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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成果 

經濟部定義「提供將圖像、文字、影像、語音等資料，運用資訊科技加以數位化，

並整合運用之產品或服務之產業」為「數位內容產業」。數位內容產業是我國政府列為「兩

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的重點之一，所謂的「兩兆雙星產業」，「兩兆」產業係指半導

體產業及影像顯示產業，由於這兩項產業的年產值能超過新台幣一兆元以上，故名之為

「兩兆產業」；而「雙星」則是代表未來的兩顆明星產業，分別是數位內容產業及生物

技術產業。數位內容產業具有發展知識經濟與數位經濟之指標意義，除可促進傳統產業

提升知識含量，進而轉型成高附加價值產業外，亦能提升我國整體產業競爭力之基礎。

台灣農業藉由資訊工具及生物科技研發之助，有機會把內銷型態的傳統農業轉型為「品

種、品質、品牌」一體成型的上品農業，提高台灣農畜產品的國際行銷競爭力。 

一、品種權保護表現型及專利保護基因型 

一個動物群被視為「品種」的共同定義為這群動物來自一個共同祖先，具有可區分



的特性。品種(Breed)與品系(Line 或 Type)之分別，品種需要明顯的外表特徵來區分，但

品系的區分則不易從外表上來判別。品種間具不同的外表特徵，品系間具相同的外表特

徵。品種內有性能不同的品系。自然環境所衍生的族群，我們會稱其為物種(Species)或亞

種(Subspecies)，而品種與品系是經過人為參與的步驟而形成的族群。 

畜牧法(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24 日總統(87)華總(一)義字第 8700123980 號令制定公布、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1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04871 號令修正公佈)第十二條「發現、

育成或自國外引進新品種或新品系之種畜禽或種原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記，經

審定核准登記後，始得推廣、銷售。」。畜牧法第二十條「中央主管機關為保存種畜禽資

源及改良家畜、家禽性能，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或民間團體從事收集、鑑定、保存及研

究等事項。」。畜牧法第二十一條「中央主管機關得定期評鑑種畜禽業者。經評鑑優良者，

應予獎勵。」。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基於扶植農民的立場，將國家投入資金的研發成果無償提供農民

使用，往往因缺乏專利保護，造成國內農業改良研發科技流失，直接或間接的對台灣農

業經濟造成威脅。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長蔡練生於 2006 年 1 月 19 日表示，為提升台灣農

業附加價值和國際競爭力，經濟部著手修訂「專利法」，將開放動植物專利保護，鼓勵動

植物品種研發改良。目前以美國、日本、新加坡的動植物專利保護最健全，帶動基因轉

殖科技發展；歐洲國家僅限於開放植物專利保護。但國際大趨勢下，越來越多國家決定

開放動植物專利保護，台灣必須加速開放。 

動植物專利政策上，行政院科技顧問組於 2005 年 8 月 23 日發佈新聞稿，標題為「政

院決開放動植物專利保護，引導生技與農業朝企業化發展」。同年 12 月 6 日生物 IPR(智

慧財產權)工作小組第三次委員會議的動植物專利結論「動植物專利政策已分別由農委會

及行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確認，智慧局亦依據此完成動植物開放專利的相關修法

草案，後續請智慧局配合專利法修法進度進行公聽會及後續立法工作。惟請農委會配合

因應動植物開放專利的相關溝通及宣導工作」。因此，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王美花組長於

2006 年 1 月 24 日在農委會說明會上，說明開放動植物專利相關專利法修正條文草案。針

對動植物專利要保護什麼？簡單而言，品種權保護表現型，專利保護基因型。所以直接



修改專利法的第 24 條、第 57 條及第 78 條就可以開放在台灣申請動植物專利。未來「專

利法」開放動、植物生物技術發明專利，估計可增加近千億元的農業產值。智慧財產局

將專利法的第 24 條、第 57 條及第 78 條「專利法修正草案」送行政院審查。修正內容包

括動植物專利開放之範圍、育種家免責權、權利耗盡、農民免責權、專利權之強制授權

及交互授權等。 

專利法的第 24 條是規範動植物專利開放之範圍，修正草案：「下列各款，不予發明

專利：一、人體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療或外科手術方法。二、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

