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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成果 

建置於畜產試驗所的國家種畜禽育種資料庫系統，採每日透過光纖網路由臺灣畜產

種原中心備份至育種館的網路磁碟系統。結合遠端擷取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 DHI (Dairy 

Herd Improvement)資料庫定期與畜產試驗所遺傳育種組網路養牛資料庫連線，透過資料

庫與資料庫間的資料轉換程式直接線上批次傳輸每週至少備份一次；中央畜產會負責辦

理之種猪登錄資料庫每二個月郵寄備份光碟片至畜產試驗所遺傳育種組，透過轉檔程式

將種猪登錄資料庫備份光碟的最近新增資料逐筆整合至網路養猪資料庫內。國家種畜禽

育種資料庫系統有即時線上資料統計分析程式與定期(以季為期)評估種畜禽育種資料工

作，並將評估結果公佈於網站上，作為農民改良種畜之參考資訊。下年度將繼續蒐集家

禽育種相關文件，並依知識資料種類分類整理、校正及補充。再將已建檔知識資料文件

內容分類整理與建立電子檔案，並完成知識資料交換、排序、搜尋與重新輸出各式文件

或報表。此外知識資料庫將定期重建檢索，建立育種資料庫線上分析處理系統，將資料

即時傳送給使用者，提高育種資料之利用效率，奠定國家畜產動物育種基礎。 

一、台灣畜產種原鳴叫聲資料庫之建立 

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 www.angrin.tlri.gov.tw 收集各種不同生活行為聲音檔，建立台



灣畜產種原聲音資料庫，並比較物種間鳴叫聲音的崎異度。第一期作業共收錄雞、鴨、

牛、羊、馬與猪的不同成長期鳴叫聲音，製成 WAV 格式純聲音檔，並進行頻譜分析，及

提供網際網路線上下載。頻譜分析結果顯示，畜產種原鳴叫聲音具有豐富的多樣性，家

禽的間歇短持續性音波較家畜出現頻繁，幼禽畜主基音音頻(如北京仔鴨 3456Hz)較成禽

畜(如北京成鴨 1257Hz)高，而相近物種間亦存在極大的差異，如水牛常發出短而高的鳴

叫聲但乳牛則較常發出低而持續的長音。畜產動物鳴叫音的收錄除了可充實國家多元化

自然科學教材外，並可與其它設備結合(如錄音棒、發情偵測器、榨乳機械與仔畜人工哺

乳器等)，協助畜群生產管理器械研發與畜產噪音管控研究。 

二、種公猪性能檢定資料庫網際網路化之研究 

種猪場登錄猪的後裔公猪在位於台南新化的畜產試驗所檢定站進行生長性能檢定，

自 1989 年 9 月起至 1999 年 8 月止完成 40 期公猪檢定，計有 3796 頭公猪參檢，完檢率

為 82.8％。1989 年至 1995 年間檢定公猪之開檢體重為 30 公斤，而於 1996 年後因配合全

國性猪瘟撲滅計畫，而改為 40 公斤開檢，且均以 110 公斤為完檢體重。公猪檢定期間之

日增重、飼料效率及達 110 公斤體重的日齡和背脂厚度，以及依同期檢定平均計算離均

差而評估之種猪選拔指數，均逐項予以網際網路化。該資料庫可查詢每一期之任何完檢

猪資料，包括原場耳號、出生日期、同窩仔猪數、父畜登錄名號、母畜登錄名號、日增

重、飼料效率、背脂厚度、選拔指數、送檢場及緊迫基因型等。歷年來檢定公猪達 110

㎏體重之最小日齡在藍瑞斯、約克夏與杜洛克分別為 128 (199905 期)，134 (199609 期)

與 131 (199905 期)日齡。 

三、台灣種公牛系譜與遺傳檢測資料庫網際網路化之研究 

使用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自 1975 年起記錄的進口冷凍精液資訊為基礎，結合美國、

荷蘭、加拿大等國荷蘭牛協會提供的進口冷凍精液遺傳檢測資訊，與新竹分所 AI 公牛遺

傳檢測的資訊，逐步建立台灣公牛系譜與遺傳檢測資料庫，應用程式以 HTML 配合 Active 

Server Pages (ASP)方式開發，以 IE 5.0 為操作環境，配合微軟公司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7.0 資料庫軟體，以 VB Script 為主要開發語言，系統則建置於 PC SERVER 上，作業系

