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
之攝食生態分析結果顯示，
鬼頭刀營養階層則有隨著
體長的增加而有上升的趨
勢。

• 這些結果顯示鬼頭刀在臺
灣東部大洋生態系中具有
廣闊的營養階層，且依體
型的不同具有不同的食階
區位。



鬼頭刀之棲息深度與溫度

• 根據鬼頭刀之標識放流分
析結果：

• 鬼頭刀主要棲息深度100
公尺以淺，根據深度頻度
來看鬼頭刀幾乎棲息於表
層5-10公尺水層。

• 鬼頭刀似乎會花費較多的
時間棲息於表層5-10公尺
之水層。



鬼頭刀之棲息深度與溫度

• 根據鬼頭刀之標識放流分析
結果：

• 鬼頭刀棲息水層溫度幾乎在
20 ℃以上。

• 根據下潛深度與環境溫度之
關係，顯示台灣之鬼頭刀下
潛深度似乎限制在25度以上。



鬼頭刀之棲息深度與溫度

• 配合台灣東部海域水溫、混合層深度與鬼頭刀漁獲率
資料分析：

• 隨著表水溫增加釣獲率會增加，於26至28度間會有最
高之釣獲率

• 當混合層深度在50公尺以淺時會有較高之釣獲率



鬼頭刀之洄游路徑

• 根據鬼頭刀之標識放
流分析結果：

• 臺灣東部鬼頭刀主要
向北移動，冬季則向
南移動。

• 日本鹿兒島海灣標放
之鬼頭刀，主要向南
移動至海灣邊及海灣
口附近且保留於海灣
內活動。日本北東海
標放之鬼頭刀主要向
北移動。



鬼頭刀之漁業利用

• 根據歷年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鬼頭刀漁獲統計顯示，近年來三大
洋產量達10至13萬公噸左右。

• 其中以太平洋海域捕獲產量最高，佔全球鬼頭刀產量之70至80%。

*日本於2007年之後之漁獲量為根據日本水產廳資料之估計值。



鬼頭刀之漁業利用

在太平洋各漁區裡，主要以東南太平洋漁區(87區)及西北太平洋(61區)
漁區鬼頭刀漁獲量為最多。



鬼頭刀之漁業利用

• 東南太平洋漁區(87區)，主要漁業利用國為祕魯、厄瓜多及智利。
• 西北太平洋(61區)，主要漁業利用國為日本及台灣。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鬼頭刀為台灣漁業資源中重要的經濟性魚種之一，於2000年代初期

之前，台灣鬼頭刀幾乎皆為沿近海漁業所漁獲，之後則開始出現大
量的漁洋漁獲。

• 台灣沿近海漁業之鬼頭刀產量，近年來仍約佔總產量之7-10%左右
鬼頭刀是台灣海域極為重要之主要經濟性魚種！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自1980年代中期，台灣東部海域之鬼頭刀產量即約佔全台灣鬼頭刀

產量之60-80%左右，雖然近年來降至40至50%左右，但年產值達
數億元以上，因此鬼頭刀是台灣東部海域極為重要之主要目標魚種！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此外，雖然自於2008年後，台灣東部海域的鬼頭刀漁獲量大幅減少，

但由魚種別漁獲比例來看，鬼頭刀是台灣東部海域最為主要之目標
魚種。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根據近年來之調查資料，台灣海域之鬼頭刀漁獲主要以延繩釣漁業

為主要漁法，少數為曳繩釣漁業所漁獲，其他漁法捕獲鬼頭刀的數
量非常之少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鬼頭刀延繩釣、鮪延繩釣、鯊魚延繩釣在漁具的使用上也明顯具有

差異

鯊魚 鮪魚 小鮪類 鬼頭刀

鋼索 粗棍

粗棍

細棍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台東新港與宜蘭蘇澳之鬼頭刀漁獲量主要都是來自於以鬼頭刀為目

