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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04 年世界自然保育聯盟（IUCN）在泰國曼谷的會議中公佈 2004 瀕危物種紅

皮書，該名單顯示目前每 8 種鳥類就有一種的鳥類、以及每 4 種哺乳動物就有一種哺乳

動物，其未來的生存堪慮。總計有 15,589 種物種面臨絕種危機，包括 1/3 的兩棲類物種

以及近半數的淡水龜。但是因為這份報告是以全世界已知的 1900 萬種生物中，不到 3%

的種類作為評估基礎，所以前述數字還算是低估了瀕危物種的總數。與 2003 年瀕危物種

紅皮書相比較，被列入瀕危的生物增加了 15,633 種。英國的研究人員為了保護瀕臨絕種

的動物，展開「冷凍方舟」(frozen ark) 計畫，他們打算採集數千到 1 萬種瀕臨絕種生物

的 DNA 樣本，凍存在攝氏零下 80 度的保存環境當中，想辦法挽救瀕臨絕種的動物。有

人認為這項計畫可以運用在生物複製科技上，讓牠們免於滅種的危機。科學家認為，未

來卅年，大約四分之一的已知哺乳類動物與十分之一的已知鳥類可能因氣候迅速變遷與

棲息地消失等原因而滅絕。部分科學家甚至將生物多樣性迅速消失的現象稱為「第六次

大滅絕」。 

生物遺傳多樣性之產生係因物種為適應生存環境演化而成，近年來因人類對畜產種

原的選擇性育種與經濟效益的考量下已造成了許多品種的滅絕，物種滅絕後將不再出

現，遺傳資源也跟著消失，故維護境內遺傳資源多樣性之重要性是眾所皆知。如何從「基

因」、「物種」及「生態系」等三大層面，加強本土生物資源保存、基礎調查、監測以及

復育岌岌可危的環境與物種，進而促進臺灣地區生物多樣性永續利用，並藉由教育宣導

落實全民參與生物多樣性，實為當務之急。畜產生物種原常被簡稱為畜產種原，也常被

誤認為僅有家畜與家禽有限的品種，其實畜產生物種原涵蓋甚廣；有動物、植物和微生

物，動物有家畜和家禽，植物是飼料作物，微生物涵蓋畜禽消化系統與糞尿堆肥發酵中

的微生物。聯合國農糧組織(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協助彙集 189 個

國家估計畜產動物(含哺乳動物與鳥類)約有 6,500 個品種，包括牛(cattles)、山羊(goats)、

綿羊(sheeps)、水牛(buffaloes)、犛牛(yaks)、猪(pigs)、馬(horses)、兔(rabbits)、雞(chickens)、



火雞(turkeys)、鴨(ducks)、鵝(geese)、鴿(pigeons)、甚至鴕鳥(ostriches)。不幸的是，在過

去的 100 年來已經有約 1,000 個品種在地球上消失，有 1,350 個品種面臨著滅絕的危機。 

臺灣的畜禽動物種原包括 17 個物種有猪、牛、水牛、山羊、綿羊、梅花鹿、水鹿、

馬、兔、雞、火雞、鴨、番鴨、鵝、黑天鵝、啞天鵝、鴕鳥等，共有 66 個品種品系，概

分本地種、外來種和新品種品系等三大類。本地種有 18 個品種，外來種有 36 個品種，

透過育種方法產生的新品種品系有 12 個品種(表 1)。 

 

表 1. 臺灣的畜禽動物種原(2007/07/20 製表) 