統使用Microsoft NT 4.0版本，網際網路服務環境採用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IIS) 4.0 版本，建置的進口冷凍精液系譜與遺傳檢測查詢系統在 www.angrin.tlri.gov.tw，

提供酪農戶能自網際網路由單一視窗以登錄號、NAAB 碼、精液碼與短名等進行查詢公

牛系譜與遺傳檢測資訊。 

四、台灣家畜禽育種知識資料庫整合 

國家家畜育種資料交換、整合、定期備份與分析，包括(一)訂定猪、牛、羊三個物種

的育種資料庫架構，有出生登記、性能檢定、種畜登錄、展示拍賣、基因登錄與解碼之

資料，提供不同資料庫間之交換協定或資料備份方式之依據。(二)整理已建置於台灣畜產

種原資訊網(www.angrin.tlri.gov.tw)內之畜禽育種相關文件、畜產相關期刊及雜誌等資

料，依其不同特性之知識資料種類分類整理，並完成文件物件化之初步架構與資料庫系

統分析等工作。(三)轉換中央畜產會提供登錄種猪基本資料至畜產種原資訊網站資料庫，

並與種猪資料庫相結合，同時建立了登錄種猪系譜資料，供種猪場與養猪農民線上即時

查詢。(四)DHI 乳牛檢測乳量乳質資料自畜試所新竹分所 DHI 資料庫備份至網站。 

臺灣畜禽資料庫分散於不同地區，分屬不同協會，不僅缺乏協調與整合，且不易與

研究發展相輔相成；如乳協 DHI(Dairy Herd Improvement)資料庫由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

代管，種猪登錄由中央畜產會負責辦理(期間曾由中華民國養猪協會主辦，國立台灣大學

畜產學系協辦，隨後由台灣區種猪發展基金會辦理)，而種猪性能檢定資料則分別由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及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原台灣養猪科學研究所)進行維護。此

外，如中華民國養羊協會亦積極籌建種羊資料庫，然而這些資料庫間除軟硬體不同外，

橫向間也缺乏整合聯繫與相互備分，往往數年後歷史資料就隨電腦系統更新而消失。雖

然各協會也漸重視知識資訊的收集，紛紛推出期刊雜誌或新知專輯分享會員，如酪農天

地、酪協、養羊一家親等等，但由於缺乏整合，不僅檢索不易，且在資料搜尋時，往往

事倍功半。自 1970 年代初期，畜產試驗所農復會(現農委會前身)補助下，開始應用電腦

協助家畜禽育種資料的收集整理，歷經王安電腦，IBM S34 與 IBM AS400 迷你電腦的更

替，資料的收集也由單一的育種場，擴展到彙整數個育種場與不同動物類別的資料，並

郵寄日常育種管理報表到不同縣市的種畜繁殖場。乳牛 DHI 牛群改良計劃，原由乳業發

展協會獨立運作，在歷經數次軟、硬體遷移、更新，目前則由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應用

