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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黃牛來源與種原保存工作通述 

 
李光復  恆春分所 

gfli@mail.tlri.gov.tw 
一、中文摘要 

台灣黃牛在分類上屬於中國黃牛的南方黃牛類型，早可溯及西元六世紀

的隋前時代即可能移住台灣，遲亦於十七世紀的明朝後期即見諸文獻記載

上，品種的形成至少近四百年。其間歷經荷蘭人與日本人的統治時期，曾引

入印尼牛與印度牛的血緣，但影響均屬有限。從血液蛋白多態性來看，台灣

黃牛不僅與印度牛距離遠，而且具有斑騰牛屬（Bibos banteng）巴厘牛所特

有的 HbC血液型，這是牛屬動物（Bos）中印地卡斯牛或瘤牛（Bos indicus）
和特歐羅斯牛或普通牛（Bos taurus）所不具有的血液型基因頻率，亦是中國

黃牛與台灣黃牛獨特的遺傳結構。基本上，台灣黃牛具有大陸南方黃牛類型

的基因遺傳，與其中部分地方品種黃牛關係密切，但也與東南亞鄰近地區之

當地牛種有接近的遺傳距離，這種複雜的基因構成和分佈也說明了台灣黃牛

的遺傳多樣性。特殊的歷史背景，加上地理上的天然屏障，也造成台灣黃牛

在局部環境中的特殊發展。如此一個具有獨特遺傳背景的本土品種，在動物

遺傳資源以及生物多樣性的保存上都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此外，在現今全球生物多樣性的範疇內，物種對人類社會、生活、文化

層面的意義，也許將更大於其對人類利用的實用價值。保種屬生物多樣性的

一環，具有生態與經濟、科學與教教育、文化、倫理與藝術等有形與無形之

價值，其經營方式應是永續利用的，不應僅從經濟效益的角度來衡量。應從

多種角度思考保種動物之存在意義，透過種原特色之開發利用、文獻資料之

蒐集、田間訪談記述、動、靜態教育展示活動等方式，將產業文化導入休閒

生態、教育展示層面，可使保種與社會結合，進一步達到三生一體的永續經

營與利用。 
 
關鍵詞：台灣黃牛(Taiwan Yellow Cattle)、血液蛋白多態性(Blood protein 

polymorphism)、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永續利用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二、前言 

台灣黃牛保種計畫自民國七十六年開始執行，當初應是經過學者專家們

審慎評估瞭解物種之特徵以及當時族群所處之狀況，認為有保種之必要性而

擬定計畫並付諸實施。由於台灣黃牛在動物分類學上屬家牛屬 (Bos)，其染

色體數目為 2n = 60，與屬內的各品種牛均能雜交生育，故早年曾引進外來牛

種來改良本地黃牛，因而衍生出有學者專家認為「黃牛種原混雜不純或改變

很多」的異議。就此一疑慮，站在計畫執行者的立場上，實有必要加以探究

並釐清，故本文嘗試從台灣黃牛的歷史來源與生物學特性層面來探討此一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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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畜禽品種資源具有不可再生性，一旦喪失，就無可挽回。因此，

