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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霸看起來像什麼？有的像鰻，大型種體

長可達3公尺，站在市場從上往下打量過，像
大鰻，但是潛水者近看嘴巴與喉部又很大（圖

1），是海中食肉霸王，躲在洞裡，一出來前胸
部很大，就不像鰻了，身上花紋比紋身的刺青還

漂亮，不僅顏色多，而且會閃色，生龍活虎文字

不足形容。

幾個物種為天下美味，有的體積太小，有

的不好吃，或漁獲量少，沒人去開發食用廣為人

知，部分因為有雪卡毒素，不能安心食用。

對人類的威脅以致傷人時有所聞，雖然

報告只限幾個物種，例如Gymnothorax kidako 
Temminck & Schlegel 1846，但是對於有這麼大
嘴，孔武有咬力的大型海洋動物，還是要存有幾

分敬遠的戒心。

港都錢鰻

因為小時候住港都，做工人家庭沒錢買

肉，錢鰻俗又大碗，這是優良蛋白質的來源，最

高效價比的海鮮之一是錢鰻。

從高雄市鼓山區興隆巷內，外婆要走過平

交道，經過第一個鼓山貨運鐵路支線平交道到綠

川里，再越過一個架高的平交道，才走到建國大

市場買現流的海鰻，皮還發出亮光，肉也能閃出

彩虹色彩，外婆日本時代受過現代教育，天天煮

給我們兄妹美味又營養的料理，是我美食的啟蒙

恩師。

做法是先醃醬油與糖，沾點蕃薯粉，下油

鍋深煎，非常香Q好吃（圖2）；另外每年夏天
叔叔們寄來錢鰻乾，外婆煮清湯，這湯頭除了有

具有海洋文化的美食系列
─鰻形狀的魚三幕 海霸與三國志東夷倭人傳

豐郁的魚乾鮮滋味外，還有一股錢鰻的香馥，與

口感的黏密。

由於價格不貴，後來可以在豐收時買入，

放在冰箱，是完全蛋白質、美容養顏的好食品。

不幸的是地球溫化之後，有些錢鰻已經漸漸滅絕

（詳細在各分論裏），人們已不常吃到這人間美

味了。

在台北的福州餐廳則紅麴鰻（圖3），紅麴
真是福建省的必要調味，福建友人作法吃來甜而

不膩（圖4、5），外婆煮的味道更好，外婆不用
紅麴，含皮且含水量高，較滑潤，呈現台灣醬油

的糖色與豐富大豆醬油香味，只留下回憶。

日本料理以湯引、生吃、乾物、蒲燒、鍋

料理、天麩羅、佃煮食用。錢鰻不易取乾淨魚

刺，就與灰海鰻同樣用利刀每一毫米「骨切」，

但又不切斷魚皮，這樣就不會有魚刺的危險，日

本主流料理獨缺海鰻，東京都市場與料理店獨

缺，京都錦市場與高級懷石料理店也都從缺。

但是高知縣、德島縣、長崎縣的五島列島

和歌山縣為正月料理，直到今天仍是呼子港與唐

津珍貴的食材，可以從以下三國志論述觀察到。

三國志魏書三十倭人傳：『倭人在帶方東

南大海之中……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

濵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

水無深淺，皆沉沒取之。……今倭水人好沉沒，

捕魚蛤……』（圖6）。
我研究數十年之後，試著還原當時旅人

的描述：倭人在帶方郡東南大海之中（對漢帝

國人，帶出神祕未知的感覺與新鮮事物的期

待）……船行千餘里抵達末盧國（圖7，三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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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里等於現代415.8公里，其實我用谷歌地球實
測得163公里，圖8，又往南渡海千餘里（直線
航行才53.6公里，相差10倍，還是很誇張，圖
9），至一支國，現在日本語寫成壹歧島，南北
17公里、東西14公里，漢代一里等於415.8米公
里，大約等於40.89里X33.67里＝方圓1377里，
與魏書中方圓近300里相差很多。方圓近三百
里。再往南渡海千餘里，用谷歌地球測量才29.4
公里，抵達末盧國（圖10），九州現今松浦郡
Matsura，因為與古代譯名一致，也是九州北岸
最突出於海峽的小半島，所以自古與亞洲大陸的

