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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年 元旦出版(無藝倆畫圖扑納涼)第一集; 以一位平凡的獸醫

師解剖台灣的人、事、物為題，寫出一百篇台灣語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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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年 元旦彩墨畫創作個展於私立台灣夜間美術館

2001年 九月，三不管藝術協會聯展

2002年 10月個展於落山風文化藝術工作室。

 用檳榔葉燒、烙、刻添彩之實驗創作，勇闖美麗島、民

視、中天、大愛、台視---等新聞媒體相繼播報。

2002年 12月9日被評審為台中市優良街頭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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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年 三月二十日於通豪大飯店，台中市獸醫師公會會員大會

中，以(歷史、狗仔、檳榔葉--落山風與土地對話)為題，

展出歷年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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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動物用藥品檢定業務現況
與展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 分所長  陳瑞祥

壹•前言

我國動物用藥品檢定自臺灣省家畜衛生試驗

所藥品檢定課之設置迄今歷47載，近半世紀來
先進先賢的努力，使我國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略

具規模，由於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為我國目前唯

一的國家級動物用藥品檢定檢驗機關，其設置目

的係依「動物用藥品管理法」及「飼料管理法」

執行動物用藥品檢定及檢驗工作，而其檢定及檢

驗結果之判定，係作為相關機關核發證照及行政

處分之依據，關係人民、廠商權益，更影響動

物用藥品及補助飼料之品質以及畜禽水產品藥物

殘留等，此項業務與動物用藥品及補助飼料品質

及肉品衛生安全息息相關，影響國民健康至鉅。

就其現有業務現況與人力，亟須擴大動物用藥品

檢定分所編制，充實其人力與經費，培育專業人

才，提昇檢驗技能，以強化我國動物用藥品檢定

之組織與功能，建置完整之動物用藥品法定檢定

機構，並促進我國動物福利與畜牧及養殖產業永

續發展。

貳•組織與沿革

我國於民國50年2月1日經濟部公佈「動物
用藥品管理辦法」（1），鑒於當時中央農業主

管機關（經濟部）所屬未具動物用藥品檢定設

施，有關動物用藥品檢定業務委由前臺灣省政

府農林廳獸疫血清製造所，負責動物用藥品檢

定業務，為因應執行與日俱增之動物用藥品檢

定業務，於該製造所興建檢定大樓，並於51年
4月14日檢定大樓落成啟用該製造所亦同時改
制為臺灣省家畜衛生試驗所，設有藥品檢定課

下設生物藥品檢定股及化學藥品檢定股。未設

立藥品檢定課之前生物藥品由獸疫血清製造所

之研究課細菌室負責，化學藥品則由臺灣省衛

生試驗所負責檢驗。（2）

自民國6 0年8月1 6日「動物用藥品管理
法」公佈施行後，藥品檢定業務仍委由臺灣省

家畜衛生試驗所藥品檢定課，自民國64年11
月21日「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施行細則」發布實
施，家畜衛生試驗所藥品檢定課於民國66年2
月配合職位分類之實施，改制為藥品檢定研究

系並廢除股之編制。（2）另據臺灣獸醫發展史記

載於民國38年間為解決前臺灣省政府農林廳獸
疫血清製造所製造之結晶紫豬瘟疫苗供應不足

問題，同時核准民營動物用生物藥品製造廠設

立，以因應豬瘟防疫需要。獸醫前輩乃於民國

39年首創採用逐批檢驗方式，以提升並確保動
物用生物藥品品質。

民國 7 1年 5月 2 5日我國全面推動「優
良藥品製造標準（Good Manufactur ing 
Pratices; GMP）」，動物用藥品製造邁入新
紀元，為配合動物用藥廠全面實施GMP制度，
於民國77年8月1日由家畜衛生試驗所藥品檢定
研究系提升為「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下設生

物藥品檢定研究系、化學藥品檢定研究系、實

驗動物研究系、總務及會計等，囿於台北縣淡

水鎮之辦公廳舍空間狹小，無法容納日益增加

之檢定件數，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與臺

灣省政府農林廳於民國74年9月至76年8月兩
年之研商籌劃與6次勘查後，將原臺灣省畜產
試驗所苗栗種畜繁殖場現址（苗栗縣竹南鎮崎

頂里）用地移撥臺灣省家畜衛生試驗所，由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自77年度起分年成立專案計畫
（3），以總經費五億八千萬元興建行政大樓與符

合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Good Laboratory 
Practices；GLP）檢定動物舍，擴充現代化
儀器設備，以因應檢驗需要，並符合國際規

範，提升國內動物用藥品之品質與管理。復因

民國87年精省關係，「臺灣省政府」所屬各試
驗機構於88年7月1日改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本分所為中央四級機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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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務職掌

