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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97年科技計畫之研究成果

1.花蓮地區土雞飼養模式開發

2.烏骨雞生產性能改良之研究

3.畜試土雞在有機農場的飼養模式及效益評估

4.土雞抗生藥物殘留監控模式之建立(II)
5.有動保概念性的家禽產品生產模式

6.北京鴨生長期飼料配方之開發

7.環境溫度對菜鴨生產性能之影響及抗環境溫度緊迫之飼
料配方研發

8.白羅曼肉鵝三階段餵飼營養需要量之探討

9.環控鵝舍內白羅曼鵝受精率及產蛋性能之改善

、



1、花蓮地區土雞飼養模式開發
執行年度：97年度 (執行期限：97年)
目的：將米副產物調製成不同營養濃度飼料，建立各生
長期的雞隻能量與蛋白質需要量並配合血液性狀、屠體
性狀、肌肉組成及品質測定，評估最適經濟飼養期。以
提升花蓮地區土雞之生長性能及降低飼養成本。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花蓮種畜繁殖場

執行人員：林正鏞

執行成果：

1.建立各生長期最適的營養濃度，使雞隻生長表現及成
本經濟效益達最佳化。

2.採5階段飼養者至20週齡，比採3階段飼養者，每隻雞
可增加收益26.9元。



2.烏骨雞生產性能改良之研究

執行年度：97年度 (執行期限：97至99年)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產業組
執行人員：林義福
執行成果：計畫分3子項：

1.烏骨雞生長及外表性狀選拔改良
進行親代烏骨雞品種特徵十全記錄篩選，及抽血送育種組進行隱
性白羽基因篩除工作，並完成配種雞隻調動及配種集蛋工作。

2.烏骨雞育雛期能量蛋白質需要研究
飼糧以玉米-大豆粕為主，採3×2複因子設計，調配使含粗蛋白質
23、21、19%，代謝能3200、3000千卡/公斤，共6種組合，分析
烏骨雞育雛期生長之能量、蛋白質最低需要量，資料統計分析
中。

3.利用中草藥粉以提高烏骨雞生長及免疫能力研究
進行添加中草藥粉試驗，共分為7組，每處理組三重複，每重複
試驗雞隻10隻(公母各半)，分析生長性狀、免疫反應、血液性
狀、屠體性狀及腸道絨毛型態觀察等，資料統計分析中。



3.畜試土雞在有機農場的飼養模式
及效益評估
執行年度：97年度 (執行期限：97年)
目的：建立畜試土雞作為有機農場除蟲除草之飼
養管理模式及發展適合有機農場之飼料配方。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產業組
執行人員：劉曉龍
執行成果：
1.已完成有機飼料配方之設計。
2.實際於有機農場於1日齡飼養至成雞。
3.有機土雞之出生體重為31.2 g，而7、13及20週
齡體重則分別為389、467、929 g。

4.溫室蔬菜測蟲孔率以有放牧土雞0.18%，未放
土雞在62.7%。





4.土雞抗生藥物殘留監控模式之建
立(Ⅱ)
執行年度：97年度 (執行期限：96至98年)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營養組
執行人員：施柏齡
執行成果：對照組(藥物空白)之飼料、血清、肝臟及胸
肉均未含有氯四環黴素 (CTC)或羥四環黴素 ( OTC)殘
留量。餵飼CTC或OTC 飼糧組雞隻血液之處理組，每
處理組土雞40隻，藥物組雞隻血清、肝臟及胸肉中藥
物殘留量於停藥後第1天最高，於第二天即顯著降低，
並隨日齡發展而減少藥物殘留量，於停藥第15-17日
時，雞隻血液中CTC 及OTC殘留量未被檢出。以線性
迴歸分析，隨著停藥日齡發展，血液及胸肉中CTC殘
留量均呈顯著性線性(R2=0.52-0.54)及二次迴歸(R2= 
0.48-0.74)，血液及胸肉中OTC殘留量均呈顯著性線性
(R2= 0.52-0.54)及二次迴歸(R2=0.48-0.74)，另雞糞中
藥物殘留量分析目前正在進行中。