保護那些有特色、有潛在利用價值，但在目前特定的畜產業型態和市場背景

中產量或產品價值相對較低的品種或地方群體，是當代保持家畜遺傳多樣性

的關鍵。目前所謂畜產經濟優勢的良種，其品種來源的單一化，將導致許多

抗性基因資源的喪失；加之良種的抗性基因一般純合化程度較高，更縮減了

該品種的免疫範圍，增加流行病發生的危險。而且一旦發生，又往往導致嚴

重的後果。因此，片面的強調良種，而忽視其他種的存在，是危險的。黃牛

保種的目的，即在記錄與維持此一目前雖未受生產系統重視、但對現在或未

來產業之永續性卻具經濟、學術或文化意義之本土畜產資源，可避免其遺傳

資源之流失，並維持本土之生物多樣性。 
 
三、台灣黃牛來源 
(一)台灣黃牛的分類地位 

若欲瞭解台灣黃牛的分類地位，需要從整個中國的黃牛來一併探討，方

得一窺全貌。何謂黃牛？其實，〝黃牛〞是「中國固有的、曾經長期以役用為

主的黃牛群體的總稱」(常等，1990)。依《中國牛品種志》(1986)、《中國黃

牛生態種特徵及其利用方向》(1990) 及《中國黃牛》(1992) 的內容所述，上

述所謂的「黃牛群體」指中國大陸及其周邊島嶼的各類地方品種黃牛，其中

亦包括台灣。因前述定義可知，自國外引進的外來品種或經其改良供食用或

役用的雜交牛，若稱之為黃牛是不恰當的，其與黃牛雜交的後代亦頂多可以

黃雜牛稱之。在中國，黃牛並泛指犛牛和水牛以外的家牛 (Phillips, 1945； 
Payne, 1970；Marleen, 1985；中國牛品種志，1986；邱，1992)，起源上包括

普通牛或特歐羅斯牛（Bos taurus）與瘤牛或印地卡斯牛（Bos indicus）二種。 
有關中國地方黃牛的分類，Phillips (1945) 根據生產用途曾將之分為二

類：北方及西北一帶的蒙古牛，以及華中、華南農耕區的役用黃牛。之後，

Zheng (1984) 按自然分佈及其生態條件，將中國的黃牛分為四類：北方草原

放牧區、北部農業區、中部農業區與西南部、南部黃牛，但隔年 (Cheng, 1985)
又將之概分為北方草原放牧區、中部華北農業區與南部亞熱帶及熱帶黃牛。

《中國牛品種志》(1986)編寫組經實地考察，按地理分佈區域，劃分中國黃牛

為北方黃牛、中原黃牛與南方黃牛三大類。晚近，由於現代遺傳科學和生物

化學技術的迅速發展，根據血液蛋白多態性及染色體結構特點，中國地方黃

牛又有新的分類。陳等 (1990) 將之分為二大系統、三大類型，依體態特徵分

無峰、低峰和高峰三種，依地理分佈分蒙古、黃淮和長珠(長江及珠將流域)
三組。鄭 (1990) 將其歸結為：I. 蒙古牛系－存在於北部（西北牧區、蒙古

高原、東北平原）； II. 蒙古牛系與瘤牛為主的混血系－分佈於中部（黃河中、

下游），屬中間類型（intermediate）的牛； III. 另在南部（長江中、下游至

珠江、海南島）主要是混有瘤牛和部份斑騰牛（Bos banteng, 可稱爪哇牛）

的特殊牛屬種群－南方型黃牛。上述中部地方的中間型牛為北方無峰牛南移

與南方高峰牛北遷，二者混血的結果 (Payne, 1970)；而南方型黃牛基本上亦

含有歐洲牛的血緣，但主要受瘤牛血緣的影響較深，斑騰牛的血緣影響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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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向南逐漸升高的趨勢(王等，1990)。一般而言，南方黃牛大多肩峰較大，或

