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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成果 

 

一、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站之誕生 

種原資訊傳播是社會大眾共同參與種原保存與利用的雙向溝通管道，畜產種原消長

是整體環境變遷的縮影，而種原純度更是自然天擇和人為利用間交互作用下的產物指

標。本地品種的經濟特性直接影響到其飼養繁殖方式和族群分散度，若因有外來品種的

生產效率考量時，常會造成本地品種的大量滅絕，此發生在畜產業更是國際性問題，就

以台灣養猪業為例，目前本地品種桃園猪與蘭嶼猪均屬瀕臨絕種的家畜。為何我們對這

些本地家畜禽品種要加以保存呢？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補助台灣省畜產試驗所自

1987 年 7 月 1 日起執行「畜產種原庫」國家級計畫六年(1987~1993)，其整體目標是庫存

我國現存畜產珍貴資源。 

「畜產種原庫」六年的執行成果共計保有桃園猪、蘭嶼猪、黃牛、水牛、黑山羊、

土雞、褐色菜鴨、黑色番鴨、華鵝、梅花鹿和水鹿等台灣特有的品種，並且保存了特定

特性選育的李宋猪和白色菜鴨品系。保種場不僅能以小族群繁殖方式來系列性記錄外觀

特徵、生活習性、經濟性狀、生理遺傳值和雜交選育過程外，並進行生殖細胞冷凍保存

工 作 和 動 物 回 流 民 間 復 育 工 作 。 並 特 別 建 立 台 灣 畜 產 種 原 資 訊 網 站 

www.angrin.tlri.gov.tw 把保種資料專輯、海報、幻燈片，以及錄製大眾教育推廣用錄影



帶等種原資訊彙編上網。「世代香火傳」錄影帶專輯之錄製，尤著重於探討家畜禽在台灣

人的生活語言、民俗風情、藝術創作、歷史典故等等人文思想的地位，藉此評估台灣畜

產種原庫設立的歷史使命。上網資料以圖片為主，文字為輔的創站準則，並有英文網頁

來與國際接軌，介紹台灣的種原資訊。 

二、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站之種猪資訊服務 

有鑑於畜產種原是國家自然資源的一部份，先民遺留後代的畜產文化資產，讓網站

成為民間產業社團的種畜禽資料共享體系逐漸成型。在 1993 年間，農委會因推動種猪緊

迫基因檢測業務計畫，種猪生產業者及購買人均需及時資訊來有效地選留個體，對種猪

系譜的應用很迫切，因此把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站的資料處理系統擴大，並建構滾筒式

