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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成果 

一、猪卵冷凍 

家畜精子、卵細胞及胚等生殖細胞之冷凍保存，不但可以提供做為家畜種原保存的

一種方式，也是一種經濟有效的引種或種原交換與交流的手段。透過這個人工生殖技術

的推廣及應用，可以迅速而廣泛地傳播優良的基因，以促進畜群的性能表現，並提昇種

原新品種育種速率。在生命科學研究上，家畜生殖細胞的冷凍更可以用以提供大量的研

究材料，並可做為生殖細胞操縱時之支援技術。家畜生殖細胞的冷凍保存肇始於 1949 年

英國 Polge 教授開發精子冷凍技術。 

本土品種蘭嶼種母猪的猪卵，係以外科手術法採集。每頭母猪於其後頸部以皮下注

射的方式給予 1000 國際單位之孕馬血清激性腺素(PMSG)，72 小時後再於其後腿部肌肉

注射 500 國際單位之人類絨毛膜激性腺素(HCG)。並於 HCG 注射後 42 到 46 小時進行腹

部外科手術，以含 0.4%牛血清白蛋白的細胞培養用杜比克氏磷酸緩衝改良液沖集其輸卵

管內之卵細胞，選取卵細胞型態完整和有卵丘細胞被覆之卵做為冷凍用猪卵，再依有無

第一極體排出來區分極體形成前或極體形成後猪卵兩群供試。極體形成的猪卵之卵丘細

胞已擴散，而極體形成前的猪卵被覆在外的卵丘細胞較緊密，需先以 0.5%硫璃醣去氫酵

素來軟化並去除之。因此，所有的猪卵均已去除卵丘細胞。 

猪卵分別以有或無添加第三型抗凍蛋白質(Antifreeze protein type III，20 mg/ml)之含

1.5M 的甘油的 mDPBS 溶液逐步平衡之。然後分裝於 0.25ml 麥管，再由 25℃以每分鐘降

1℃之速率降溫到-6.8℃，植冰並維持-6.8℃達 10 分鐘後，以每分鐘 0.3℃的速率降到

-30℃，2 到 3 分鐘後直接移入液氮中保存。解凍時，麥管自液氮桶取出後就直接投入 30℃

溫水，待麥管內容物融解後，以蔗糖溶液逐步脫去甘油。試驗結果顯示，已排出第一極



體、未包覆有卵丘細胞之成熟卵，其於有或無添加抗凍蛋白質的甘油抗凍液中冷凍解凍

後，仍保有完整透明帶及卵細胞型態者，分別為 79%(45/57)及 61%(25/41)。而未排出第

一極體之卵細胞，不論甘油抗凍液中是否添加有抗凍蛋白質，冷凍解凍後有透明帶碎裂

或卵細胞皺縮等失去正常之細胞型態之狀況，保有正常卵細胞型態和完整透明帶比率，

兩者均為 0%。解凍的成熟卵 49 個分為三組，分別授予 500、2500 或 5000 個獲能精子/

卵，有 15%(3/20)、25%(5/20)和 67%(6/9)的體外受精卵可發育至桑椹胚。 

二、猪細胞質遺傳 

細胞質遺傳在品種改良上漸受重視，細胞質內含物中粒線體具有可自行複製的環狀

雙股 DNA，粒線體 DNA 為母系遺傳，經由卵細胞遺傳給子代，而精細胞在形成精子

時，會失去大部分的細胞質，只有細胞核進入卵細胞中與卵結合成受精卵，故子代的粒

線體 DNA 係來自雌親而與母系相同，因而粒線體 DNA 可供追溯其雌親種原。哺乳動

物粒線體 DNA 序列具高度同源性且大小相近，約為 16.5Kb，並無蛋白質附著於上，其

中猪的粒線體 DNA 為 16.35Kb。粒線體 DNA 以獨特的 D-loop 機轉進行複製，其突

變率較核內基因高出約 5-10 倍，又無校讀及 DNA 修補系統。採外觀認定的國內六個

主要猪種：藍瑞斯（L）、約克夏（Y）、杜洛克（D）、漢布夏（H）、桃園（T）和迷你型

蘭嶼（A），此六個品種猪在外觀上呈現不同的差異程度，但彼此間均能雜交配種，故利

用限制酵素來分切其粒線體 DNA 成片段，藉以區分雌親品種。限制酵素 Hind  Ⅲ 將各品