5.有動保概念性的家禽產品生產模式
執行年度：97年度 (執行期限：96至98年)
目的：以不同角度研究增進禽蛋及禽肉衛生安全之方法，
期能建立有動保概念性的衛生安全之家禽產品生產模式，
並可提供鴨農、雞農及鵝農安全生產區之參考。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宜蘭分所
執行人員：黃振芳
執行成果：
1.畜產試驗所及其分所場已有雞、鴨、鵝各品種、品系的
產蛋記錄方法及性能檢定技術。養禽場重要疾病控制模式
也已建立。
2.結合中央畜產會、中華民國養雞協會、中華民國養鴨協
會、中華民國養鵝協會等產業團體協助家禽飼養業者，進
行家禽產品之品質檢測技術的HACCP標準作業程序，並
有產品牌認證平台之CAS公證化委員會設置及推廣計畫。
3.完成24戶養禽場之空氣品質測定及土壤、水、蛋、肛門
拭子、喉頭拭子等樣品採集及分析。北、中、南各區採樣
的養禽場其土壤及飲用水之重金屬含量皆未超過標準；環
境常在菌尚在進行分析。



現場採樣情形



6.北京鴨生長期飼料配方之開發

執行年度：97年度 (執行期限：97年)
目的：探討北京鴨於生長期蛋白質與能量之需
要量。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宜蘭分所
執行人員：林榮新
執行成果：採用3×2之複因子設計，即3種不同
蛋白質濃度(15、17及19%)以及2種不同代謝能
含量(2900 kcal/kg及3100 kcal/kg)之6種飼糧處
理，已完成第一批次北京鴨生長期 (3~8週齡) 飼
料配方試驗。各處理組之每隻每日採食量在
216~232 g之間、其增重在2410~2577 g之間、其
飼料利用轉換率在3.07~3.27之間，且由試驗結
果得知，處理組之代謝能含量為3100 kcal/kg
者，飼料利用效率有較代謝能含量為 2900 
kcal/kg者佳之趨勢。





北京鴨生長期照片



7.環境溫度對菜鴨生產性能之影響及
抗環境溫度緊迫之飼料配方研發
執行年度：97年度 (執行期限：97至99年)
目的：由於環境溫度緊迫對菜鴨生產性能及皮蛋製
成率之影響，尚缺乏系統性資料可供參考，且飼料
業者亦對降低環境溫度緊迫之養鴨飼料配方深感興
趣。本研究旨在探討不同環境溫度對菜鴨之生產性
能、血液性狀、蛋品質以及皮蛋製成率之影響，並
研發抗環境溫度緊迫之飼料配方，供養鴨產業參考
應用。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宜蘭分所
執行人員：黃振芳
執行成果：已完成氣候室之菜鴨飼養預備試驗，三
間氣候室溫度分別為15、22及30℃，相對溼度
85%，收集產蛋率、蛋重、蛋殼強度等性狀，產蛋
率以15℃組最高，蛋重及蛋殼強度分別介於60.2-
60.6 g及4.51-4.93 kg之間。



8.白羅曼肉鵝三階段餵飼營養需要量
之探討

執行年度：97年度 (執行期限：97至98年)
目的：探討白羅曼肉鵝5-8和9-12週齡之粗蛋白質營養需
要量，以期能瞭解飼糧中粗蛋白質含量對肉鵝生長表現
的影響，提供三階段餵飼營養需要量的相關資料。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彰化種畜繁殖場
執行人員：張雁智
執行成果：
1.5-8週齡肉鵝可在相當廣的粗蛋白質濃度上維持良好的
生長速度，12.5%-18.5%的粗蛋白質飼糧可滿足肉鵝5-8
週齡生長的基本需求。
2.肉鵝對飼糧粗蛋白質含量其耐受性高，11.0%-17.0%的
粗蛋白質飼糧可滿足肉鵝9-12週齡生長的基本需求，但
飼料效率較差。
3.本試驗飼糧中粗蛋白質含量不是一個重要影響肉鵝生長
表現的因子。



8週齡試驗鵝 12週齡試驗鵝



9.環控鵝舍內白羅曼鵝受精率及產蛋
性能之改善
執行年度：97年度 (執行期限：97至99年)
目的：針對環控鵝舍內光照調節對不同產次公鵝
影響，間接對於母鵝繁殖性能差異性，經瞭解環
控鵝舍影響機制後，再以不同改善方式以提高種
蛋受精率，將此技術推廣農民使用，以提高其生
產效益。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彰化種畜繁殖場
執行人員：張伸彰
執行成果：產蛋高峰之低及高光照強度組之種鵝
於今年3月間進入環控鵝舍，調整光照後進入產蛋
期，目前低與高光照強度組之種鵝整期受精率為
49.2%及51.2%，其孵化率為27.0及30.8%。初步
發現，光照強度對公鵝精液量並無顯著影響，但
對精子活力及活精子數有顯著提升作用。



