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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成果 

前言 

畜試黑猪一號的血統由 25% 桃園猪種及 75% 杜洛克猪種所組成，體型特徵為全身

毛色黑色、垂耳、懸蹄、背直、捲尾、乳頭數 6 對以上、體型中等與杜洛克相似。 畜試

黑猪一號培育，在融合桃園猪的多產仔性能和杜洛克猪的產肉性能，提供業者「品種組

成規格化」的黑毛色猪種，作為純系繁殖或黑毛肉猪生產之母系。在 1986 年 7 月至 1987

年 6 月間，從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的桃園猪保種族群，作為桃園猪原始種群；

杜洛克女猪則選自當時的國家核心猪場南場生長性能檢定合格者，杜洛克公猪精液選自

核南場中，曾與配 10 頭以上杜洛克母猪，且平均分娩窩仔數 9 頭以上者，完成種原引進。

從 1988 年開始進行桃園猪與杜洛克猪正反交選育；1989～1991 年間則將正反交女猪級進

杜洛克公猪，使後裔含 75%的杜洛克猪血統及 25%的桃園猪血統；1991～1995 年間，選

留無遺傳缺陷之級進一代黑色仔猪，完成毛色固定工作，建立了黑毛猪族群；自 1995 年

自交第三世代開始即不分世代進行繁殖選育。歷經 12 年之選育，終於在 1999 年完成育

成工作，並於 2001 年 3 月依畜牧法之規定，完成「畜試黑猪一號」新品種命名登記，並

納入種猪登錄系統。本文謹介紹畜試黑猪一號（TLRI Black Pig No.1, TBP）的命名後的

繁殖推廣，期提供農民黑猪種原選擇的參考。 

畜試黑猪一號的繁殖性能 

蔡等(2003)調查自 1995年起進行畜試黑猪自交 I3世代不分世代配種繁殖至 1999年完

成選育期間，共 639 胎次母猪繁殖性能，結果如下：平均分娩總仔數、生產活仔數、三



週齡活仔數及八週齡活仔數分別為 9.9、7.6、7.1 及 6.6 頭；畜試黑猪仔猪平均出生、三

週齡及八週齡體重分別為 1.28、4.6 及 13.4 公斤。 

統計自 2001 年 6 月 25 日至 2007 年 06 月 04 日間，分娩之 967 胎畜試黑猪一號種母

猪繁殖資料，其懷孕期為 115.6±2.2 天，平均分娩總仔數及生產活仔數分別為 9.9±2.5 與

7.7±2.1 頭。畜試黑猪一號仔猪平均出生(N=6980)、三週齡(N=5275)及八週齡(N=4980)體

重分別為 1.29±0.25、4.7±1.3 及 14.9±2.0 公斤，以 6980 頭仔猪乳頭數性狀進行 Excel 敘

述統計分析，左、右乳頭數平均為 6.3±0.7、6.6±0.7，左、右乳頭數眾數為 6、7 ，公、

母左、右乳頭數皆無顯著差異。另應用 36 頭，共 152 胎畜試黑猪一號種母猪分娩資料，

計算各胎次間距，其平均為 167±49 日。畜試黑猪一號的繁殖性能經多年似無改變，而仔

猪八週齡體重略有增加。  

 

 
畜試黑猪一號的繁殖推廣 

畜產試驗所畜試黑猪一號種猪歷年推廣頭數如表 1，六年來共推廣 919 頭種猪。為考

量本所產能有限及業者選購的方便性，花蓮種畜繁殖場、北港糖廠畜殖場、大統牧場、

東和牧場等猪場，曾加入繁殖推廣行列。其次配合農業休閒化新趨勢，富山農場也曾規

劃把本品種應用於烤猪之用。 

 

表 1. 畜試黑猪一號種猪歷年推廣頭數(頭) 

90 91 92 93 94 95 總計 

227 396 204 23 22 47 919 

 