標漁獲魚種延繩釣作業(鬼頭刀延繩釣)，鮪延繩釣漁獲量則對很少
• 屏東東港漁船之鬼頭刀漁獲量則主要是鮪延繩釣居多

東港蘇澳新港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以鬼頭刀為目標漁獲魚種進行延繩釣作業(鬼頭刀延繩釣)之作業航次

中，70%~90%之漁獲魚種組成為鬼頭刀，其他魚種之漁獲比例大
多在20%以下

• 其他漁業之魚種組成中鬼頭刀的漁獲量比例則相當低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台灣海域之鬼頭刀漁獲大多由於較為近岸的海域之雜魚延繩釣漁業

(鬼頭刀延繩釣)所漁獲，往外洋則為鮪延繩釣漁業所漁獲

東港蘇澳新港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根據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之月別漁獲量變動趨勢顯示，鬼頭刀每年

皆有兩個盛漁期，4至6月為主要之盛漁期，10至12月則為第二個盛
漁期

• 當地漁民稱於第二個盛漁期所漁獲之鬼頭刀為「秋刀」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體長頻度呈現明顯的月別變動趨勢，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資源可能

於每年的6及7月間與11及12月間具有兩個加入群，此仍有待分析
• 第二個盛漁期所漁獲之鬼頭刀體型明顯較小

東港蘇澳新港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整合台灣東部海域月別鬼頭刀漁獲量及漁獲物平均體長，春末夏初

是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的主要第一盛漁期，且漁獲體型較大，而秋
冬季第二盛漁期的漁獲體型則較小

東港蘇澳新港



台灣之鬼頭刀漁業利用
• 台灣海域之鬼頭刀捕獲，很大的部份的是出口至國外
• 美國為最主要之外銷市場，佔鬼頭刀出口量之80%以上
• 近年因中南美洲漁業國之鬼頭刀漁獲競爭下，影響到台灣的出口量



2019年之媒體報導：



（中央社記者盧太城台東縣18日電）台東鬼頭刀進入第2波汛期，
外銷訂單未見起色，價格持續低迷。新港區漁會積極推廣鬼頭刀
加工產品，降低外銷滯銷引起價格崩盤效應。
台灣每年捕獲1萬到2萬公噸的鬼頭刀魚，其中有3分之1是在台東
成功海域捕獲，主要銷售美國，5年前每公斤新台幣5、60元，
2015年9月由國際網站SFP正式登錄為全台第1種「漁業改進計畫
（FIP）」的優先採購漁獲物後，價格翻漲，每公斤飆升至140元
左右，
不過，從去年開始價格下滑，今年持續下探，今年3月至6月間第
一波汛期時，最好的「大刀」每公斤只有70元至80元之間。
漁民原本期待6月過後中南美洲鬼頭刀汛期結束，價錢就能上揚，
但現已進入鬼頭刀第2波汛期，價格仍未見起色。
新港區漁會魚市主任李宏勇今天接受記者電話訪問時表示，至今
仍然看不到外銷訂單，價格持續疲乏。
新港區漁會總幹事陳俊銘表示，新港漁港的鬼頭刀主要賣到美國，
今年受到中南美洲的競爭，導致價格下滑，貿易商多了選擇，台
灣鬼頭刀因此面臨挑戰。
水試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主任何源興表示，今年初水試所查
訪價格跌落原因，漁民反映主要是大盤囤積前2年漁貨，導致今年
購買量少，引起價格變低。另外，FIP定期會議中有漁民反映，去
年中南美洲薩爾瓦多及厄瓜多鬼頭刀皆盛產, 連帶影響今年供貨價
格不高。
何源興表示，過去鬼頭刀價格平均在每公斤60元至80元間，因前
幾年加入FIP，價格飆高，盤商開始囤貨，造成這2年價格下滑，
又碰上美國市場多了競爭對象，才讓價格回跌，事實上目前的價
錢和過去相同，還是有利潤。
陳俊銘表示，新港漁港的鬼頭刀主要賣到美國，今年受到中南美
洲的競爭，導致價格下滑，貿易商多了選擇，台灣鬼頭刀因此面
臨挑戰。
陳俊銘表示，台東成功地區目前有60多艘左右的捕鬼頭刀漁船，
這2年外銷量下滑已經造成漁民生計影響，漁會正在推廣鬼頭刀魚
鬆、XO醬和魚酥的加工品，也呼籲國內機關團膳能多採購鬼頭刀
魚當食材。
根據漁業署統計年報，106年外銷的鬼頭刀魚有5266公噸，107
年就下滑到2206公噸、跌破前年5成的外銷量，漁會研判今年外
銷量還在下滑。（編輯：謝雅竹）1081018