MS NT 作業系統搭配 MS SQL Server 關聯式資料庫系統，協助測乳資料收集與處理。 

透過網際網路資料庫完成下列目標：(一)國家育種資料整合、分析與定期備份(二)國

家畜禽育種資料庫之交換與整合備分。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如下： 



(一) 國家育種資料整合、分析與定期備份 

1.國家畜禽育種資料庫之建立：由農委會委託計劃主持機關召集相關單位之育種資

料庫負責人員，訂定國家畜禽育種資料庫之架構內容與方式，並協調資料庫之定

期整合與備份方法。 

2.國家畜禽育種資料庫之交換與整合備分：透過資料庫間交換協定或資料備份方

式，依資料庫特性採即時、批次或定期資料更新，整合備分儲存猪、牛與羊育種

資料庫。 

3.國家育種資料定期分析：定期(以季為期)評估國家種畜育種資料，並將評估結果公

佈於網站上，作為農民改良種畜禽之參考資訊。 

(二) 育種知識資料庫籌畫與建立 

1.育種知識資料蒐集與整理：蒐集畜禽育種相關文件，並依知識資料種類分類整理、

校正及補充。 

2.知識資料文件物件化之建立與文件建檔：將已建檔知識資料文件內容透過樹狀結

構之分析，轉換成樹狀結構資料，並就已整理之未建檔資料，分工整理與建立電

子檔案。 

3.知識資料資料庫化：應用已轉換完成之樹狀結構資料建置可直接應用之資料庫，

俾便知識資料交換、排序、搜尋與重新輸出各式文件或報表。 

4.知識資料庫檢索與文件交換系統之規劃：完成資料庫檢索與文件交換系統之規

劃，俾供下一年度系統開發與程式撰寫計畫執行時之重要依據。 

五、台灣家畜禽育種知識資料庫應用 

完成並訂定猪、牛、羊三個物種的育種資料庫架構，包括出生登記、性能檢定、種

畜登錄、展示拍賣、基因登錄與解碼之資料，提供不同資料庫間之交換協定或資料備份

方式之依據。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代管之乳協 DHI(Dairy Herd Improvement)資料庫系統

定期與畜產試驗所遺傳育種組網路養牛資料庫系統，透過網際網路連線，並應用資料庫

與資料庫間的資料轉換服務與 SQL 資料庫程式語言撰寫資料庫的傳輸、轉換、整合與備

份(圖 1) 每週至少一次；中央畜產會負責辦理之種猪登錄資料庫每二個月郵寄備份光碟

片至畜產試驗所遺傳育種組，透過轉檔程式將種猪登錄資料庫備份光碟的最近新增資料

逐筆整合至網路養猪資料庫內，並做新增種猪登錄系譜資料完整性機制之檢驗(圖 2)。建

置於畜產試驗所臺灣畜產種原中心的國家種畜禽育種資料庫系統，則採每日透過光纖網

路進行異地備份至育種館的網路儲存設備(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整理已建置於畜產種原資訊網內之畜禽育種相關文件、畜產相關期刊及雜誌等資

料，依其不同特性之知識資料種類分類整理，並完成文件物件化之初步架構與資料庫系

統分析等工作，共計有 15 種專輯、9 種雜誌、20 種書刊及手冊、8 種法規、13 種會議資

料、6 種多媒體、27 種其他資料等 7 項分類(表 1)。應用整合完成的國家種畜禽育種資料

庫系統，繼續撰寫即時線上資料統計分析程式與定期(以季為期)評估種畜禽育種資料，並

將評估結果公佈於網站上，作為農民改良種畜禽之參考資訊。繼續蒐集畜禽育種相關文

件，並依知識資料種類分類整理、校正及補充。再將已建檔知識資料文件內容分類整理

與建立電子檔案，並完成知識資料交換、排序、搜尋與重新輸出各式文件或報表。此外

知識資料庫將定期重建檢索，建立育種資料庫線上分析處理系統，將資料即時傳送給使

用者，提高育種資料之利用效率，供畜產業永續發展利用，奠定國家畜產育種基礎。 

 

圖 1. DHI 資料庫的傳輸、轉換、整合與備份 

 



圖 2.新增種猪登錄系譜資料完整性機制 

圖 3. 種猪登錄系譜資料查詢 



圖 4. 種猪影像檔案資料 

圖 5. 登錄公猪產肉能力分析 



圖 6. DHI 所有牛隻測乳性狀檢測值 

 

 

表 1.畜產種原資訊網內畜禽育種相關知識資料分類與檔案格式表 

專輯 檔案格式 
畜產種原保存及利用手冊(1990)  htm txt  
Genetic Resources Information of Native and Poultry Breeds 
in Taiwan (1992) 

 htm txt  

家畜禽人工生殖技術(1992)  htm txt  
畜產種原保存研討會(1993)  htm txt  
畜產種原庫及基因交流(1993) doc htm txt  
猪育種策略研討會專輯(1995)  htm txt  
台灣保種畜禽圖譜 (1996) doc htm   
猪經濟性狀測定與品種改良 doc htm  pdf 
台灣省畜產試驗所四十週年所慶家畜禽遺傳育種研討會論