畜 
臺灣水牛、臺灣黃牛、臺灣黑山羊、臺灣褐色山羊、臺灣梅花鹿、臺灣水鹿、

桃園猪、蘭嶼猪 
本

地

種 禽 
峨眉土雞、花蓮土雞、竹崎土雞、金門土雞、內門土雞、信義土雞、褐色菜

鴨、黑色番鴨、褐色華鵝、白色華鵝 

畜 

荷蘭牛、聖達牛、布拉曼牛、夏洛利牛、安格斯牛、白面牛、努比亞山羊、

撒能山羊、阿爾拜因山羊、吐根堡山羊、波爾山羊、科利黛綿羊、多色特綿

羊、巴貝多綿羊、威爾斯小型馬、法拉貝拉迷你馬、紐西蘭白兔、雷克斯兔、

北京鴨、藍瑞斯猪、約克夏猪、杜洛克猪、漢布夏猪、盤克夏猪、梅山猪 

外

來

種 

禽 
蘆花雞、紐漢西雞、來亨雞、無鱗雞、絲羽烏骨雞、火雞、駝鳥、白羅曼鵝、

土魯斯鵝、澳洲黑天鵝、啞天鵝 

畜 李宋猪、畜試黑猪一號、畜試迷彩猪、畜試花斑猪 新

品

種

品

系

禽 
近親土雞品系七、近親土雞品系九、近親土雞品系十一、近親土雞品系十二、

宜蘭白鴨台畜一號、褐色菜鴨畜試一號、褐色菜鴨畜試二號、白色番鴨畜試

一號 

 

種原保存可分為活體保種與遺傳物質保存。活體保種必須維持相當規模據繁殖能力

的成熟個體，須有持續性的經費與飼養空間來維繫種原的繁衍，而遺傳物質保存則包括

生殖細胞(精子、卵子及胚)、組織、體細胞、細胞株、DNA 與基因庫的冷凍保存。DNA

庫則泛指以 DNA 型式所建立的保存單位，目前包括 DNA 與基因庫。那麼 DNA 是什麼

呢？簡單的說 DNA 是一種遺傳物質，每一個生命體均含有一套遺傳訊息來傳遞給後代，

此遺傳訊息是由許多個遺傳單位(即基因)所組成。基因的組成是核醣核苷酸(RNA)或去氧



核醣核苷酸(DNA)依照特定的次序排列而成。每一個體的每一個細胞均含有一套完全相

同的基因組成。所有細胞在細胞分裂前必需先複製一套 DNA，經分裂後將遺傳訊息傳遞

下去。DNA 複製時，DNA 雙螺旋鍊解開，由特定序列的核醣核酸作為起始的引子，此

引子會煉合到欲複製的 DNA 序列起始處，再由聚合酶將 DNA 組成的單元分子(核苷酸)