亦有稱為高峰牛（high humped）；而中部地方黃牛的肩峰較小，亦稱之為低

峰牛（low humped），二者之間的體型大致上沒有什麼大的差別。綜上所述，

無論中國黃牛是如何的分類，台灣黃牛屬於其南方黃牛之類型是殆無疑問的。 
 
(二)台灣黃牛的歷史沿革 

中國自古以農立國，糧食的生產主靠耕作，古來六畜-馬、牛、羊、猪、

犬、雞，其中又以牛為農事動力的主要來源，與農家百姓的關係最為密切。

即便移民墾荒，亦離不開牛。在明朝黃宗羲所撰的《賜姓始末》當中即記載

著：「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餓，上下無策，文燦向芝龍謀之。芝

龍曰：公第聽某所為；文燦曰：諾。乃招饑民數萬人，人給銀三兩，三人給

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令其發舍開墾荒土為田。」若欲瞭解台灣黃牛的

歷史沿革，當從台灣有史以來的開發史相關文獻中找尋。除了台灣之於中國

大陸，無論就歷史角度或地緣位置而言，二者都具有密不可分的關係之外，

另一原因即是移民墾荒必需糧食，糧食生產必需農耕，而農耕若無牛則生產

效率及活口有限。 
台灣的黃牛，究竟最早於何時出現在台灣，殆無確實的文獻可考。在先

民自大陸移住之前，已有台灣西部海岸的平埔蕃人飼養黃牛的記載 (張，

1952)，但其先前之歷史起源卻不甚明瞭。據 Marleen（1985）所言，華南肩

峰牛（South China Zebu）最早可溯及秦朝（221－207 BC）時代即發現存在

於大陸華南地區，包括香港、台灣、海南島等地。關於台灣是否當時就有黃

牛存在，目前並未蒐集到相關史料可資佐證。不過根據《臨海水土異物志輯

校》(張，1988) 所載，在三國時代的台灣 (當時稱〝夷洲〞)，當時 (西元二

三○年) 的台灣海陸物產中，並無牛隻的記載。而當時三國中吳國丹陽太守

沈瑩所撰之《臨海水土異物志》，可能是目前有關台灣風物最早的歷史記載。

因此三國時代的台灣並無牛隻存在，至於孫權派衛溫、諸葛直率〝甲士萬人〞

的〝夷洲〞之行是否攜帶牛隻前來則不得而知。另外，Rouse（1970）則謂「台

灣的牛起初自大陸移入，早在西元六世紀時，即跟隨先民移入，但仍屬小規

模；大量地移入乃近三百年來之事。」與台灣有關的歷史記載，在沈雲衢先

生（1975）的《台灣的歷史》一文中，曾多所介紹。在漢代以前，台灣有見

之於文獻者，如《尚書》之「島夷」、禹貢所謂「揚州之域」、《列子湯問篇》

夏革所載海上五島、《史記》封禪書之瀛州，但史無確據，似應存疑。漢代之

後，台灣與大陸有接觸，見之於《漢書》地理志吳地條。至三國時代，台灣

被稱為夷州，吳主孫權，擬攝入版圖，此為史上台灣經營之最早紀錄。之後

無特別資料被發現，直到隋煬帝時（西元六○五~六一八年），再度出使遠征

台灣。由此引證前述黃牛於西元六世紀前後隨先民移入台灣，實屬可能。至

明朝後期，為積極開拓台灣之時期，故與前述之黃牛於近三百年來大量移入

之說甚為吻合。 
明朝以後，大陸與台灣之間的接觸較為頻繁。據林田重幸 (1971) 謂，台

灣的黃牛是在十七世紀 (註：西元一六○○年以後，約明朝末年) 以後，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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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福建及廣東的移民移住台灣時所帶來的牛的後裔。而陳 (1960) 的資料顯

示，明萬曆三十一年 (1603) 陳第所撰的《東番記》中亦未在台灣見到牛。但

是同一文中 (陳，1960) 又記載著，明朝天啟年間 (1621-1627) 的《臺灣記略》

記述當時的土著愚昧無知，農業不發達，「不用馬牛和犁耕種」。在此，似乎

透露出當時已有牛隻的存在。荷蘭人據台期間 (1624-1662)，在東印度公司之

策劃下，經營農業。一部份土著，已能使用牛 (陳，1960)。在 1640 年二月六

日的「Batavia 日誌」亦云：「為農業上所需，自澎湖島輸入多數的牝牛和牡

牛，數量大增加，公司及個人飼養者已達一千頭至一千三百頭」。至此，已清

楚的瞭解到，至少在十七世紀時，台灣已有黃牛，而且為數至少上千。而澎

湖之有黃牛，當更早於台灣。至於清朝之後歷史文獻有關黃牛之記載者，則

其數甚多。例如：康熙三十三年（1694）《臺灣府誌》寫道：「黃牛近山多有，

取而馴習之，用以耕田駕車。」(張，1952)；雍正年間黃叔璥纂《臺海使槎錄》

云：「臺灣多野牛，千百成群。欲取之，先置木城四面，一面為門，驅之急，

則皆入；入即扁閉，而饑餓之，然後徐施羈靮，豢以芻豆，與家牛無異矣。」

(張，1972)；乾隆十一年（1746）范咸纂《重修臺灣府誌》記載：「…牛之來

也，千百為群，憑凌谿谷，聚飲則絹源為之涸，迴食則蔓草皆褚。…。」(陳，

1960)；光緒十八年(1892)唐贊袞撰《臺陽見聞錄》謂：「近生蕃深山，產野黃

牛，千百為群；」(陳，1960)。據陳 (1960) 之研究，前述所謂之「野牛」，

應非台灣野生牛，似是在康熙以前經人為的移置後放牧而成為之野牛 (野放

生息)。其考證如下： 
I.前述陳第《東番記》無牛之記載； 
II.荷蘭據台時期「Batavia 日誌」及 C.E.S.所著「’t Verwaerloosde Formosa」