資料查詢程式，先讓自 1975 年來的種猪血統登錄資料由個人電腦備份到網站，並讓種猪

血統登錄資料上網，使每人隨時隨地皆可查詢種猪系譜。因此於 1996 年開始自行撰寫程

式及網頁，發展「網路養猪」資訊系統，諸如登錄頭數、送檢頭數、送檢場介紹、檢定

猪親代性能的跨期別共同評估育種價等等，逐步凝聚共識，共同推動猪種改良與促進養

猪事業發展。不僅有助於社會大眾瞭解畜產種原近況和應採取的選育步驟，且可讓種畜

場進行資訊交流工作，共同為畜產種原選育做更合理地規劃。網路養猪計畫也從 1998 年

開始在農委會朱技正慶誠大力支持下開始規劃細部，包括要有教育性質的網路養會議之

召開，也要陸續藉著網路養猪會議整合各項養猪資訊，介紹予養猪農友，也期望各位農

友對逐項討論議題踴躍參與，並提供寶貴意見。 

網路養猪會議於 2000 年 1 月 28 日第一次召開，從頭讓種猪場如何上網查種猪系譜、

檢定成績、照片等開始，並教育養猪業界學習上網及建立自己的資料庫，了解網路養猪

的優勢有六：(1)網路資訊是 24 小時隨時可查詢，是各行各業均可看到的資訊，是世界各

國人士均可隨時隨地可看到的資訊。(2)網路資訊讓您的種猪圖片、資訊和推廣資料跟著

您，您在任何有網路的村里辦公室就可展示給您的客戶和親朋好友的方法。(3)網路資訊

可替我猪場的優良種猪身價(育種價)按繁殖性狀、生長性狀、肉質性狀和體格性狀逐一標

示價差(比全台的平均多多少錢)。並進而跟其他種猪場的優良種猪合八字，使仔猪更能係

出名門。(4)網路資訊可替我猪場的新生仔猪算命(估計育種價)，預估會長多少肉、生多

少小猪或耐用多久! (5)網路資訊可替我猪場的優良種猪追縱其子孫在台灣或其他國家的

分布和受到的歡迎狀況。(6)網路資訊可讓我的優良種猪成為台灣種猪 DNA 貯存庫(猪基

選)的一份子，揚名國際。網路養猪第一次會議說明『檢定公猪期別查詢』與『網路養猪

策略聯盟』兩個動態網頁，業者可以透過網際網路瞭解送檢猪隻的最新現況，並可同時



查詢過去送檢猪隻之相關資訊。並介紹種公猪的外型照片已上網一年，以及把同一系譜

的猪隻照片製成網頁供檢索。 

網路養猪會議於 2007 年 4 月 27 日辦理第 21 次會議，自網路養猪「登錄公猪後裔拍

賣價累計排行榜」資料庫，依出生年列出種猪場在養種公猪名冊，分送各種猪場。各種

猪場依在養種公猪總檢測量表所列的在養種公猪進行核對，完成檢測項目。並討論四大

品種體型審查項目之得分及加權係數調整，以及建議種猪協會於 2007 年 6 月 6 日拍賣會

開始採用體重背脂指數於同期同品種同性別的體型比賽猪，並考量製作 L、Y、D 公猪組

指數第一名獎章，標示期別及品種。基因登錄公猪頭數及其後代基因型受檢情形統計表

亦可查閱。 

三、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站之乳牛泌乳性能查詢 

乳牛群參加乳量乳質檢測有助於提昇牧場經營效率。應用 www.angrin.tlri.gov.tw 網

路資訊化以來，自 2001 至 2005 年間平均每戶每月有 65、70、73、74、70 頭泌乳牛參加

乳測。每頭每日產乳量從 2001 年的 21.46kg(176819 頭次/287 戶)、增為 2002 年的

21.77kg(220193 頭次/315 戶)、2003 年的 22.02kg(243053 頭次/348 戶)、2004 年的

22.17kg(248822 頭次/345 戶)、2005 年的 22.76kg(229119 頭次/327 戶)，這五年來，每頭

日產乳量平均已增加 1.3 公斤，年度改進速率有 1.51%(6.06%/4 年)。2005 年每戶測乳月

次首度達到 10.0 月次平均，顯示測乳戶對牛隻的每月乳量乳質的重視提高，間接地說明

測乳流程及服務效率受到酪農的肯定。 

乳質的改進是生乳計價所需，因此乳質要角─體細胞數(萬/ml)要降低，使總乳等級到

A 級乳，在 2005 年體細胞數(萬/ml)為 29.72，達成目標。酪農對每月的高體細胞數牛顯

然已依檢測報表進行管理，因此酪農參加乳牛群乳量乳質檢測，有助於提昇其牧場的經

營效率。無脂固形物含量的提高將是未來要努力的項目。根據上述測乳資訊，牛群的乳

量及乳質可逐年同步改進。酪農參加乳牛群乳量乳質檢測有什麼好處？從乳量、乳質鑑

定日糧平衡性及遺傳表現。提升牛群整齊度，擇優汰劣，體型逐年一致。提升牛乳品質

增加收益，乳量提升並篩檢體細胞數，決定繳乳量。參加乳牛群乳量乳質檢測所付費用

和所獲回饋利益比例為 1：20，其結果空胎期減少，配種效率提高，體細胞減少，乳量增

加，所得增加。故籲請酪農朋友多參加，洽請中華民國乳業協會辦理，測定後裔性狀，

瞭解個別牛親代遺傳性能，作為血統登錄之依據。 

高乳量乳質戶的戶數增加情況分析，有利於輔導養牛戶轉型為種牛戶，讓每年育成

的仔牛能實質地進行矯正配種效益分析，提高牛隻的使用年限，降低生產成本，提高單



位面積的生產力。具有 22kg 以上的高乳量戶數上，該戶總乳中每毫升體細胞數少於 30

