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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核心種猪場為養猪業黃金時代奠定基石 
 

1975年（民64），在臺大任教的池雙慶參加首次公猪拍賣會，從此和臺灣

種猪的改良結下不解之緣，從兼任農復會技正到擔任農委會畜牧處處長，一手

建立國家核心種猪場，並推動種猪供應體系，為臺灣養猪業的「黃金時代」奠

定了穩固的基石。 
 
品種選育過程與試驗 

臺灣從日據時代雖然就有使用好公猪的觀念，但並未建立種猪供應體系，

池雙慶說，當年的臺灣種猪主有桃園猪、頂雙溪猪、美濃猪三個品種，其中以

桃園猪較為出名。日本人據臺後，引進盤克夏公猪進行雜交，後來眼見歐美的

約克夏不錯，也相繼引進，但主要公猪還是盤克夏，因為臺灣人喜歡吃黑毛猪，

一直持續到臺灣光復，都是沿用盤克夏和約克夏這兩個品種與桃園猪雜交。 
當年的養猪戶已經知道當肉猪使用時，雜交猪肉比起純種的桃園猪、頂雙

溪猪都要好吃，因此在民間有「牽猪哥」的人，哪裡有母猪發情就趕著公猪去

交配。 
盤克夏品種現在日本已管制出口，並將其定位在特殊猪種，雖然品種來自

歐美，但日本鹿兒島黑猪有其特色，成為另一個品牌。日據時代，日本人對盤

克夏還未管制，早年家中養過猪的池雙慶說，當時的桃園母猪，體型較小，盤

克夏公猪體型較大，爬上去交配時，母猪常撐不住會跪下去，交配過程得用兩

根竹竿在母猪的腰部交叉著穿過去，讓母猪不要倒，才能順利完成交配。 
臺糖公司從 1953 年（民 42）年起專業化養猪，剛開始也是用桃園猪做母

猪，盤克夏做公猪，1958 年（民 47）左右臺糖想要引進約克夏（Y）和藍瑞

斯（L）品種，當時由美籍人士擔任的農復會畜牧組組長不同意，認為臺灣沒

有飼養這種猪種的條件，後來在組員爭取下，農復會最後才補助臺糖進口。 
臺糖之後又陸續進口杜洛克（D）和漢布夏（H），進口猪愈養愈多，盤

克夏卻因為長得慢、飼料效率又不好，就逐漸放棄不養了，到了 1963 年（民

52）左右，臺糖試著讓進口猪相互交配，發現雜交後的生產效率，比與桃園猪

雜交要好，1965 年（民 54）臺糖宣布放棄用桃園猪做母系，而是利用 HLYD
四個品種組合雜交。 

1968、1969 年（民 57、58）左右，農復會眼見臺糖試驗結果，認為杜洛

克和漢布夏公猪的品質不錯，於是利用這兩個品種，開始推廣猪隻的人工授精。 
臺糖也在多次的組合實驗後，1974年（民63）決定不再飼養漢布夏，固定

改採L、Y母猪配杜洛克公猪的三品種雜交，並由農政單位利用人工授精等技

術從1976年（民65）起推廣給國內養猪戶，成為全球最早確立LYD三品種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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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模式的國家，美國後來試驗結果也證明這三品種雜交的生產效率非常好，