種猪之粒線體 DNA 均分切成四個片段，其 DNA 片段大小組成型為 9.19/4.25/2.42/0.49 

Kb。限制酵素 StuⅠ將雌親品種為 L、D 與 H 猪之粒線體 DNA 分切成九個片段，而

將雌親品種為 Y、A 與 T 猪之粒線體 DNA 分切為八個片段，暗示 L、D 與 H 為同

一雌親遺傳類型，而 Y、A 與 T 為另一雌親遺傳類型。限制酵素 BglⅡ則可將雌親品

種為 L、D 與 H 猪之粒線體 DNA 分切成三個片段，其 DNA 片段大小組成型為 

7.36/4.57/4.42 Kb；將雌親品種為蘭嶼猪之粒線體 DNA 分切成二個片段，其 DNA 片段

大小組成型為 8.99/7.36；而將雌親品種為 Y 與 T 猪之粒線體 DNA 分切為一個片段

（ 16.35kb ）。 國 內 現 有 的 六 個 品 種 猪 依 其 雌 親 粒 線 體  DNA 之 限 制 酵 素

HindⅢ-BglⅡ-StuⅠ分切片段數概可分為三大類：4-3-9 的藍瑞斯、杜洛克與漢布夏猪種；

4-1-8 的約克夏與桃園猪，以及 4-2-8 的迷你型蘭嶼猪。依據各品種猪粒線體 DNA 之

限制酵素 HindⅢ-BglⅡ-StuⅠ片段型所估算該六個品種猪之間核甘酸變異率所示類緣關

係，在血緣關係上以 Y 、T 和 A 較為接近，其相對核甘酸變異率為 2.02%，進一步將 

Y、T、A 視為同一群組估算其與 L、D、H 之相對核甘酸變異率為 7.15%。 



蘭嶼猪種的特有粒線體 DNA 片段型和在養猪數目稀少，兩項要素促使我們於 1989

年研擬蘭嶼猪種的複製計畫。我們以蘭嶼猪胚為核的供應來源，但以白色且大耳的藍瑞

斯猪種為卵的提供者。當把胚核取出後，就轉置到去核的成熟卵，經電融合後，把 18 個

核轉置卵移置於肉用三品種母猪的輸卵管內，於 1991 年 3 月 3 日產下一胎 8 頭核轉置猪，

計有 6 頭活仔猪和兩頭死產。由於僅使用雙細胞期和四細胞期的胚為核源，產下的 6 頭

活仔猪中有兩頭公的和 4 頭母的。這些仔猪長大後，外型為蘭嶼猪特徵但具有稍大而下

垂的耳朵，經正反交測試所生的後裔外觀比較，證實耳朵的外表型受到母性遺傳的粒線

體 DNA 片段型之影響。間接地說明複製所用的卵源是複製個體的外表型變異的遺傳因素

之一。 

三、猪卵巢的冷凍 

Binns et al.(1969)曾把新鮮猪卵巢予以左右相互移植，有五頭母猪日後能產下 5、6、

7、11 和 3 頭仔猪，仔猪出生體重平均為 1.48±0.05 ㎏，證實猪卵巢經左右相互移植後，

仍具有排卵功能。卵巢冷凍保存是卵冷凍和胚冷凍的人工生殖操作項目之延續。年青女

性癌症病患接受藥物和放射線療程前，若能把健康的卵巢組織先離體冷凍保存，待其恢

復健康狀態後，再把卵巢組織解凍移植回體或直接進行卵母細胞的體外成熟，使年青的

病患能在日後擁有自身遺傳的後代。意外傷亡的女性或保育類哺乳動物，其死後的卵巢

先行冷凍保存，待代孕母體尋得時，亦可進行卵母細胞的體外成熟和受精移置等人工生

殖操作，使該遺傳資源能被延續。猪卵巢的冷凍保存研究，為癌症病患接受藥物和放射

線療程前或為保存其健康卵巢再植回體的機會，提供一項實驗動物模式。 

猪的卵巢取自加工廠屠宰的發身前女猪，約為 6~7 月齡。女猪經電昏、放血、清洗、

剝腹後就摘取卵巢，卵巢放入含有抗生素的速保精溶液(中化製藥,台北)保溫。卵巢上的

濾泡大小不一，多數的濾泡直徑均在 7mm 以下，而極少數是 10mm 以上的濾泡。把卵巢

的濾泡以解剖刀刀尖刺破後，可回收其內的卵丘卵母細胞複合體(又名濾泡卵)。 

離體四至六小時的卵巢再保存於 39℃恆溫培養箱、-20℃冰箱、或-196℃液態氮桶

內，經 24 小時後再回收卵巢濾泡內的卵，其卵透明帶完整率均為 100％，而卵丘細胞層