本分所依法辦理動物用藥品檢定業務，為

確保其品質與畜禽水產品安全，經參考動物用

藥品檢定的國際規範、各國動物用藥品檢定的

體制與我國動物用藥品管理法（5）、飼料管理

法、畜牧法與農產品生產與驗證管理法（6）等法

規規定，其業務職掌依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

化學藥品檢定研究系、實驗動物研究系分別

為：

一．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

（一）動物用生物藥品登記檢驗、逐批檢驗、

抽查樣品檢驗及疑似偽藥、禁藥或劣藥

之動物用生物藥品鑑定檢驗事項。

（二）動物用生物藥品檢定用微生物種原保存

事項。

（三）動物用生物藥品檢驗之品質保證事項。

（四）動物用生物藥廠輔導、檢驗技術諮詢事

項。

（五）獸醫基因改造微生物研發試驗服務事項。

（六）動物用生物藥品檢定、新藥試驗技術研

究發展與改進事項。

（七）動物用生物藥品檢驗方法之評估、確

效、研究及擬訂事項。

（八）其他有關動物用生物藥品之檢驗、技術

諮詢與研究發展事項。

 二．化學藥品檢定研究系：

（一）動物用一般藥品登記檢驗、抽查樣品檢

驗、疑似偽藥、禁藥或劣藥鑑定檢驗，

以及含藥飼料添加物和維他命補助飼料

檢定等事項。

（二）動物用一般藥品品質、成分含量與效能

測試等服務事項。

（三）飼料中添加藥物、藥品成分之檢定分析

服務事項。

（四）動物用一般藥品之藥物鑑定技術研究發

展與改進事項。

（五）動物產品藥物殘留檢驗技術研發與服務

事項。

（六）動物用一般藥品檢驗之品質保證事項。

（七）動物用一般藥品廠輔導、檢定技術諮詢

事項。

（八）動物用一般藥品檢驗方法之評估、確

效、研究及擬訂事項。

（九）其他有關動物用一般藥品之檢驗、技術

諮詢與研究發展事項。

三．實驗動物研究系：

（一）動物用藥品檢定用實驗動物之繁殖與供

應事項。

（二）動物用藥品檢定用實驗動物之種原保存

事項。

（三）動物用藥品檢定用實驗動物之選育事

項。

（四）動物用藥品檢定用實驗動物之應用研究

事項。

（五）動物用藥品檢定用實驗動物之品質保證

事項。

（六）協助動物衛生檢驗、試驗研究機構之實

驗動物供應事項。

（七）其他有關於動物用藥品檢定用實驗動物

技術服務、諮詢與研究發展事項。

四．本分所現有人力配置：

本分所法定暫定員額職員16人；技工、工
友14人；另有勞務外包承攬人力25人。以現有
業務量，人力極為短絀。

肆•現況與成果

一．業務現況

（一）動物用藥品與含藥物飼料及

維生素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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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用藥品與含藥物飼料之品質檢驗概分

為產品上市前之品質檢驗、市售產品之品質檢

驗、輸出動物用藥品之品質檢驗，以及動物用

生物藥品之逐批檢驗。茲分述本分所有關之業

務如下：

1．產品上市前之品質檢驗

動物用藥品製造業者或動物用藥品販賣業

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檢驗登記，經文件資料

審查後，必須檢送樣品至本分所，本分所依據

「動物用藥品檢驗標準」（7）進行檢驗，其檢

驗結果須合乎前揭檢驗標準，始得受理檢驗登

記。

申請製造或輸入動物用新藥檢驗登記時，

須於我國擇定畜牧場或水產養殖場進行安全及

效能之新藥委託試驗（田間），該試驗成績符

合我國檢驗標準，始得作為核發動物用藥品許

可證之依據。

2．市售產品之品質檢驗

為了解上市產品之品質，依據動物用藥品

管理法及飼料管理法規定，由中央或地方主管

機關赴轄區抽驗市售產品，並將其抽驗之樣品

送本分所。本分所依據「動物用藥品檢驗標

準」進行檢驗，將檢驗結果通知送驗機關，不

合格者由送驗機關依違反前揭法令規定處理。

另外由司法檢察機關將疑似動物用偽、

禁、劣藥品案件樣品移交本分所之品質檢驗與

檢定工作。

3．動物用生物藥品逐批檢驗工作

動物用生物藥品核准上市後，於製成或輸入

報關完稅後，製造業者或輸入業者應逐批向直轄

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抽樣檢驗，經該管主管
機關派員抽取樣品送至本分所，經本分所查驗合

