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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成果 

一、前言 

台灣在 1960 年尚有水牛 318,162 頭，自 1961 年後，農業機械化日益普及，致水牛逐

漸喪失原有之役用功能，頭數減少速度加快，至 1982 年剩 47,113 頭，統計近 15 年來的

水牛頭數變化，每年平均以 10.3﹪的比例快速下降，至 2004 年更僅餘 4,101 頭（農業統

計年報，2005），各縣市頭數分布依序為：花蓮縣（1,336 頭，佔 32.6％）、屏東縣（1,167

頭，佔 28.5％）、台東縣（292 頭）、台北縣（252 頭）、高雄縣（219 頭）、台南縣（209

頭）及其他縣市。目前水牛主要供肉用，少部分供役用、休閒產業用途或農民零星飼養。 

為確保台灣水牛族群之生存及永續利用，建立有效之台灣水牛人工生殖復育技術已

刻不容緩。 

二、水牛物種介紹 

亞洲水牛原產於北印度草原，以印度為中心逐漸分散於歐、亞、非洲等地方，學名

為：Bubalus bubalis 。在分類學上歸類為：哺乳綱（class Mammalia）、有蹄亞綱（subclass 

Ungulate）、偶蹄目 (order Artiodactyla)、反芻亞目 (suborder Ruminatia)、牛科 (family 

Bovidae)、牛亞科（subfamily Bovinae）、牛屬(genus Bubalus)、牛種(species Bubalis)。 

Bubalina（亞洲水牛）分為三種，分別為（1） Bubalus depressicornis 又稱為 Anoa，

居住在印尼；（2）Bubalus mindorensis，居住在菲律賓；（3）Bubalus bubalis 為從印度野

生水牛 Bubalus arnee 衍生而來。亞洲水牛主要分為二種型態:沼澤型(Swamp type，2n＝

48)及河川型(River type，2n＝50)。沼澤型水牛分佈於東南亞、印度北部及澳洲，體型矮

胖較河川型水牛小，適合於多沼澤地區，成熟體重約 325～450 公斤，主供役用，亦可供

乳、肉用，可與河川型水牛雜交，所生之公牛有時會造成不孕，母牛則可正常繁殖；河

川型水牛分佈於南亞（印度、巴基斯坦、尼伯爾）、中東地區及地中海區域，角成捲曲狀，

較喜歡乾淨的水，成熟體重介於 450～1,000 公斤，主供乳用，亦可供肉、役用。台灣的

水牛屬於沼澤型。 

南亞洲河川型水牛共有 18 種，並進一步再區分成 5 個族群系統；而沼澤型水牛則沒



有再進一步區分，但分佈於亞洲各地的沼澤型水牛其特徵則有些許差異：如乳量、外型、

角型(horn shape)、顏色、脾氣、生長速率及產肉量等。泰國水牛體重平均為 450～500 公

斤，最重可達 1,000 公斤以上，而在寮國、緬甸水牛體型則較小，僅 300 公斤。 

就遺傳學觀點而言，水牛保有較完整獨特之性狀(unique characteristics)及生物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因為水牛與其它牛種雜交的情況並不多見。雖然在中國及美洲曾經