萬個的戶數，稱為高乳量乳質戶。高乳量乳質戶自 2001 年的 35 戶(116 高乳量戶的

30.1%)，增加至 2002 年的 41 戶(136 戶的 30.1%)、2003 年的 63 戶(161 戶的 39.1%)、2004

年的 79 戶(164 戶的 48.1%)、2005 年的 72 戶(176 戶的 40.9%)，乳量及乳質並重的高乳量

乳質戶戶數增加 2.1 倍(72 戶/35 戶)。當以上述乳量及乳質並重的戶來看，日產乳量在 2001

至 2005 年分別有 24.15+1.68、24.58+1.75、24.41+1.73、24.41+1.81、24.87+2.24kg；體細

胞數分別為 21.05+4.09、21.92+3.88、21.02+4.00、20.54+3.80、19.67+5.40 萬個/mL；固

形物含量有 12.28+0.36、12.38+0.26、12.39+0.26、12.45+0.29、12.47+0.28%；乳蛋白質

與脂肪比(P/F ratio)有 0.89+0.07、0.88+0.06、0.87+0.05、0.87+0.06、0.89+0.05。乳質的體

細胞數減少量及固形物含量增加率在五年來，年度改進速率分別有 1.63%及 0.38%。再依

每戶年度最高的日產乳量分析，2001 至 2005 年最高日乳量平均分別有 46.57+5.25、

47.26+5.37、47.63+5.00、46.92+4.85、47.36+5.68kg，暗示乳量及乳質並重的牛隻泌乳高

峰在 47kg。在 2005 年的乳量及乳質並重的 72 戶優質戶，其乳脂肪含量平均為

3.73+0.23%、蛋白質含量平均為 3.24+0.07%及乳糖含量平均為 4.80+0.05%。在 2005 年優

質戶中的許慶良牧場有最高日產乳量有 32.28kg、體細胞數為 18.95 萬個/mL、固形物含

量有 12.66%。 

乳牛 DHI 計畫追蹤 305-2X-ME 乳量超過一萬公斤以上的乳牛頭數，因其乳量有 10

公噸以上，10 公噸的英文是 「Ten Tons」，我們稱這種乳牛為「天噸乳牛(Ten Tons)」。

自從 2001 年的年初一參加測乳的乳牛頭數至 2007 年八月上旬，累計有 106,789 頭。每頭

牛有五次以上的乳量估算，就計算該頭牛的 305-2X-ME 乳量，超過 10,000 公斤的天噸乳

牛進行高乳量牛排名，在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 www.angrin.tlri.gov.tw 的牛目錄網頁，DHI

子目錄─高乳量牛排行榜查詢天噸乳牛隻名冊，因此，透過網際網路隨時可追查該天噸乳

牛是否仍然參加測乳。2007 年仍在測乳的天噸乳牛頭數有 1,046 頭(分散在 137 戶)，1,046

頭天噸乳牛今年可供應 11,205 公噸，約為 2007 年畜牧生產目標會議總收乳量目標

319,000 公噸的 3.5%。擁有 10 頭以上天噸乳牛的戶數有 39 戶，就有 750 頭，佔其中的

71%。如何把他們 39 戶的養牛經驗分享給其他戶？是 DHI 參加戶的學習榜樣，更進一步

可供其他養牛戶，尤其是未參加 DHI 的養牛戶，區分並了解改進牛群經營方式的指標。 

四、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站之養羊資訊彙報 

養羊場的年收入常因羊乳價格及羊肉價格的變動，而無法立即調整經營方式及規

模。自古以來羊即是人類重要的家畜，羊毛皮禦寒、羊肉味美與羊乳滋補，因此不論是



祭孔大典或者是地方的大拜拜，羊都是人們用來呈獻給神明的貴重牲禮。人文上，『羊』

字又與『祥』字音相近形相似，很多的字、畫、雕刻、器皿，都以羊來呈現『吉祥如意』

的意涵。而仔羊跪著吸吮母乳的動物行為－『跪乳羔羊』，也常被宗教道德家用來教育

『孝道』的實踐。然而長遠以來，人們並不細分羊到底是綿羊(sheep)還是山羊(goat)。台

灣最常見的羊是以肉或乳為主的家山羊，分類學上它和台灣高山上野生種的台灣長鬃山

羊(台灣羚羊)或產毛用綿羊是分隸不同的屬(Genus)，染色體的數目在綿羊是 27 對染色體

與山羊的 30 對染色體不同，在自然環境下，綿羊(sheep)與山羊(goat)無法自行雜交繁衍

生育雜交後代。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FAO)的 2000 年家畜禽品種目錄，山羊的品種很

多，多達 587 個品種，其中有 17 個品種已絕種。綿羊的品種更多達 1495 個品種，其中

有 181 個品種已絕種。山羊為耐寒旱、耐粗食、體健、溫馴、較少環境污染問題且易於

飼養管理之中型草食家畜，以產乳量與體重之比率和乳牛比較，其生產效率並不輸乳牛，

因此羊隻為重要之產業。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2006 年「肉羊經濟性狀遺傳基因應用計畫」，委託中

