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第九屆「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 

「海洋相關研究類」徵件說明 

 

Hi，親愛的朋友（們）： 

 

歡迎參加本屆獎助金徵件活動，在開始準備計畫書之前，請您留意以下事項： 

 

1. 論文研究內容須與海洋相關，請您依照下頁所提供之計畫書格式撰寫。 

 

2. 參加者身份需為在校碩、博士生或畢業後一年內。 

 

3. 請詳填申請書，在校學生請提供學生證正反面影本、畢業生提供碩或博士畢業證書影

本、指導教授推薦函一份。 

 

4. 計畫書文字圖表以不超過 3,000 字（含標點符號，但不包括基本資料、附圖說明文

字）、總頁數不超過六頁為原則。 

 

5. 資料填寫完成後請於徵件期限內 e-mail 至黑潮承辦人員信箱：emilygi@koef.org 

 

 

mailto:emilygi@ko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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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九屆「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 

「海洋相關研究類」計畫申請書 

基本資料｜ 

論文作者姓名 邱冠樺 

戶籍地址 - 

聯絡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1號 

就讀學校與地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1號 

系所年級 生物學系 碩二 

聯絡 e-mail - 手機 - 

論文作者姓名 陳家甄 

戶籍地址 - 

聯絡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1號 

就讀學校與地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1號 

系所年級 生物學系 碩一 

聯絡 e-mail - 手機 - 

論文作者姓名 許茗豪 

戶籍地址 - 

聯絡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力行路 97巷 17號 

就讀學校與地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1號 

系所年級 生物學系 大四 

聯絡 e-mail - 手機 - 

論文作者姓名 司徒倩婷 

戶籍地址 - 

聯絡地址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1號 

就讀學校與地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 1號 

系所年級 生物學系 碩一 

聯絡 e-mail - 手機 - 

指導老師姓名與系所 姜鈴  生物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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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 