俗或衛生者。」 

專利法的第 57 條是處理動植物專利育種家免責權、權利耗盡、以及農民免責權，育

種家免責權修正草案：「發明專利權之效力，不及於下列各款情事：一、個人非營利目的

之行為。二、為研究、實驗實施其發明。三、(略)」；增訂第 57 條之 1 權利耗盡草案：「專

利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生物材料販賣後，其專利權效力不及於該生物材料經繁

殖或增殖而直接獲得之生物材料不得為繁殖或增殖目的再使用。前項生物材料，應以販

賣後必然導致生物材料的繁殖或增殖者為限。」；增訂第 57 條之 2 農民免責權草案：「專

利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利植物繁殖材料販賣後，其專利權效力不及於農民為

繁殖或增殖目的留種自用之行為。前項所稱之植物以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 26 條公告之植

物物種為限。專利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利動物或動物生殖材料販賣後，其專

利權效力不及於農民為農業目的使用該動物或動物生殖材料。但不包括為商業生殖活動

目的之販賣行為。」 

專利法的第 78 條是規定專利權之強制授權及交互授權，增訂款項草案：「品種權人

利用品種權必須實施他人之生物技術專利者，得依第七十六條規定申請特許實施。但該

品種須專利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良者，始得申請特許實施。專利權人依植物品

種及種苗法取得品種權之特許實施品種權者，品種權人得與專利權人協議交互授權實

施。品種權人取得之特許實施權，應與其品種權一併轉讓、繼承、授權或設定質權。」 

二、畜產品種及品系之利用 

生物遺傳特性係自然界物種長期面對棲息環境中各類生存挑戰與汰選逐漸形成，遺



傳的多樣性是物種存續重要關鍵，亦是人類進行品種改良與選育之主要來源。近年來世

界各國開始重視維護農業作物、畜禽、水生動物等遺傳資源多樣性，以往由於過度重視

經濟作物與畜禽、水產生物等經濟性能之選育，許多品種或性狀因而遭到忽略而消失，

伴隨某些品種潛在具價值之遺傳資源不復存在，因而造成無從評估的損失。我國分別以

農業遺傳、植物有害、病原生物、林業遺傳、水產遺傳、畜禽遺傳、獸醫病原微生物與

野生動物遺傳等八大種原庫，正加強種原之特性調查、評估及資料電腦化，以提高種原

材料利用，達到構建我國完整之國家農業種原保存利用體系，確保農業長遠之發展。 

傳統育種為我國農業研發及種畜禽產業發展之優勢所在，進一步開放動物專利權申

請，對畜產種原保種、育種及基因選種發展成果做出保障，並可促進產業升級及牧場轉

型，有利於小族群育種及多樣式雜交組合新品種或新品系。 

畜牧法第十二條之一「種畜禽或種原涉及遺傳物質轉置者，應完成田間試驗及生物

安全性評估，始得推廣利用；其遺傳物質轉置之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

華民國 91 年 11 月 15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牧字第 0910040491 號令訂定發布「基因轉

殖種畜禽田間試驗及生物安全性評估管理辦法」。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26 日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牧字第 0940040111 號令訂定「基因轉殖種畜禽及種源輸出入同意文件審核要點」。 