格，通知送驗機關並封緘後，始得出售。

為強化執行動物用生物藥品逐批檢驗，本

分所具有優良之動物用生物藥品之檢定設施：

(1) GLP檢定動物舍由於許多疫苗之效力試
驗需進行動物試驗，本系備有設備完善之GLP
檢定動物舍，其中分為實驗豬舍，實驗雞舍、

實驗SPF雞舍、育雛舍、實驗兔舍、鼠舍、天
竺鼠舍、牛舍等。

(2) 為因應我國獸醫生物技術產業基因重組
研發所需之田間動物試驗設施，協助我國生物

技術產業之發展，提供實驗室完成之基因轉殖

產品進行動物試驗，建置生技產業基因改造動

物用微生物產品之動物試驗設施。該獸醫基因

改造產品動物舍，包含豬飼育室、牛飼育室、

綜合飼育室、水禽飼育室、魚飼育室。

(3) 為配合製造及輸入水產用疫苗檢驗登
記之申請，並落實動物用生物疫苗逐批檢驗之

政策，建置魚用疫苗檢定設施，包括水產養設

施及檢驗實驗室，水產魚用疫苗檢定設施包含

檢疫室、檢定室（大系統）、檢定室（中系

統）、檢定室（小系統）、低溫檢定室。檢疫

室及檢定室每間約可容納500尾淡(海)水魚，低
溫檢定是約可飼養250尾冷水性魚類。

4．輸出動物用藥品之檢驗

動物用藥品製造廠申請輸出之動物用藥

品，除符合動物用藥品優良製造準則外，應由

中央主管機關或指定之機關派員抽取樣品，送

交本分所檢驗。由於我國動物用藥廠（動物用

原料藥製造廠除外）已全面實施GMP 制度，
因此，本項輸出檢驗件數不多。

（二）實驗動物生產與供應

政府於民國77年12月25日全面實施動物
用藥品GMP制度，動物用藥品之製造與檢定
所需之實驗動物要求更為嚴格，採用無特定病

原(Specif ic Pathogen Free；SPF)實驗動
物進行動物用生物藥品之製造、檢驗（定）以

及動物傳染病之檢診更為迫切。為穩定SPF動
物供應，包括：SPF雞、胚蛋、天竺鼠及兔等
（8）（表一、表二、表三），本分所進行前揭特

定實驗動物之種原選育與生產，以支援生物產

業、學術單位、動物疾病檢診單位之研發、產

品檢驗或疾病檢驗之需。另為因應水禽類疫苗

之研發與疾病檢診，本分所也完成最少病源鴨

之選育工作，期進一步完成SPF鴨之生產與供
應。本分所從民國70年即生產供應SPF鷄，為
我國第一家生產SPF鷄機關。 

依據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93年度
第二次委員會議結論，責成「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在現有實驗動物資源體系下，除供應生物

藥品之製造、動物用藥品之檢驗（定）以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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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SPF 雞健康監測項目

     

 

      註：HI：紅血球凝集抑反應；ELISA：酵素免疫分析； SN：血清中和試驗；AGG：凝集反應。

表二、SPF 實驗用兔健康監測項目

     

    註： Micro：鏡檢；Culture：細菌培養；ELISA：酵素免疫分析。

項 目 檢測方法 備註

ND新城病 (Newcastle Disease) HI

IB 傳染性支氣管炎 (Infectious Bronchitis) ELISA

ILT 傳染性喉頸氣管炎 (Infectious Laryngotracheitis) ELISA

IBD 傳染性華氏囊病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ELISA

EDS 產蛋下降症候群 (Egg Drop Syndrome) HI

MS 傳染性滑膜炎 (Infectious Synovitis) HI

里奧病毒 (Reovirus) ELISA

PD 雛雞白痢症 (Salmonella Pullorum) AGG

MS 慢性呼吸道疾病 (Mycoplasma Gallisepticum) AGG

AE 家禽腦脊髓炎 (Avian Encephalomyelitis ) ELISA

AI 禽流行性感冒 (Avian Infl uenza-Type A) ELISA

ART 禽鼻氣管炎 (Avian Rhinotracheitis ) ELISA

ALV 禽淋巴性白血病 (Lymophoid Leukosis) ELISA

REV 網狀內皮細胞病毒 (Reticuloendotheliosis Virus) ELISA

CA 雞貧血症 (Chicken Anemia ) ELISA

項 目 檢測方法 備註

Pasteurella multocida（巴斯德桿菌症） Culture

Bordetella bronchiseptica（博氏桿菌症） Culture

Pseudomonas  spp. （綠膿桿菌症） Culture

Salmonella  spp. （沙氏桿菌症） Culture

Rabbit hemorrhagic fever(兔出血熱) ELISA

Eimeria stiedai  (hepatic coccidian)（球蟲症） Micro

Eimeria caviae  (intestinal coccidian) （球蟲症） Micro

Eimeria magna  (intestinal coccidian) （球蟲症） Micro

Psoroptes cuniculi（耳疥癬） Micro

Passalurus ambiguous（蟯蟲） Micro

Tularemia （土拉倫斯病） Culture

Myxomatosis（黏液病）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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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SPF 天竺鼠健康監測項目

     