華民國養羊協會抽檢國內 35家養羊場(分別有 22家乳用羊場及 13家肉用羊場)，計有 1839

隻羊的血液樣本，本所恒春分所與台東種畜繁殖場山羊寄送 1045 隻羊的血液樣本，合計

2884 隻羊進行 G6S 基因檢測。以及花蓮種畜繁殖場山羊自行檢測 30 頭黑山羊 G6S 基因

型。總計 2914 頭羊隻。G6S 雜合型基因頻率在努比亞山羊 10.8%(130/1209)、台灣黑山

羊 7.8%(10/129)、阿爾拜因山羊 2.0(20/991)、波爾山羊 1.4%(2/139)、努比亞雜交山羊

1.4(1/73)、撒能山羊 0.8%(2/245)，而吐根堡山羊(51)、賴滿嬌山羊(39)、阿爾拜因雜交山

羊(18)、波爾雜交山羊(18)及黑肚綿羊(2)等之 G6S 雜合型基因頻率為零。而 G6S 基因型

為有病型的個體共有 6 頭，皆為努比亞山羊。山羊生長遲緩(G6S 黏多醣症)基因型檢測表

示，正常型為 TG、雜合子型為 CG、有病型為 G6S，此表示方法易造成混淆，依宋教授

建議比照種猪緊迫基因型使用 AA、AB、BB，使養羊業界易於分辨了解，亦容易推廣其

配種組合(AA 配 AA、AB 配 AA，少採 AB 配 AB)於各養羊戶。因此，羊生長遲緩基因

之正常型改為 AA、雜合型為 AB、有病型為 BB。畜試所於 2007/04/26 召開種羊基因選

種研商會議，中華民國養羊協會代表養羊業者表示願意配合種羊基因檢測，各養羊場預

定先從種公羊開始篩檢，惟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是否編列台灣種羊群性能提升輔導計