畜牧法第十二條之二「二人以上於同一新品種或新品系之種畜禽或種原以相同或近

似之名稱各別申請登記時，應准最先申請者登記；其在同日申請而不能辨別先後者，由

各申請人協議讓歸一人專用；不能達成協議時，以抽籤方式決定之。二人以上種畜禽業

者於本法施行前已推廣、銷售之品種或品系，以相同或近似之名稱各別申請登記時，中

央主管機關應視其育成或發現經過及飼養報告辨別先後決定之。受雇人所育成或發現之

新品種或新品系之種畜禽或種原，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應以雇用人名義登記。」 

畜牧法第十三條「依前條登記之品種或品系，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種畜禽

業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辦理血統登錄。」 

畜牧法第十九條「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種畜禽、種源，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之同

意文件，始得輸出或輸入。」。中華民國 92 年 2 月 14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牧字第

0920040147 號令訂定發布「種畜禽及種原輸出同意文件審核要點」，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5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牧字第 0940040251 號令修正「種畜禽及種原輸入同意文件審核

要點」。 

於 1987 年開始進行我國畜產種原保存及利用，其方式之選擇關係到臺灣畜產文化和

農村文化之演變，其重要性不僅在保護與繁殖臺灣特有的本地種或稱地方種(landrace)家

畜禽族群，保有桃園猪、蘭嶼猪、黃牛、水牛、黑山羊、土雞、褐色菜鴨、黑色番鴨、

土鵝、梅花鹿和水鹿等台灣特有的品種，並且保存了特定特性選育的李宋猪和白色菜鴨

新品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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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畜禽動物種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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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個品種品系，概分本地種、外來種和新品種

品系等三大類。畜產試驗所對生物多樣性的重視與努力，符合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內涵，

完成台灣畜產種原基因庫建置，凍存細胞與核酸物質成庫，基因庫將可提供國內外農業

基因體研究與畜產物種基因組解碼之良好資材，進而促進畜禽性能改進及生物多樣性永

續利用與發展。種原保存及利用流程簡列於下：  

(1 )種原品種外表特徵標準之訂定。 

(2) 種原樣本收購。 

(3) 繁殖場所及飼養方式之選定。 

(4) 保種族群採逢機配種方式繁衍下一代。若針對某一特性之純化，則進行純系選育族群

之建立。若為開發兼具本地和進口品種特性之新品種，則建立另一特性族群供級進育

種或雜交選育。 

(5) 個體資料之收集，包括體型變化、發育成長過程、繁殖狀況及行為習性觀察。 

(6) 應用生化學和細胞學技術分析保種畜禽之血液生理值和染色體核型。 

(7) 利用冷凍保存技術來保存精子、卵和胚等生殖細胞。 

(8) 建立個體間系譜資料及保存遺傳物質，供追縱遺傳特性用。 

(9) 編印種原保存及利用手冊中文版及英文版、近況報導、保種月曆印刷、家畜禽動態生

活史錄影帶之攝製以及繁殖場所之參觀等工作，以促使大眾對本土畜牧資源有進一步



之認識。 

(10)當族群數目擴大後或特性選育後之品種達一定水準時，則提供給民間業者進行大量繁

殖生產。此時，亦可透過種原交換管道，進行國際間交流。 

 

表一 畜產種原庫之品種、數目與場地(1987~1992) 
種原 品種 保種族群數目 保種場地 

桃園猪 10 公 30 母畜試所總所 
蘭嶼猪 15 公 45 母畜試所台東場 猪 

李宋猪 6 公 21 母台大畜產學系 
水牛 2 公 30 母畜試所花蓮場 

牛 
黃牛 11 公 70 母畜試所恆春分所 
黑山羊 5 公 50 母畜試所恆春分所 

羊 
黑山羊 4 公 40 母畜試所花蓮場 
土雞 200 公 800 母畜試所總所 

雞 
土雞 35 公 100 母興大畜產學系 
褐色菜鴨 80 公 200 母畜試所宜蘭分所 
白色菜鴨 150 公 450 母畜試所宜蘭分所 鴨 

黑色番鴨 70 公 70 母畜試所宜蘭分所 
褐色土鵝 40 公 120 母畜試所彰化場 

鵝 
白色土鵝 40 公 120 母畜試所彰化場 
梅花鹿 16 公 25 母畜試所高雄場 

鹿 
水鹿 9 公 13 母畜試所高雄場 

 