西北太平洋海域鬼頭刀之資源狀態
• 根據針對西北太平洋之鬼頭刀進行資源評估分析，雖然菲律賓之漁

獲被FAO列入西南太平洋區，然而菲律賓鄰近台灣同屬黑潮水域，
因此除了採用日本與台灣漁獲量之外，亦將菲律賓漁獲量納入進行
資源評估

東港蘇澳新港



西北太平洋海域鬼頭刀之資源狀態
• 漁獲死亡率曾於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末期因高漁獲量高於

MSY水準，此後皆低於MSY參考點水準。
• 然而近年來親魚量及相對親魚量估計結果持續減少，雖然目前親魚

量仍高於MSY水準，但也接近於MSY參考點水準。

東港蘇澳新港



西北太平洋海域鬼頭刀之資源狀態
• 根據各情境估計值並以MSY參考點水準之Kobe Plot，所有情境之

分析結果皆顯示目前西北太平洋鬼頭並無過度利用(overfishing)及
過漁(overfished)。

• 然而，目前親魚量已相當接近於MSY參考點水準，且有區間估計也
顯示現今親魚量會有相當高的機率低於MSY參考點。

東港蘇澳新港



西北太平洋/台灣海域鬼頭刀
資源評估與管理分析之執行規劃

東港蘇澳新港





2013年之媒體報導：



原民電視新聞/20130528



• 台灣海域捕獲之鬼頭刀，以美國為主要外銷市場，佔
出口量80~90%以上，近年來，環保組織為達到在漁
產品穩定供應與保護海洋資源間取得平衡之目標，向
美國販賣漁產品的大型連鎖量販與零售商進行遊說，
使得採購商同意採購若未能具有生態標籤，但取得進
行漁業改進計畫(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
FIP)證明之漁產品。

• Sustainable Fisheries Partnership (SFP) (2013) 綜
合各項資訊指出，目前太平洋鬼頭刀漁業屬於管理不
善之漁業，且目前僅少數國家參與執行漁業改進計畫
(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FIP)，而台灣之中
西太平洋延繩釣漁業則被列入需要執行FIP的國家之一。





老闆，你賣
的東西有生
態標章嗎?

為什麼要做漁業改進計畫?



請提出證明，證明你們抓魚
的方式沒有對環境造成傷害



•有生態標章
•有參加漁業改進計畫



甚麼是生態標章?
• 需要經過一連串認證才能取得的東西。

• 就像是台灣農產品上所使用的“吉園圃”標章

• MSC標章是國際上最有名的、市佔率最高的，但認證
複雜、不易取得。

對消費者來說是一種保證

漁業改進計畫 (FIP)



甚麼是FIP?
• FIP就是”漁業改進計畫”，是一個改善漁業讓漁業變得

越來越好的計畫。(用合適的方法抓魚，讓魚沒有抓完的
一天)

• 由漁民、貿易商、漁會和其他所有跟這個漁業有關係的人，
自願發起的活動。

• 計畫執行-
• 要有改善目標和改善進度的計劃書。
• 公開透明的放在網站上。
• 按照計畫書的規劃，慢慢去實行。



1.納入市場力量，把
漁貨採購商、供應商、
餐廳跟漁民等所有跟
這個漁業息息相關的
人找來，才能讓漁業
獲得真正改善。

2.訂出有明確
目標及相關預
算的工作計畫。

4.確定所有參加的人
都是真的想做這個計
畫的。(需簽署同意
書表示認同)