文集 
doc htm   

生殖細胞的冷凍(1999) doc htm   
畜試黑猪一號發表會專輯 doc htm   
Documents of the Workshop on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Farm Animal and Aquatic Genetic Resources(1998) 

 ht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genous Animals and Humans in 
APEC Region(2003) 

doc htm  pdf 



畜產生物品種資源(2004) doc htm  pdf 
乳牛遺傳疾病簡介 doc htm   
雜誌 檔案格式 
酪農天地雜誌(1~35)  htm   
酪農天地雜誌(36~62) doc htm   
酪協月刊(46~78) doc htm   
建酪知訊  htm   
羊協一家親(1~25)  htm   
羊協一家親(26~31)  htm txt  
現代養猪(目錄)  htm   
畜牧半月刊(目錄)  htm   
農牧旬刊(目錄)  htm   
中國畜牧(目錄)  htm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會刊  htm   
書刊及手冊 檔  案 
台灣黃牛保種簡介  htm   
如何降低牛群生乳體細胞數及生菌數  htm   
機械擠乳與乳房炎防治  htm   
乳牛與肉牛平衡日糧手冊  htm   
女牛的飼養與選育 doc htm txt  
乳牛場記錄的價值與應用  htm   
乳牛的飼養管理  htm   
犢牛之飼養與管理  htm   
泌乳牛的營養管理  htm   
乳牛體型評鑑及改良  htm   
荷蘭種乳牛鑑別手冊  htm   
荷蘭種乳牛登錄手冊  htm   
養羊場污染防治手冊  htm txt  
台灣山羊肉分切圖譜  htm txt jpg 
台灣乳用山羊種羊登錄輔導手冊(1998)  htm txt  
畜牧場登記與管理手冊（養羊產業）  htm   
臺灣商用土雞性能介紹 doc htm txt  
牧草種原 doc htm txt  
中華傳統獸醫學會會刊(第 1~8 卷)  htm   
荷蘭種乳牛登錄手冊  htm   
法規 檔案格式 
中華傳統獸醫學會章程  htm   
種猪登錄執行要點  htm   
二品女猪性能檢定規章  htm   
種猪性能檢定規章  htm   
二品種猪登記辦法  htm   
種猪登錄辦法  htm   
酪農協會章程  htm   



乳牛牧場評鑑作業辦法  htm   
會議資料 檔案格式 
網路養猪會議紀錄(1-15) doc htm   
猪育種策略研討會會議記錄 doc htm   
酪農網路天地會議記錄 doc htm   
乳牛牧場評鑑籌備會議會議紀錄  htm   
「九十三年第二次乳牛群性能改良委員會」暨「九十三年

度第一次荷蘭種乳牛登錄委員會」會議紀錄 
doc htm   

優質種牛展示拍賣會會議紀錄  htm   
中華民國乳業發展協會「第四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紀

錄 
 htm   

中華民國乳業發展協會「九十年第一次 DHI 工作檢討會」

紀錄 
 htm   

2004 年家禽產學技術交流座談會記錄  htm   
畜產種原登錄研討會 doc htm   
2004 年家禽產學技術交流座談會資料  htm   
猪育種策略研討會  htm   
基選猪的培育方案會議 doc htm   
多媒體 檔案格式 
畜產種原動物鳴叫資料庫  wav rm mp3
種原錄影帶(世代香火傳)  avi rm  
畜產種原資訊：台灣品種 ppt   pps 
全球種公牛英雄榜 ppt    
乳牛檢定站 ppt    
台灣黃牛叫聲  wav  mp3
其它 檔案格式 
種原圖卡  htm  jpg 
種原書籤  htm  jpg 
種原海報  htm  jpg 
種原滑鼠墊  htm  jpg 
網路養猪滑鼠墊  htm  jpg 
日據時代文獻 doc htm   
常用動物用藥品使用及停藥期彙編表  htm   
肉猪屠體部位肉分切規格  htm   
台灣黃牛保種簡介  htm   
台灣黃牛圖鑑  htm   
台灣水牛圖鑑  htm   
牛品種介紹  htm   
臺灣牛圖像  htm   
猪屠體檢定  htm  jpg 
基因選種：純種猪的產仔活頭數 doc  pdf  
猪隻育成及其肉質的基因選種技術 doc htm   
GGM 羊乳標章認證檢驗報告 doc htm   



台灣山羊肉分切圖譜  htm   
鴨品種介紹  htm   
鵝品種介紹  htm   
畜試土雞種原介紹  htm   
兔品種介紹  htm   
紐西蘭白兔產仔性能的夏季低落現象  htm   
紐西蘭白兔和雷克斯兔之 GPI 與 PGD 遺傳型頻率  htm   
應用第一與第二類型遺傳標記建構馬的基因圖譜  htm   
畜產試驗所迷你馬與小型馬  htm   
鹿品種介紹  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