於 1998 年訂定實施的畜牧法第二十條「中央主管機關為保存種畜禽資源及改良家

畜、家禽性能，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或民間團體從事收集、鑑定、保存及研究等事項。」，

給予種原品質提昇及多樣性有其必要性。故於畜產種原計畫在 2007 年屆滿 20 年之際，

尚需加強利用本地種之經濟特性選拔，讓本地品種和外來品種之特性融合成新品種。而

保種場除以小族群繁殖方式來系列性記錄外觀特徵、生活習性、經濟性狀、生理遺傳值

和雜交選育過程外，並進行生殖細胞冷凍保存工作和動物回流民間復育工作。 

新品種通常是由外表特徵不同的兩品種，甚至三個品種以上的雜交所生後代，再依



據後代外表和性能進行挑選為種用親代，自行繁殖培育出新世代的族群，具有代代相傳

的外表，其外表型有可能僅一項外表特徵不同於其親代，則可視為新品種。早在 1975 年

台灣大學畜牧學系李登元教授及宋永義教授獲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補助，利用地方

品種蘭嶼母猪配外來種藍瑞斯猪的兩品種雜交，於1983年對外宣導已育成白色小型猪「李

宋猪」；再如利用地方品種桃園猪與外來種杜洛克猪的兩品種雜交，此種新合成的後代經

自交選育成另一獨立族群品種「畜試黑猪一號」；以及畜產試驗所台東場利用地方品種蘭

嶼猪與外來種杜洛克猪的兩品種雜交，以體色有棕色橫條紋和白色橫條紋相間的全同胞

兄妹配，育成小型猪近親系數高於 0.60 新品種「畜試迷彩猪」。 

另一種育成新品種方法是從地方種族群中選拔出變異個體，通常是體色的差異，例

如畜產試驗所宜蘭分所自褐色菜鴨群挑出身體有些許白色羽毛的個體，逐漸選成 95%的

體色為白色「宜蘭白鴨台畜一號或白色菜鴨」。畜產試驗所台東場也從黑色蘭嶼猪保種族

群的挑出身體有些許白色斑的個體，先用半同胞配種三代後，再用全同胞兄妹配選成白

色斑分散全身且近親系數高於 0.60 新品種「畜試花斑猪」。 

新品系泛指地方種(landrace)的動物在某一地區經五個世代，不論有無人為選拔，其

保種族群已適應當地氣候及飼養管理方式之外，還可以繁殖後代多年，或呈封閉族群有

15 年以上，已自成一個性能穩定的族群，因此可視為新品系，而予以命名後推廣至他地。

因此，諸如畜產試驗所花蓮場的台灣水牛或畜產試驗所恒春分所的台灣黃牛，可被視為

地方種的新品系。這種地方種經性能記錄及飼養繁殖成小族群，通常以飼養地名申請命

名為新品系。畜產試驗所自台灣各地收集土雞，再應用全同胞配種方法及外表性能選拔

而育成台灣土雞近親品系 7、9、11、12 等四個。再如畜產試驗所宜蘭分所依產蛋性能選

拔出「褐色菜鴨畜試一號」及畜產試驗所總所自褐色菜鴨畜試一號族群選育出受精持續

性高的「褐色菜鴨畜試二號」。我國自國外引種，除記錄適應環境後的性能之外，還可以

再選育出適應台灣氣候的新品系或特定性能純化的新品系。或經由同一品種的兩個品系

雜交後，也能育成另一性能穩定的新品系。 

 



表二 臺灣畜禽動物種原(200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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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土

鵝、白色土鵝、褐色菜鴨、黑色番鴨 

畜 

荷蘭乳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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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利黛爾綿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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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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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鴨、白色番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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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嶼猪保種品系、蘭嶼