    註： Micro：鏡檢；Culture：細菌培養；ELISA：酵素免疫分析。

物傳染病之檢診之需求外，同時兼顧生技醫藥

產業發展之需求，並依(1) 符合國際的品質要
求，(2) 兼顧南北生物醫學的研究發展，(3) 未
來國內生技醫藥產業之發展需要等三項原則，

檢討、評估、規劃與執行實驗用SPF兔之生產
與供應，以配合全國實驗動物供應體系之分

工，滿足當前生物技術產業之需求。

基此，依據國家整體實驗動物供應體系之

分工，本分所負責生產SPF雞、兔及天竺鼠等
特定的優良實驗動物，以提供具感受性病原之

研究、疫苗之製造與檢定以及生物醫藥研發用

之實驗動物，以確保我國動物用藥品檢定與生

物科技研究的品質。

為確保SPF實驗動物生產品質，委託中興大
學獸醫學院及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定

期對於實驗動物進行健康監測，為提升實驗動

物生產技術，對於專業人員積極進行內部及外

部訓練。於97年10月22日取得SPF雞、雞蛋、
兔及天竺鼠生產供應 ISO 9001：2000國際品
質認証(No QUAL/2008/32833)，以提升實驗
動物生產品質與國際接軌。

(三) 實驗室認證

由於藥品檢驗種類與項目繁多，本分所生

物藥品檢定系備有細菌室、細胞室、病毒室及

血清室，化學藥品檢定系則具有充足之檢驗設

備與實驗室，並由具國家高等考試資格之獸

醫師與具化學及藥學專業領域人員執行檢驗

工作，近年來亦不斷提升技術，在全體同仁

努力之下，於民國88年2月取得全國認證基金
會（TAF）化學測試領域之實驗室認証；於民
國93年通過中華民國認證基金會之TAF實驗室
生物測試領域認證。實驗動物方面亦於97年
10月22日經法國、貝爾國際驗證機構「SPF實
驗動物品質管理系統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QMS」獲ISO9001：2000認證。相信
藉由公正、國際化之認證機構評鑑實驗室技術

能力，能加強技術交流，使檢驗能力提升，建

立公信力。為持續確保符合 ISO/IEC 17025國
際規範，對各實驗室人員實施內、外部教育訓

練、認證項目之能力比對、內外部稽核等，以

提升實驗室檢驗水準及國家檢定之公信力。

項 目 檢測方法 備註

Sendai virus（仙台病毒） ELISA

PVM(Pneumonia Virus of Mice) （小鼠肺炎病毒） ELISA

Reovirus Type 3(Reo-3)（里奧病毒） ELISA

Lymphocytic Chroriomeningitis virus（淋巴球性腦膜脈絡膜炎） ELISA

SV-5 (Simian Virus 5) ELISA

Pasteurella pneumotropica（巴斯德桿菌症） Culture

Staphylococcus aureus（葡萄球菌症） Culture

Pseudomonas aeruginosa（綠膿桿菌症） Culture

Bordetella bronchiseptica（博氏菌症） Culture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鏈球菌症） Culture

Salmonella spp. （沙氏桿菌症） Culture

Psoroptes cuniculi （耳疥蟲）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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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分 所 在 T A F 化 學 測 試 領 域 之 實
驗 室 認 證 計 1 2 項 ： 培 尼 皮 質 醇 針 劑
（P r e d n i s o l o n e）、丙酮特安皮質醇針劑
（T r iamcinolone acetonide）、迪皮質
醇針劑（Dexamethasone）、氯黴素注射
液及懸浮注射液（Chlo ramphen ico l）、
脫氧羥四環素治療用散劑（D o x y c y c l i n e 
h y c l a t e ） 、 安 默 西 林 治 療 用 散 劑
（Amoxicil l in tr ihydrate）、雪華力新治療
用散劑（Cephalex in monohydrate）、
卡巴得豬飼料（C a r b a d o x）、富來頓
豬飼料（ F u r a z o l i d o n e）、硝基 喃豬

飼料（ N i t r o f u r a z o n e）、維生素 E補
助飼料（ V i t a m i n  E）、愛滅蟲注射液
（ Ivermectin）等；TAF生物測試領域實驗室
認證計3項：乾燥豬丹毒活菌苗生菌數試驗、

