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度種羊登錄審查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 開會地點︰本會 502 會議室（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 100 號 5 樓） 
參、 主持人︰宋永義委員                 記錄：鍾佩真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伍、 長官及來賓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事項一、101 年度種羊登錄審查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鑑。 
說  明： 

一、 101 年度種羊登錄審查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如議程附件。 
二、 決議事項執行狀況如下： 

1. 報告事項一：已於本次會議報告事項二加註各場登錄種羊與在

養頭數資料。 
2. 報告事項二：101 年 6 月 28 日召開種羊登錄宣導會、103 年 9

月 26 日參加卓越農業－東台灣肉用種羊供應體系建置計畫第

七次會議。 
3. 報告事項三：已於每次更新種羊登錄資料後備份至種原網站。 

決  定：洽悉。 
 
事項二、本會 101-102 年度種羊登錄執行情形，報請 公鑑。 
說  明：  

一、 101-102 年度依據種羊登錄辦法完成現場審查頭數共計 1,835 頭，

包括阿爾拜因 1,038 頭、努比亞 482 頭、撒能 161 頭、波爾 21 頭

及台灣黑山羊 133 頭，其中公羊共 307 頭(共 62 頭進行體測)，母

羊共 1,528 頭。 
二、 101-102 年度完成文件審查並核發證書之種羊共計 1,009 頭。 
三、 101-102 年度辦理登錄之羊場及截至 103 年 11 月 19 日之登錄與在

養頭數比為：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141/670)、畜試所台東種畜場

(166/218)、新聯興農牧場(350/800)、禾光牧場(250/480)、喬安牧

場(600/900)、東旭牧場(120/280)、成立種肉羊畜牧場(350/650)、
靚園畜牧場(54/467)、豐順牧場(6/459)、大鵬乳羊場(290/500)、凱

祥牧場(128/531)、上豐牧場(10/30)。 
四、 民國 90 年至 102 年底共有 9,287 頭登錄種羊，辦理戶數共計 48

戶。近年完成文件審查並核發証書之種羊資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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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阿爾拜因 撒能 努比亞 波爾 吐根堡 台灣土山羊 合計 

2004 263 231 223 146 30 0 893 

2005 435 44 312 82 9 0 882 

2006 604 76 259 78 58 0 1075 

2007 321 61 222 5 13 0 622 

2008 107 0 393 2 0 0 502 

2009 443 161 445 49 22 0 1120 

2010 356 48 545 58 2 0 1009 

2011 880 223 185 0 35 0 1323 

2012 26 21 40 0 0 0 87 

2013 555 73 218 9 0 67 922 

2014 327 23 153 6 0 35 544 

決  定： 
一、 101-102 年各牧場登錄品種頭數如下表： 

牧場 年份 阿爾拜因 撒能 努比亞 波爾 吐根堡 台灣土山羊 合計 

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 
2012 25 0 3 0 0 0 28 

2013 38 0 19 9 0 67 133 

成立種肉羊畜牧場 
2012 0 0 37 0 0 0 37 

2013 0 0 151 0 0 0 151 

大鵬乳羊場 
2012 1 21 0 0 0 0 22 

2013 247 55 0 0 0 0 302 

凱祥牧場  2013 158 0 0 0 0 0 158 

畜試所台東種畜場  2013 0 0 44 0 0 0 44 

豐順牧場  2013 30 0 0 0 0 0 30 

禾光牧場  2013 44 18 4 0 0 0 66 

靚園畜牧場  2013 38 0 0 0 0 0 38 

資料來源：http://goatreg.tlri.gov.tw/RegSite/RegMainBulletinA.aspx 
二、 餘洽悉。 

 
事項三、本會 103 年度種羊登錄現場訪察情形，報請 公鑑。 
說  明： 

一、 103 年期間，截至 11 月 19 日共訪查 7 場次，包括禾光牧場(2 月

18 日訪視)、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5 月 16 日訪視)、畜試所澎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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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西嶼牧場(6 月 5-6 日訪視)登錄與在養頭數比為 13/94 頭、花