而臺灣比起美國還早了10年。臺灣從日據時代雖然就有使用好公猪的觀念，但

並未建立種猪供應體系，池雙慶說，當年的臺灣種猪主有桃園猪、頂雙溪猪、

美濃猪三個品種，其中以桃園猪較為出名。 
 
育種能手世代接棒 

當時臺灣正要進行種猪的改良，1974 年（民 63）農復會從夏威夷大學借

調教授米明璧回國籌建種公猪檢定站，1975 年（民 64）檢定站蓋好後，10 月

舉行首次及格公猪拍賣會，當時池雙慶剛從美國愛荷華州立大學攻讀完博士返

回臺大任教，參加了這場拍賣會，米明璧因借調期滿必須回夏大，就在會後交

待他「檢定站的技術問題以後就全部交給你了」，池雙慶也從此成為改良臺灣

種猪的重要推手。    
1976 年（民 65）農復會顧問蔣彥士正式向臺大農學院借調 4 位教授、副

教授去兼職，池雙慶是其中之一，兼任技正後的他，主要負責畜牧組的工作，

包括檢定站的指揮調度、養猪產業和科技人才培育等計畫，都是由他先擬訂好

後，再交農林廳去執行。 
 
中央檢定工作之成效證明 

「當時民間已有種猪場，國家核心種猪場還未建立，雖然設有檢定站，但

民間猪場挑選種猪主要是透過目測，並不認為種公猪的檢定有什麼重要」。 
為了證明檢定公猪的好處，池雙慶在 1977 年（民 66）和 1978 年（民 67）

推動進行兩次檢定優等公猪及中等公猪後裔的追蹤試驗，把拍賣時最頂尖的公

猪和及格邊緣的中等公猪標起來，送到畜產試驗所進行人工授精，另外找來立

大、統一、寶福這三個企業化猪場，以目測挑選出來留種的公猪作為對照組。 
這個試驗做了兩年，由畜試所將檢定出來的 2 個品級公猪採精，派人依序

送到這 3 個民間猪場。池雙慶舉例：「統一猪場除了接受這 2 個品級公猪精液，

並自行將他們挑選出來留種的公猪採精，然後將這 3 組精液分別提供給該年三

月時期在猪場內發情的母猪來配種」。送精液的人再將這三組精液送到寶福猪

場，由寶福拿這 3 組精液，連同寶福自行採集的公猪精液共 4 組精液為其母猪

配種，之後再將四組精液送到立大，並把立大猪場的加起來成為五組精液，分

別再送往統一和寶福。「也就是說，這 3 個民間猪場，同時期每隻發情的母猪

都分別採用這 5 組公猪精液來配種，再追蹤這五組後裔的表現」。 
經過 113 天，這些配種後的母猪陸續生產，就採隨機方式，將 3 家猪場長

成後約 20 幾公斤的仔猪拿回檢定站檢定，剩下的由猪場自行在場內檢定。 
檢定結果一出來，民間養猪場就心服口服了，因為特等公猪後裔 3 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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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包括生長速度、飼料效率、屠體品質都是第一名；中等公猪後裔兩個性狀