目前國產黑毛猪約佔台閩地區猪隻在養頭數的15﹪，邇來黑猪肉受到特定族群的獨



鍾，咸認其具有特殊風味，是開發特色化猪肉產品的基礎；農政單位也把黑毛猪的生產

列為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較具競爭能力的農產品之一，可與舶來品相互抗衡。92

年度更結合國內畜牧研究單位及設有畜牧系所的大學院校，共同研擬「優質黑猪產製銷

技術之研發」計畫，希望利用2年的時間針對國產黑毛猪「特色化產品之研發」、「飼養管

理及營養調製技術探討」、「黑猪肉製品製程開發研究」、「猪隻活體形態與屠體性狀和猪

肉品質的相關」、「特色化、商品化、品牌化及市場調查」，以及「生產成本分析」等方面

進行研究，以了解黑猪肉的肉質特性及其真正優勢為何，提供黑猪肉屠肉品質優於白毛

猪之科學根據。這項研究獲得農委會和國科會的支持。 

畜產試驗所在九十三年七月十三日到七月十五日期間，舉辦「優質黑猪產製銷技術

及養猪科技講習班」，內容包括：黑猪飼養管理、自衛防疫措施、種猪及肉猪營養、黑猪

疾病防治、黑猪肉的肉質特色，以及黑猪肉產品製作等專題。講師陣容堅強，包括各大

學院校教授群、各畜牧相關研究單位研究人員及畜產試驗所黑猪研發團隊成員，並且在

七月十五日中午辦理「黑猪肉產品品嚐會」，以及「碳烤黑猪」品嚐，與會人員上百人。 

優質黑猪產製銷技術經團隊2年來的努力研發，於94年透過『產學合作』機制，與「台

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進行肉品製作技術研發合作，並獲致如下成果： 

一、 調整飼糧營養分組成，生產規格化肉猪(畜試黑猪一號在200--240日齡時體重介於

105--120公斤)。 

二、 畜試黑猪一號在抗病力方面與白猪並無明顯差異。 

三、 應用益生菌添加於飼料中，確有降低抗 (抑)菌劑使用的效果。 

四、 畜試黑猪一號 (黑猪)與LYD肉猪 (白猪)肉質的比較： 

(一) 黑猪里脊肉霜降度顯著較白猪高，肌間脂肪含量較白猪高 1-2 ％；黑猪里脊

前端較後端霜降度高，肌間脂肪含量較後端高 1％。 

(二) 黑猪背部脂肪的熔點約為30.92--36.76℃，較白猪的 28.75--34.64℃高。白猪

有較高 (P＜0.05)的亞麻油酸、次亞麻油酸、花生四烯酸及總多不飽和脂肪酸

含量；黑猪則有較高 (P＜0.05)的軟脂酸及總飽和脂肪酸含量。 

(三) 取同部位及同面積的里脊肉比較肌纖維性狀，結果黑猪里脊肉肌纖維較白猪

細，肌纖維數量較白猪多。 

(四) 黑猪里脊肉在顏色、嫩度、甘味與風味部分皆有較高的評分，且總接受度亦

較白猪高。 

五、呈味成分含量比較 



(一) 核苷酸關聯物部分，黑猪所含核苷酸關聯物總量為386.72 μg/g 較白猪315.63 

μg/g 高，主要呈味核苷酸關聯物IMP含量亦以黑猪265.68 μg/g 較白猪199.67 

μg/g 高。 

(二) 黑猪里脊肉之總糖 (包含單糖、雙糖及多醣)含量122.64 μg/g 較白猪112.10 μg/g 

高。 

(三) 游離胺基酸組成部分，黑猪里脊肉中總游離胺肌酸含量較白猪高。 

六、抗氧化性：黑猪里脊肉中含肌肽 (Carnosine)及甲肌肽 (Anserine) 3.68 mg/g ，高於

白猪的 3.18 mg/g，具有較高的抗氧化性。 

七、猪皮特性方面，黑猪屠體猪皮平均厚度為 0.47 cm、白猪則為0.30 cm，黑猪猪皮彈

性為1.03、較白猪的 0.85高，黑猪猪皮剪力值為0.16 kg/cm2 ，也比白猪的0.07 kg/cm2 

高。 

八、以羥脯胺酸濃度推算猪皮蒸煮後其膠原蛋白溶出量，黑猪猪皮膠原蛋白溶出量約為

0.574 g/mL 較白猪猪皮 0.402 g/mL 高。 

九、開發畜試黑猪一號全猪利用相關肉品製作技術，其品項包括帶骨(去骨)里脊肉、東坡

肉 (腹脇肉)、台式火腿 (後腿肉)、里脊火腿及啤酒火腿等。 

 