朝鮮半島通航，距離最短很合理，位在松浦半

島呼子漁港可能是著陸點，(圖11)：呼子魚港，
當時唐津是首府，(圖12)，因為唐津意義就是到
亞洲大陸國的海港之意。『草木茂盛，好補魚

鰒』，草木茂盛真是從大陸到島鏈強烈感覺。

明代以前，鮑魚的中文是『鰒』，這個地

方至西邊五島，至今都仍是好吃鮑魚有名產地。

相反地，在明代以前，鮑是指鹽醃鹹魚乾（圖

13、14），前漢．劉向所著《說苑．卷一七．雜
言》：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

臭，亦與之化矣。意思把曬魚乾的人所居環境比

喻為小人的群組，而當時真正鮑魚寫成『鰒』，

陳壽說明倭人當年在海邊潛水抓鮑魚，同時一定

會抓到海螺、海鰻與各種潮間帶的魚；不幸陸權

大國不敢吃海鮮者眾，大陸人在古書也看不出多

少海洋魚類，沒有深入人民生活描述，甚為可

惜。

史前倭人的繪畫遺作，所以倭人明辨發音

鰻unagi與錢鰻utsubo不同，歷史上錢鰻發音也與
河裏抓到的鰻都不一樣，倭人紀錄不同繪畫與語

言意象。

直到今天，附近海域相對溫暖，也是鯙科

圖3 福州菜館紅麴鰻
魚。

圖6  三國志魏志倭人傳。 圖7 呼子港是朝鮮半島至東瀛的門
戶。

圖8 從當年朝鮮半島對倭國最常進
出的海港出發，直航到對馬島

約163公里。

圖9 對馬島至壹歧島，
谷歌地球直航53.6
公里。

圖10 壹歧島到松浦島，
直航29.4公里。

圖1 爪哇裸胸鯙是海
中霸王引用維基

百科。

圖2 內人所做的紅燒
鰻，比外婆多放了

九層塔與辣椒。

圖4 福建家庭紅麴
鰻 。

圖5 福建家庭紅麴
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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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圖15），鯙科是倭人當時捕得到的海鮮，
會與大陸與朝鮮居民共享錢鰻美味，日本也侷限

於與大陸連結的地方才有的獨特飲食文化。

鯙亞目Muraenoideiウツボ亜目 Moray eels
台灣魚類資料庫，2021-05-21查詢，記錄台

灣產有2科：
1. 鯙科Muraenidae Rafinesque, 1815，英語科俗
名Moray eels。

2. 擬鯙科Chlopsidae，英語科俗名False morays。
中國大陸科名：草鰻科。

分布在全世界各熱帶及亞熱帶海域。臺灣

魚類資料庫紀錄2屬3種。

F079鯙科Muraenidae Rafinesque, 1815 
Moray eelウツボ科 錢鰻與其家族

台語市場名：錢鰻或稱海鰻，或傻傻分

不清楚，鰻與錢鰻一樣嗎？只是海水與淡水之

分嗎？中文都是鰻，但是日本語名：ウツボ

utsubo，與鰻うなぎ不同。
2021年4月1日，世界海洋物種登錄組織網頁

WoRM全部分為兩亞科，各屬都在這兩亞科內，

2021-04-19查詢：領18子分類單元，共有16屬：
鯙亞科Subfamily Muraeninae Rafinesque, 

1815，領有11 屬：
1.  » 泥棲鯙屬Genus Diaphenchelys McCosker & 

Randall, 2007
2.  » 蝮鯙屬Genus Echidna Forster, 1788
3.  » 勾吻鯙屬Genus Enchelycore Kaup, 1856
4.  » 鋭齒鯙屬Genus Enchelynassa Kaup, 1855
5.  » 裸鯙屬Genus Gymnomuraena Lacepède, 1803
6.  » 裸胸鯙屬Genus Gymnothorax Bloch, 1795
7. » 孤蝮鯙屬Genus Monopenchelys Böhlke & 

McCosker, 1982
8.  » 鯙屬Genus Muraena Linnaeus, 1758
9.  » 擬蝮鯙屬Genus Pseudechidna Bleeker, 1863
10.  » 鼻鯙屬Genus Rhinomuraena Garman, 1888
11.  » 長鯙屬Genus Strophidon McClelland, 1844

鰭尾鯙亞科Subfamily Uropterygiinae Fowler, 
1925領有5屬：
1. » 裸臀鯙屬Genus Anarchias Jordan & Starks, 1906
2. » 鱧鯙屬Genus Channomuraena Richardson, 1848
3. » 鬍鯙屬Genus Cirrimaxilla Chen & Shao, 1995
4. » 鞭尾鯙屬Genus Scuticaria Jordan & Snyder, 1901