假性狂犬病活毒疫苗病毒含有量試驗及雞產卵

下降症不活化疫苗血球凝集抑制試驗。

(四) 資訊管理
建置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系統，強化實驗室

檢驗自動化，增進檢驗準確性及效能，有效率

資料收集與數據分析；建立web版線上資料取
得動物用藥品許可證、廠商及動物用藥品逐批

檢驗、收樣資料與文件審核等資訊，縮短行政

作業流程，提升行政效率。

建立實驗動物生產管理資訊系統，並完成

建置線上實驗動物供銷資訊系統，提供網路之

訂單服務及生產銷售管理，以提高服務品質、

效率及方便性，以便利生醫產業、研究機構之

採購。

表四、近五年動物用生物藥品檢驗批數統計表

年  度 分  類
豬用 禽用 其他 批數小計

合計 合格率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93年

國產批數 212 2 282 3 8 5 502 10 512 98.00%

進口批數 136 0 515 0 52 0 703 0 703 100.00%

市售 — — — — — — 130 5 135 96.30%

總計 348 2 797 3 60 5 1,335 15 1,350 98.90%

94年

國產批數 203 10 292 3 10 1 505 14 519 97.30%

進口批數 181 0 635 4 97 0 913 4 917 99.60%

市售 — — — — — — 40 0 40 100.00%

總計 384 10 927 7 107 1 1,458 18 1,476 98.80%

95年

國產批數 195 5 225 7 8 1 428 13 441 97.10%

進口批數 153 1 559 3 71 0 783 4 787 99.50%

市售 — — — — — — 29 0 29 100.00%

總計 348 6 784 10 79 1 1,240 17 1,257 98.60%

96年

國產批數 153 4 194 1 10 0 357 5 362 98.60%

進口批數 145 0 520 1 69 0 734 1 735 99.90%

市售 — — — — — — 38 0 38 100.00%

總計 298 4 714 2 79 0 1,129 6 1,135 99.50%

97年

國產批數 140 9 175 10 8 2 323 21 344 93.90%

進口批數 135 2 491 4 64 0 690 6 696 99.10%

市售 — — — — — — 93 0 93 100.00%

總計 275 11 666 14 72 2 1,106 27 1,133 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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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近五年動物用一般藥品和補助飼料檢驗統計表

年度 分類 檢驗件數 合格件數 不合格件數 合格率

93

抽查送驗動物用一般藥品 554 514 40 92.80%

檢驗登記
一般藥品 129 126 3 97.70%
補助飼料 87 81 6 93.10%

合 計 770 721 49 93.60%

94

抽查送驗動物用一般藥品 614 584 30 95.10%

檢驗登記
一般藥品 95 94 1 98.90%
補助飼料 94 91 3 96.80%

合 計 803 769 34 95.80%

95

抽查送驗動物用一般藥品 719 692 27 96.20%

檢驗登記
一般藥品 76 76 0 100%
補助飼料 94 93 1 98.90%

合 計 889 861 28 96.80%

96

抽查送驗動物用一般藥品 556 537 19 96.60%

檢驗登記
一般藥品 105 105 0 100%
補助飼料 95 92 3 96.80%

合 計 756 734 22 97.10%

97

抽查送驗動物用一般藥品 1,218 1,193 25 97.90%

檢驗登記
一般藥品 118 116 2 98.30%
補助飼料 64 62 2 96.90%

合 計 1,400 1,371 29 97.90%

(五) 技術輔導
本分所負有獸醫科技知識推廣之任務，因

而擬定與辦理各項技術推廣活動，範圍包括相

關的學術研討會、實用性動物用藥品檢定與製

造技術、藥物正確使用與殘留防範等。舉辦各

項學術研討會與技術推廣活動，以提升動物用

藥品製造技術，推廣藥品正確應用及防範動物

用藥品殘留與抗藥性問題。

(六) 檢驗技術研發
由於人力限制，目前本分所之研究計畫以

配合主管機關當前動物用藥品檢定有關且迫切

須修正、制定與解決之項目為主，主要項目侷

限於動物用藥品檢驗標準之改良與研發、抗菌

劑類檢驗方法之確效或飼料中藥物檢驗方法的

開發等。

二．業務執行成果

本分所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化學藥品檢

定研究系與實驗動物研究系。五年來之重要執

行成果概述如下：

◎ 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
由表四可知，我國所使用之動物用生物藥

品以經濟動物(豬、禽)為最大宗，其他還有小
動物(犬、貓)及反芻獸(牛、羊)疫苗，所有疫
苗其中又以禽類疫苗檢驗批數最多。比較進口

與國產疫苗申請檢驗之批數比，約為2:1，顯示
目前國內仍以進口疫苗為主。觀察近五年檢驗

之總批數，有逐年降低之趨勢，可能與我國檢

驗費調高後業者提高每批生產疫苗的批量以減

少批數，減少檢驗費用所致。近五年檢驗疫苗

之合格率，國產疫苗為以97年度93.9%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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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抽驗飼料添加藥物和查緝取締藥品檢驗鑑定統計表

進口疫苗則達99%以上，顯示進口疫苗的合格
率較高，不合格之主要原因為無菌試驗或效力

試驗不符合動物用藥品檢驗標準。

◎ 化學藥品檢定研究系
近五年來上市前之品質檢驗件數約為160

至220件之間，除93年度之補助飼料合格率較
低為93.1％，其餘年度品質檢驗之合格率均達
96％以上。至於上市後之品質檢驗，由93年抽
查554件至97年暴增至1,218件，其合格率亦以
93年之92.8％較低，其餘年度之合格率95.1％
以上。對於不合格者函請送檢機關依規定處理

（表五）。對於抽驗飼料添加藥物的檢驗件數

最多，93至95年均達1,112件以上，至96年及
97年減少至七百多件。其合格率在93.7以上。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動物用藥品查緝取締小組、