3.參加的人都必須
照著工作計畫做，
並提供計畫執行所
需要的一些經費。

5.建立漁產品可追溯
系統(魚哪裡來?怎麼
抓?賣給誰?...等)，
跟市場魚貨做出區別

FIP的最低標準(大型零售業者及環保團體在意)



新港鬼頭刀漁業改進計畫推動

• 台東縣新港區漁會於2014年底決定推動鬼頭刀
漁業改進計畫，委請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
協會(簡稱對外漁協) 規劃推動執行細節，並於
2015年8月召開「105年度新港鬼頭刀漁業改進
計畫第一次會員大會」。

• 參與的人員包括政府部門、區漁會、研究單位、
採購商、加工廠、貿易商及當地漁民等所有與此
漁業有關之人員。

• 發展至今蘇澳及東港區漁會也已加入台灣鬼頭刀
漁業改進計畫之行列。



新港鬼頭刀漁業改進計畫推動

• 中程目標
• 每年進行漁業改進計畫檢視會議，檢視計畫執行進展，

並視需要修改行動計畫內容。
• 配合漁業改進行動計畫之內容，執行改進行動。
• 定期(3-6個月)上網更新漁業改進計畫之執行進展，

並公開追蹤情形報告。
• 在五年內完成行動計畫中的規劃改善項目。

• 最終目標
• 使新港鬼頭刀漁業符合國際間對於永續漁業之要求。
• 以最佳可得科學資料為基礎，發展預警策略及漁獲量

管控措施，使資源可以在保育基礎下永續發展。



http://www.taiwanfip.tw/fip_introduction.htmlhttp://www.taiwanfip.tw/



參與新港鬼頭刀漁業改進計畫之相關單位

目前參與新港鬼頭刀漁業改進計畫工作的相關人員/單位，
包括:



• 漁民部分:
向漁會申請參加FIP。
協助正確填寫漁獲報表並於每次返港後繳交。
配合港口卸魚檢查。
申裝VDR。
配合觀察員上船蒐集科學性資料。
參與相關宣導活動。
配合管理。

• 漁會部分:
建立FIP參加名冊。
協助支援執行港口卸魚。
協助辦理宣導會。
建立漁產品可追溯系統，讓市場能清楚區分有有參加FIP計畫之魚貨。

• 魚貨加工廠:
建立漁產品可追溯系統，如進行包裝標籤分級，讓購買廠商能清楚區

分有參加FIP及未參加FIP之魚貨。
• 採購商及出口貿易商:

建立漁產品可追溯系統，做出清楚明確的區隔，讓下游廠商能清了解
貨源狀況。

怎麼配合實施FIP?







• 膠裝成一本，方便攜帶
• 可以一整本填寫，也可以撕

下來寫
• 一本是30天份 (也就是有30

張)
• 回港繳交時
• 寫完了再跟區漁會拿



• 學術研究單位:
配合台灣鬼頭刀FIP之推動與執行，｢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王勝平 教授)｣及｢台灣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
心(江偉全 副研究員)｣所組成之研究團隊規劃長期之研
究計畫，以供作為建立台灣海域鬼頭刀資源評估之基礎
與發展，以及未來進行台灣鬼頭刀漁業資源管理之科學
參考依據。
• 鬼頭刀生物樣本之採集，進行生活史參數之分析研究，包括成

長及生殖生物學等；
• 利用分子遺傳學方法分析太平洋鬼頭刀之族群結構；
• 進行各項漁業指標及體型變動趨勢分析，檢視鬼頭刀之利用情

形與資源可能之動態；
• 進行鬼頭刀之CPUE標準化，以分析相對資源豐度指標變動趨

勢；整合生活史參數、漁獲量資料、漁獲物體型組成與相對資
源豐度指標，以整合資源評估模式進行鬼頭刀之完整資源評估。

怎麼配合實施FIP?





謝謝您的耐心聆聽

圖來自黑潮海洋文化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