二、98年預計執行之研究計畫

1.利用楝科（Meliaceae）植物葉片粉末以改變雞蛋

組成之效果評估
2.烏骨雞生產性能改良研究

3.禽舍環境對種母土雞產蛋及繁殖性能之影響

4.降低雞隻糞中銅鋅污染量之研究

5.台灣地區主要雞種抗熱緊迫能力評估及改善對策

6.有動保概念性的家禽產品生產模式



7.環境溫度對菜鴨生產性能之影響及抗環境溫度緊

迫之飼料配方研發
8.以環境調控畜禽舍提升家畜禽生產效率研究－人

工氣候室與水簾舍之應用
9.利用水禽孵化場廢棄中止蛋產製液態肥料

10.白羅曼肉鵝三階段餵飼營養需要量之探討

11.環控鵝舍內白羅曼鵝受精率及產蛋性能之改善

12.應用水簾舍改善夏季鵝隻生長性能及繁殖性能

二、98年預計執行之研究計畫(續)



1.利用楝科（Meliaceae）植物葉片粉末
以改變雞蛋組成之效果評估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8年)
目的：本試驗以添加楝科植物之葉片粉末，期望能達到改變雞

蛋之營養組成，如降低脂肪及膽固醇含量，提高單及多

不飽和脂肪酸含量之目的，以生產具市場區隔之蛋品。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花蓮種畜繁殖場

執行人員：林正鏞

研究重點：

1.添加不同比例楝科植物之葉片粉末於蛋雞飼料中。

2.進行蛋雞產蛋率及死亡率之調查，蛋黃顏色、雞蛋脂肪、

膽固醇含量及脂肪酸比例等之分析。

3.預期具體成果：維持蛋雞之產蛋率，降低雞蛋脂肪、膽固

醇含量或改變雞蛋之脂肪酸組成。



2.烏骨雞生產性能改良之研究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7至99年)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產業組
執行人員：林義福
目的與研究重點：
1.藉由系譜選育資料，選留生長性能較優之個體
配種 繁殖下一代，以提高烏骨雞之生長效率，以
增加飼養業者之收益。
2.求得烏骨雞5-8週成長期之能量、蛋白質最低需
要量。
3.利用中草藥粉以提高烏骨雞生長及免疫能力研
究，以提高免疫力，減少抗生素磺胺藥劑使用機
會，建立特色化健康安全烏骨雞生產模式。



3.禽舍環境對種母土雞產蛋及繁殖性能
之影響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8至99年)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產業組
執行人員：洪哲明
目的與研究重點：
1.利用水簾式籠飼雞舍改進台灣高溫環境下種母
土雞產蛋及繁殖效率。
2.比較水簾式雞舍與開放式對種母土雞產蛋及繁
殖性能之影響。
3.比較群飼雞籠與個別雞籠對種母土雞產蛋及繁
殖性能之影響。



4.降低雞隻糞中銅鋅污染量之研究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8至99年)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經營組
目的：以不影響雞隻生長性能（白肉雞） 及
產蛋性狀（來亨雞 ）為前提，從飼料進行源
頭管理，以提高銅、鋅利用效率及降低排泄
物銅、鋅含量，以降低糞便中銅鋅排出量為
目標，探討飼糧中銅、鋅適當添加量。
執行人員：蘇天明
研究重點：建立白肉雞及蛋雞飼糧中銅、鋅
適當添加量資料，作為修訂國家標準之參
考。



5.台灣地區主要雞種抗熱緊迫能力
評估及改善對策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8至100年)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營養組
執行人員：施柏齡
目的與研究重點：以台灣地區主要
雞種利用精密人工氣候室建立熱緊
迫環境下生理變化資料，並尋求改
善之道。



6.有動保概念性的家禽產品生產模式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6至98年)
目的：以不同角度研究增進禽蛋及禽肉衛生安全
之方法，期能建立有動保概念性的衛生安全之家
禽產品生產模式，並可提供鴨農、雞農及鵝農安
全生產區之參考。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宜蘭分所
執行人員：蘇晉暉
研究重點：
1.家禽產品安全生產區域建立：包括完成不同區
域之土壤、水質、空氣品質的一般成份背景值
以及平飼家禽場病原菌之探討。
2.有動保概念性的衛生安全之家禽產品生產模
式：包括探討符合動保概念之衛生安全飼養模式
以及孵化場絨毛細菌數監控。



