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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蘭嶼猪的發現與引種起始於 1975年台灣

大學畜牧系李登元與宋永義二位教授為尋找

在地小耳種猪，出動師生於全島搜尋，最後

才在外島蘭嶼發現數量與外觀性狀穩定之小

耳種猪群。這些小耳種猪特徵為耳小豎立、

體型較小、四肢細短、毛質短而黑、鼻吻略

為尖長，外觀與中國大陸華南型小耳猪甚為

相似，早年尚可見於本島的偏遠村落，卻因

社會與產業結構的變化，而於本島逐漸式微消失，反而保存在與外隔絕的蘭嶼島上。 

1970 年代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向當時的農業發展委員會（農委會前身）提出發

展醫學實驗研究用小型猪之建議，農業發展委員會因此擬定發展猪隻供作醫學研究之用

之工作目標，畜試所乃於 1979 年「中央加速農村建設補助計畫」項下之「迷你猪採種計

畫」開始規劃引種事宜。於 1980 年成功自蘭嶼引進小耳種蘭嶼猪 4 公 16 母，於隸下位

於台東縣卑南鄉的台東種畜繁殖場進行繁殖飼養，以確保種原延續與遺傳資源保存。鑑

於許多本土畜禽種原日趨瀕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987 年責成畜試所執行「畜產種原

庫之建立」計畫，將包括蘭嶼猪在內之多種本土畜禽列為保護對象，進行特性調查與小

族群保種。 

蘭嶼猪引種迄今可區分為以下之三個階段(表 1)。 

1. 引種階段 

台東種畜繁殖場於 1980 年自蘭嶼購入 4 公 16 母為基礎族群，放牧於岩土坡林地，

設自動飲水區和精料餵飼區。整個族群為一閉鎖圈養狀態，行逢機配種繁殖，母猪分娩

時自行以隱密坑洞或樹叢處為天然屏障，不提供人工哺育設施，飼養管理環境接近野生

狀態(圖 1)。 



 
 

2. 保種階段 

於 1987 年起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將之列為保種族群，自此成立以 15 公 45 母為逢機配

種的保種族群。在 1991 年 10 月起至 1993 年 9 月止為期兩年的產仔追蹤研究中，發現該

族群的產仔高峰在這兩年內均為冬季的 12 月，把懷孕期 114 天扣減後，其配種月份為正

處夏季的 8 月，顯示蘭嶼猪的繁殖旺季或產仔旺季必然是已適應外在環境所表現的結果，

亦即蘭嶼猪具有適應亞熱帶氣候的能力，平均每胎產下 5.6 頭活仔猪(李等，1994)。隨後

於 1993 年 10 月至 12 月間，在放養坡林地放置人工涵洞，供猪隻避風雨，產仔頭數增加

為 6.7 頭，仔猪八週齡的育成率有 82.3％ (陳等，1997)。 

這群逢機配種的蘭嶼猪保種畜群因長年圈養於台東種畜繁殖場之岩土坡林地，產生以下

之狀況與問題。 

(1) 該處坡林地因猪群長年的拱掘，已造成嚴重的植被與水土之破壞。 

(2) 放養面積頗大，猪群凶野矯健，常於年度防疫注射時自作業欄跳脫，並發生工作人員

遭攻擊受傷事件，造成防疫漏洞與人員安全問題。 

(3) 由於圈養區仳鄰野地，已造成少數個體逃脫至野外，亦有山猪侵入圈養區之情事發

生，恐造成保種畜群與野生動物間雜交與疫病傳染之疑慮。 

(4) 礙於管理人力有限與幾近半野放的飼養狀況，難以落實相關資料的收集。 

3. 系譜追蹤階段 

有鑑於此，2003 年間於畜舍內設置新的保種場地(圖

2)，將保種畜群遷入，以落實各項管理與解決上述問題。

配種方式亦由逢機配種改為指定配種，公猪排班輪換，使

每頭公猪均有機會繁殖後代，以及保種畜群系譜之建立與

追蹤。2005 年與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計劃合作，採

圖 1.半野放之逢機配種族群



用分子生物學方法，分析群內個體之遺傳差異與相對距離，亦將以此作為種原管理與應

用之參考，避免保種族群近親衰退，維護遺傳多樣性。 

 

表1. 蘭嶼猪保種品系之選育階段 

項       目 期    間 說               明 

引種背景 1979 農業發展委員會（農委會前身） 

發展科技方案中列有「發展猪隻供作醫學研

究之用」項目。 

種原來源 1980 自蘭嶼引進蘭嶼猪 4 公 16 母。 

國家種原族群 1987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將之列為保種族群 

種原保存 

(逢機配種) 

1980～2003 維持 15 公 45 母為逢機配種的保種族群，放

牧於岩土坡林地，飼養管理環境接近野生狀

態。 

系譜追蹤 

(指定配種)  

2003～2006  將保種畜群遷入新設置的保種場地，落實各

項管理工作，以及保種畜群系譜之建立與追

蹤。 

 

