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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成果 

一、台灣黑山羊及黃牛冷凍精液之製備 

採精前先將精子洗滌液分裝成 2 管，1 管置室溫中，另 1 管置入 37℃水浴槽。第一

段稀釋液亦置室溫中。公羊利用假陰道進行精液採集後，立即將精液置入 37℃水浴槽。

採取 5μl 之原精液置入含 1.0ml 、0.9﹪生理鹽水中，混勻評估精液活力與存活率。另採

取 5μl 之原精液置入含 1.0ml 、3.0 ﹪生理鹽水中，混勻滴於血球計數盤上，計算精液濃

度。加入原精液 5 倍量之精子洗滌液（37℃），緩慢混合後，以 1500rpm、26℃、離心 10

分鐘。離心完成後，去除上層液。加入原精液 5 倍量之精子洗滌液（室溫），緩慢混合後，

以 1500rpm、26℃、再次離心 10 分鐘。離心完成後，去除上層液。依精液濃度與精液量

計算所需添加之第一段稀釋液量，緩慢加入稀釋液。將含有精液之試管置於室溫水中 30

分鐘。再將精液試管連同室溫水及第二段稀釋液置於冷房中，開啟電源開始同步降溫至

4℃，到達 4℃時，計時 30 分鐘。將含有精液之試管自水中取出，曝露於 4℃空氣中 1 小

時。依試管上之含量刻度，決定第二段稀釋液添加量（等量）。分三次加入第二段稀釋液，

每次間隔 10 分鐘。第二段稀釋液添加完畢後，於 4℃冷房中平衡 90 分鐘。最後進行 0.5ml 

麥管封粉，排列於試管架上進行兩段式冷凍過程，首先將試管架置於液態氮液面上 16 公

分處，2 分鐘。其次再將試管架置於液態氮液面上 5 公分處，3 分鐘。最後迅速將排列於

試管架上之麥管以長夾撥入液態氮中。將麥管裝入標示日期、耳號的鋁架上，儲存於液

態氮桶中。 

黃牛冷凍精液製作時，以電刺激法採取新鮮精液後，需先經過 1500rpm、10 分鐘之

離心過程去除上層精漿後，再以精子洗滌液進行洗滌、離心 2 次。其後續操作方式同上



之山羊冷凍精液製作流程。 

 

   
 

 

 

   
               

 

 
表 1、台灣黑山羊冷凍精液庫存表 

生殖細胞 保存方法 保存年代 數量 保存場所 聯絡人 

精子 液態氮冷凍 81-90 年 2532 支（15♂） 恆春分所 王得吉 

精子 液態氮冷凍 91-96 年 700 支（4♂） 恆春分所 王得吉 

 

表 2、台灣黃牛冷凍精液庫存表 

生殖細胞 保存方法 保存年代 數量 保存場所 聯絡人 

精子 液態氮冷凍 78-90 年 120（2♂） 恆春分所 李光復、王得吉

精子 液態氮冷凍 90-96 年 964（23♂） 恆春分所 李光復、王得吉

 