圖11  呼子魚港。

圖14 20141129大阪阿倍
野harukas近鐵百
貨販售的一夜乾，

左上起白帶油，

金目鯛，沙梭，

墨魚，紅喉，紅馬

頭，真竹莢魚，秋

刀魚。

圖15 北九州也生產鯙科。

圖13 20141129大 阪 阿 倍 野
harukas近鐵百貨販售架
內最上一排左起北海花魚

佃煮，是浜常食品廠做的

『華小判』，小判就是江

戶時代小型橢圓金幣。鮭

魚與鯡魚卷，最下一排是

乾鱈魚棒煮，右邊則是散

裝的乾鱈魚棒。右邊架子

外的曬乾鱈魚棒整尾。 

圖12  唐津城居高鳥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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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錢鰻切塊。 圖18 沖繩縣烤肉最貴的是最
右上的阿古豬五花肉。

圖17 日本西南諸島與台灣，隋書所說的琉球國，天氣亞
熱帶，物產部分有重疊。

5. » 尾鯙屬Genus Uropterygius Rüppell, 1838
本科分類的魚，日本語漢字寫成『鱓』。

自熱帶至温帶淺海中生息、居石窟守株待兔，以

捕捉魚類、軟體動物、甲殼動物為主食。沒有胸

鰭與腹鰭，鋭利的牙齒加特大的嘴，身長大約從

20公分至4公尺，體型比鰻粗壯，牙齒鋭利，多

數是中大型肉食魚，素有海洋霸王的稱號。主要

分布在西太平洋溫暖海域。夜行性強。夜間，雨

天，活動性增強，研究不足，產卵生態仍是謎。

有些品種不適食用，日本沒有生產。最近潛水客

活動近來風行，注意不靠近礁岩，以免侵犯地

盤，感受威脅的海霸出來咬入侵者。

魔斑裸胸鯙G y m n o t h o r a x  i s i n g t e e n a 
Richardson, 1845 Spotted moray eelニセゴ
イシウツボ 錢鰻

日本分類：硬骨魚綱条鰭亜綱新鰭区カラ

イワシ下区ウナギ目ウツボ亜目ウツボ科ウツボ

亜科ウツボ属。漢字寫成『偽碁石うつぼ』，語

源是圍棋黑子滿佈魚身樣子。台語市場名：錢鰻

源自大陸閩南，一種魚兩種民族的意象，而不同

命名。

分布於印度太平洋溫暖海域，包括茅里休

斯，摩洛羅斯，到大陸福建省、廣東省、朝鮮半

島南岸、南日本，包括九州、八丈島、伊豆半島

大瀬崎、愛媛縣愛南、屋久島、琉球列島、台灣

與離島、南洋、北澳洲。台灣在南部・北部・東

北部、澎湖諸島，棲息於内灣、岩礁域、珊瑚

礁，水深100公尺前後西太平洋的淺水區。熱帶
重要的食用魚。

漁  法
刺魚，垂釣。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 
Red List Status (Ref. 123251) Least Concern (LC) 
，翻成無危，實際是最不關切; Date assessed: 17 
August 2011。

吃  法
選  貨

繃緊的魚體，斑點明顯未退體色的就是新

鮮（圖16）。
總長度將超過2公尺大型海鰻，在熱帶地區

都很受歡迎的食用魚。

在日本，典型的例子是在沖繩縣食用（圖

17），很大型魚，皮下膠質很厚，海鰻在沖繩很
受歡迎，味道很好，即使醬煮或油炸。

在沖繩縣發售。頭部和尾部似乎被切斷並

出售，屬於高價魚，日本學者有人說，日本有大

陸文化影響的地方（圖18-20），沖繩14世紀，
自福建引進黑豬與本土彌生豬後代，至今成為高

價美食），才吃此類海鰻，琉球、松浦就是東瀛

接觸大陸的窗口。

個人認為可以將錢鰻切成花，留下皮一起

油炸，不要炸到酥脆，健康又是老饕的一大福

音，炸後再佐以胡椒鹽、蕃茄醬、蘿蔔泥醬油、

甜辣醬、芥茉、醬油、白醋、美奶滋、薑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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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自調的酒、果汁、酸奶，或是吃洋式的韃靼