第二名，一個第三名；民間猪場目視留種的公猪後裔只有屠體品質一項得到第

二名，其餘性狀都是第三名，也就是最末位。 
由於這個試驗是在 3 家猪場內進行，業者親眼目睹不容作假，檢定站辦理

公猪檢定的效果，從此受到各養猪場的肯定。池雙慶說，他做這個試驗的用意，

就是要讓業界了解，檢定站利用科學方法挑選出來的種猪，比起民間肉眼觀察

從體型挑選出來的種猪，方法要正確得多。 
這個試驗也讓民間業者見識到，如果能使用好的種猪，猪的後裔不但長得

快，飼料效率好，而且猪肉品質又好，肥肉不會很多，也因此，1977 年（民

66）作完後裔追蹤第一次實驗後，業者就爭相競購檢定拍賣的公猪，企業化養

猪場也大量從國外進口種猪，可惜業者取得優良種猪後並不育種，只是拿來與

一般母猪交配或人工授精生產肉猪。 
 
國家核心種猪場之芻議誕生 

池雙慶眼見這種作法不只增加肉猪成本，優良種公猪的遺傳基因也因為不

能集中和保存，很快就散失在肉猪身上非常可惜，於是在 1978 年（民 67）寫

了一篇「美國的種猪事業看我國種猪改良途徑」的文章，發表在「雜糧與畜產」

月刊上。這篇文章中，主張將檢定合格最優的 2％公猪善加利用，集中在一個

種猪場，待繁殖更多的純種後裔後，再提供給養猪戶推廣使用，這樣臺灣養猪

產業才能快速進步。 
池雙慶也闡明了他的構想，建議將種猪改良任務由 3 個單位來擔任：一、

PRIT（養猪科學研究所）進行研究與技術推廣；二、TSC（臺糖種猪場）供應

TSC 本身的優良種猪，並經由送猪參加中央檢定後拍賣，以及農戶直接向 TSC
購買兩種管道，供應給一般農戶優良種猪；三、PLRI（畜產試驗所）經由人

工授精體系供應全省農戶優良純種猪，本身不養肉猪。進行的步驟則包括：一、

修訂種猪場管理辦法，促使種猪場踴躍參加檢定。二、加強種猪中央和場內檢

定，擴大優良種猪選拔。三、建立國家核心種猪場，收容檢定最優前 2％種猪，

以便有效繁衍優良後裔。四、推行優良種公猪人工授精，縮短種猪場與肉猪場

的遺傳差距，提高農民養猪利潤。 
 
國家核心種猪場籌設及配套措施 

這篇文章獲得農復會主委李崇道和畜牧組組長鍾博的認同，當時的會計年

度是從 7 月 1 日起算到翌年的 6 月底，池雙慶依往例在 1978 年底（民 67）提

出 1979 年度（民 68）的「養猪產業輔導計畫」預算，原本並未提出要蓋核心

猪場，金額也僅寫下 350萬元，不料到了李崇道手中卻被加了一個"0"成為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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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還指定要池雙慶推動「國家核心種猪場」計畫，鍾博看到批示時，笑著

跟他說「這下你麻煩大了！」 
有了錢，池雙慶開始著手規劃，「要推動核心種猪場，除了籌建養猪場所

外，還需要一連串的配套措施」，為了讓未來的核心種猪場能夠得到適合臺灣

的優良種猪，第一步就是拉高檢定站結束檢定猪的體重。 
當時民間種猪選拔已趨重，為了正確挑選出能養得較大體重，但是肉質又

不會過肥的大型種猪，1978 年（民 67）時，池雙慶著手進行一項試驗，安排

南部猪場飼養一批 150 頭左右的猪，分別按照 80 公斤、90 公斤、100 公斤、

110 公斤和 120 公斤等 5 個屠宰體重，一次逢機抓 30 頭去屠宰，每組 6 頭，

分 5 次屠宰，再觀察屠體變化狀況。「實驗後發現，當時國內養的猪，主要有

兩種型態，一種是到 90 公斤以後屠體就開始變肥，養到 100 公斤、110 公斤

肉質就很肥了，另外有一型，要到 100 公斤左右才會開始變肥，110 公斤時脂

肪和瘦肉的生長雖有不同，但還可以繼續養到 120 公斤」，池雙慶於是在 1979
年（民 68）建議把檢定站結束檢定體重由 90 公斤拉高到 110 公斤，並在農復

會討論通過後實施。 
之後池雙慶也發表了一篇名為「種猪選拔指數與本省種猪改良方向」的報

告，指出臺灣的猪種改良不可以抄襲美國愛荷華州的指數，因為溫帶地區的選

種著重於猪隻的生長速度，不重視屠宰品質，但臺灣是亞熱帶地區，並不需要

養肥猪，加上飼料又是靠進口，不比美國是自產，因此臺灣的猪隻也要加強飼

料效率的改進。1981 年（民 70）農發會採納了池雙慶的這項建議，調整種猪

的檢定指數，讓檢定站能挑選出真正適合於臺灣的種猪。 
池雙慶推動核心種猪場的第二個配套措施，就是在 1979 年（民 68）透過

農復會補助檢定站購置電子拍賣系統。他說，由於將來核心種猪場的種猪來

源，是在檢定站標購每期最優前 2％的公猪，為了避免屆時與民間業者激烈搶

標，標出過高價格，於是將原來採用的口頭競標方式，改為電子出價標購，這

套電子拍賣系統也在 1980 年（民 69）正式啟用。 
為了確保民間種猪場能將最好的種猪送到檢定站參加檢定，以供未來核心

猪場取得最佳種猪，第三個配套措施是要讓業者自己懂得挑選好猪。 
1980 年（民 69），池雙慶與養猪科學研究所的顏秀鳳，共同訂定並建立

「種猪場內檢定」制度，池雙慶說，目的就是要協助民間企業化的猪場以及新

成立的民間種猪場，在場內就能進行猪隻生長和屠體品質的檢定，前往各民間

猪場進行檢定的人員，則安置在臺灣養猪科學研究所，與中央檢定站的人員同

在一個單位。 
 
鼓勵民間業者送好猪參與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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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池雙慶也創立「種猪場評鑑制度」，讓民間業者為了提高自己的品