猪 GPI-CRC-PGD 基因純合型品系、桃園猪保種品系 
新品種

品系 
禽 

宜蘭白鴨台畜一號、褐色菜鴨畜試一號、褐色菜鴨畜試二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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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番鴨畜

試一號 

 

 

 



 
 

 



 

 

三、正培育的新品種及新品系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正培育的新品種及新品系有10項計畫，有些已完

成異地田間試驗，有些正安排遺傳型穩定度檢測，也有剛要開始的選種計畫。新品

種名稱及新品系名稱會依選種目標達成度而逐漸修改至符合生產系統所需，故提出

命名前後的名稱會有多個改變。長遠來看，台灣的畜(猪牛羊)禽(雞鴨鵝)育種體系會

引進、評估與研發修正新興的分生及資訊技術，輔助種畜禽性能改進與本土家畜禽

遺傳鑑定，期供作早期選育之依據與開發具本土化特性新品系之契機。新品種品系

畜禽性能選育技術之研發與推廣，應進行高生產效率育種方法研究，並推廣予民間

種畜禽業者以提升其牧場經營效率；惟選育動物將以民間無法進行者為要。並朝向

功能性基因體研究，建立EST(基因表現序列)資料庫，結合性狀資料與現有基因資料

庫，期找到本土畜產種原特有之經濟性基因，進一步探討其功能與調控機制，並引

入育種族群以育成具競爭力之品系。 

 



表三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正培育的新品種及新品系 

正培育的新品種及新品系 2007 年計畫主持人 培育場所 

(一)新品系育成 

青殼蛋菜鴨品系之選育 劉秀洲主任 畜試所宜蘭分所 

畜試白羅曼一號及二號之選育 吳國欽主任 畜試所彰化場 

畜試土雞抗雛白痢品系之選育 鍾秀枝助理研究員 畜試所遺傳育種組

台灣水牛花蓮品系之選育 魏良原助理研究員 畜試所花蓮場 

台灣黃牛恆春品系之選育 李光復助理研究員 畜試所恆春分所 

多產杜洛克猪品系之選育 吳明哲組長 畜試所遺傳育種組

(二)新品種育成 

高畜黑猪之選育 許晉賓主任 畜試所高雄場 

白色蘭嶼猪之選育 朱賢斌主任 畜試所台東場 

畜試吉安山羊之選育 莊璧華助理研究員 畜試所花蓮場 

畜試黑色波爾山羊之選育 蘇安國副研究員 畜試所恆春分所 

 