保種與選育應用 

近年來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議題廣受各界之認同，畜產種原亦面臨多樣性喪

失的問題，許多禽畜品種因沒有特出的經濟性能，如生長與繁殖性能，不符目前集約生

產、注重效益的生產模式，而逐漸淘汰消失。殊不知這些看似表現不佳的畜禽品系，可

能帶有其他特出的性能表現，若不加以妥善保存，這些珍貴的遺傳資源可能將自基因庫

中永遠消失。 

保種計畫之目的不僅要延續種原的生命，更要有效合宜的管理。保種的方法除傳統

的活體飼養繁殖外，尚有遺傳物質、體細胞、生殖細胞與胚的冷凍保存等方式。在繁殖

管理方面，與新品系育成採行的近親配種方式不同，保種畜群常採行逢機配種制度

(random mating system)，讓保種畜群能有更為多樣的遺傳組合延續下一代，藉以維持基

因的多樣性，減少基因漂流減損的現象。 



飼養於畜產試驗所台東種畜繁殖場的蘭嶼猪保種畜群，係於 1980 年自蘭嶼所引入的

4 公 16 母所衍續迄今，對於小族群長時間封閉繁衍可能導致近親衰退之疑慮，未曾進行

有效評估。因此台東種畜繁殖場乃於 2005 年與台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合作，利用分子生

物技術來探討蘭嶼猪族群內之親緣關係，分析族群間遺傳變異及遺傳距離等資料，藉以

具體呈現個體間遺傳差異的程度。分析結果將作為種原畜群管理之依據，以維持保種畜

群之遺傳多樣性。 

畜產試驗所在引入蘭嶼猪種原後，除確保種原的延續外，亦以其為基礎，進行小型

猪新品系之開發與近親品系之育成工作。企圖由單純的保種作為轉變為積極的開發利用

導向，尋求其市場利基(niche)，突顯其特點與價值，使之更容易存續下去。有鑑於此，

畜產試驗所為提昇種原多元化應用，乃進一步以蘭嶼猪為基礎種畜，分別育成具有花斑

外觀的花斑猪與棕白條紋相間的迷彩猪，並持續進行近親的選育與研究，期建立遺傳組

成穩定的小型猪品系，可供做醫學試驗研究用途，近親選育(inbreeding)之目的在於增加

動物基因純合度，降低個體間遺傳上之差異，所育成之近親品系方能符合現今生物科技

與生命科學對於實驗動物遺傳品質的要求，因為使用者不會希望實驗動物因個體間的差

異而影響實驗結果。 

這二種新育成的小型猪已於 2003 年 6 月間以「畜試花斑猪，Lanyu 100」與「畜試

迷彩猪，Lanyu 50」完成種原登記，成為我國正式之家畜品種，增進國家畜產種原之多

樣性(圖 3)。 

今年(2007 年)三月，蘭嶼猪的保種族群與經過基因型篩選之近親選育群亦以「蘭嶼

猪保種品系，Lanyu 200」與「蘭嶼猪 GPI-CRC-PGD 基因型純合品系，Lanyu 300」提出

命名申請，並可望於近期內通過，成為我國正式的畜產種原。 

 

 

 

 

 

 

 

 

 

圖 3.蘭嶼猪的衍生品種與品系 



蘭嶼猪隻調查 

蘭嶼位於台灣東南方海域，是台灣現存小型猪的發源地，引種迄今近三十年間，未

曾有針對島上猪隻現況之相關調查報告。在 2004 年與 2005 年數次前往蘭嶼進行田野調

查發現，猪隻飼養與傳統生活關係密切，代表著飼主的社經地位，島上猪隻超過千頭，

屬小戶飼養。蘭嶼達悟族相當珍視其特有的傳統文化資產，猪隻獻祭仍是傳統節慶儀式

中重要之一環。由於小耳種猪體型小，須耗費相當時日飼養，據瞭解早於二、三十年前，

當地住民注意到外界有大型洋猪品種時，便開始購入取代獻祭時全部或部分的小耳種猪

隻，少數飼主也試以大型洋猪雜交當地小耳種猪，以增大猪隻體型。由於外來猪種多年

來的斷續引入，導致現今少數個體在外觀形質上有程度不一的雜交特徵，這些差異見於

不應出現的白肩帶、紅棕與全白的毛色表現，過大與外開的耳朵，與粗大的鼻吻上(圖群

4)。雖然大多數的猪隻大體上仍維持小耳猪應有的樣貌，但在當地傳統的飼養與繁殖方

式下，猪隻能自由活動與逢機交配，外來種原的遺傳污染程度將有可能與時俱增。 

    
         白肩帶外觀(2005.2.24 紅頭)     紅棕色外觀(2005.2.24 東清) 

    
         白色外觀(2004.9.21 椰油)      耳變大外開(2004.9.21 野銀) 

    
         粗大骨架(2004.9.21 漁人)         耳鼻粗大(2004.9.21 野銀) 

圖群 4.蘭嶼地區雜交猪隻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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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研究人員 

研究項目 研究年別 研究人員 
蘭嶼猪引種繁殖 1980~1986 周才藝 

鍾博 
黃暉煌 
施義章 
曾晉郎 
李啟忠 
陳文誠 

供應實驗動物資料收集 1981～1996 周才藝 
池雙慶 
戴謙 
施義章 
曾晉郎 
李啟忠 
陳文誠 
吳明哲 
張秀鑾 

蘭嶼猪逢機配種 1986~2003 池雙慶 
戴謙 
王政騰 
曾晉郎 
黃政齊 
李啟忠 
陳文誠 
朱賢斌 
吳明哲 
張秀鑾 

蘭嶼猪指定配種 
（移入新保種區） 

2003～2006 王政騰 
陳坤照 
朱賢斌 
陳文誠 
吳明哲 
張秀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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