財政部關稅總局及司法檢察機關疑似動物用藥

品偽、禁、劣藥送檢件數以96年最多77件。其
餘年度件數2件至34件間，檢驗結果均函覆送
檢機關依規定處理（表六）。

◎ 實驗動物研究系
本分所實驗動物種類與其他單位有別，係

以動物用藥品檢定所需者為主，依據當前國家

實驗動物資源體系之供應分工，除供本分所檢

定工作之需外，亦提供動物用生物藥品廠、生

命科學研究機構與其他生醫產業之應用。

1．實驗用傳統清淨兔及無特定病原
（SPF）兔之育成：本分所現有傳統清淨兔舍
一棟，平均年生產供應清淨實驗兔3千餘隻。
為提升實驗動物之品質，於93年2月新建完成
SPF兔舍一棟，同年自日本引進SPF大白兔18
隻，進行育成試驗外，另自行研究初代與二代

SPF兔之育成繁殖及品質監控，以提供國內各
試驗研究單位優良之SPF實驗兔。

2．實驗用傳統清靜天竺鼠之生產供應及
SPF天竺鼠之育成：本分所原有一般天竺鼠舍
一間，平均年生產供應清淨天竺鼠千餘隻。為

提升品質於92年停養，並於93年2月新建完成
SPF天竺鼠一棟，且自美國引進SPF天竺鼠30隻
進行育成試驗，並加以選育種原，以提供國內

各試驗研究單位優良SPF天竺鼠。

3．SPF雞種原選育及雞蛋生產供應：現有
SPF雞舍三棟，生產SPF小雞及雞蛋，主要提
供國內生物藥品檢定及高科技生命科學試驗研

年度 分類 檢驗項數 檢出項數 檢出率

93

抽驗 1,643 30 1.80%

查緝取締 27 2 7.40%

合 計 1,670 32 1.92%

94

抽驗 1,800 72 4%

查緝取締 10 10 100%

合 計 1,810 82 4.53%

95

抽驗 1,110 21 1.89%

查緝取締 2 2 100%

合 計 1,112 23 2.10%

96

抽驗 744 8 1.10%

查緝取締 77 77 100%

合 計 821 85 10.40%

97

抽驗 716 13 1.82%

查緝取締 34 34 100%

合 計 750 47 6.30%



中化藥訊71期•2009•第一季     9

表七、 近五年(93-97年)實驗動物生產供應數量 
      

       備註: “SPF＂表示無特定病原；“-“表示無生產。

工作項目 /年 單 位 9 3 年 9 4 年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實驗家兔 隻 4,213 4,549 4,375 3,986 4,236

SPF雛雞 個 4,341 4,634 5,321 9,558 10,090

SPF雞蛋 隻 95,354 265,251 222,941 193,198 107,889

SPF天竺鼠 隻 15 250 446 354 395

SPF家兔 隻 31 272 176 390 576

鴨蛋 隻 - - - 3,231 6,201

究與相關產業之材料，常供不應求。為提升產

量，於93年2月興建SPF自動化雞舍一棟，現已
正式營運生產，以滿足國內需求。並對於SPF
雞種原選育，目前已選育完成三個不同來源之

來亨蛋雞品系，有美系、德系及日系各三族

群，計九族群種原。

4．最少病原番鴨選育生產供應：於民國
95年以舊有房舍修建完成鴨舍一棟，主要作為
選育生產最少病原番鴨及鴨蛋，平均年產6千
餘顆，以提供國內水禽病毒疫苗檢定、疾病診

斷及製造水禽小病毒疫苗之用。

五年來本分所實驗動物之生產情形如表七：

伍•未來展望

充實人力與經費，建置完整之動物用藥品

法定檢定機構：由於人力與經費限制，我國目

前動物用藥品檢定之中心工作，侷限於以完成

動物用藥品主管機關之例行性實驗室檢驗與檢

定為主，尚無人力執行畜禽水產品藥物殘留檢

驗與動物用藥品檢驗技術之研究發展等業務；

加以動物用藥品檢定業務需具高成本之動物試

驗設施與儀器設備、高精密度之儀器設備與高

生物安全等級之試驗設施，以執行微量藥物成

分檢驗、病原性微生物進行攻毒試驗檢驗其效

力與生產高品質之實驗動物。未來能擴大動物

用藥品檢定分所之編制員額與寬籌經費，充實

我國動物用藥品之檢定人力與維持經費，以落

實法令之執行，強化動物用藥品檢定之研究與

發展，從而提升我國動物用藥品產業之整體水

準，支援動物產業之生產，防範藥物殘留與微

生物抗藥性而增進人畜健康，而提升我國動物

用藥品管理之的國際信譽，建置完整之動物用

藥品法定檢定機構。

標準化認證，建立檢驗公信力：我國動

物用藥廠實施G M P已2 0年，動物用藥品主
管機關為因應國際趨勢，導入現行優良藥品

製造標準（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tices;CGMP），提升我國動物用藥品製
造業之產品品質，符合國際水準。因此，動