蓮種畜繁殖場(7 月 9 日訪視)登錄與在養頭數為 12/57 頭、台東種

畜繁殖場(7 月 10 日訪視)、成立種肉羊畜牧場(7 月 29 日訪視)、
大鵬乳羊場(8 月 28 日訪視)。 

二、 103 年期間現場審查共計 306 頭，包括阿爾拜因 130 頭、努比亞

79 頭、撒能 44 頭及台灣黑山羊 53 頭。其中公羊共 43 頭，母羊

共 263 頭。 
三、 103 年度截至 11 月 19 日完成文件審查並核發證書之種羊共計 382

頭。 
四、 截至 103 年 11 月 19 日調查有使用羊隻管理系統的登錄牧場包括：

喬安牧場、禾光牧場、成立種肉羊畜牧場、靚園畜牧場、豐順牧

場、凱祥牧場、大鵬乳羊場、高雄晨光畜牧場(陳水財委員提供)。 
決  定：洽悉。 
 

柒、 討論事項： 
案 由、種羊登錄品種增列「吉安山羊」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花蓮種畜繁殖場於 103 年 10 月 17
日畜試花經字第 1032484019 號函，轉知「吉安山羊」之新品種種

畜登記同意函。 
二、 依據「吉安山羊新品種審定書」及「吉安山羊申請登記審查資料」

第五條第一項之品種(種原)特性說明，簡列相關審查標準。 
決  議： 

一、 同意增列「吉安山羊」並修訂種羊登錄辦法部分條文如附件 1，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2。 

二、 「吉安山羊」之外觀審查標準如下表，品種特徵標準與併圖如附

件 3。 
品種 外觀審查標準 

毛色 耳朵 角 鬍鬚 面部 鼻 

吉安山羊 黑色 耳大向外擴

展，稍軟。 

公母羊均有角，成

熟後呈外 V 字型，

角尖變扁。 

公母羊常

有鬚 

呈平直狀 不能呈現鷹

鼻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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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種羊登錄辦法 

民國 92 年 2 月 6 日農牧字第 0920040156 號函核定 

民國 95 年 1 月 26 日種羊登錄審查指導委員會議紀錄修正 

民國 97 年 12 月 15 日種羊登錄審查指導委員會議紀錄修正 

民國 101 年 5 月 17 日種羊登錄審查指導委員會議紀錄修正 

民國 101 年 6 月 8 日農牧字第 1010723050 號函核備 

民國 103 年 12 月 4 日種羊登錄審查指導委員會議紀錄修正 

 
 

第一條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指定之種羊

登錄辦理機構，以輔導各公民營種羊場加速羊種改良為目的，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品種暫定如下： 
一、 阿爾拜因(Alpine; AL)。 
二、 努比亞(Nubian; NU)。 
三、 撒能(Saanen: SA)。 
四、 吐根堡(Toggenburg; TO)。 
五、 波爾(Boer; BO)。 
六、 台灣黑山羊(Taiwan Black Goat; TW)。 
七、 吉安山羊(Ji-An Goat; JA) 

第三條 
登記登錄包括： 
一、 一般登記。 
二、 血統登記。 
三、 種羊登錄。 

第四條 
一般登記分基礎登記、補助登記及預備登記。 

第五條 
基礎登記為合於下列規定者： 
女（母）羊出生後三個月以上，經本會依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查合格者。 

第六條 
補助登記為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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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 具有母羊配種日報表及生產仔羊登記卡審核通過之基礎登

記母羊(以下簡稱基礎母羊) 與種羊登錄公羊（以下簡稱登錄公羊）

間所生之仔羊。 
二、 出生後三個月以上羊隻，經本會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查合格者。 
三、 由外國引進之母羊，檢具可茲証明之外國協會登錄文件，經本會依

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查合格，其外觀評分在七十分以上，且其外國

登錄證明文件經審查符合補助登記者。 
第七條 

預備登記為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 
一、 具有母羊配種日報表及生產仔羊登記卡審核通過之補助登記母羊

(以下簡稱補助母羊) 與登錄公羊間所生之仔羊。 
二、 出生三個月以上羊隻，經本會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查合格者。 
三、 由外國引進之母羊，檢具可茲証明之外國協會登錄文件，經本會依