包被完整率分別為 70.3％(52/74)、63.3％(87/137)和 20.4％(54/265)。卵在濾泡內被保存，

不會因卵巢所保存的溫度而導致卵透明帶破損，但是卵透明帶外的卵丘細胞層會因冷凍

而有片塊剝離情形。卵巢先浸泡於 EGF4018 或 3M DMSO 冷凍保護液 10 分鐘後再冷凍，

當在常溫解凍時，卵丘細胞層包被在透明帶外仍完整的比率分別為 28.8％和 38.6％；而

在 70℃水浴槽內 90 秒解凍時，卵丘細胞層包被在透明帶外仍完整的比率分別為 48.7％和



37.9％。從 EGF4018 冷凍保護劑浸泡後冷凍的 20 個卵巢回收的卵經體外成熟培養 48 小

時後，有 10.9%（24/221）的卵存活，且經體外受精培養後能發育成四細胞胚。 

四、猪胚冷凍 

家畜胚之冷凍，在國外以小鼠胚為材料於 1972 年發展成功後，牛胚、綿羊胚、山羊

胚及馬胚也相繼有冷凍成功且冷凍胚移置後成功產仔之結果。國內猪胚之冷凍保存的發

展較晚;且不若牛精子和牛胚之冷凍保存已進入商業應用之階段，大多尚處於試驗研究階

段。 

猪卵自屠宰肉猪卵巢之成長濾泡收集，經體外成熟與受精後，再予以體外培養至八

細胞胚期之過程，是猪胚體外生產的操作工作。對猪死後一小時左右的卵巢，進行濾泡

卵的回收，有卵丘細胞包被的卵才予以體外成熟培養，有 89.8%(3640/4050)的收集卵是

有卵丘細胞包被者。卵丘細胞包被的卵置放於 50 μl 的體外成熟培養小滴內，在有 5% 

二氧化碳供應狀態的 39℃恆溫培養箱培養 41 小時。洗滌體外受精所需的精子並調整為 

2×10 的 6 次方 精子/ml 濃度備用。把每 10 個卵置放於含有咖啡因的體外受精用培養小

滴中，加 50 μl 等量的稀釋精液後放入培養箱培養 6 小時。6 小時到取出，洗去卵丘細

胞層外多餘的精子，再置放於體外培養小滴中繼續培養 42 小時或 66 小時，檢視細胞

分裂狀況。整個體外生產過程中在加入精子後 48 小時的 652 個卵分別有 1.38% 和 

3.53% 的卵發育為雙細胞胚和四細胞胚；而於 72 小時後的 1,090 個卵分別有 1.01、

2.20 和 4.04% 的卵發育成雙細胞胚、四細胞胚和八細胞胚。體外生產流程改以 100 個

卵置入 3 ml 培養液中為一培養單位，胚期評估時間為加入精子後的 50 小時。計有 

2180 個 卵 被 培 養 ， 卵 於 加 入 精 子 後  50 小 時 ， 體 外 生 產 胚 的 產 製 率 有 

15.38%(243/1580)。發育的 243 個胚分別有 28.81、32.92 和 38.27% 為雙細胞胚、四細

胞胚和八細胞胚。 

猪胚的冷凍保存，有許多困難尚待克服。卵胚的細胞質易因冷凍解凍而產生微細變

化，利用細胞質裡粒線體特定用活性螢光染色劑薔薇紅來觀察冷凍解凍後的卵和胚，粒

線體顆粒若聚集成雪花片狀，則無法進一步培養發育。發育遲滯的胚有米粒狀和片塊狀

粒線體聚集。急速冷凍的猪卵，若再經二次冷凍，粒線體聚集成片塊狀的頻率由 0%增加

為 22%，暗示冷凍解凍步驟對冷凍細胞之細部會有損害，並可藉螢光鏡檢來得知。 

猪胚冷凍保存將有助於猪種基因庫之建立和猪胚移置工作國際化之拓展。把猪胚置

於含 1.5 M 甘油冷凍保護劑之麥管中，自 25℃起以 1 /℃ 分的速率降溫-6.8℃，維持 10 分

鐘的植冰後，改以 0.3 /℃ 分的速率降溫到-35℃，停留五分鐘後再將麥管直接置入液態氮



中保存。解凍時將麥管自液態氮中取出並迅投入 37℃水浴溫 20 秒，使之融解並以 0.3M

蔗糖溶液來透析出甘油後，進行鏡檢和 24 小時體外培養。冷凍胚存活率是以培養後可進

一步發育的胚數所佔冷凍胚數之百分比表示之。猪胚置於含有 1.5M 甘油冷凍保護劑之麥

管中，以慢速冷凍法植冰後，再保存於液態氮桶，蘭嶼猪種的擴張囊胚之冷凍存活率有