有資料顯示水牛可與普通牛(Cattle)雜交而產生後代，但其真實性存疑；因為水牛對不同

之牛種均缺乏「性趣」而不行配種，而在染色體對數上，沼澤型水牛有 24 對（河川型水

牛 25 對）而普通牛為 30 對，因此不能相互雜交。然沼澤型水牛與河川型水牛則因遺傳

物質相近，可利用人工授精或培養感情方式配種產生有繁殖能力的後代。 

台灣水牛係由先民渡海來台開拓時引進，迄今已超過 300 年；雖然物種在自然界不

同環境下可進行選擇，但早期台灣地區水牛則因沒有進行系統性的選拔，農民選擇溫馴

體型大的水牛(公水牛先行去勢、母牛不配種)做為役用，而生長最快及產肉性能良好之水

牛反而提早被屠宰，故台灣水牛反淘汰的現象相當普遍。 

三、水牛繁殖生理特性： 

水牛因發身年齡比乳牛來得晚，且其發情偵測較為困難，故初次發身年齡資料較難

建立。通常依初次產犢年齡推測而得，在河川型（River type） 水牛其發身年齡為 15～

18 月齡，沼澤型（Swamp type）水牛則為 21～24 月齡。 

影響水牛發情因素有許多：如配種方式、季節、氣候、營養及生長速率等，水牛的

繁殖生理有以下特性：（1）天生的晚熟性；（2）發情障礙（如：不發情、靜默發情、發

情徵候不明顯及發情週期不規則）；（3）明顯季節性生殖，水牛於 10~2 月之繁殖表現較

3~9 月為佳；（4）產犢間距較長，水牛之懷孕期（約 330 天）及產後子宮回復期（60~90

天）較長。因此，「較長的世代間距」及「較低的繁殖效率」深切影響水牛遺傳改進效率。 

四、國內、外水牛胚收集相關技術之研究概況 

      水牛胚收集等相關技術之研究開始於 1983 年的美國，Drost 等成功產下世界第一頭河

川型胚胎水牛，之後 Drost 再與保加利亞科學家合作成功誕生第二頭，而同時期亞洲印度

的 Mistra 等也實驗成功；1991 年一頭河川型水牛則順利自沼澤型水牛腹中誕生。隨後，

陸續有許多國家例如：馬來西亞、巴基斯坦、泰國、日本、義大利、菲律賓、越南、埃

及、巴西、伊朗等水牛飼養國相繼投入研究。 

目前在印度已有商業性質之水牛胚收集相關技術的服務（以河川型水牛為主）。該團

隊平均可收集到 2.61 個水牛胚，有 1.43 個可用胚（表 1）。 



表 1. 水牛（河川型）超級排卵之胚回收數 (600mg NIH-FSH-P1) 