牌形象和公信心，能相互競爭改善猪隻的品質，並樂於把最好的猪送到檢定

站。「我的目的，就是要民間種猪場能夠選出最優良（包括進口）種猪的後裔

來參加檢定，因此評鑑分數中的 70％也是以『一年內參檢種猪的及格率』來

計算」。 
這項制度在 1981 年（民 70）交由農林廳開始執行「我以種猪場每年送至

檢定站每個品種數量是多少頭？及格率是多少？等等的標準，逼他們送好猪去

檢定，他們有從國外引進種猪的，也要把好的後裔送到檢定站，透過這套評鑑

制度，來決定誰是特等種猪場、誰是甲等種猪場，還有些是不入等的」，等將

來核心種猪場蓋好後，才能標購到最優良的種猪群。 
「核心猪場一連串的配套措施，從拉高檢定體重、推動場內檢定、種猪場

評鑑，都是有順序的按步就班，而非一下子全推出來」。根據池雙慶的構想，

等到核心種猪場的猪舍蓋完，這些配套措施都已上路。   
 

種猪供應系統的延續—人工授精站推廣 
雖然有了優良種猪的來源，但要讓優良種猪未來在核心猪場成立後，能夠

快速的推廣出去，還得仰賴猪隻的人工授精技術。畜試所 1969 年（民 58）起

就已開始推廣人工授精，「不過當時猪的精液最多只能保持 3 天，農民擔心第

3 天品質不好還不敢用，因此量並不大」。 
池雙慶認為，如果要發展臺灣的養猪產業，人工授精技術一定要大力改進

和推廣，於是從 1979 年（民 68）開始就找了雜糧基金會等單位提供補助，以

畜試所原有的猪隻人工授精體系，增添人工授精設備和人力給各繁殖場，擴大

推行猪隻人工授精。1980 年（民 69）還特地選派畜試所的鄭登貴到英國劍橋

大學進修，「因為在英國，猪隻精液可以保存 5 到 7 天，當時規劃 1 年的進修

期，但他半年就學會了」。 
剛開始，鄭登貴因英文能力不好，寫了幾次信到英國劍橋實驗室一直得不

到教授回函，直到池雙慶親自幫他寫信給教授，才順利赴英國進修，鄭登貴學

會延長猪精液保存期限的技術後，因為進修期還有半年，教授就請他做「猪體

外精卵受精」的實驗，「這個技術在當時全世界都還做不出來，但他做了幾個

月以後精卵就受精了，而且還會發育，只是發育時間還不長」。 
那個教授立刻寫信給池雙慶，要求延長鄭登貴進修期，由他供給獎學金，

到東京開會時還特地來臺灣找他和組長鍾博談，最後由池雙慶親自去向當年農

發會主委張獻秋說明這個技術的重要性，才得以延長鄭登貴的進修期，果然，

在 1984 年（民 73），鄭登貴完成全球首例「猪精卵體外受精產仔」的紀錄，

轟動海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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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那位教授還要鄭登貴留在英國發展，老婆、孩子一起帶過去，所有費