醬，可以吃到不同的口味，所有方法皆可以太白

粉裹好再煮，成為西餐風味的麥年海鰻。

新鮮的錢鰻可以加些薑絲煮成清湯，非常

美味；烘烤亦可以討好，不過要先把大條的魚刺

清除，因為容易刺到喉嚨，也可以用些香料草加

上醬油（台灣人舌尖的靈魂），巴爾薩米可紅酒

醋，初榨橄欖油等塗在魚身，再佐以番茄丁，節

瓜丁，應時蔬菜，再烘烤或炭烤，出爐像一朵火

的義大利料理。

要蒸鰻魚可以用些廣式的蔥蒜類，也可以

用我家的方法，先說台式料理方法，以米酒、豆

鼓、薑汁、橄欖油（苦茶油，白麻油，南瓜子

油，柑橘油，香油，豬油等都可以，端看家庭口

味）來蒸；西式的料理法則是以橄欖油、白酒、

西方的香味草(九層塔、茴香、巴西里、薄荷、
肉桂等自己任意組合)、胡椒、橄欖。

品嚐季節一整年。皮膚厚而結實，加熱時會

變成凝膠狀。骨頭不是很硬，而皮孔附近的骨頭

又長又結實，但密度低，白身魚肉質，加熱時變

軟，不硬帶油，滑潤好吃。可以煮麻油，可以藥

膳燉補，可以油炸，唐揚，做紅燒鰻（圖21），
成紅麴鰻（圖3-5），滷肉鰻，酸辣，川味，豆
瓣，煮味噌，糖醋，或三杯（圖22），或簡單汆
燙後沾醬，或燒烤，或刷唰鍋，或簡單家常抹鹽

乾煎，就很好吃了，甚至煮成清湯，鮮味足夠，

口感彈牙，有咬勁，香味十足，是不可多得的食

材，堪稱海魚之王。小心魚刺很大，很容易卡住

喉嚨，

很多地區食用種，食用經濟性高。水族館飼

養觀賞用，超過25年。
日本料理作法

錢鰻煮味噌/ニセゴイシウツボのみそ煮（ウー
ジのみそ煮）

當用高雅的白肉加熱時，皮膚變得膠狀，

切塊的魚片，將其在熱水中煮沸，再放入冷水

中，然後將粘稠的表面洗淨。瀝乾水分，並在鍋

中放上清酒，味霖，水和生薑片。如果煮得太

爛，它將崩散。膠狀皮膚上非常柔軟和甜美，美

味特殊，無可比擬。

錢鰻醬煮/ニセゴイシウツボの煮つけ（ウージ
の煮つけ）

用醬油煮透，它略帶粘稠味，但在皮膚卻

非常柔軟和甜美，這是催促米飯的配菜。當它冷

卻時，就結凍了。

錢鰻明膠凍/ウージの煮凝り
醬煮時，考慮到顏色的亮麗，最好使用日

本『薄口醬油』煮沸，取出魚片，將魚片切成小

長條，再放回肉湯中燒過熱一下，再放入模具中

冷卻，冰過後更堅固，倒出端盤，味道複雜但優

雅，白魚的鮮味和魚皮的凝膠狀質地，是日本化

的簡易法國料理方式。

錢鰻熱水燙/ウージの湯引き
切出魚排，盡可能細切薄片長條，將其放

入熱水，甚至是海帶湯料和鹽中，當它像花朵一

樣打開時，將其拉起並放入冷水中瀝乾。與柑橘

圖19 沖繩縣烤的阿古豬五
花肉。

圖20 沖繩縣烤好的阿古豬
五花肉。

圖21 我家紅燒錢鰻佐九層
塔。

圖22 臺菜餐廳三杯錢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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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萬象