依對股(模板)的互補序列一個個的接上去，一個 DNA 分子即依此程序複製出來。DNA

聚合酶連鎖反應技術即應用此原理，在實驗室反覆的進行 DNA 的複製來大量增殖某一特

定 DNA 供進一步的分析研究用。畜禽 DNA 的種類可分為核內 DNA 與核外 DNA。核內

DNA 又稱染色體 DNA，一套來自父親，另一套來自母親；而遺傳核外 DNA 又稱胞器

DNA(一般多指粒線體 DNA)，則完全來自母親。核內 DNA 可由血液、精液、肌肉、肝

臟、乳樣、唾液、毛髮等所含有的細胞萃取出，而粒線體 DNA 主要可由肌肉、肝臟、血

液等樣品中萃取出。而基因庫建構依 DNA 來源不同，有 cDNA 基因庫與染色體基因庫 

(genomic libraries)兩種方法。cDNA 基因庫是以帶有合成蛋白質的完整信息的訊息 RNA 

(mRNA)，以反轉錄酶 (reverse transcriptase) 可逆向翻製成 DNA 分子，這種 DNA 稱為

cDNA (complementary DNA)；將 cDNA 植入載體後，送入微生物宿主中，即得 cDNA 庫。

但需注意，此種基因庫只代表正在表現中的基因，並不包括所有的基因。cDNA 可以表

現出蛋白質，並可以其專一性抗體來進行篩選。染色體基因庫 (genomic libraries)則是以

限制酶將染色體 DNA 切成不同片段，再將這些片段植入載體後，再送入宿主後回收這些

宿主所建構的基因庫，此基因庫可能含有所有的基因，包括正在表現的，與休眠中的基

因。通常使用噬菌體為載體，以便容納較大的 DNA 片段。DNA 庫的保存方式有超低溫

冷凍保存(-80℃以下)與真空乾燥保存等方式，一般多採用超低溫冷凍保存方式來進行畜

產種原 DNA 的保存。 

臺灣畜產種原動物經長期適應本土環境，具備了許多特性，如桃園猪的多產性與蘭

嶼猪的耐粗性、黃牛的耐熱性、水牛的抗外寄生蟲特性、山羊的多胎性、土雞的藾菢性

與優質肉特性、菜鴨的高產蛋性、鵝的耐粗性等，均可供作進一步改良外來品種經濟性

能的重要遺傳資源來源。目前國際上數個著名的畜產動物研究中心，如英國 Roslin 研究

所、法國國家農畜研究所(Institut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 INRA)、日本農

林水産省(Mission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Forestry and Fisheries, MAFF)及美國農業

部相關研究機構與大學均已陸續建立畜禽種原基因庫。此外，商業生技公司亦建立猪、

牛、羊與鷄之基因庫，可供選購。雖然基因庫是基因體研究之基礎，然而國內則尚未有

相關之機構進行有系統地建立各種畜產動物基因庫。畜產試驗所已於 2003~2006 年建構



1 個褐色菜鴨噬菌體基因庫、11 個畜禽科思秘(cosmid)基因庫、2 個荷蘭牛與褐色華鵝之

佛思秘(fosmid)基因庫及 4 個細菌人工染色體 (bacterial artificial chromosome, BAC) 基因

庫。11 個畜禽 cosmid 基因庫，包括 6 個猪隻 (桃園猪、藍瑞斯與蘭嶼猪公母各 1 個)、4

個雞隻(畜試土雞近親品系台畜一號品系 9 與品系 11 公雞與母雞各 1 個)及 1 個臺灣黑山

羊(母羊) cosmid 基因庫。4 個 BAC 基因庫包括桃園猪種公猪與種母猪及畜試土雞近親品

系台畜一號品系 9 種公雞與種母雞各 1 個。這些基因庫將可提供臺灣畜產基因體學的研

究用。此外，目前已進行臺灣臺灣畜禽動物種原包括猪、牛、水牛、山羊、綿羊、梅花

鹿、水鹿、兔、雞、鴨、番鴨、鵝、黑天鵝等 13 個物種 DNA 冷凍保存。 

畜禽種原基因為本土畜牧重要資源之一，其保存、調查、規劃與開發利用是畜產研

究的重要課題。值此農業結構轉型時機，畜牧業因品種的改進和企業經營模式的推廣，

已成臺灣農業之重要產業，期望各界人士認識本土家畜禽的生產特性與農民新的畜牧經

營理念，本土畜產種原品種具有耐熱性、耐粗性、抗病性、早熟性、多產性和特殊風味

性的特質。因此，加強研究這些種原特性及其新用途，配合農業觀光的拓展，並設法融

入現有的經濟生產體系，不僅可使我國成為亞熱帶畜產科技國，更確保我國固有的珍貴

基因資產。 
 
 
表 2. 臺灣畜產動物種原基因庫(2007/07/20 製表) 

物種 

Species 

品種品系 

Breed/Line 

λ噬菌體基因

庫 (λ phage

libraries) 

科思秘基因

庫 (cosmid

libraries) 

佛思秘基因

庫 (fosmid

libraries) 

細菌人工染色

體 基 因 庫

(BAC libraries)

桃園猪  1♂1♀  1♂1♀ 

蘭嶼猪  1♂1♀   猪 

藍瑞斯猪  1♂1♀   

牛 荷蘭牛   1♀  

山羊 臺灣黑山羊  1♀   

近親土雞品系九  1♂1♀  1♂1♀ 
雞 

近親土雞品系十一  1♂1♀   

鴨 褐色菜鴨 1♀    

鵝 褐色華鵝   1♀  

合計 1 11 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