的紀錄，均不見有野牛的字樣； 
III.見《諸羅縣志》「陳小涯外紀」：「荷蘭時，南北二路設牛頭司牧，野放

生息，千百成群。犢大設欄擒縶之；牡則俟其餒，乃漸飼以水草，稍

馴狎，閹其外腎令壯，以耕以輓，悖者縱之孳生。」，方知所謂野牛，

原是野放之牛。 
IV.乾隆十七年，王必昌纂《重修臺灣縣志》雜記，叢談云：「臺人買牛縱

之山，使生息。犢大成群，設欄圍之。俟其餒，乃漸飼以水草，由是

馴服，可耕可輓；相傳紅毛時南北牛頭司董其事，今則間或行之，而

飼之家者為多。」  
再者，台灣既無野生牛，那麼牛究於何時、何處遷移來臺？據陳 (1960) 之

考證如下： 
I.自宋元以來，澎湖即係大陸人放牧之地 (見趙汝適《諸蕃記》暨汪大淵《島

夷志略》等之澎湖條)，台灣既近澎湖，零星的移入，無論何時均有其可

能性的。惟在荷據以前，大陸人在台灣，多係從商、捕魚，似少農耕；

而土著又不知使用牛，故牛的大量渡台，亦應在大陸人大量移入台灣後

從事於農耕為開始。 
II.明末黃宗羲撰《賜姓始末》有關三人一牛來台墾荒之記載。 
III.前述 1640 年二月六日「Batavia 日誌」有關自澎湖輸入牛隻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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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臺灣牛的來源，非澎湖即大陸，以及其他地方輸入，如 Daniel Gravius

傳教師曾自印度［註：1.依邱 (1997)資料顯示，因當時荷蘭人之東印度公司

設在印尼的巴達維亞，故一般文獻所載之印度應為印尼之誤；2.張 (1972) 文
中亦記載，荷人據台時，曾自安南、爪哇輸入黃牛］輸入閹黃牛一百二十一

頭給蕭壟 (今之台南縣佳里鎮附近) 土著飼養。另外，日人伊能嘉距在其所著

之《臺灣慣習記事》(台灣省文獻會，1987)中亦曾就此事有加以記述：「就臺

灣牛屬的歷史來看，可有三種變化：第一，臺灣各地原有的野牛，經土番捕

獲馴養之後，拿來供拉車之用；第二，明末最初移住臺灣的中國人，從中國

帶來一批牛隻，以供耕作之用；第三，荷蘭人輸入的印度牛，企圖藉以改良

牛種。這些在中國人及荷蘭人所寫的文獻上都可得到證明。」綜合以上所述，

台灣黃牛最早之來源不外兩種—中國大陸 (即使澎湖的牛亦來自大陸) 與東

南亞 (印尼)。 
 

(三)台灣黃牛的血液蛋白多態性 
據大陸研究人員所發表一系列的血液蛋白多態性（血型基因頻率）研究

顯示(王等，1990；陳等，1990；曹等，1990；張等，1990 a b)，中國黃牛具

有斑騰牛屬（Bibos banteng）血液型的表現。斑騰牛為一種東南亞的野牛，

分佈於緬甸、馬來西亞、泰國、婆羅洲和爪哇，生活在開曠、乾燥的濃密森

林和草地，目前已屬瀕危種，被列為國際貿易公約保護名單中。斑騰牛現今

的馴化種，可以印尼的巴厘牛（bali cattle）為代表。巴厘牛具有牛屬動物（Bos）
中印地卡斯牛（Bos indicus）和特歐羅斯牛（Bos taurus）所不具有的血液型

基因頻率－血紅蛋白 HbC基因（歐洲牛幾乎沒有，印度和非洲牛也很少），其

頻率為 0.791-0.806  (陳等，1990；曹等，1990；張等，1990 b)，HbC基因可

以說為巴厘牛所特有。已知東南亞的本地牛有過與斑騰牛混血的歷史，其 HbC 
基因頻率為 0.05-0.30 (張等，1990 a)，而中國黃牛除蒙古牛、延邊牛之外都不