類水果和醬油，市售的橙子醬，醋味噌等沾醬食

用。魚皮膚比魚身肌肉好吃。

錢鰻潮汁/ウージの潮汁
切出魚排，切成約1公分的連皮魚塊，先用

熱水燙過，將其放入海帶高湯中，用清酒和鹽調

味，起鍋放碗中，加上青蔥末，就可以吃了。湯

頭比預期的要濃郁，魚體柔軟，魚皮飽滿而甜

美，齒感有適當咬勁。

錢鰻唐揚/ウージの唐揚げ
切取魚排，撒上片栗粉，台灣可以用蕃薯

粉取代，然後慢慢油炸。到酥脆時起鍋，除了酥

脆外皮，還可以享受魚皮的粘稠質感。

錢鰻醬燒/ウージのつけ焼き
醬汁作法是將醬油，米林和清酒調成，一

分為二，小火煮到半熟，放冷魚塊，將魚片炭烤

9分熟，最後，再將調味醬塗在身上，以完成調
味。

錢鰻鹽燒/ウージの塩焼き
將魚塊上放一點鹽，小心地將其從魚皮膚

上炭烤，即使烤後也不乾柴，魚皮很香。

魚貝類知名度，認識的人就是海鮮能人程

度、盡職的家庭主婦老師級。

階＃＃＃。

地域的，喜歡的人嗜好，屬於2席＠＠，許
多海邊餐廳才吃得到，在澎湖，與高雄，大市場

季節時都有賣。

味覺評估：達5星＊＊＊＊＊，終極美味。

爪哇裸胸鯙Gymnothorax javanicus Bleeker, 
1859 Giant morayドクウツボ 常常有雪卡毒
素

漢字寫成毒うつぼ，語源含有毒性之意。

台語市場名：錢鰻，黃褐色底，深色花紋像水彩

畫繪六角龜殼花紋。

海水域，大陸棚，水深0 - 50公尺，熱帶。
30°N- 25°S。

成魚，範圍？ - ？公分，世界最大型，最大
體長3公尺，最大報告體重30公斤，底棲。

分布於印度太平洋之溫帶海域：紅海和東

非至Marquesas和Oeno Atoll，北至琉球群島、臺
灣，東達夏威夷群島，南至新喀裡多尼亞和澳大

利亞群島。

發現於潟湖和向海的珊瑚礁中。在印亞水

域的深坡和斜坡上常見的物種。底棲。幼魚更隱

蔽，出現在潮間帶礁灘上。孤單于礁洞，它主要

以魚類為食，偶爾也以甲殼類動物為食。這是最

大的印度太平洋海鰻。由於它位於珊瑚礁食物

鏈的頂端，它通常具有雪卡毒。被激怒時攻擊人

類。對產卵前行為的觀察包括一對彼此纏繞在一

起的鰻，躺在礁石區的底部。

珊瑚礁穴居，頭上半部有許多碎黑斑點，

體側有3-4列黑色大斑，間隔以淡褐色網狀條
紋，鰓孔周圍為黑色。

具有食用經濟性，某些熱帶島嶼其肉和內

臟有雪卡毒素，因此日本人稱他毒錢鰻。

漁  業
自給漁業；私人水族館，公共水族館。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IUCN 
Red List Status (Ref. 123251) 無危Least Concern 
(LC) ; Date assessed: 17 August 2011。

魚貝類知名度，認識的人就是學者級的最

高程度5階＃＃＃＃＃。 
只有釣者自己吃，屬於完全沒有流通，1席

＠。

味覺評估：達4星＊＊＊＊，非常美味，但
是儘量避免，因為毒素無臭無色無味道，肉眼更

不能辨識。

蠕紋裸胸鯙Gymnothorax kidako Temminck 
& Schlegel, 1846 Kidako morayウツボ

代表魚種蠕紋裸胸鯙Gymnothorax kidako，
英語俗名Brutal moray。

日本分類：硬骨魚綱条鰭亜綱新鰭区カラ

イワシ下区ウナギ目ウツボ亜目ウツボ科ウツボ

亜科ウツボ属。黃褐色底，深色橫紋有滲開來矇

矇效果。

產地模式按漁獲量降序：千葉，靜岡，三

重，和歌山，德島等產區，棲息在相對溫暖的水

域中的礁石上。這是肉食性的魚。日本有些地區

有食用，有些則沒有食用的習慣，主要在溫暖的

太平洋側食用。

分布於中西部太平洋：來自日本，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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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笠原群島，夏威夷和社會群島的特有種。

海水域，大陸棚，水深2 - 350公尺，熱帶。
成魚，範圍 44 - ？公分，最大體長91.5 公

分。底棲。

發生在淺礁的縫隙中。經常與潛水員遊

戲。

『和漢三才図会』（寺島良安  正徳3年／
1713 東洋文庫  平凡社）則出現「きだこ（似
乎在九州天草的方言稱法）」、「油子あぶら

こ」。關西的名字，因為海鰻類似於帶有箭頭。

在江戶時代武井周作天保辛卯　1831的書籍『魚
鑑』「うつぼ（空穂）に似ているから。江戸時

代の書、『魚鑑』（魚鑑 全二冊 櫟涯武井周作
著 東都 呑海樓蔵板 天保辛卯新刊）有提到「海
鰻うみうつぼ」。

千葉稱：namadaなまだ，神奈川稱：nada
なだ，新潟稱：kitsuneきつね・狐，富山稱：

sasiさじ，静岡伊豆半島稱：unadaうなだ，或
umikuchinawaうみくちなわ・海朽縄，或稱：

zyaunagiじゃうなぎ・蛇鰻，和歌山稱：otsubo
おつぼ，廣島稱：torobouどろぼお，山口稱：
nagicchoなぎっちょ，長崎稱：kitakoきだこ。
學名G. kidako就由此命名。鹿兒島umiunagiう
みうなぎ・寫成海鰻，就與中文類似想法，或