四、基因登錄、基因條碼及基因選種的法源 

基因決定品質，品種性能改進之新方向是基因檢測及基因選種。基因是生命體的骨

架，飼養環境是保障基因功能的再現，而人為選育的投入是追求品質穩定度及生產效益

提昇。 

畜牧法第十七條「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或檢驗種畜禽業者之種畜禽、種源、設備、

血統登錄及有關紀錄，種畜禽業者無正當理由不得規避、妨害或拒絕。種畜禽及種源經

前項檢查或檢驗，發現有法定傳染病或遺傳性疾病者，不得供繁殖用。」。第十七條是基

因登錄、基因條碼及基因選種的法源。 

經濟育種上，依產業別整合具重要經濟價值之全國種畜禽遺傳資源，成為大型國家

級核心種畜禽族群，加速全國種畜禽同步改良腳步與提高產業競爭力。加強全國種畜禽

育種資料庫與資訊網路之方便性，達到優良種畜禽重要經濟性狀國際評比與國內排名之



實用目標。結合分生技術與數量遺傳學原理於選種技術之應用，建立遺傳標記輔助選拔

系統，且逐步將重要遺傳標記納入種畜禽登錄系統，建構完整之種畜禽遺傳育種資訊。

基因條碼在國家用種畜禽生產履歷之經濟效益及基因條碼整合應用系統支援出口的台灣

種畜禽及其後裔產品生產履歷體系，進行個體生產履歷及基因條碼稽核，確保台灣種畜

禽品種及品質的產地標識附加價值。基因條碼最終可與 RFID 的內編碼技術結合，尤其

是具有識別功能的內編碼。食用動物飼養期以生產履歷及基因條碼整合應用系統管理，

產品行銷再結合 RFID，可避免 RFID 被動物咬壞到及消費者吃到的風險；同時有基因條

碼的內在特性，畜產品無法被仿冒。 

五、基因條碼化的動物育種體系 

種猪源頭管理所需的基因條碼包括體染色體、性染色體及粒線體等基因的生物商標

註冊，使用基因序列的差異來編碼，主要是位序上的單一鹼基比較及特定鹼基序列的重

複。遺傳物質如同資訊產業的數位存在於體染色體、性染色體及粒線體，以去氧核糖核

酸(DNA)方式存在，在細胞核內的體染色體 DNA 及性染色體 DNA 成線狀，而在細胞質

的粒線體內 DNA 則成環狀。DNA 是由核甘酸的單體物(俗稱鹼基，英稱 Base pair, bp)所

組成，每一個核甘酸均由磷酸、五碳糖及四個氮鹽基中的一個組合而成。四個氮鹽基中，

腺嘌呤(A)和鳥糞嘌呤(G)二者是屬於嘌呤族；胸腺嘧啶(T)和胞嘧啶(C)二者則屬於嘧啶

族。DNA 雙股裡，A 和 T 以兩個氫鍵相吸，而 G 和 C 以三個氫鍵相吸。在 DNA 的單股

序列中，含編碼區域(通稱 Exon)與未編碼區域(通稱 Intron)。編碼區域的 DNA 序列能被

轉譯成蛋白質，這些蛋白質具有生理功能；未編碼區域的 DNA 序列則無法轉譯出蛋白

質，其生物功能尚未完全清楚，然此區域含有大量的遺傳變異度，正可用以區別個體間

的遺傳差異性。舉例說明，家猪(染色體 2n=38)的分類學名為猪屬馴化猪種(Sus scrofa 

domestic)，是由歐亞野猪(染色體 2n=36)演化而來，歸屬於猪科(Suidae)、猪亞目(Suiformes)