用他負責，不過當時池雙慶已擔任畜試所所長，核心種猪場也已成立，池雙慶

就要求鄭登貴回臺「因為國家正需要你」，「當年臺灣還沒有試管嬰兒，鄭登

貴回國後到高雄醫學院、榮總去指導，才開始有了試管嬰兒，他在畜牧系教書

期間，許多醫院做試管嬰兒的都有他的學生」。 
有了優良種猪、先進的人工授精技術，未來核心種猪場的種猪要推廣給全

臺養猪戶，還得結合上中下游建立緊密的供應體系，「當初如果沒有種猪供應

體系，整套系統就推不下去了，因為好的品種都會被有錢的人買去，這套系統

最終目的，就是讓好的種猪基因能夠到達農民養猪戶手中」。 
 

種猪供應系統的延續—二品種雜交母猪專業繁殖戶建立 
根據池雙慶的規劃，未來核心種猪場只養純種猪，專司培育純種猪的選育

工作，由於繁殖數量有限，無法供應全臺所需，因此在下游設有二品種雜交母

猪的專業繁殖飼養戶（二品戶），以及三品種雜交肉仔猪的繁殖戶（三品戶），

讓優良種猪能很快地傳給一般農戶，帶動臺灣養猪產業迅速發展。 
整套種猪供應體系採分段式的分工合作，二品戶主要繁殖女猪，將從核心

種猪場買來的兩品種（藍瑞斯 L 與約克夏 Y）純種猪交配繁殖，所產下的第一

代小猪即具有二個品種的遺傳基因，雌性小猪就稱為「二品種女猪」。 
三品戶則專司三品種肉猪的繁殖，作法是從二品種繁殖戶買進女猪來飼

養，再與杜洛克（D）公猪交配或人工授精，產下的第二代小猪具備有三個品

種遺傳基因，是絕佳的肉猪，最後再賣給一般的養猪戶把這些肉仔猪養大後出

售。 
為了讓這套體系在核心種猪場蓋好前就能上路，池雙慶 1981 年（民 70）

開始親自去挑二品戶、三品戶，條件是年齡在 45 歲以下，擁有 1 公頃以上的

農地、已經跟父母一起在養猪，未來仍然有興趣繼續經營的養猪戶。「我跟農

林廳人員，從基隆一直挑選到高雄、屏東，他們先向縣政府報名，我們再用 1
年多的時間到現場看過，一戶戶的面談，才從中挑選出來百餘戶出來」，其中

二品戶共 65 戶，三品戶 64 戶。 
「1981 年（民 70）時， 他們大多是騎著摩托車，可能連小客車都沒有，

但是等到我 1991 年（民 80）再去找他們，這些二品戶、三品戶就都開著進口

車，都賺錢了，而我仍然領公家薪水，只開國產 1200cc 的小客車」。 
 

專業考察、種子教學 
為了提高二品戶的技術水準，1983 年（民 72）池雙慶挑選了 10 個特約養

猪戶，到丹麥猪場去實習 3 個月，當時丹麥養猪技術管理居世界第一，出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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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猪肉數量也是全球居冠，擔心這些養猪戶語言不通，還請來畜試所的葉

力子和農發會的許桂森隨隊參加，每人負責帶 5 位養猪戶。 
「他們到當地的養猪場，每家看一個月或者 20 天，主要在學習人家的管

理方式，後來養猪戶有聯誼會、協會，1989 年（民 78）起還建立產銷班，可

以互相推廣」。 
所以選擇二品戶而非三品戶到丹麥，「主要是因為三品戶的工作比較單

純，二品戶的這頭 L 公猪要配哪頭 Y 母猪，這是有技術性的」。有的二品戶

也飼養純種猪，或者去配三品種的肉猪，甚至一部分肉猪也自己留下來養，因

此二品戶與三品戶在成立後 2 年左右，就逐漸合在一起了。 
當然，有優良的猪隻，也得要讓下游的養猪戶能夠了解自己養的猪隻品質

在市場上的水準，將來才會願意購買核心種猪場所推廣的優良種猪，但要如何

才能讓養猪戶分辨猪隻的好壞？ 
 

寓教於樂--肉猪檢定比賽 
池雙慶於是又創辦了「肉猪檢定比賽」辦法，要各縣市以不集中單一農戶，

而採取分散農戶的方式，一年檢定二期肉猪，每縣市每期送出大約 10~15 隻體

重在 20~25 公斤的肉仔猪集中檢定，類似公猪的檢定方法，測定其生長速度和

屠體品質。 
「這個肉猪檢定結果發布以後，激發各縣市畜產課的人員，還有農戶的高

度興趣及壓力，因為這些養猪戶一旦知道自己的肉猪水準不如人，或者縣市的

成績不如人，就會要求自己一定要迎頭趕上，不能輸給別的縣市或別的農戶，

所以會更積極的去購買和飼養優良種猪」。 
 

國家核心種猪場實體規劃及建設 
從上游到下游，就在池雙慶推動各項前置作業及配套措施的同時，1979

年（民 68）起核心種猪場的規劃和設計也著手展開。「當時農復會工程單位

的人推荐利群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設計及猪舍的建造工作，這是當初蓋農復會大

樓的建築師，他們認為蓋得很好」。 
但是利群毫無設計猪舍的經驗，凡是大小細節都要一一詢問、告知，當時

池雙慶找來臺糖和畜試所等研究單位人員組成「核心猪場猪舍建造小組」，到

中南部參觀新型猪舍的建造和使用方法，覺得泰山和立大的猪舍蓋得不錯，於

是採用他們當時已有的條狀地板猪舍、高床母猪分娩欄架等設計，截取其優點

再去其缺點，期間都是由池雙慶負責和建築師聯絡和討論，雙方花費至少一年

的時間，整個設計圖才告定案，1980 年起（民 69）開始興建工作。 
國家核心種猪場當時分為南北兩場，北場設在竹南的臺灣養猪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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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改為動物科學研究所） ，南場位於臺南新化的臺灣省畜產試驗所，場