37.3%（19/51），而藍瑞斯和杜洛克猪種者則分別為 5.4%(6/110)和 9.4%(5/53)。蘭嶼猪種

的猪胚從單細胞、雙細胞、四細胞、八細胞、桑椹、早期囊胚、擴張囊胚到孵化囊胚的

冷凍存活率分別為 19.2 (5/26)、0.0 (0/58)、6.8 (3/44)、6.5 (3/46)、26.3 (5/19)、5.9 (1/17)、

36.1 (13/36)和 75.6% (34/45)。存活並發育為擴張囊胚者經螢光染色後，其粒線體分佈呈

現均勻或僅局部不均勻，大多數胚葉細胞核呈現頗一致的核相。本試驗結果顯示冷凍胚

存活率有胚期與品種之差異存在。目前國內的保種猪種桃園猪、李宋猪與蘭嶼猪的猪胚

冷凍解凍後，尚未有存活仔猪的記錄，故利用冷凍猪胚的種原保存方式，仍待突破技術

上的瓶頸。 

五、螢光檢測猪卵及猪胚的粒線體分佈 

粒線體在細胞內的分佈涉及細胞分裂與分化程度。猪卵和胚的粒線體分佈乃藉助於

粒線體特定的螢光染劑 Rhodamine 123 來檢測。猪卵胚培養於螢光染劑溶液中，37 ℃，

30 分鐘。螢光染劑溶液為杜比克溶液外加 4 μkg/ml 牛血清白蛋白但不含酚紅，內含 30 

μg/ml 的 Rhodamine 123。猪卵和單細胞期至孵化期胚的正常外表型態和粒線體分佈製成

一系列圖示供檢核比對。濾泡中的猪卵螢光度極強且活性粒線體均勻地分佈於整個卵細

胞質。正常排出的成熟卵之粒線體分佈亦很均勻且其第一極體的螢光度極密集。受精卵

細胞膜和在外的兩種極體均呈現較光亮的螢光環；相較上，雙細胞期猪胚的細胞膜呈現

較弱的粒線體聚集現象，但其外的極體仍具強度螢光。自四細胞、八細胞、十六細胞期

至桑椹期的發育過程，粒線體常多聚集於細胞膜。擴張囊胚的胚葉細胞排列整齊性可清

楚地被螢光染色所呈現。胚葉細胞的中心處均有一珍珠狀環存在，是聚集在細胞核外圍

的活性粒線體。孵化中的囊胚外層細胞，尤其仍在透明帶內的外層細胞呈現高強度螢光，

可能是藉這些細胞的粒線體之供能量作用，而使囊胚得以孵出。孵化囊胚的胚葉細胞呈

現均勻的粒線體分佈。培養 48 小時後的猪卵胚，經螢光染色後發現那些發育遲滯的細

胞有顆粒米狀的粒線體聚集和那些退化的細胞有極嚴重的粒線體聚塊和空泡化。應用 

Rhodamine 123 螢光檢測法來評估猪卵胚的發育障礙和變異，是觀測細胞內不同變化的

利器。 

選用螢光染色劑 SYBR-14 (Molecular Probes, Eugene, OR, 美國)和 Propidium Iodide 



(PI)來染卵丘卵母細胞複合體。於每毫升的 20％FCS/PBS 溶液中各加入 20ul 的 SYBR-14

和 PI 備用液。鑑別猪卵丘細胞是否存活的方法，把螢光染色劑 SYBR-14 和 Prodidium 

Iodide (PI) 放入卵培養液而製成有螢光染劑的培養液，再把卵丘卵母細胞複合體放入有

染色劑培養的小滴中，五分鐘後，就在可見光波長 488 nm 下檢視包被在卵透明帶外的卵

丘細胞是否存活，呈綠螢光者是活的，呈黃螢光者是垂死的，而細胞膜有破損的細胞會

呈紅螢光者是死的。當在可見光波長 546 nm 檢視，僅呈紅螢光者仍清晰可辨。卵丘卵母

細胞複合體經去除卵丘細胞後，可在波長 488nm 下檢視卵母細胞的存活，呈現綠螢光者

是活的，呈現黃螢光者是垂死的，在 546 nm 檢視時更可分辨死活，垂死的仍清晰可見。 

 

 
猪解凍存活卵經螢光染色後，其粒線體分布均勻(A)、次均勻分布(B) 

、呈粉圓狀顆粒(C)、發生大顆粒聚集狀(D)、空洞化(E)和片塊狀(F)。 

 



 

猪卵母細胞在 488nm 波長螢光鏡檢，有七個呈現綠螢光 
者是活的，而有三個呈現黃螢光者是垂死的。X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