kidakaきだか。
釣、延縄、各種網撈是沿岸重要漁獲，牙

齒鋭利可以切斷任何網逃走，釣到後發生釣客被

咬危險性大。我沒在日本吃過任何錢鰻，或賣錢

鰻菜單的餐廳。據網路記載，日本有吃錢鰻的地

方就僅限於與大陸有關的海岸地區而已。

漁法：延繩釣、磯釣、放置籠具、潛水魚槍

等。捕捉方法為以廔置於海底誘補。因為市場上

視為一體。

漁獲方法籃子釣魚，延繩釣。食用以外，厚

皮可做皮革。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 (Ref. 
123251) 無危(LC) ; Date assessed: 17 August 2011。

吃  法
過去日本網路評價3星級好吃而已，唯有在

南日本有吃錢鰻乾的習慣，是下酒菜爾爾，但是

時代有在變，比較多一點人喜歡吃了。日本釣客

為了釣石鯛，常會釣到錢鰻，除了不高興之外，

可能被咬非常危險。味道屬於白身魚，而不會描

述為類似鰻。

千葉縣剖開的海鰻乾可以說是冬季的風物

詩，但伊豆半島，紀伊半島，德島縣，高知縣等

地方經常食用海鰻。和歌山縣吃法佃煮，以『小

明石煮』成名。

這種加工產品很少在超級市場找到。多用

於捕魚，過去食用人不多。市場評估為產地消

費。關東市場很少見。即使到達也便宜。但是，

在高知縣等生產地區，價格逐漸上漲。

認識魚貝類：屬於5階等級＃＃＃＃＃，認
識就是魚類學教授等級。

作為食物的重要性：區域性食用和喜歡的

人吃而已，屬於2席等級＠＠。
口味評估：4星級級＊＊＊＊，非常美味

的。

淡 網 紋 裸 胸 鯙 G y m n o t h o r a x 
p s e u d o t h y r s o i d e u s  B l e e k e r,  1 8 5 2 
Highfinmorayアミメウツボ 終極好吃

台語市場名：錢鰻（圖23）。不常見物種，
見於淺灘礁，包括潮汐池。漢字網目うつぼ，

語源為體側上有深色網目狀模樣。但是也有沒有

花紋的同一物種。Pieter Bleeker（1819-1878），
荷蘭醫師、魚類學者。『荷蘭領東印度魚類圖

鑑』（Atlas Ichtyologique des Indes Orientales 
Netherlandaises 1862-1878）。以軍醫身份服務於
雅加達，採樣印度洋、西太平洋的魚，並分類研

究。

圖23  引用自日本web魚圖鑑的淡網紋裸胸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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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大陸棚，水深0-20公尺，溫帶。
成魚？，範圍？-？公分，最大體長80公

分。

脊椎骨127-135節。
日本分類：硬骨魚綱条鰭亜綱新鰭区カラ

イワシ下区ウナギ目ウツボ亜目ウツボ科ウツボ

亜科ウツボ属。

分布於熱帶西太平洋：阿達曼海、印度東

至菲律賓，北至日本、和歌山縣南紀、高知縣、

宮崎縣、鹿児島縣佐多・内之浦、山口縣日本海

側、沖縄島、台灣南部、澎湖諸島、海南島；菲

律賓，南至澳大利亞珊瑚礁、内灣、河口域底棲

性，水深20公尺，體為灰褐至灰綠色，帶有黃色
網狀細紋，小型魚網紋清晰，但隨體長增加而變

模糊，且底色會變成一塊塊的多邊形深色斑。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

(Ref. 123251) 無危(LC) ; Date assessed: 18 August 
2011。

不會引起人類受傷的魚種。

吃  法
怎麼做都好吃。具有漁業經濟性。

魚貝類知名度，認識的人就是學者級的最

高程度5階＃＃＃＃＃。 
地域的，喜歡的人嗜好，屬於2席＠＠。
味覺評估：達5星＊＊＊＊＊，終極美味。
營養成分

鈣：37.1 [21.8, 62.9] 毫克/100公克
鐵：0.427 [0.249, 0.700] 毫克/100公克

硒：47.7 [27.6, 88.6] 微克/100公克 
鋅：01.01 [0.71, 1.40] 毫克/100公克
維生素A：59.2 [16.9, 189.1] 微克/100公克
Omega 3：0.12 [0.06, 0.31] 公克/100公克
蛋白質：19.6 [17.4, 21.9] 公克/100公克