物用藥品檢定業務除繼續推動TAF實驗室認證
外，更應積極籌劃建立符合國際規範之檢驗品

質管理系統，參與並取得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

GLP國際認證。在實驗動物生產方面，雖於去
（97）年10月22日獲得SPF實驗動物品質管理
系統(QMS)已通過ISO9001：2000認證，更應
以此為基礎早日取得國際實驗動物評估和認可

管理委員會(Associ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Care 
International；AAALAC）認證工作（9）。提供

動物用藥品檢定、疾病檢診、生醫產業及生物

技術等學術研究高品質之實驗動物用，以提升

國內生物科技產業在國際之競爭力。

人才培育：科技創新日新月異，動物用藥

品檢驗技術進步快速，儀器設備更為精密，由

於動物用藥品之檢定結果涉及是否違反法令，

決定該批次產品上市或銷毀，關係人民權益，

檢驗操作者須對結果負責。檢驗人員須經持續

專業訓練與技術養成，方能熟練而有效率地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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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實驗室之藥品檢定工作，確保檢驗品質，維

護公信力與國際信譽。此外，針對SPF實驗動
物生產所需環境條件、飼養管理、生物安全與

健康監控等，開發相關技術，加強培育實驗動

物生產研發專門人才。因此，加強人員專業訓

練，並培訓高階檢驗專業人力，加速檢驗方法

之開發，提昇檢驗技能，生產高品質之實驗動

物。

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有關動物用藥品

會議，擴大國際間之交流與合作，藉由國際交

流與合作，提升動物用藥品檢定技術與實驗動

物產技能。

陸•結論

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係國內唯一國家級動

物用藥品之檢定機關，為期建立動物用藥品檢

驗公信力與國際信譽，今後將本著「精確、專

業、進取、創新、突破」之理念，依據動物用

藥品管理法、飼料管理法、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管理法等有關規定，在公正、精確與效率之基

礎上，提昇檢定技術與實驗動物生產技能，落

實執行動物用生物藥品、化學藥品及含藥物飼

料添加物之檢驗工作；並強化實驗動物生產品

質，促進我國生醫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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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飼料污染三聚氰胺及三聚氰
酸爆發犬貓腎衰竭事件之回顧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副教授 廖俊旺
                                                                                  研究生 李易帆、陳鯤兆

摘要

在2 0 0 4年初，國內及其他亞洲國家同
時爆發寵物飼料引起犬貓腎衰竭，農委會曾

針對此一事件緊急成立「台灣地區犬腎衰竭

流行病學研究專案小組」，決議委由研究機

構進行犬腎衰竭流行病學調查、寵物飼料黴

菌毒素分析、重金屬及飼料成份檢測等專案

工作。隨後，在2007年初，北美地區亦爆發
寵物飼料污染犬貓腎衰竭事件，分析飼料及

腎臟中均含有三聚氰胺及三聚氰酸，經動物

毒理試驗再次確認為三聚氰胺及三聚氰酸之

混合毒性所造成。最近於2008中旬，中國發
生三聚氰胺污染嬰兒奶粉，引起嬰兒腎結石

病變並導致死亡事件，引起國際間對嬰兒奶

粉因三聚氰胺污染的重視，因而導致數千種

產品下架。世界衛生組織亦緊急召集許多科

學家針對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毒性、前期風

險評估與食品所致各項程度進行國際會議，

此一事件亦引起國內民眾恐慌。飼料為動物

主要食物來源，然而，組成份相當複雜，常

見市售寵物飼料中亦常添加各種保健食品，

宣稱可改善毛髮並促進健康，以吸引畜主注

意，或如三聚氰胺添加在牛奶中，以增加假

性蛋白質含量，卻不知其食用安全性如何。

此一情況下，寵物食品對寵物健康仍具有潛

在危機。

一•緒言

腎衰竭(renal fai lure, RF)是一種急性或
慢性漸進性腎功能喪失疾病，臨床上出現氮尿

症(azotaemia)、尿毒症(uremia)，預後通
常不佳。引起腎衰竭之有毒物質成因相當多，

例如，在人因過量服用馬兜鈴酸(Aristolochia 
manshuriensis)中藥會引起腎小管上皮細胞凋
亡(apoptosis)，造成腎小管急性壞死及間質性
腎炎，長期服用可導致慢性腎衰竭及致腎癌之

發生(Liu et al., 2003)。食物或飼料中若遭黴菌
污染，代謝產物黴菌性毒素，如褐黴素(citrinin)
和褚麴毒素(ochratoxin)均可引起中毒性腎病。
褐黴毒素來自於Penicillum spp. 及Aspergillus 
spp. 黴菌污染食物後，生長過程之代謝產物，自
然生長於寒冷氣候，並不適合台灣濕熱環境。褐