（Misra et al., 1994） 

Misra（1988~1998）於 NDDP 實驗室，超排處理 1,100 頭河川型水牛，平均有 2.5～

3.0 個活胚數，經胚移置的懷孕率則介於 30﹪（非一級胚）至 60﹪（一級胚），其成果遠

優於其他國家。 

台灣地區乳牛胚移置技術於 1983 年首次產製成功後，近年來已將本技術推廣至產

業，並在花蓮、台南及高雄等三個酪農專業區分設乳牛胚移置工作站。畜產試驗所花蓮

種畜繁殖場為國內唯一之台灣水牛保種基地，花蓮種畜繁殖場除了進行各項台灣水牛之

性狀調查、保存其生殖細胞與體細胞 DNA、飼養管理及生理特性之研究外，近年來並從

事台灣水牛人工生殖技術之研究，其中胚移置技術之研究從 94 年開始。 

五、結果與討論 

（一）影響水牛超級排卵成效因素 

研究水牛胚移置技術過程中，最大的限制因子在於供胚牛對超排處理藥劑的反應不

一，有其不可預知的變化，約有一半左右的水牛超排反應效果極差。過去國外學者對水

牛超排荷爾蒙種類、劑量及處理模式等均已投注許多心力，但效果總是比乳牛要差得很

多。 

牛隻健康濾泡數的多寡會影響供胚牛超級排卵成效，而水牛健康濾泡數（直徑大於

1.0mm 以上）較乳牛為少，僅佔其總數的 30﹪，加上水牛卵巢有極大比率的濾泡閉鎖，

這應該是造成水牛超排反應效果低下的主要原因。 

（二）台灣水牛沖胚技術之建立 

1. 實驗牛隻篩選 

供、受胚水牛於實驗前，除需經直腸觸診確認其生殖系統正常外，尚必須順利

年            份 項   目 

88~89 89~90 90~91 91~92 92~93 總 數 

沖胚頭數 70 113 117 136 61 497 

胚收集數 

（平  均） 

活胚數 

（平  均） 

188 

（2.68） 

102 

（1.45） 

201 

（1.77） 

121 

（0.92） 

320 

（2.73） 

144 

（1.23） 

369 

（2.63） 

215 

（1.58） 

234 

（3.83） 

130 

（2.13） 

1302 

（2.61） 

712 

（1.43） 



通過子宮頸擴張棒測試，始得選作實驗牛。 

2. 洗胚器的選擇 

國內目前牛胚移置所使用的洗胚器有兩種：分別為日式洗胚器（two-way 

roundtip Foley catheter）及法式洗胚器（IMV catheter）；過去以日式洗胚器進行

荷蘭牛沖胚已極為普遍，惟因台灣水牛子宮頸孔徑較荷蘭牛狹窄，日式洗胚器

能通過水牛子宮頸之比例較法式洗胚器低，因此建議以法式洗胚器進行水牛沖

胚較容易操作。 

3. 確認供胚牛配種適期 

為改善水牛發情微弱、外觀不明顯的情況，可先於配種前放入試情公牛（teaser 

bull）確認供胚牛之配種適期，以提高受孕力。 

4. 掌握沖胚時間 

根據相關文獻對水牛胚發育情形的描述：正常水牛胚發育的速率要比乳牛胚快

上 24~36 小時；因此，沖胚適期為發情配種後第 5.5~6.0 天，以避免過了第 6.0

天後水牛胚已達孵化階段而難以尋獲。 

5. 現場沖胚操作注意事項 

（1） 供胚牛沖胚前須禁食 12 小時以上，避免瘤胃壓迫造成腹壓過大不利操

作。 

（2） 供胚牛於沖胚操作前，先肌肉注射鎮定劑（Rompun）1.5~1.8 cc，以免

牛隻過於緊張而阻礙沖胚進行，甚而導致牛隻受傷。 

（3） 沖胚前須經子宮頸擴張棒通過子宮頸，以利洗胚器進出方便實驗進行。 

（4） 水牛生殖構造不同於乳牛，其子宮角長度較捲曲且短，沖胚液的用量可

控制在 250 cc 以下（荷蘭牛為 450~500 cc）；過程中沖胚液須緩慢灌注，

並請洗胚人員適度按住子宮角與輸卵管交接處，充分與灌注人員配合，

避免因液壓過大導致水牛胚流失。 

（三）台灣水牛超級排卵處理模式探討 

比照總所「荷蘭母牛超級排卵操作流程」模式，進行台灣水牛超級排卵成效探討，

累計兩年（94、95 年）數據結果： 

共計進行台灣水牛級排卵處理 28 頭次，具超排反應牛隻 20 頭，超排反應率 71.4﹪

（20/28），平均黃體數 5.0 個/頭（100/20）；相較國外的平均黃體數 3.76 個/頭（94/25）（eCG 



3,000 IU）及 7.01 個/頭（680/97）（Folltropin 600 mg NIH-FSH-P1），其超排效果已相去不

遠。 

因此，以 FSH-P（日本製）40 mg 於水牛週期第 11 天起進行超級排卵肌肉注射 3.5

天，早晚各一次，劑量逐日遞減（3、3、2.5、2.5、2、2、1.5、1.5、1 及 1 mg ），可達

到預期的超排效果。然而，胚收集數 1.1 個（19/20）及活胚數 0.35 個（7/20），與國外的

胚收集數 1.6（40/25）~4.1（398/97）及活胚數 0.56（14/25）~2.09（203/97）作比較仍有

其改善空間（表 2），須就影響水牛胚回收率及胚品質等因素作進一步探討。 

 

表 2. 國內、外（Misra et al., 1994）供胚水牛經外源激素（FSH-P 40mg 或 

PLUSET、Folltropin 600mg NIH-FSH-P 及 eCG 3000IU）超級排卵處理後，

其超排反應黃體數、胚收集數及活胚數之比較 

超排藥劑 頭 數 黃體數 

（平 均） 

胚收集數 

（平 均） 

活胚數 

（平 均） 

FSH-P  

40 mg 

20 

 

100 

（5.0） 

19 

（0.95） 

7 

（0.35） 

Folltropin 

600 mg 

NIH-FSH-P 

97 

 

680 

（7.01） 

398 

（4.1） 

203 

（2.09） 

 

eCG 

3,000 IU 

25 

 

94 

（3.76） 

40 

（1.6） 

14 

（0.56） 

 

本試驗迄今，共收集到水牛胚 10 個（1 個擴張囊胚、3 個囊胚、3 個桑椹胚、3 個退

化胚）及 9 個未受精卵，其中 6 個先行冷凍，1 個進行新鮮胚移置，惟胚移置受胚牛於移

置後 45 天復行發情；部份水牛胚：如圖 1～4。 

 



  

圖 1. 2 個配種後第 6 天之水牛胚 圖 2. 第 6 天之桑椹胚 

 

 

圖 3. 第 6 天之退化胚 圖 4. 未受精卵 

 

六、結論與建議 

因應水牛胚移置超排反應低下之其它處理方式： 

(一) 單卵沖胚（Single Ovul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SOET）生產水牛體內胚以「非

超排」方式生產水牛胚，應該可克服水牛超排反應低下的困境。其行方式為：

順應供胚牛正常發情週期，將牛隻先施以人工授精或公牛自然配種後再進行沖

胚；因為供胚牛一次僅排一個卵，相對的也只能沖出一個水牛胚，但實驗牛隻

不受外源性荷爾蒙處理的影響，因此其生理週期將不受外來因素干擾，可省下

荷爾蒙藥劑的開支。但先覺條件就是必須具備高超的沖胚技術及精確的鏡檢能

力。 

據報告指出以「SOET」法進行 20 頭河川型水牛沖胚，有 60 %的成功率；雖然先順

應供胚牛發情週期再行處理略顯麻煩，但卻可得到品質較優良的水牛胚，順利的情況平

均一頭供胚水牛每年可生產 3~6 個水牛胚。 

(二) 活體取卵（Ovum Pick Up，OPU）生產水牛體外胚 



以超音波作導引，對乳牛進行 OPU 已有先例，在水牛的應用上亦有成功的報告

出現。供卵水牛未經超排處理，以 OPU 方式收集牛卵母細胞，平均可取得 1.33

個/卵巢，而這些卵母細胞中有 31.3% 可供「體外胚」生產。 

利用 OPU 技術進行牛胚生產，其好處在於可不必犧牲母畜即可直接取得卵母細胞以生產

「體外胚」，卵母細胞的取得可以源源不斷。因此，以 OPU 技術結合牛胚體外生產系統

（In Vitro Production system，IVP），應該可作為牛胚生產的另項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