長分別為齊崇善和高瑞娟。 
「所以選擇要蓋南北兩場，主要基於當時客觀環境的需要，若設在猪科

所，畜試所不同意，因為中下游繁殖戶很多都在中南部，種猪供應體系也是畜

試所負責，但如果蓋在南部，農復會主委李崇道也不同意，加上全臺都有優良

種猪的需求，我腦筋一動，決定設兩場，還可讓南北場競爭」。 
不只兩個核心種猪場之間相互競爭，每個核心猪場裡也設計成兩排，每排

各 8 棟完全一樣的猪舍，各由一個組長來領導，「這樣場內也可以比賽，相互

觀摩、競爭來提高績效，我的設計是環環相扣的，而且要求他們絕對不可以馬

虎」。 
每排 8 棟猪舍裡，最裡面的是母猪懷孕舍、再來依序是分娩舍、保育舍、

生長舍、檢定舍，「兩排都是對稱的」，池雙慶還委請臺糖公司的種畜場專家，

撰寫詳細的猪場作業操作規範，供南北兩場的工作人員依照這些規範（相當於

現在 ISO 制度）來管理猪場的猪隻。     
「這些猪舍並非一下子全部蓋好，等蓋了幾棟後，我就要求先從檢定站買

公猪，慢慢累積數量」，當然還要有母猪。 
 

國家核心種猪場種猪來源 
為了取得優良的母猪，池雙慶在 1982 年（民 71）及 1983 年（民 72）要

求檢定站先停止兩期公猪檢定工作，「將這兩期開放檢定白色純種母猪（L、
Y）還有杜洛克（D）母猪三個品種，並舉辦民間種猪場的母猪評鑑，讓他們

送好的母猪來，也就是說，從一開始，核心種猪場的基礎種猪群，全都是從檢

定站挑選最優前 2％的公猪和最優 25％的母猪」。 
以南場為例，1983 年（民 72）6 月起有一排已蓋好，就先從 50 頭母猪開

始經營，飼養 L、Y、D 三個品種，一方面繼續蓋猪舍，同時補充猪源，「到

了 1984 年（民 73）、1985 年（民 74），逐漸進入正式運作，1986 年（民 75）
滿場時，約有白色母猪各 150 頭（L、Y），杜洛克母猪 100 頭，總共 400 頭

母猪， 一般猪場是以母猪乘 10 計算其規模，因此每個核心種猪場大約是 4000
頭的規模」。 

「核心種猪場裡的母猪生個兩、三胎後就淘汰了，生的仔代就在場內進行

檢定，好的就留種，剛開始只買了不到 200 頭母猪，再慢慢進行場內繁殖」，

1984 年（民 73）起除了種公猪可以從中央檢定站標購性能優良者外，其他都

是選留自場內檢定性能優良的種公、母猪，不再從外場引進，只有南北場彼此

作不定期的種猪交流。 
核心種猪場的種猪從一開始就設定不從國外進口，而是由國內自行改良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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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當時也有人建議從國外進口，我說不行，這是我的原則，目的是要建立