二、台灣黑山羊冷凍胚之製備 

（一）供胚母羊超級排卵及配種 

選擇純種台灣黑山羊經產母羊為供胚羊。陰道內孕酮釋放器 CIDR® (AHI Plastic 

圖 1. 公羊新鮮精液採集  
（假陰道法）。 

圖 2. 公羊新鮮精液採集

（電刺激法）。 
圖 3. 黃牛採精（電流脈

衝器）。 

圖 4. 黃牛採精（電刺激

法）。 
圖 5. 黃牛採精（電刺激

後精液收集）。 
圖 6. 冷凍精液製作（麥

管裝填後封粉）。 



Molding Co., New Zealand)在陰道中留置 11 日，於第九日每頭母羊注射 125 μg 前列腺素

cloprostenol (Estrumate®, Coopers, Germany)，並於第 9~11 天，也就是抽除 CIDR®之前 3

日，每隔 12 小時以劑量遞減方式(4, 4; 2, 2; 2, 2 mg)肌肉注射總量為 16 mg 之 pFSH 

(Sigma, Saint Louis, USA)進行超級排卵。待母羊發情後，每隔 12 小時以同品種公羊進行

自然交配一次，至發情結束為止。 

（二）胚之採集與回收 

供胚母山羊於發情後第 6 至 7 日，採用腹中線剖腹術採集胚。母羊先行肌肉注射 0.11 

mg/kg xylazine (Rompun®, Bayer, Germany)鎮靜，十分鐘後靜脈注射 5.5 mg/kg ketamine 

(順順®，永信製藥，台灣)進行全身麻醉。子宮及卵巢由腹中線切開處牽引出腹壁，於肉

眼檢視黃體數目之後，兩側子宮角分別在各自子宮體端以腸鉗鉗緊，以阻斷沖洗液流向

子宮體，並以自行研發之單向式沖胚方法，反覆沖洗近輸卵管端的子宮角兩次，每次使

用 6~10 ml PBS 沖洗液。回收之沖洗液在 15 ml 離心管中短暫靜置後，以吸管吸取底部約

1~2 ml 液體，在立體顯微鏡下回收羊胚。 

（三）胚冷凍（慢速降溫法） 

山羊胚之冷凍以 1.8M 乙二醇（ethylene glycol, Sigma E-9129）為冷凍保護劑，採用

電腦降溫設備（Firstek, West 2050），依下列設定程序進行：20℃～0℃， 迅速冷卻； 0℃

～-7  ℃ （1℃／min）；-7  seeding 5℃ ～10 分鐘後，再保持 10 分鐘； -7℃～-35℃（0.3℃

～0.6℃／min）；-35℃～-196℃， 達-35℃後直接投入液態氮。將製成之冷凍胚（麥管）

移至液氮筒內貯存。 

（四）胚冷凍（微滴玻璃化冷凍法） 

近十年來，已發展許多新的胚冷凍方法，然而在這些方法中，玻璃化法已廣泛的被

應用，並成為取代傳統慢速冷凍法最具潛力者。此乃因，玻璃化法係使用較高濃度之冷

凍保護劑，且具有較高的降溫速度，因此可防止冷凍胚內冰晶的形成。雖然傳統慢速冷

凍法亦可應用於胚的保存，惟其冷凍器材因具較低熱傳導性及較大體積之缺點，而減緩

冷凍過程之降溫速度，因此可能傷及冷凍胚。而利用玻璃化法冷凍者，則因具有較快之

降溫速度而大為改善冷凍胚之效率。其程序為：回收之可用胚，先後經含有較低濃度及

高濃度冷凍保護劑之培養液中進行短暫處理。最後以含高濃度冷凍保護劑所製作之微

滴，以每一微滴(2μl)中含 2-4 個胚，直接投入液態氮中，製作成玻璃珠狀微粒，再將之

直接存放於適當容器保存於液態氮中。 

 



     
 

 
 

表 3、台灣黑山羊冷凍胚庫存表 

生殖細胞 保存方法 保存年代 數量 保存場所 聯絡人 

囊胚 液態氮冷凍 81-90 年 44 個 恆春分所 王得吉 

囊胚 液態氮冷凍 91-96 年 45 個 恆春分所 王得吉 

 

三、台灣黃牛冷凍胚之製備 

（一）供胚母牛超級排卵及配種 

選擇純種台灣黃牛經產母牛為供胚牛。陰道內孕酮釋放器 CIDR® (Pfizer Co., New 

Zealand)在陰道中留置 7 日。於第 5 日每頭母牛每隔 12 小時注射 pFSH (Bioniche, Canada)