畜試黑猪一號在94年11月22日再傳雙捷，獲評選為『肉質最佳』之黑毛猪，且在『公

益拍賣』中也拔得頭籌，半隻猪（半邊屠體）賣了8萬元。是日，係由財團法人中央畜產

會舉辦「國產黑猪、頂級饕宴」公益拍賣暨品嚐會，共有8家優良黑猪飼養場參與，由6

位專家進行包括猪肉肉色、霜降度和『吃』的肉質評比，結果畜試黑猪一號榮獲冠軍（前

三名猪場參賽猪隻均含有TBP血統），而比賽獲得前三名的猪場，各展示1頭猪的半邊屠

體並拍賣，共得14萬元。拍賣所得在會場悉數捐贈給「兒童福利聯盟文教基金會」。 

 

表2. 黑猪和白猪屠肉成分之理化性質比較及指標意義 

項目 部位肉 黑猪 白猪 指標意義 

脂肪熔點，℃ 背部脂肪 30.9--36.8 28.7--34.6
熔點愈高，脂肪飽和度愈

高，口感較脆。 

粗脂肪，﹪ 里脊肉 2.47 1.94 
含量愈高，「肌間脂肪」愈

高。 



脂肪碘價 里脊肉 61.9 65.2 

數值愈低，脂肪飽和度愈

高，較無油耗味（脂肪酸敗

味）。 

肌纖維  里脊肉 124 106 
數量較多、較細，嫩度較

高、咬感較好。 

核苷酸關聯物，

μg/g 
里脊肉 386.72 315.63 含量愈高，肉質口味愈好。 

總糖，μg/g 里脊肉 122.64 112.10 含量愈高，肉質愈甘甜。 

游離胺基酸 里脊肉 4.66 4.32 含量愈高，肉質風味愈佳。 

抗氧化物(肌肽及

甲肌肽)，mg/g 
里脊肉 3.68 3.18 

含量愈高，清除體內自由基

的能力愈強，有益健康。 

 

 
2007 年 5 月間舉辦畜試黑猪一號商品名徵選，其目的為「畜試黑猪一號」育成、登

記後，即積極推廣，以提供業者優質的黑毛猪種來源之一。研究證實，畜試黑猪一號達

105-120 kg 上市體重較 LYD 肉猪緩約一個月，品種間之肉質互異；邇來藉由產學合作管

道，研發多項優質加工製品，部分產品業已完成技術轉移，致部分業者為發展特色化產



品，對畜試黑猪一號猪肉之需求殷切。值此國內畜產品產銷履歷制度推動之際，育成團

隊認為，亟需行銷所需之商品名，供種猪推廣戶及使用畜試黑猪一號猪肉為材料之生鮮、

加工業者應用，作為畜試黑猪一號品牌化及產製銷一元化之基礎。經徵選結果第一名作

品名稱：「台灣珍鑚黑猪」，作者王斌永先生。其 logo 暫定如下： 

 

 
 

 
結語 

畜試黑猪一號的繁殖性能經多年似無改變，而仔猪八週齡體重略有增加。六年來共

繁殖推廣了 919 頭種猪。在 92 年度更結合國內畜牧研究單位及設有畜牧系所的大學院

校，共同進行了「優質黑猪產製銷技術之研發」計畫，經兩年的努力充分了解黑猪肉的

肉質特性及其真正優勢，也提供黑猪肉屠肉品質優於白毛猪之科學根據。2007 年 5 月間

舉辦畜試黑猪一號商品名徵選，徵選出「台灣珍鑚黑猪」商品名，期供種猪推廣戶及使

用畜試黑猪一號猪肉為材料之生鮮、加工業者應用，作為畜試黑猪一號品牌化及產製銷

一元化之基礎，最後期望本文能提供農民黑猪種原選擇與繁殖推廣參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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