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查合格，其外觀評分在七十分以上，且其外國

登錄證明文件經審查符合預備登記者。 
第八條 

一般登記由種畜所有人填具登記申請書向本會申請辦理，經本會審查合

格後依項發給登記證明書。 
第九條 

血統登記資料，規定如下： 
一、 血統登記資料種類包括母羊配種日報表及生產仔羊登記卡。 
二、 一般登記母羊、血統登記母羊及種羊登錄母羊皆應申報血統登記資

料。 
第十條 

血統登記資料經本會審查無訛後，歸檔列管。 
第十一條 

母羊配種日報表由種畜所有人於種母羊接受配種後七日內，向本會申請

登記。 
第十二條 

生產仔羊登記表由種畜所有人於種母羊分娩後十四日內，向本會申請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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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三條 
種羊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申請辦理血統登記： 
一、 預備登記、血統登記母羊或登錄母羊與本會認可之登錄公羊間所生

之後裔。 
二、 登錄母羊與可茲証明之外國登錄協會登錄公羊間於國外交配所生

之後裔。 
三、 台灣黑山羊具三代血統系譜明確者。 

第十四條 
凡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申請辦理種羊登錄。 
一、 由外國引進之純種羊具有經本會認可之外國登錄協會之登錄羊，並

檢具可茲証明之外國協會登錄文件，經本會依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

查合格，且其外觀評分在七十分以上者。 
二、 預備登記羊與本會承認之登錄公羊間所生之血統登記仔羊出生後

六個月以上，經本會依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查合格，且外觀評分在

七十分以上者。 
三、 登錄公羊與登錄母羊間所生之血統登記仔羊出生六個月以上，經本

會依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查合格，且外觀評分在七十分以上者。 
四、 一般登記母羊連續三胎，其仔羊經審查外觀全數符合品種特徵者，

可申請變更為種羊登錄。 
五、 符合第二條之本地品種，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命名通過，且經本會

審查無誤者。 
六、 具有一般登記或血統登記之種畜所有人，得針對該場具有系譜資料

可供查詢之種用公羊辦理登錄申請作業，該羊及其子代均經本會依

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查合格，且該羊外觀評分在七十分以上，並將

紀錄其體測數值及出生日期標註於登錄證書上。本規定僅適用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之公羊。 
第十五條 

種羊登錄及一般登記須由種畜所有人填具登錄申請書向本會申請辦理。

如係國外引進則須檢同本會認可之外國登錄協會發給之登錄證明文件提

出申請。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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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會得聘請學者、專家組成種羊登錄審查指導委員會。經審查血

統合格後之種羊發給種羊登錄證書。 
第十七條 

一般登記羊或種羊登錄羊，如遇死亡、屠宰、失蹤或撲殺處分時，種畜

所有人應於十五日內填寫亡失報告書，向本會報告並繳還登記證明書或

登錄證書。 
第十八條 

一般登記羊或種羊登錄羊，其所有權如因轉讓或繼承而異動時，讓售人

或繼承種畜所有人應填具轉讓申請書並將證書或證明書繳回本會，以補

發新證。 
第十九條 

登記、登錄事項如有錯誤應即報告更正，如無法更正即予註銷。 
第二十條 

若發生血統不實爭議，得申請親子鑑定，鑑定費用由申請者支付，若經

証實血統不符時，該費用則由育種者負擔。 
登記、登錄證書如發現有虛偽或不符實情時，除予以收繳並註銷該等證

書外，並停止該種畜所有人之登記及登錄申請權一年以上。 
第二十一條 

登記、登錄證書如遇污損或遺失時，應填寫換(補)申請書向本會提出申請

補換發，同時註銷原證書。 
第二十二條 

本會辦理各項業務，所需費用由申請者負擔，費用規定如下： 
一、 登錄發證費：每頭一百元。 
二、 一般登記發證費：每頭五十元。 
三、 證書換補費：每頭五十元。 
四、 轉讓證書費：每頭五十元。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會種羊登錄審查指導委員會通過，並報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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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種羊登錄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品種暫定如下： 

一、 阿爾拜因(Alpine; AL)。 

二、 努比亞(Nubian; NU)。 

三、 撒能(Saanen: SA)。 

四、 吐根堡(Toggenburg; TO)。 

五、 波爾(Boer; BO)。 

六、 台灣黑山羊(Taiwan Black Goat; 

TW)。 

七、 吉安山羊(Ji-An Goat; JA)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品種暫定如下： 

一、阿爾拜因(Alpine; AL)。 

二、努比亞(Nubian; NU)。 

三、撒能(Saanen: SA)。 

四、吐根堡(Toggenburg; TO)。 

五、波爾(Boer; BO)。 

六、 台灣黑山羊(Taiwan Black Goat; 