一、論文題目： 

海洋性新入侵貽貝條紋殼菜蛤在台灣的分布、遺傳學、生物學和生殖生理學研究 

二、研究動機： 

近年條紋殼菜蛤 Mytella strigata（Hanley, 1843）可能是透過洋流或海運系統引入台

灣，本國沿岸提供條紋殼菜蛤良好的生長及繁殖環境，才被發現便已經在台灣西部沿岸、

文蛤養殖池內和引排水溝渠，快速繁殖並建立高密度族群，分泌足絲包覆於文蛤殼和基質

上影響其生長並造成其大量死亡，導致養殖業極大損失；調查亦發現沿岸高密度條紋殼菜

蛤族群佔據底質排擠其他生物，或附著在漁船船壁與引擎上造成機具損壞，對台灣沿海生

態和沿海漁業造成衝擊。 

條紋殼菜蛤已入侵台灣沿海，排擠本土海洋生物，影響在地漁民生計，且造成生物和

生態災害，期望本研究透過分布調查與樣本遺傳和生物生殖等分析，提供新入侵條紋殼菜

蛤在台灣的生物、生殖生理特性和遺傳基因的資訊，並依其在原生地區和來源國家的生存

條件，以研擬策略進行檢測或管理，降低其對台灣造成沿海生態和產業的損害。 

三、文獻回顧： 

條紋殼菜蛤屬於熱帶和亞熱帶貽貝，原分布於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沿

岸河口地區 (Keen, 1966; Bacon, 1975; Scarabino et al., 1975)，外殼顏色多變從黑色至綠色，

殼紋多樣呈現點狀、鋸齒狀、同心圓或無花紋(Lim et al., 2018)。殼長達 1.25cm 時，生殖腺

即可成熟具生殖能力 (Stenyakina et al., 2010)；除快速繁殖的特性外，條紋殼菜蛤能適應 2

至 40 psu 的廣鹽度和 6 至 36℃廣溫度 (Yuan et al., 2010; Brodsky et al., 2011)，憑藉強適應

能力與本地物種競爭食物和棲息地，造成沿海生態的危害。 

條紋殼菜蛤的散播方式是透過浮游幼蟲進入海運船舶的壓艙水入侵至其他國家之港口

與沿岸 (Spinuzzi et al., 2013)。浮游幼體可藉由台灣沿岸海流 (大陸沿岸流或黑潮) 進行擴

散或聚集，故可以利用海況資料來得知浮游幼體可能的擴散範圍 (侯 et al., 2019)。 

藉由入侵族群的遺傳資訊能確認入侵物種，而透過遺傳變異可以推估族群的可能來

源，知道族群的來源得以評估入侵物種所適應的環境(Gillis et al., 2017)，遺傳結構可提供入

侵族群的多樣性程度，並能透過遺傳結構分析推判入侵物種的拓殖過程，因此遺傳資訊能

夠提供入侵物種的演化特徵並推判物種入侵的機制。 

當條紋殼菜蛤被發現時，通常已經形成高密度的大族群 (Tan, 2018；Wells, 2019)。因

此，本研究將探討條紋殼菜蛤在台灣的族群動態變化以及其年齡結構、生長、發育、死亡

和擴散等環境之間的關係。藉由沿海的調查，確認其目前在天然沿海的分布和族群狀態，

亦從採集的樣本分析其遺傳基因結構，以瞭解該入侵種的來源以及其可能的生物特性。此

外，在沿海內陸漲潮的溝渠調查個體成長發育情形，同時透過顯微切片染色瞭解此入侵種

在台灣的生殖波動，配合水文、水質和氣象數據，推測影響條紋殼菜蛤族群動態的各項因

子，不僅可以預測其在台灣外來可能的擴散狀況和途徑，更希望能夠藉此掌握生殖和擴散

週期，研擬策略控制或降低其對台灣沿海生態和產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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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材料與方法： 

（一）調查條紋殼菜蛤在台灣分布現況並建立預測分布模型 

調查台灣全島全長共1,200km 的16個縣市的沿海、離島以及沿岸水體（包含養殖池及其

引、排水渠），以確認其目前在台灣的分布和擴散情形。此外，透過 MaxEnt 軟體建立條

紋殼菜蛤的物種分布模式（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 SDM），瞭解該物種在台灣的生理適

應狀態與生存的條件，並推估此入侵物種在台灣沿岸擴散速度及其在自然界未來可能的分

布情形。 

（二）分析台灣的條紋殼菜蛤族群結構與親緣關係 

選用粒線體細胞色素 c 氧化酶 I 亞基（cytochrome c oxidase I, COI）基因，進行物種的

確認鑑定和各地區族群內個體的基因變異檢驗，比對菲律賓、新加坡、印度等地的條紋殼

菜蛤 COI 基因序列，進行親緣關係樹分析並建立遺傳網絡圖，分析單倍型間彼此基因流動

的狀況，推判台灣的條紋殼菜蛤可能的入侵來源，並從台灣各區域的條紋殼菜蛤族群的遺

傳關係，推測各族群的建立為海流擴散還是人為活動的結果。 

（三）觀測彰化感潮帶溝渠內條紋殼菜蛤的成長與族群動態 

以彰化沿岸的引排水溝渠之條紋殼菜蛤族群作為樣本，每個月採樣一次計算個體長度

和肥滿度，以推判其成長與族群結構。量測10x10cm2方框內的所有個體之殼長，再利用

FiSAT 軟體系統推算出其成長方程式和成長曲線。隨機挑出20隻體長15mm 以上個體，做肥

滿度指數測量判別生殖時期，並測量水質因子，以推測條紋殼菜蛤族群變動和環境之間的

關係。 

（四）彰化沿岸條紋殼菜蛤的生殖生理 

採集條紋殼菜蛤個體進行生殖切片染色，判別其雌雄性別、生殖腺巢發育週期；撈取

浮游幼體計數密度，並搭配生殖巢切片染色，以探討芳苑條紋殼菜蛤的生殖情形及其主要

影響因子，瞭解台灣沿岸的條紋殼菜蛤和他國相同或相異及其影響因子為何，以作為規劃

防治入侵生物、降低其擴散的重要參考依據。 

五、（初步）結果與討論： 

條紋殼菜蛤分布的初步調查結果，台灣全島沿岸共 1,200km，已經調查約 1040km，從

新竹至屏東全長約 427km， 9 個縣市 38 個樣點皆有分布；內陸水體從彰化至嘉義全長

122km，3 個縣市 8 個樣點皆有分布。分析發現條紋殼菜蛤通常附著於沿岸低潮線下與養殖

池內及其引排水渠，其個體密度常超過 10,000 個/m²，沿岸附著棲地型式主要在漁船和浮臺

(球)，附著底質結構主要為牡蠣殼、塑膠、船體和繩子；內陸水體附著棲地型式主要在引排

水溝渠、文蛤池邊壁、底部、出入水口和水車，附著底質結構主要為水泥、爛泥和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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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條紋殼菜蛤在台灣的分布位置與範圍，從新竹至屏東

全長約 427km，9 個縣市 38 個樣點皆有分布；內陸水體從彰

化至嘉義全長 122km，3 個縣市 8 個樣點皆有分布。 

遺傳分析結果：從新竹、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等沿岸所採集

共 43 個條紋殼菜蛤進行形態及基因分析，另外加入菲律賓、新加坡、印度等地所蒐集到

的條紋殼菜蛤 COI 基因序列進行親緣關係樹分析，推判台灣的條紋殼菜蛤可能是透過海流

或海運從菲律賓或新加坡入侵台灣，來源自哥倫比亞。 

 