勾吻鯙屬Enchelycore Kaup, 1856 Dragon 
morayコケウツボ属

豹紋勾吻鯙Enchelycore pardalis Temminck 
& Schlegel, 1846 Leopard moray eelトラウ
ツボ 

漢字寫成虎靫，字源田中茂穂命名。台語

市場名錢鰻 （圖24）。
地方名：ヒメウナギ 場所三重縣志摩地方　
キダカ 場所鹿児島縣鹿児島市　

アズキナダ アブラウツボ コメウツボ ジャ
ウツボ ハンビウツボ等。

荷蘭生物學者Coenraad Jacob Temminck
（1778-1858）與同儕德國人Hermann Schlegel
將遠東所攜帶回歐洲的物種記載與整理，出版

了『日本動物誌』Fauna Japonica』。Hermann 
Schlegel（1804-1884年是德國動物學者，是協同
作者，至今日本文獻仍然透露感念之情。

日本分類：硬骨魚綱条鰭亜綱新鰭区カラ

イワシ下区ウナギ目ウツボ亜目ウツボ科ウツボ

亜科コケウツボ属。

印度太平洋：查戈斯群島和留尼汪島至社

會群島，北至琉球群島，南至大堡礁。

成魚？，範圍？ -？，最大長度：92公分，
一般體長60公分。

棲息於珊瑚礁和礁石中。常見於溫暖水

域。在1-35公尺處的淺層。以魚為食。
印度太平洋區，包括馬達加斯加、模里西

斯、留尼旺、印度、越南、台灣在南部・東北

部、澎湖諸島、日本在小笠原諸島、千葉縣館

山灣-屋久島太平洋沿岸、長崎縣橘湾、奄美大

島、沖縄縣伊江島少量、朝鮮半島南部、澳洲沿

岸少量、庫克群島、夏威夷群島、法屬波里尼西

亞等海域水深8至60公尺沿岸岩礁穴或岩縫中。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Ref. 

圖24  豹紋勾吻鯙，田中實洋創作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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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51) 無危 (LC) ; Date assessed: 16 August 
2011。