7.環境溫度對菜鴨生產性能之影響及
抗環境溫度緊迫之飼料配方研發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7至99年)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不同環境溫度對菜鴨之生產性能、
血液性狀、蛋品質以及皮蛋製成率之影響，並研發抗環境
溫度緊迫之飼料配方，供養鴨產業參考應用。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宜蘭分所
執行人員：黃振芳
研究重點：
1.完成菜鴨繁殖及育成，在產蛋前將鴨隻移至人工氣候
室，並逢機分配至冷(15℃)、適溫(22℃)及熱(30℃)三種溫
度處理組，每處理組50隻。
2.收集不同環境境溫度下之生產性能，含產蛋率、蛋重及
飼料採食量。並測定蛋品質，包括蛋殼強度、蛋殼厚度、
蛋殼顯微結構、氣孔數及Haugh unit。
3.將不同環境溫度下所生產之鴨蛋進行皮蛋製作，探討不
同環境溫度下所生產之原料鴨蛋對皮蛋製成率之影響。



8.以環境調控畜禽舍提升家畜禽生產效
率研究－人工氣候室與水簾舍之應用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8至100年)
目的：研擬炎熱氣候條件下，如何改善動物之飼
養方式，以維護農民飼養利潤及消費大眾食肉之
安全性。以人工氣候室為工具，設計不同溫度環
境飼養畜禽，建立家禽對熱環境等重要生理反應
基礎資料，做為進一步以營養策略紓緩熱緊迫研
究之基礎。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宜蘭分所
執行人員：黃振芳
研究重點：
1.建立我國主要肉鴨品種受熱緊迫時之基本資
料，包括土番鴨、北京鴨及番鴨等3種肉鴨品種。
2.建立水簾式種番鴨舍飼養模式。



9.利用水禽孵化場廢棄中止蛋產製
液態肥料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8至99年)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經營組
目的：本研究擬利用孵化過程中拋棄之中止蛋，添加副原料及
發酵輔助劑經過發酵穩定後產製成液肥，作為農作物肥料來源
之ㄧ，以提升廢棄中止蛋附加價值，並減少因拋棄所產生對環
境污染的問題。
執行人員：劉主欣
研究重點：
1.以廢棄中止蛋為主原料，添加副原料及發酵輔助劑(微生物製
劑)，以通氣及靜置之方式分別發酵產製液態菌體肥料。發酵期
間檢測pH值、氧化還原電位、導電度之變化及氨、硫化氫之生
成情形。
2.液態菌體肥料之成分分析(包含全氮、銨態氮、硝酸態氮、胺
基酸組成分、有機質、有效性磷、有效性鉀及其他微量元素)。
3.液態菌體肥料經稀釋成5%進行小白菜種子之發芽率試驗。



10.白羅曼肉鵝三階段餵飼營養需要量
之探討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7至98年)
目的：探討白羅曼肉鵝三階段飼養的營養需
要量，即白羅曼肉鵝5-8與9-12週齡代謝能需
要量，以期訂定一符合三階段肉鵝使用之飼
養標準。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彰化種畜繁殖場
執行人員：張雁智
研究重點：
1.建立白羅曼肉鵝5-8週齡代謝能之需要量。
2.建立白羅曼肉鵝9-12週齡代謝能之需要
量。



11.環控鵝舍內白羅曼鵝受精率及產蛋
性能之改善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7至99年)
目的：針對環控鵝舍內不同月齡種鵝對於母
鵝繁殖性能差異性，經瞭解環控鵝舍影響機
制後，再以換羽與否方式以提高種蛋受精
率，將此技術推廣農民使用，以提高其生產
效益。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彰化種畜繁殖場
執行人員：張伸彰
研究重點：
1.完成種鵝於不同初產月齡於環控鵝舍之繁
殖性能檢定工作。
2.評估不同初產月齡種鵝之生產成本及繁殖
效率。



12. 應用水簾舍改善夏季鵝隻生長性能
及繁殖性能

執行年度：98年度 (執行期限：98至99年)
目的：擬針對肉鵝飼養於水簾鵝舍內，建立夏
季鵝隻不同密度之最佳應用模式，改善鵝隻於
夏季時之生長性能及其成本分析，並供產業界
應用水簾鵝舍時參考。
執行單位：畜產試驗所彰化種畜繁殖場
執行人員：張伸彰
研究重點：
1.完成夏季自然環境及水簾鵝舍之不同密度之
肉鵝生長之試驗工作，分析之生長曲線。
2.建立不同環境之肉鵝之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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