和偶蹄目(Artiodactyla)。一個動物群被視為「品種」的共同定義為這群動物來自一個共同

祖先，具有可區分的特性。台灣地區猪種依五月齡體重大小，可分為 100 公斤重的大體

型猪種─藍瑞斯、約克夏、杜洛克與盤克夏；50 公斤重的中體型猪種─桃園；和 20 公斤

重的小體型猪種─蘭嶼。將猪 38 條染色體上的遺傳基因所在位置繪集成地圖─「猪基因



圖譜」，再瞭解這許多基因在猪隻性狀上所扮演的功能，可選留具優質基因之種猪。利用

基因檢測來選擇種猪，並依基因型組合來配種，孕育出來的種猪就是「基選猪」。 

種猪檢定站及種猪協會等定期拍賣猪，規定藍瑞斯及約克夏等母系品種之緊迫基因

型要 AA 型，杜洛克當終端公猪品種之緊迫基因型不能有 BB 型，避免產生帶有 BB 型肉

仔猪誕生，形成生長期間的斃死猪。因此，有基因登錄種猪受到青睞居多。基因登錄的

種猪，部份會成為種猪場的新血輪，有利於基因交流及重組，故持續提供新的基因信息

及基因條碼等資料，將會帶動種猪場精益求精，促使其每頭種猪發揮優質基因，降低養

猪戶生產成本，獲取最大的經營利潤。把基因序列數位化後的基因條碼系統，讓種猪選

種精準度提高。 

基因條碼存在於細胞核內的染色體及細胞質的粒線體，染色體包括體染色體及性染

色體。性染色體通常僅一對，哺乳動物是 XY，鳥類是 ZW，上有性別決定基因。例如家

兔的染色體對數有 22 對(42+XY)，家兔的分類學名為兔屬馴化兔種(Oryctolagus cuniculus 

domesticus)，是由歐洲野兔(Oryctolagus cuniculus)演化而來，歸屬於兔科(Leporidae)、兔

形目(Lagomorpha)和哺乳綱(Mammalia)。基因決定品質，品種性能改進之新方向是基因

檢測及基因選種。種兔的遺傳基因條碼如同數位存在於體染色體、性染色體及粒線體，

以去氧核糖核酸(DNA)方式存在，在細胞核內的體染色體 DNA 及性染色體 DNA 成線狀

(3500 Mbp)，而在細胞質的粒線體內 DNA 則成環狀(17,245 bp)。基因條碼所需的核酸序

列編碼技術為應用各物種之間特定信息，甚至於個體間特定信息，DNA 上存在著許多的

單核苷酸多態型 (Single nucleus polymorphism, SNP) 組合，形成條形編碼中粗細不同的

線條。 

動物粒線體基因條碼是以母性遺傳方式世代沿襲而來，在台灣誕生的動物會有母親

的粒線體基因條碼，因此全長定序粒線體 DNA 序列會發現家族差異及同胞個體差異。如

此一來，國產畜產品乳肉蛋等均有其特定的粒線體基因條碼。動物粒線體基因全長定序

包括 12S rRNA、16S rRNA、22 個 tRNA、13 個蛋白質基因及 D 環區。我們可將 SNP 類

型中的核苷酸 A、T、C 或 G，與重複序列數目化成線條與空白，按照一定的編碼規則組

合成 DNA 條形編碼。擴展至粒線體 DNA 其他區域定序，如細胞色素 c 氧化酶 I 基因



（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1, COX1）等，或粒線體 DNA 完全定序。未來若再依蛋

白質基因位序由 ND1、ND2、COX1、COX2、ATPase8、ATPase6、COX3、ND3、ND4L、

ND4、ND5、ND6 至 Cytb 之胺基酸序列，即可延伸為一編碼資料庫，而由此資料庫結合

所建立的 DNA 條形編碼技術，可構成商業生產場乳肉蛋產品的逆向追蹤系統，以預防產

品的運輸、流通、銷售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仿冒行為，將有利於協助國產乳肉蛋的品牌化。 

 

 

 

基因條碼系譜圖標示遺傳自父母的 Y 染色體基因及粒線體基因。 

 

六、新品種品系之基因條碼商品化 

推動種畜禽生產履歷與基因條碼整合應用，加速基因選種知識擴展到民間種畜禽，加強

畜產遺傳資源回流民間與改進畜禽遺傳育種模式。商品流通上，一個商品通常擁有數個

編碼或碼條，有些碼條僅作為品質管制或物流管理用。例如乳牛育種體系，一支由美國

進口乳牛冷凍精液就同時擁有登錄號、NAAB 編碼、場內碼、場名、國內轉登錄號等等，



因此基因條碼的建置，不會與『生鮮農產品追蹤管理系統』採用的 EAN/UCC 碼有所衝

突。商業操作時，由於基因條碼編碼後並非每一動物的乳肉蛋商品均需分生檢測，而僅

作為疑異商品之抽驗品管，藉以保障消費者及區隔產品。健全猪、牛、羊、鹿、兔、雞、

鴨、鵝等種畜禽的基因選種核心體系，提供基因條碼作為國產畜產品之生物商標及產地

標示用，增加國產品的國際競爭力，並藉以區隔進口產品。再以生物多樣性概念及生物

安全觀點，保存現有的畜產遺傳資源之細胞及基因物質，並結合生醫產業技術來發展優

質、特色、區隔產品，善加利用本土生物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