吃  法
魚貝類知名度，認識的人就是學者級的最

高程度5階＃＃＃＃＃。 
只有釣者自己吃，完全沒有流通，1席＠。
味覺評估：達4星＊＊＊＊，非常美味。
日本只在鹿兒島縣和三重縣的志摩地區食

用，吃法可能起源自鹿兒島縣，可能源自大陸文

化較深的琉球群島，其他地區仍然未知此鰻魚味

道。由於它是一種美味的魚，為了保留物種的飲

食文化，極有可能同意棲息地保育。日本僅在鹿

兒島縣市場有銷售，便宜賣。

漁  法
定置網。

如何選擇

繃緊的魚體，在粘液中的那些是不新鮮

的。

整年都是品嚐季節，鱗屑是非表皮的，並

且皮膚非常厚並且富含明膠。脊椎骨很硬，而小

刺環繞整條魚，在魚腹皮膚附近無數，又細又

硬，想要像灰海鰻那樣切，有困難，因為太硬，

但是優質白身魚肉，久煮也不會變硬。

海鰻煮味噌/トラウツボのみそ煮
在鹿兒島縣用味噌煮，特別魚皮膚的味道

是最好，也是米飯的絕佳配菜，下飯且營養。

海鰻清湯/トラウツボの潮汁
將脊椎骨，背鰭區域，尾鰭與魚頭等在海

帶湯料中煮沸過濾，並用清酒和鹽調味，湯汁富

含鮮味，非常可口，吃魚頭很麻煩，熬味噌湯，

可以說是一種享受。台式作法是加上薑絲，蔥

花，少量米酒。

鹽酥海鰻/トラウツボの唐揚げ 
油炸去除骨頭切成薄片的海鰻肉，撒上片

栗粉，然後油炸，皮很好吃，肉也非常好吃，注

意魚刺。

冰鎮海鰻生魚片/トラウツボの落とし（ちり）
將海鰻切成類似於灰海鰻，切碎細刺，放

入熱水中汆燙，然後迅速倒入冰水中，沾梅醋

吃，比較不油膩，魚皮較厚，但是味道很好，糗

彈有勁。

台式紅糟鰻

先醃紅麴，再裹粉油炸。

台菜三杯海鰻（圖22）
用熱鍋把海鰻煎香，再倒入醬油，醋，

糖，酒。

台菜滷海鰻

直接用醬油，油蔥或香料，滷肉一樣，滷

海鰻塊。

台菜藥膳海鰻，買現成的藥膳包加水就可

以加入海鰻塊。

台菜煮海鰻湯，小時候，家裡是加了一點

薑絲，與蔥花。

裂吻勾吻鯙Enchelycore schismatorhynchus 
Bleeker, 1853 White-margined morayヒダ
ウツボ

台語市場名錢鰻。分布在30°N - 18°S廣域，
印度西太平洋、琉球群島、澎湖群島、蘭嶼，查

戈斯群島至馬克薩斯和社會群島，北至琉球群

島，南至澳大利亞； 馬里亞納群島和密克羅尼
西亞的 Kapingamarangi。上下顎尖長且彎曲成勾
狀，顎齒尖長外露，口部無法閉合完全，體呈褐

色。

海水域，大陸棚，深度5 - 35公尺，熱帶。
發生在潟湖和向海的珊瑚礁中。獨居於縫隙中，

通常在夜間看到。

成魚？，範圍？ -？，最大長度：220公分
（圖25）。

漁業經濟高。

營養成分

鈣：24.3 [13.4, 42.3] 毫克/100公克
鐵：0.426 [0.261, 0.698] 毫克/100公克
硒：51.1 [27.2, 93.5] 微克/100公克 
鋅：0.78 [0.54, 1.10] 毫克/100公克
維生素A：A89 [25, 289] 微克/100公克
Omega 3：0.121 [0.055, 0.319] 公克/100公克
蛋白質：19.5 [17.2, 21.8] 公克/100公克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 (Ref. 

123251) 無危Least Concern (LC) ; Date assessed: 
04 Februar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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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I W A N     M E D I C A L   J O U R N A L

生活萬象

F081蛇鰻科Family Ophichthidae Günther, 
1870

字源古希臘語ophis =蛇+古希臘語ichthys =
魚。

分佈：熱帶至暖溫帶水域。沿海，一些物

種進入河流。後鼻孔通常位於或刺入上唇，開口

於口中。舌頭附著。大多數物種時間埋在沙子

裡，通過嗅覺捕獵小魚和甲殼類動物。

荳齒蛇鰻屬Genus Pisodonophis Kaup, 
1856

2021-05-29查詢世界海洋生物登錄資料庫，
統領9物種：
波路荳齒蛇鰻Pisodonophis boro Hamilton, 1822 
土龍

海洋；淡水；鹹水；底層；溯河產卵迴游

型；深度範圍？-10 公尺。熱帶。分布在印度-西
太平洋：索馬里和坦桑尼亞到納塔爾（南非）、

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從印度東海岸到印度尼西

亞到台灣，波利尼西亞的其他地方也廣泛分佈。

成魚 ？，範圍 ？ - ？ ，最大長度 ：100公
分，常見長度：70公分。

發現於潟湖和河口，進入淡水和稻田。常

見於潮汐河段和沿海河流上游附近地區。生活在

河底和河岸的洞中，並積極覓食小魚夜間。據

報導在雨季在稻田產卵。用袋網和類似的裝備捕

獲。新鮮上市（圖26）。
全球漁業經濟價值低，台灣有藥膳燉補土

龍，未開發魚種，目前中很難抓到，一條十餘

兩，2013年，雲林縣賣到一萬五千元以上。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Ref. 

123251) 無危 Least Concern (LC) ; Date assessed: 
12 October 2009。

結  語
鯙科分佈全球各溫暖海域，台灣更是許多

鯙科鰻的故鄉（圖27），錢鰻與其同儕外表有
異，滋味不相同，我僅僅摘要生活中常見物種，

靜待我著作全文發表時，近一步對照海洋生物圖

譜，並多到現場體會這種海洋恩惠的美食，本科

生物多樣性的200多物種，在蔚藍的海洋中棲息
的美麗身影，才能一窺生態奧妙，不至落入管窺

天。

下一集將再一高潮迭起，細說虎鰻，他在

台灣默默無聞，卻是日本料理西軍的統帥。

協尋出版與內容賜教，回饋筆者信箱

humanityman1@gmail.com。

圖25 引用吳先生所釣到的2.2公
尺裂吻勾吻鯙Enchelycore 
schismatorhynchus。

圖26  K. T. Shao拍攝的波路荳齒蛇鰻，引用台灣魚類資料
庫。

圖27  台灣西南海域是鯙科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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