同程度地存在著 HbC 基因，南方及中原的黃牛有相當高的 HbC基因頻率，範

圍在 0.09-0.37 (王等，1990)，此值高於東南亞本地牛與巴厘牛混血之頻率

（0.05-0.3）(張等，1990 a)，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於東南亞牛近 200 年來

受歐洲牛的影響較多，此基因已被稀釋；二是可能中國在古時候即已具有巴

厘牛的血統。可見中國黃牛 HbC 基因的來源極可能是以高頻率存在的巴厘牛

(曹等，1990)。故知中國黃牛不僅具有歐系北方牛及瘤牛的血統，尚有位於印

尼爪哇島的巴厘牛的血統。而根據日本學者早期（1960 年代）來台調查的結

果，台灣黃牛的 HbC基因頻率為 0.106 (張等，1990 b)，而恒春分所 84 年及

86 年調查所得的結果，基因頻率分別為 0.107 (李，1997) 與 0.124~0.161 (林，

1997)，亦與前人調查結果相近。此與東南亞鄰近地區，如菲律賓、泰國、馬

來西亞、印尼(馬都拉牛)部分地區當地牛的基因頻率接近，但就整個中國黃牛

族群（北方黃牛除外）而言，屬於低頻率。至於台灣黃牛具有斑騰牛血液的

影響，可追溯自荷蘭人據台期間之歷史。據日人伊能嘉距引用李斯博士所著

之《臺灣島史》記述(鄭等，1987)，因為當時田野開拓亟需動力，需作普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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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打算，於是東印度公司以無息的貸款方式，貸給牧師克拉維爾四千里爾，

克拉維爾以這些貸款購得牛隻 121 頭，交給其教區村民飼養。據邱 (1997) 之
資料顯示，此 121 頭牛乃自印尼所購入，而當地的爪哇牛、巴厘牛正是具有

獨特的 HbC 基因的代表牛種。不過，該資料又提及輸入的是去勢過的「閹黃

牛」，而去勢過的牛是無法繁衍後代的。關於此點，至少產生三個想法：一方

面，「去勢」乃畜牧上的專有名詞，譯者是否正確地由原文翻譯而來，有待經

由原文考證；二方面，若 121 頭牛確是閹牛，當然印尼黃牛的獨特基因不可

能遺傳下來。但以荷蘭人有意經營台灣的農業來看，是否還有進口牛隻的可

能？此點亦待文獻的蒐證；三方面，固然台灣黃牛的 HbC 基因極有可能是直

接從印尼牛來的，但由大陸而來的黃牛也同樣帶有該遺傳，而且移入的南方

黃牛其 HbC 基因是中國黃牛中頻率最高的類群。因此，在文獻尚無法證實的

目前，台灣黃牛的 HbC 基因的可能來源為印尼地方的牛與大陸南方黃牛，至

少在大陸黃牛這方面應是沒有疑問的。 
除 HbC 基因之外，HbB 基因出現的頻率則較多。在世界上有兩個種群的

HbB 基因頻率最高，一個為印度的一些瘤牛品種，另一個則分散在北非、伊

比利亞半島的部分地區、法國各地和海峽島地區等。其中以印度瘤牛為最高，

一般為 0.45 左右 (張等，1990 a)。恒春分所的調查結果為 0.148 (李，1997) 與
0.042~0.125 (林，1997)。在張等 (1990 b)以 Hb 基因頻率計算遺傳距離來探討

中國黃牛與外國牛的品種分類的關係，其引用數據中，台灣黃牛的 HbB 基因

頻率很高（為 0.337），而與中國北方的复州牛（0.378）、泰國北部牛（0.321）、
菲律賓牛（0.255）、印度的 Gir 牛（0.491）和 Dangi 牛（0.485）相類聚。由