TW)。 

增列品種項

目如加網底

與下標線者。 

第十四條 

凡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申請

辦理種羊登錄。 

一、 由外國引進之純種羊具有經本

會認可之外國登錄協會之登錄

羊，並檢具可茲証明之外國協會

登錄文件，經本會依種羊外觀審

查標準審查合格，且其外觀評分

在七十分以上者。 

二、 預備登記羊與本會承認之登錄

公羊間所生之血統登記仔羊出

生後六個月以上，經本會依種羊

外觀審查標準審查合格，且外觀

評分在七十分以上者。 

三、 登錄公羊與登錄母羊間所生之

血統登記仔羊出生六個月以

上，經本會依種羊外觀審查標準

審查合格，且外觀評分在七十分

以上者。 

四、 一般登記母羊連續三胎，其仔羊

經審查外觀全數符合品種特徵

者，可申請變更為種羊登錄。 

第十四條 

凡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申請

辦理種羊登錄。 

一、 由外國引進之純種羊具有經本

會認可之外國登錄協會之登錄

羊，並檢具可茲証明之外國協會

登錄文件，經本會依種羊外觀審

查標準審查合格，且其外觀評分

在七十分以上者。 

二、 預備登記羊與本會承認之登錄

公羊間所生之血統登記仔羊出

生後六個月以上經本會依種羊

外觀審查標準審查合格，且外觀

評分在七十分以上者。 

三、 登錄公羊與登錄母羊間所生之

血統登記仔羊出生六個月以上

經本會依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

查合格，且外觀評分在七十分以

上者。 

四、 一般登記母羊連續三胎，其仔羊

經審查外觀全數符合品種特徵

者，可申請變更為種羊登錄。 

增列標點符

號如加網底

與下標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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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五、 符合第二條之本地品種，經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命名通過，且經本

會審查無誤者。 

六、 具有一般登記或血統登記之種

畜所有人，得針對該場具有系譜

資料可供查詢之種用公羊辦理

登錄申請作業，該羊及其子代均

經本會依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

查合格，且該羊外觀評分在七十

分以上，並將紀錄其體測數值及

出生日期標註於登錄證書上。本

規定僅適用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之公羊。 

五、 符合第二條之本地品種，經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命名通過，且經本

會審查無誤者。 

六、 具有一般登記或血統登記之種

畜所有人得針對該場具有系譜

資料可供查詢之種用公羊辦理

登錄申請作業，該羊及其子代均

經本會依種羊外觀審查標準審

查合格，且該羊外觀評分在七十

分以上，並將紀錄其體測數值及

出生日期標註於登錄證書上。本

規定僅適用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之公羊。 

第十七條 

一般登記羊或種羊登錄羊，如遇死

亡、屠宰、失蹤或撲殺處分時，種畜

所有人應於十五日內填寫亡失報告

書，向本會報告並繳還登記證明書或

登錄證書。 

第十七條 

一般登記羊或種羊登錄羊，如遇死

亡、屠宰、失蹤或撲殺處分時，種畜

所有人應於十五日內填寫亡失報告

書向本會報告並繳還登記證明書或

登錄證書。 

增列標點符

號如加網底

與下標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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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吉安山羊品種特徵標準與併圖 
 

項目 說  明 

毛色 羊隻全身被毛為黑色短毛。 

頭部 

1. 公、母羊均有角，成熟後呈外 V 字型，角尖變扁。 

2. 耳大稍軟向外擴張。 

3. 公、母羊常有鬚。 

4. 眼睛有睫毛，鞏膜呈白色，虹膜為棕黃色。 

5. 鼻線平直，無似努比亞山羊鷹勾鼻之突起。 

6. 舌上常有灰色大小不一斑點或全灰。 

軀體 
1. 體軀呈圓桶型，比例均勻，背腰平直。 

2. 尾短小且向上豎立。 

四肢 蹄質堅實，四肢粗壯。 

 

 

 

 

 

 

圖 1. V 型外張角 圖 2. 耳大向外擴張稍軟 圖 3. 長鬚 

圖 4. 瞳孔為圓型 
圖 5. 額頭略突，鼻線平直 

圖 6. 舌上常有灰色大小不

一斑點或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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