全國的種猪示範育種場，希望透過國家核心種猪場的飼養管理、育種及保健等

經營模式，讓外界知道，好的種猪不必仰賴進口，國內就可以做」。 
 

種猪供應系統正式上路 
國家核心種猪場成立後，臺灣整套猪種改良和種猪供應體系也正式運作，

核心種猪場將場內挑選出來的仔公猪，和評定特等甲等的民營種畜場挑選出來

的仔公猪，都送到中央檢定站去檢定，再從其中標購最優的 2％公猪回到場

內，與場內母猪交配繁殖。 
核心種猪場再將場內培育出來的仔猪透過場內檢定，挑選出合格的猪隻留

作種用，不合格的就淘汰作為肉猪。由於核心種猪場只供應純種猪，因此這些

種猪除了一部分留在場內繼續培育外，其餘則供應給中下游的猪場作種進行繁

殖。 
在公營體系方面，核心種猪場將其中的特級公猪、母猪交由畜試所純種猪

繁殖所擴大繁殖純種猪；另外將特級公猪與甲級母猪交由畜試所位於高雄、臺

東、花蓮、彰化、苗栗等地的種畜繁殖場，生產「單雜交女猪」，同時將特級

公猪精液作人工授精。 
民間體系方面，則是由核心種猪場將特、甲級公猪、母猪，提供給特約二

品戶繁殖場進行雜交，再由二品戶提供單雜交女猪予三品戶生產出優良肉仔

猪，再提供一般養猪戶飼養。 
所以要有這套種猪供應體系，是因為核心種猪場規模有限，後續的繁殖必

須交由繁殖場和二品戶去做。在二品戶要求下，政府也在 1983 年（民 72）開

始推動二品女猪檢定，讓下游養猪戶能分辨女猪的好壞，而願意去購買二品戶

和三品戶生產出來的肉仔猪。 
核心種猪場 1984 年（民 73）全面推動上路後，原本兼任農發會技正的池

雙慶離開臺灣大學的教職，接任畜試所所長，「主要原因是要親自督導自己一

手創立的核心種猪場的運作」。 
南北核心種猪場也從當年起，每期都選送 25 公斤左右的小公猪參加中央

檢定站的公猪性能檢定，與民間種猪場的公猪公平競賽，測試國家核心種猪場

的種猪水準，「評鑑結果每年至少有二個品種得特等，另一個品種即使沒有特

等也至少是甲等，代表這個設計是完全成功的，當然這首要歸功於南北兩個女

場長及其伙伴的努力」。 
根據池雙慶的規劃，國家核心種猪場主要有三大任務：一是選育適合臺灣

地區環境氣候的猪種，增加瘦肉率和提高飼料效率，以符合生產者與消費者的

需求。二是以其企業化經營的作業方式，提供一般猪場生產技術改進的參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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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三是配合政府建立種猪供應體系，協助小農在分段專業化養猪制度下，生

產出有效率的三品種雜交肉猪，讓小農養猪戶與企業養猪場得以均衡發展。  
果然，這套體系啟動後，國內養猪產業快速發展，加上年 1982 年（民 71）

後日本重要猪肉進口國丹麥爆發口蹄疫，臺灣改良後的高品質猪肉迅速攻占丹

麥原本在日本的市場，養猪產業進入「黃金時代」，直到 1997 年（民 86）3
月爆發口蹄疫前，每年外銷日本猪肉高達約 500 億元臺幣。 

 
臺灣猪種改良成功的關鍵 

據池雙慶分析，臺灣猪種改良十分成功的關鍵在於： 
一、限制只有世界四大品種猪隻能在臺灣飼養，而由核心種猪場推荐生產

的三品種雜交肉猪，讓肉猪生產效率提高、上市體重整齊且屠體品質

好，瘦肉率高，符合消費者需要。 
二、檢定、登錄、評鑑、核心種猪場環環相扣，而以政府力量設立國家核

心種猪場更是全世界養猪產業的創舉和創意，不僅成為民間種猪場的

示範育種猪場，而且能夠把民間最好的種猪集中在一起，快速繁殖大

量優質種公母猪，供農戶使用，也把核心種猪場與肉猪場的猪隻品質

差距降到最小，嘉惠農民，這也是世界各國做不到的事情。 
 

功成身退、民間接棒   
核心種猪場從 1986 年（民 75）起達到滿場規模，民間種猪場也如雨後春

筍般冒出，「核心種猪場從一開始就設定為示範猪場，目的是要告訴民間種猪

場怎麼樣作育種，也就是規規矩矩的做好檢定和選拔兩項工作，加上完善的管

理，就可以成為特等和甲等種猪場」。 
眼見民間種猪場已經茁壯，核心種猪場不能與民間業者長期競爭，以免打

擊他們育種改良猪種的意願，1992 年（民 81）南場率先吹熄燈號，北場稍後

也告結束，扶持臺灣養猪業 10 年的國家核心種猪場，完成階段性任務後，在

掌聲中走入了歷史。 
 

（本文出於種猪產業60年記事實錄，由前農委會參事池雙慶口述歷史，資深記者崔慈悌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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