於其所引用的台灣黃牛資料乃日本學者於民國五十五至五十六年所調查者，

當初的台灣黃牛含有印度瘤牛所具有的高 HbB 基因頻率特性，可能是受到日

人引進印度牛改良的影響，故 HbB 基因頻率高；再者，若將印度牛與黃牛的

雜種視為黃牛而取樣，亦可能導致 HbB 基因頻率較高。由於未再引進印度牛

且改良的情形逐漸減縮之下，而且就一外貌特徵篩選過後的黃牛族群來取

樣，在相隔至少四十年之後的台灣黃牛之 HbB 基因頻率已降低，證明受印度

牛的影響已不如前。若以 0.148 的基因頻率來看，則與大陸的晉南牛 (0.157)、
閩南牛（0.154），泰國南部牛（0.135）、印尼馬都拉牛（0.152）相似。 

HbA 基因為血紅蛋白基因型中最常見的，其基因頻率以歐洲牛最高，除

澤西 (Jersey)、更賽 (Gernsey)少數品種外，一般全在 0.9-1.0 之間 (張等，1990 
a)。印度瘤牛的 HbA 基因頻率一般在 0.5-0.6，當初日本學者調查的結果，台

灣黃牛的 HbA基因頻率為 0.557 (張等，1990 b)，與印度牛相近。而最近的調

查結果，台灣黃牛為 0.745 (李，1997) 與 0.714~0.833 (林，1997)，與印度牛

距離較遠，與大陸中、南部的一些黃牛，及馬來西亞、泰國東北部與南部當

地牛相似，亦說明了目前台灣黃牛的血緣近於大陸黃牛及東南亞部分當地

牛，而與印度牛較遠。 
綜合上述結果而言，台灣黃牛屬中國南方黃牛之類，與其中部分地方品

種黃牛關係密切；而從地緣關係與牛的演化遷徙來看，台灣黃牛與東南亞地

區的本地牛同時又具有相近的遺傳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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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黃牛保種工作通述 
 
(一)種原來源與現況 

恆春分所之台灣黃牛族群乃民國 73 年之前購自桃園、新竹、苗栗、雲林、

高雄、屏東、台東等地，當時黃牛主要用為與聖達牛進行雜交級進育種計畫。

民國 76 年台灣黃牛開始納入畜產試驗所之畜產種原保種計畫，計畫執行之

初，著重在民間黃牛種原之引入與生殖細胞低溫冷凍保存方法之研發。民國

78 年起，對原有之黃牛族群依品種外貌特徵進行篩選，挑選較具品種特徵的

黃牛 1 公 58 母以及引自金門之 5 公 4 母，開始進行保種族群之復育。恆春分

所台灣黃牛族群之飼養繁殖，從引進至今已在地飼養超過 20 年以上。目前保

種族群之數量與結構如表 1 及圖 1 所示。 
 

表 1. 恆春分所保種黃牛頭數 

生 命 期 年 (月) 齡 公 母 小計 

年  老 目前最老的母牛 17 歲，仍正常生產。 併入種用。 

種  用 a 2~17 歲 27 208 235 

成  長 b 7 月齡以上 101 70 171 

仔  牛 c 7 月齡之前 2 2 4 

小          計 130 280 410 

a.種用：留種公牛與母牛。 
b.成長牛：公牛指離乳後之架仔牛至肥育期，母牛指體重未達配種要求(至少 260kg)之女牛。 
c.仔牛：離乳(約 7~8 月齡)前。 

1.0%

41 .7%

57.3%

種用

成長

仔牛

 
圖 1. 恒春分所保種黃牛之族群結構。 

 

種母牛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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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種工作架構與概念 
 

 
 
 
 
 
 
 
 
 
 
 
 
 
 
