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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室主要收集多衛星遙測與模式演算水文環境資料結合臺灣遠洋與沿近海漁業漁獲資料，分析探討
漁場環境因子與各時間尺度氣候變異指數間之變動關係，以釐清變動周期與關連性，並藉由找尋洄游性
魚類潛在棲地位置，探尋海洋環境變遷對於漁場分布的改變，以提出未來建議與研究方向。

• 漁具漁法研究考量近年來海洋資源減少，因此研究方向主要與行為動態與保育相關為主題，如海鳥忌避
措施研發、魚類游泳動態與漁具關係、網目選擇性與漁業廢棄物再利用等研究，盼能為漁具漁法與漁業
永續利用間找到共存的平衡點。

海洋環境變異對臺灣遠洋與沿近岸漁場之影響

Fig. 2 太平洋大目鮪洄游路徑與生態系統間關
係

Fig. 1 印度洋海洋環境變動影響黃鰭鮪釣獲率關係圖

Fig. 3 PDO、SSTA與烏魚CPUE年別變動圖 Fig. 4 (a) 烏魚漁場變動與(b) 20˚C等溫線位置關係圖

(2) 沿近海漁業:1980年後烏魚的捕獲量呈現逐年下降趨勢，研究顯示太平洋十
年震盪等氣候變異指數與烏魚漁獲量具有顯著相關，另外烏魚主要漁獲位置從
1977年後開始有明顯向北推移的情形，且漁獲量與表水溫長期變動特性呈現同
步反向之變動趨勢，顯示烏魚漁況會受到氣候變遷影響而有所變動。

(1) 遠洋漁業:印度洋偶極正事件會使得印度洋西側海域表水溫出現異常的高值 ，
黃鰭鮪的釣獲率則會減少，且黃鰭鮪的漁場重心位置也顯示與偶極正負值有相
似的變動趨勢，推測原因與適水溫和初級生產力改變有關。

漁具漁法與漁業永續利用研究與調查

(1)海鳥忌避措施研究:

Fig. 5 現場實驗記錄避鳥繩覆蓋與主繩於水面中絞繩之情形
Fig. 6 (a) weighted branch lines (b, c) 

improved regime bite leads and 

slidable

(2) 魚類游泳行為與礁體放置前後
關係

Fig. 8 魚類游泳熱點分布與魚礁放置變化關
係

Fig. 7 動物軌跡追蹤系統實驗設計與軟體操作

(3)最適網目大小選擇性調查與
應用

Fig. 9 連江縣漁船捕具之網目大小調查

Fig. 10 連江縣主要漁獲物種生物參數與最適網目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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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ne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biophysics of pelagic fishes by
collecte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from multi-sensor satellite data to investigat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s on the
catch rates, distributions of pelagic fishes, e.g. tunas and grey mullet (Mugil cephalus L.) in the Taiwan.

•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n fishing gear and fishing method are mainly related to fish behavioral dynamics and
conservation, such as reduce the bycatch rates, fish swimming dynamics and fishing gear relationship, mesh
selectivity and fishery waste recycling.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fishing gear and sustainable use of fisheries.

Fig. 2 Annual trends of the pelagic ecosystem for 

species with low trophic  to high trophic levels in the 

Pacific Ocean.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PUE of yellowfin 

tuna dur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IOD events

Fig. 3 Annual trends of (a) grey mullet CPUE of 

purse seiners and gill net with PDO and (b) winter 

SSTA 

Fig. 4 (a) Latitudinal variations of the catch 

percentage of grey mullet (b) Latitudinal variations 

of the 20 °C isotherm in winter.

(2) Cyclic Fluctu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Effects on the Annual Fishing Conditions

of Grey Mullet (Mugil cephalus L.) in the Taiwan Strait

(1) Effects of climate variability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fishing conditions of tuna

species 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Indian Ocean
(1) Reduce the bycatch rates of seabirds in the longline fishing industry :

Fig. 5 Research on bird-scaring lines tangle with surface floats 

and lead to lost fishing gear

Fig. 6 (a) weighted branch lines (b, c) 

improved regime bite leads and 

slidable

(2) Swimming behavior of fishes with

reefs

Fig. 8 Swimming behavior of fishes with reefs

Fig. 7 Using animal trajectory tracking software 

(3) Investigation on mesh size

selective

Fig.9 Photos on fishing gear and mesh size 

investigation

Fig. 10 Biological parameters and optimal mesh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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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峽三種梭子蟹科的分佈及棲地與環境因子間之關係
Muhamad Naimullah1、藍國瑋1,2*、廖正信1、蕭博元1、梁晏榕1、邱鼎宸1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重要研究成果

• 紅星梭子蟹(Portunus sanguinolentus)、鏽斑
蟳(Charybdis feriatus)和遠海梭子蟹(Portunus

pelagicus) 是台灣海峽重要的蟹類資源，本研
究透過大數據漁船動態與漁業活動獲資料之
收集與分析顯示，鏽斑蟳與紅星梭子蟹之分
佈與捕獲率，主要受葉綠素a濃度所影響，而
遠海梭子蟹則與底層海水溫度有顯著關係。

• 本研究結果除可做為臺灣梭子蟹科漁海況預
報之資訊外，亦可做為梭子蟹科資源管理政
策擬訂時之重要參考資料。



Deep Sea Research Part II: Topical Studies in Oceanography 2020, 175, 104808; 

doi:10.1016/j.dsr2.2020.104808
重要研究成果

• 研究成果表明三大洋黃鰭鮪之漁獲努力量會
受到長時間尺度氣候變異指數(如：太平洋十
年震盪PDO、北太平洋環流震盪NPGO等)之
影響，此外，其影響範圍並非侷限為單一區
域。而短時間尺度之氣候變異指數(如：海洋
聖嬰指數ONI以及印度洋偶極震盪DMI等)則
對黃鰭鮪之分佈有顯著影響，然而其影響範
圍則較局限於相鄰之洋區。