畫，鼓勵養羊戶購買 G6S-AA 正常型種羊及淘汰 AB 雜合型種羊，亦鼓勵養羊場積極參

加血統登錄及基因篩檢工作。 

中央畜產會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指定為種羊登錄之辦理機構，所登錄品種有阿爾拜



因(Alpine)、努比亞(Nubian)、撒能(Saanen)、吐根堡(Toggenburg)、波爾(Boer)等五大品種。

種羊登錄計有 2815 頭血統登錄種羊，包括 1258 頭阿爾拜因、375 頭撒能、104 頭吐根堡、

790 頭努比亞、288 頭波爾，分散於 10 個地區的 17 家養羊場。為有效及快速提升國內種

羊品質，進行血統登錄之種公羊要先配合 G6S 基因篩檢，並將基因檢測型蓋印在種羊血

統登錄證書上。截至 2007/04/26 止，全國種羊登錄累計頭數已達 2900 餘頭，於 2007 年

底預計總共有 4000 頭完成登錄，故 2007 年需登錄 1000 餘頭，鼓勵國內養羊業者協助配

合達成此一目標。 

五、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站之土雞性能評估 

畜產試驗所於 1997 年命名登記的畜試土雞 L7、L9、L11 及 L12 等四個近親品系，

供作商業土雞生產之種原。單冠、體健、挺拔，具黃棕色羽毛，達 16 週齡體重約 1.5 公

斤，屠體脂肪率低、肉質鮮美、抗病力強且好養的雞種。為因應禽流感而採取的降低風

險管理辦法，就是於 2004 年開始進行畜試土雞分散種原工作，作異地活體保種，將飼養

在台南縣新化鎮畜產試驗所總所產業組的育種族群 L7、L9、L11 及 L12 等四個近親品系

之種蛋 998 個，送往屏東縣內埔鄉畜試所高雄種畜繁殖場進行孵化，合計孵出 465 隻小

雞。小雞育成後，於雞隻 17 週齡時，選留具品種特徵之種原作為原原種，選留數目為每

個品系各選公雞 10 隻母雞 40 隻，並於 26 週齡時進行人工授精配種三週，進行下一世代

之繁殖。 

在 2007 年已有第四代小雞育成，畜試土雞原原種異地繁殖三代成功。繁殖三個世代

的 L7、L9、L11 及 L12 等四個品系，40 週齡體重為 1.8~2.0 公斤，40 週齡產蛋數平均有

82 個，蛋重有 48 公克。土雞品種中產蛋數高的品系，適合生產洗選蛋，供給高價位的消

費客群，因此，畜試土雞原原種已異地繁殖三代成功，分散風險之保種功能達成，也為

其他品種品系提供一套少量母族群繁殖方式，有利於台灣土雞產業地方雞種的種原發展

及未來發展具本土特色之多元化畜產品，諸如有肉用土雞品種及鮮蛋生產用土雞品系

等。土雞種蛋場最想要清除的雛白痢，畜試土雞原原種異地繁殖也採用雛白痢血清學檢

測方法，淘汰有雛白痢抗體陽性反應的種雞，第四代畜試土雞 L7、L9、L11 及 L12 品系

之陽性率均為 0.0%。雛白痢陰性的畜試土雞原原種培育成功，可供業界引種用。 

有色種雞分類品種依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產業現況，包括畜試土雞、紅羽土雞、黑羽

土雞、鬥雞、裸頸雞及烏骨雞等六大品種，分別以 T、R、B、F、N、S 為該品種

代稱。種雞群代號則以飼養場所郵遞區號三碼，作為種雞群的族群代號。例如郵遞區號

712 代表台南新化。鑑於台灣土雞品種分歧，可藉基因選種步驟進行純化及建立土雞基因



資料庫。種雞定義為有繁殖能力的種雞，種公雞指已有後代小雞孵化出的；種母雞指已

有後代小雞孵化出的。為提昇種雞場各品種品系的遺傳穩定度，每隻血統登錄種雞的左

右側站立彩色照片等資料上網於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 www.angrin.tlri.gov.tw 的雞目錄

頁，供業界推廣種雞及查詢系譜。協助民間種雞場進行土雞染色體第 2、3、5、Z 號之

PRL、ESR、HSP70、PRLR 等基因檢測，應用基因檢測來強化品系純化及種原固定工作，

進一步建構一套國家級的土雞基因選種體系。種雞場於本所指定日期全力配合基因檢測

員，拍攝每一品種的 10 隻種公雞和 40 隻種母雞之左右側站立彩色照片，並記錄雞隻體

重和抽取 2 毫升的翅靜脈血。翅靜脈血保存於冰冷盒中攜回本所遺傳育種組實驗室，萃

取核酸後進行基因檢測及基因條碼上網。種雞場如有同一品種多品系分群狀況，可分別

檢測每一品系 10 隻種公雞和 40 隻種母雞。 

畜試土雞 L9 品系(40 週齡產蛋數平均=56 個)與來亨蛋雞 P 品系(40 週齡產蛋數平均

=100 個)之正反雜交。公土雞配母來亨所生 9P-F1 代之 40 週齡產蛋數平均為 87 個，之後

自交的 9P-F2 代(土來亨蛋雞)之產蛋數平均為 72 個。公來亨配母土雞所生 P 9-F1 代之 40

週齡產蛋數平均為 98 個，之後自交的 P 9-F2 代(來亨土雞品系九)之產蛋數平均為 84 個。

兩個新品系種母雞選留性狀為 40 週齡產蛋數 100 個以上，而種公雞 2-3-5-Z 之

PRL-ESR-HSP70-PRLR 基因型為純合型，預計每品系選 3 公 12 母進行高蛋數基因分離、

定位及定序試驗。 

六、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站之基因選種價值 

畜試所的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站 www.angrin.tlri.gov.tw 協助台灣種畜禽產業應用網

路進行選種工作，網站收錄中央畜產會種猪登錄資料、南北兩個檢定站種猪性能成績、

種猪協會種猪體型比賽成績、乳業協會乳牛泌乳性能資料、種猪拍賣價格及種畜基因檢

測結果。網站年增 5,000 頭種猪數位資料，直接影響到種猪年產值達 9.2 億元，間接協助

養猪產業降低生產成本達 36 億元。網站年增 220,000 筆乳牛群性能改良的乳量乳質分析

結果，應用於乳業協會 3,000 頭優質牛競賽與 1,000 頭天噸乳牛培育上，引導飼養戶進行

高價值種畜選種策略之調整，影響到種牛年產值有 1.7 億元。網站每年新增登錄資料、種

畜禽圖片、影音檔、雜誌書刊文件，供農民線上即時查詢種畜禽育種知識。網路養猪牛

的價值將進一步結合基因選種技術及基因條碼體系，為台灣種畜禽產業國際競爭力之提

升及新價值創發提供服務平台，讓種猪再度出口及種牛外銷東南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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