至第 8 日早上（2.5ml, 3 ml; 2.5 ml, 3 ml; 2.5 ml, 3 ml; 2.5 ml）。於第 7 日早上注射 500μg

前列腺素 PGF2α(Estromil®, Ilivm, Australia)。於第 8 天開始觀察發情，如有發情徵候立即

施打 2500 I.U.之 HCG（哥娜 500, 中國化學）。待母牛發情後，於第 9 日至 10 日進行自

然配種。 

（二）胚之採集與回收 

牛隻配種後第 5 天以後胚胎才進入子宮內，而應用非外科洗胚的方法僅能沖洗出在

子宮內的胚胎，另外使用囊胚期的胚胎來進行冷凍其效果也較其他胚期為佳，基於此種

種理由，進行非外科洗胚的最佳時間應於配種後的第 7～8 天。非外科洗胚的方法及步驟

如下：先將供胚牛領入固定架內，固定架的地板前方需比後方高約 20 公分（可用木板架

高），使供胚牛站立時 前高後低。此時技術人員可將一隻手伸入直腸內，觸診卵巢的大

小並估算黃體和濾泡的數目。用剪刀把供胚牛尾根背部上的毛剪掉，再用 70％的酒精棉

消毒，然後以硬膜外注射 6～8ml 的 2％ 普魯卡因麻醉劑，接著將外陰部附近全部用清

潔劑清洗並用 70％酒精和優碘噴霧消毒完成後，再將牛尾巴綁住不致妨害洗胚。將已準

圖 7. 母羊之超級排卵。 圖 8. 胚之沖洗與回收。 圖 9. 微滴玻璃化冷凍再

解凍後之羊胚。 



備好的洗胚導管前端塗上 K~Y 潤滑劑再套上塑膠保護套並於前端塗上 K~Y 潤滑劑

後，助手將陰唇分開，使技術人員把洗胚導管伸入陰道，通至子宮頸管時，將洗胚導管

外層塑膠保護套往後拉，使洗胚導管繼續通過子宮頸，塑膠保護套仍在子宮頸外。當進

入子宮體時，調整到選擇的左邊或右邊子宮角上，洗胚導管的氣球正好位於兩邊子宮角

分叉位置上，使用 20ml 的注射筒打入 10～15ml 的空氣使氣球膨脹，正好卡緊子宮襞防

止沖洗液從氣球與子宮襞之間隙漏出來。接著將洗胚導管末端卡筍打開，使其沖洗液回

收管容易往子宮角深部推送，至適當位置後再鎖緊以防止沖洗液直接從回收管外側流

出。使用 50ml 注射筒抽取置於恆溫水槽（約 37  ℃ ）經滅菌處理過分裝在玻璃 瓶內之

沖洗液，每次抽出 50ml，並將沖洗液灌注入子宮內，同時注意沖洗液是否從回收管內流

出至 1000ml 經滅菌處理過之量筒內，如此操作重覆五次，直到回收的沖洗液不再流出

為止，然後慢慢地將回收導管移至另一邊子宮角上準備繼續沖洗，沖洗的方法同上。經

由兩邊子宮角沖洗出的沖洗液約 500ml 左右， 收集在 1000ml 的量筒內，於室溫靜置

待胚沈降下來。在室溫下將裝有回收之沖洗液量筒靜置約 30 分鐘後，用虹吸管將上層

的回收沖洗液虹吸至另一空的燒杯內，僅留下底層約 100ml 左右，輕輕晃動後再倒入分

裝 10cm 培養皿之中，於立體顯微鏡下收取胚。 

（三）胚冷凍（慢速降溫法） 

黃牛胚之冷凍以 1.8M 乙二醇（ethylene glycol, Sigma E-9129）為冷凍保護劑，採用

電腦降溫設備（Firstek, West 2050），依下列設定程序進行：20℃～0℃， 迅速冷卻； 0℃

～-7  ℃ （1℃／min）；-7  seeding 5℃ ～10 分鐘後，再保持 10 分鐘； -7℃～-35℃（0.3℃

～0.6℃／min）；-35℃～-196℃， 達-35℃後直接投入液態氮。將製成之冷凍胚（麥管）

移至液氮筒內貯存。 

（四）胚冷凍（麥管玻璃化法） 

將胚置於 10％ glycerol-20％ 1，2 propanediol／PBS 液中（室溫，10 分鐘）若欲經

培養，則先以 PBS 洗過三次後，再於 20  ℃ 下置入 1M Sucrose／PBS 液 10 分鐘，然

後在 37  ℃ 下於 PBS ＋ 20％ 胎牛 血清中培養 24 小時。若不培養，pipette 預先吸入 

25％ glycerol-25％ 1，2 propanediol／PBS 液，再將胚吸入 pipette 中。0.25ml 或 0.5ml 

的麥管先吸入 1M Sucrose／PBS 液及氣泡，將 pipette 內之溶液與胚吐入麥管中。麥管

再吸入氣泡及 1M Sucrose／PBS 液，以麥管封口粉末封口。充填完後立即入液態氮中。 

（五）胚冷凍（微滴玻璃化冷凍法） 

回收之可用胚，先後經含有較低濃度及高濃度冷凍保護劑之培養液中進行短暫處



理。最後以含高濃度冷凍保護劑所製作之微滴，以每一微滴(2μl)中含 2-4 個胚，直接投

入液態氮中，製作成玻璃珠狀微粒，再將之直接存放於適當容器保存於液態氮中。 

             
 圖 10. 黃牛非外科手術沖胚。               圖 11. 黃牛胚。 

 
表 4、台灣黃牛冷凍胚庫存表 

生殖細胞 保存方法 保存年代 數量 保存場所 聯絡人 

囊胚 液態氮冷凍 78-90 年 19 個 恆春分所 李光復、王得吉

囊胚 液態氮冷凍 90-96 年 38 個 恆春分所 李光復、王得吉

 

四、復育成果 

（一）台灣黑山羊 

1. 黃等（1997）的研究結果指出，台灣黑山羊冷凍保存之精液經解凍後供進行母

山羊人工授精之用，獲得之受胎率為 52.6%。 

2. 黃等（1997）的研究結果指出，由超級排卵母山羊子宮內沖洗出之 6~7 日齡羊

胚，經以含 1.8 M 乙二醇(ethyleneglycol)或 10% 甘油(glycerol)為冷凍保護劑之

保護液，進行慢速降溫冷凍保存，於解凍之後移置於經發情同期化處理之雜種

受胚母羊，分別獲得 46.2% 及 30.0% 之受胎率。 

3. 93 年解凍微滴玻璃化冷凍胚 25 顆，以外科手術方式進行胚移置。結果顯示，移

置於 12 頭受胚母羊中，於 45 天時進行妊娠診斷，獲得 58.3﹪之受胎率。 

4. 93 年將早期利用程式化逐步降溫法所製作之冷凍胚予以解凍之胚 16 顆分別移

置入 8 頭受胚母羊，於 45 天時進行妊娠診斷，獲得 25﹪之受胎率。 

（二）台灣黃牛 

民國 83 年至 95 年分別進行多次黃牛冷凍精液之人工授精，其懷孕率分佈為 11.1﹪至 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