圖二、以台灣、美國、菲律賓、新加坡、印度入侵族群的條紋殼菜蛤個體和巴西、哥倫比

亞、厄瓜多原生地族群的個體之 mtDNA COI 部分核苷酸序列建構 Neighbor-Joining、

Maximum-Likelihood、Maximum-Parsimony 系統發育。 

未來將逐步完成台灣沿岸分布調查，並透過軟體建立分布模型。此外，藉由遺傳資訊

初步推判出台灣條紋殼菜蛤的可能來源，將進行台灣族群結構分析，以瞭解其拓殖過程與

人類活動之間的關係。 

條紋殼菜蛤的生物學和生殖生理學研究，從本年度 7月份開始，將持續進行為期一年

每月一次的樣本採集和族群個體成長曲線與生殖週期的研究，期完整對此海洋性新入侵條

紋殼菜蛤在台灣族群的生物學與生殖生理的瞭解，並據此研擬防治策略，以降低或控制對

本土沿海的生態和產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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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定完成期程： 

 

七、研究經費概算（若有其他經費來源，請註明）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雜支費 12000 1 12000 

包含宣傳海洋入侵種防治、研討

會之手冊、海報製作或相關資料

收集費用、基因定序費、文具紙

張、印刷、郵資…等。 

材料費 13000 1 13000 

執行計畫所需之直接或間接之耗

材，如：實驗藥品、實驗耗材、

採集用品、樣本保存用品…等 

合計 25000  

八、本研究結果可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 

藉由本研究來了解海洋性新興入侵貽貝類條紋殼菜蛤在台灣沿海的族群及個體的成長

與生殖生理與遺傳基因變異情形，提供上述資訊給往後的研究，或提供給養殖業者或是政

府單位做為防治與監控的參考，以避免或減少對台灣沿岸的生態和經濟之危害。 

貽貝類很容易成為世界入侵種，本研究能提供其他可能成為海洋性入侵貽貝類的參考

依據，探討貽貝類在台灣可能的擴散方式及與人為活動之間的關係，提供外來入侵貽貝的

基礎資料，研擬相關對策以減緩或避免其擴散，減少對台灣沿海生態及經濟的影響，且預

防或降低海洋性外來入侵貽貝類對台灣的衝擊。 

九、附件 

1. 本團隊成員過去之研究成績實例（請列出成員姓名與研究成果、文獻） 

2. 在校生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 畢業生提供碩、博士畢業證書影本、 

4. 指導教授推薦函一份（請依照下頁格式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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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相關研究類」推薦函 

 

一、推薦人姓名（請推薦人親簽）： 

二、推薦人服務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生物學系 

三、被推薦人研究能力與本論文特色： 

本研究計畫為〝海洋性新入侵貽貝條紋殼菜蛤在台灣的分布、遺傳學、生物學和生殖生

理學研究〞，是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生物學系動物生態暨演化研究室針對近年來入侵東南亞且

進入台灣沿海的新興入侵貽貝類的群組研究。 

貽貝類具廣適生存力，透過強大繁殖力、微小浮游幼蟲和黏附基質足絲的特性，成為世

界性的重大危害生態與經濟入侵物種。條紋殼菜蛤在貽貝類屬於新興的外來入侵種，在短短

數年間，就從南美洲原生地透過船舶壓艙水或養殖擴散到東南亞各國，在海岸和養殖區可達

到 1000-10,000/m²的個體密度，其對生態和經濟的影響也逐漸被重視和研究。近年來台灣沿

海的文蛤池也出現條紋殼菜蛤，且遍佈彰化到台南的沿海養殖區，其附著於魚塭底與邊壁濾

取搶奪養殖文蛤的浮游藻類或以足絲附著包覆致死文蛤，造成魚貝類養殖的嚴重經濟損失。 

為瞭解此貽貝類入侵台灣的情形和對台灣可能的潛在影響，研究其現今分布、生物學、

遺傳學和生殖生理學為當務之急的重要議題。邱冠樺同學主要負責條紋殼菜蛤的現今分布調

查與未來分布推論模式，陳家甄同學負責其遺傳訊息與推論其與原生種關係，許茗豪同學負

責其個體成長與族群動態，司徒倩婷同學負責其生殖生理學相關研究。四人共同出差採樣，

帶回實驗室製作標本、測量個體、製作生殖顯微玻片、萃取 DNA、分析各項數據，綜整四

項研究主題，能提供條紋殼菜蛤在台灣的各項資訊，從族群的遺傳形質、成長、發育、死

亡、生殖、擴散等，及搭配檢測生存棲地的環境因子，推估其在台灣沿海的未來發展情形，

以預測和監控條紋殼菜蛤的拓展，並提供本國產官學界監測及防治條紋殼菜蛤之參考依據，

降低對本國的海洋生態和沿海漁業的潛在威脅與衝擊。 

以群組研究申請此研究計畫，主要告知國家和國人此重大訊息，以及本研究室所付出之

努力，並希望藉此鼓勵研究團隊之學生們，同時強化對於海洋性入侵物種危害本國海域的影

響評估及防治之研究，亦協助外來入侵生物之防除及教育宣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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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成員過去之研究成績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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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