• 本研究結果除透過分析氣候變遷下各洋區黃
鰭鮪之族群變動關係並提供漁政單位供其參
考，亦可做為遠洋漁業管理政策擬訂時之重
要參考資料。

利用時間序列分析法探討三大洋黃鰭鮪受到多尺度氣候變
異指數影響下之族群變動影響

吳研綸1、藍國瑋1,2*、田永軍3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3.中國海洋大學海洋漁業系



Remote Sens. 2020, 12, 2689.; doi:10.3390/rs12172689

極端事件下臺灣澎湖內海海鱺之箱網養殖最適位置之評估
吳研綸1、李明安1、陳律祺3、詹瑞文4、藍國瑋1,2*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4.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重要研究成果

• 澎湖內海低溫寒害主要是由於強勁之東北季
風連續吹拂所導致，本研究以強風吹拂天數
為初步篩選條件匡列澎湖近年寒害所發生之
年份，並搭配四個環境條件模擬寒害發生時
澎湖內海之箱網放置適宜指數，研究表明澎
湖東南部以及南部海域為澎湖寒害發生時，
箱網最適宜之放置地點。

• 本研究結果除可提供澎湖漁政單位寒害之機
制之資訊外，亦可做為寒害選址管理政策擬
訂時之重要參考資料。



Deep Sea Research Part II: Topical Studies in Oceanography 2020, 175, 104681; 

doi:10.1016/j.dsr2.2019.104681

探討印度洋黃鰭鮪年齡群釣獲率受到海洋環境與氣候變異
之變動特性分析

藍國瑋1,2*、張以杰3、吳研綸1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3.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重要研究成果

• 研究結果顯示海洋表水溫同時為影響印度洋
黃鰭鮪成熟與未成熟群族群變動之重要環境
因子，另外也發現成熟與未成熟群約有3-4年
正相關週期，兩者也分別與印度洋偶極事件
(IDO)有3年之相關週期，成熟與未成熟群亦
分別跟海洋聖嬰現象(ENSO)有1~3年之相關性。
值得關注的是在2008-2009年間，由於IOD與
ENSO之雙重影響下，西北印度洋之成熟黃鰭
鮪較往年低

• 本研究結果除透過分析印度洋黃鰭鮪各年齡
群族群變動特性並提供漁政單位供其參考，
亦可做為遠洋漁業管理政策擬訂時之重要參
考資料。



Remote Sens. 2020, 12, 1627; doi:10.3390/rs12101627

利用衛星遙測資料透過VGMP演算法反演台灣周邊海域基礎生產力之驗證

藍國瑋1,2、連俐植3、李純慧4*、蕭博元1、鄭學淵1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3. 臺灣兩岸漁業合作發展基金會

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重要研究成果

• 利用衛星遙測海表溫(AVHRR SST)和三種類型的葉綠
素資料(MODIS Chl-a)進行VGPM演算法所推導之初級
生產力與由明暗瓶法之實地初級生產力呈線性相關，
相關係數在春季最高。而台灣周遭四個子海域，分別
與來自Aqua和Terr葉綠素資料具顯著相關。

• 整體來說，演算模型低估了實地PP，可能是由於水體
中浮游植物的深度、短期氣候變化和光學複雜的陸架
水域，然兩者具高度線性相關，此研究證明了衛星遙
測推導之初級生產力可適用於台灣周遭海域，為後續
研究提供貢獻。



Remote Sens. 2021, 13, 765; doi:10.3390/rs13040765

臺灣淺灘夏季海洋環境變動對湧升生態系統基礎生產力需
求量的影響

蕭博元1、島田照久2、藍國瑋1,2*、李明安1 、廖正信1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2.弘前大學理工學部

3.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重要研究成果

• 臺灣淺灘夏季底層水流沿陸棚向上流動形成
湧升區為一重要漁場，透過營養動力學理論
將漁業捕撈量轉化為基礎生產力需求量，作
為生態系統受環境變動影響之指標。

• 本研究結果顯示底層性物種PPR受基礎生產力
影響且可能存在延遲之效應，另影響表層性
種則主要與氣候變異指數有關，如反聖嬰年
事件會導致湧升面積增加、表水溫降低進而
增加基礎生產力，使得表層性物種PPR受環境
因子變動影響而增加。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8, 352; doi:10.3389/fmars.2021.614594

基於頂端掠食者之年齡結構時空間變動探討氣候變遷對
海洋生態系之影響：以太平洋大目鮪為例

藍國瑋1,2*、吳研綸1、陳律祺1,3 、Muhamad Naimullah1 、林子翔1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中心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重要研究成果

• 海洋生態系統經常由下至上控制頂端掠食者之分
佈與行為模式，本研究以太平洋大目鮪為例，得
知在太平洋十年震盪指數(PDO)的影響下，2004-

2005年大目鮪加入量有明顯下降之趨勢且低營養
位階之生物豐度亦有與加入量同步之趨勢，又加
入量與成熟群間存在3年之時間延遲效應。透過
一連串分析可得知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海洋生
態系統對太平洋大目鮪進下行控制有顯著之影響。

• 本研究結果除透過分析氣候變遷下行控制影響太
平洋大目鮪不同年齡結構變動並提供漁政單位供
其參考，亦可做為遠洋漁業管理政策擬訂時之重
要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