 
(三)工作成果 

1.遺傳物質保存： 
(1) 核內及粒線體 DNA 低溫冷凍保存。 
(2) 體細胞及生殖細胞低溫冷凍保存。 

2.遺傳資訊鑑定： 
(1)粒腺體 DNA 限制酶多態性研究。 
(2)RAPD 多態性研究。 
(3) 血液蛋白多態性研究。 

3.生物學特性調查：鼻紋、各階段體重及體型測量、外貌特徵、血液生理

值、血液生化值、母牛分娩行為調查等。 
4.經濟性狀調查： 

(1) 生長：飼料效率、採食量、增重。 
(2) 繁殖：泌乳性狀、懷孕率、動情週期長度、懷孕期長度、產後初次

發情間隔、產後至受胎間隔、公母牛發身相關性狀、女牛初產相關

性狀等。 
(3) 繁殖週期血中荷爾蒙(助孕素)測定：發身、動情週期、配種前後、懷

孕期、生產前後。 
(4) 營養與代謝試驗：羽毛粉、農副產物及糞尿排泄量調查。 
(5) 屠體性狀調查：屠宰率、精肉率、腰眼面積、屠體價值、各部位組

織器官比例等。 
(6) 肉質及成分分析：基礎成分、胺基酸、礦物質、理化性狀(乳化力、

保水性、彈性、硬度、肌纖維長度等)、膽固醇、脂肪酸、品評分析

等。 

永續性  

生產、生活、生態 

保種與利用

分散保種 
種原交流 

生物特性 
分子遺傳

文化教育 
生態休閒 

品牌特色

行銷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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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食譜設計、牛肉消費問卷調查 
6.文化資料庫建立：蒐集台灣早期(明、清時代)、日據時期及光復後黃牛

相關文獻。 
7.教育宣導： 

(1)編印『台灣黃牛手冊＜生態篇＞』2500 本及『台灣黃牛保種簡介』

摺頁 6000 份。 
(2)以錄影、錄音方式記錄黃牛種原生活習性，並接受電視台(公視、三

立等)申請，拍攝黃牛保種之工作內容，建立黃牛影音資料庫。 
8.黃牛種原回流民間： 

 
表 2. 台灣黃牛近十年推廣民間飼養頭數 

推 廣 頭 數 
年 度 

公 母 
總  數 

86 1 3 4 
87 1 12 13 
88 - 4 4 
89 7 9 16 
90 7 11 18 
91 28 29 57 
92 37 24 61 
93 25 52 77 
94 55 43 98 
95 47 35 82 

合計 208 222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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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黃牛推廣民間飼養分佈地點及頭數。 
 
五、結語 

台灣黃牛之歷史來源依時間先後，主要從中國大陸 (華南) 及東南亞 (印
尼) 而來，其間經過二百餘年的適應育成之後，又略受印度牛 (主要為康固力

吉 Kankrej) 的血液影響，但因引進種原不多、分佈地區有限、農民接受度及

死亡等問題，致改良規模有限而影響不大。黃牛出現於台灣，時間上早可溯

及隋朝前後時代，晚亦至少於十七世紀的明朝後期即有文獻記載，意謂著台

灣黃牛的品種形成至今至少近四百年的時間。一個品種的形成，受其所處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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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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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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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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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 4 
佳里 1 
山上 2 

燕巢 17 
旗山 13 

里港 53 
長治 2 
萬丹 61 
新埤 19 
佳冬 3 
恆春 26 
牡丹 6 

東河 1 
成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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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的生態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因而逐漸形成具有不同遺傳特性與生

產性能的品種特性，這些品種通常具有對週遭環境的高度適應性、耐粗放管

理、抗病力強、繁殖性能強、肉質好等特點，其本身就是一座獨特的天然基

因庫。從血液多態性來看，台灣黃牛具有大陸南方黃牛類型的基因遺傳，但

也與東南亞鄰近地區之當地牛種有接近的遺傳距離，再從十七世紀以來的異

族統治歷史來看，台灣黃牛的遺傳結構更比同類型的大陸黃牛具有豐富之遺

傳多樣性。而地理上屬海島型地區，天然屏障的隔離，也造成其品種在局部

環境中的特殊發展。如此一個具有獨特遺傳背景的本土品種，不僅在國家的

生物品種資源、乃至全球的生物多樣性保存上都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長遠來看，人類因超限使用地球的環境資源，而挪用未來世代的資源與環

境空間，因此現今的農業強調永續性。而永續發展往往被定義為滿足現世代

人的需求，而不損及未來世代滿足其需求的能力，因此，低投入式的農業，

值得我們再重新思考。結合放牧與農林資源的肉牛生產方式，能有效合理利

用自然資源，省糧、省能、恢復土壤的健康、增加土攘有機質、提升生物多

樣性，符合低投入與永續農業的精神。另就國家整體形象、觀光產業、國民

生活水準等方面而言，廣大面積的休耕、廢耕農地、乃至於一般草生地、淺

山坡地、林地的具有成本考量的經營管理技術，實應看待為新的產業而來提

倡、開發。此乃台灣黃牛保種、乃至分散保種永續發展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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