黴素對大鼠之口服急性毒性LD50為20mg/kg，
屬於劇毒性藥劑(highly hazard)。已知實驗犬
經投予20-80mol/kg褐黴毒素引起嘔吐、下痢及
脫水，近端腎小管細胞粒線體破壞造成壞死，引

起低血鉀症、蛋白尿及結石等中毒病灶，血清中

尿素氮(BUN)及肌苷酸(creatinine)顯著性上升
(Kogika et al., 1993)。另一種黴菌毒素，如褚
麴黴素為Aspergillus ochraceus, Aspergillus 
carbonarius、Penicillum spp.及Aspergillus 
spp. 黴菌代謝產物，具有免疫毒性、肝毒性及致
癌性( A＇lvarez et al., 2004; IARC, 1986; Krejci 
et al., 1996; Sauvant et al., 2005)。

化學藥物如誤食抗凍劑乙二醇(ethylene 
glycol, EG)可在腎小管沉澱形成結晶，引起中
毒性腎小管急性壞死(NTP, 1993)。臨床上治療
藥物引起腎結石，如磺胺類藥物sulfadiazine及
sulfamethoxazole在體內代謝後，在腎臟形成針
樣或玫瑰樣結石，造成腎小管壞死、急性及慢性

腎衰竭(Alappan et al., 1999)。結石的形成與動
物品種有關，如Dalmatian犬對Tamm-Hors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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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glycosaminoglycans等結石排出能力較差。
因此，腎結石發生率較高 (Carvalho et al., 
2003)。

罹患急性或慢性腎衰竭病犬因對體內蛋白

質吸收及過濾功能均顯著降低，臨床治療常以低

蛋白、鈉及磷等配方飼料作為處方飼料，以改善

腎功能並延長壽命(Leibetseder and Neufeld, 
1991; Polzin et al., 1983)。另有報告指出，實驗
大鼠給予腹腔注射抗氧化劑維他命E(vitamin E)
及硒(selenium)可降低乙二醇引起之草酸鈣鹽結
石形成(Sakly et al., 2003)，對緩解病情亦有所
幫助。

二•國內及其他亞洲國家同時爆
發飼料引起犬貓腎衰竭事件

國內在2004年初爆發污染飼料引起犬貓腎衰
竭，並有媒體大幅刊登(Asian Economic News 
and TVBS, 2004)。當時，中華民國獸醫組織病
理學會亦針對「台灣地區犬腎衰竭病例」(CSVP 
249th case report, 2004)進行討論。在韓國亦
同時發現大量寵物，疑因食用污染飼料引起犬貓

腎衰竭(Jeong et al., 2006)。主要症狀有食慾減
退、體重急速下降、毛髮不佳及呼吸困難。解剖

當時因腎衰竭死亡犬隻，在腎臟均出現大量綠色

至褐色的結石，急性及腎間質性腎炎、纖維化及

腎小管阻塞及明顯擴張等嚴重病變(圖一) (Jeong 
et al., 2006)。

農委會積極處理狗飼料事件，成立「台灣地

區犬隻腎衰竭流行病學研究專案小組」抽驗狗飼

料，以及設立協助消費者申訴管道，並監控回收

狗飼料之銷毀作業。該專案小組委請相關檢驗單

位抽驗狗飼料結果，顯示所含的一般飼料成分如

粗蛋白質、粗脂肪、粗纖維、鹽分及鈣或磷等，

皆未呈現顯著性的異常。關於飼料中較可能發生

的有害物質方面，如常見的重金屬、黴菌毒素或

農藥等，雖有檢出，但亦於殘留容許量範圍內，

惟有檢出少量之赭麴毒素及橘黴素。該批號之污

染飼料委由泰國廠製造並出口至台灣、韓國等其

他亞洲國家(未包括日本)，當時懷疑可能受黴菌
產生之污染，唯其原料來源尚不清楚。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及便於申訴理賠之進行，

農委會委請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各

縣市獸醫師公會等單位作為申訴管道，並設計簡

便表格供消費者直接至其飼養犬隻就診之獸醫院

填具相關申訴資料，以供作為申訴依據。此外，

亦委請獸醫師公會彙整、研究病例及提供資料，

以協助釐清本次犬隻腎衰竭流行原因之參考。另

函請各縣市政府農政單位配合所屬消費者服務中

心及消保官協助辦理消費者申訴事宜。為避免消

費者之疑慮，農委會已會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消保官、桃園縣政府現勘及監控回收飼料之

管理，並協助進行銷毀作業，以避免外流或供其

他用途，另亦就回收飼料留存樣品備用，以保

障消費者權益(農委會文號：4409，93年06月04
日)，唯仍未釐清該犬貓腎衰竭之污染物及污染
源。

三•北美地區爆發寵物飼料引起
犬貓腎衰竭事件

在2007年初，北美地區亦爆發寵物飼料引
起犬貓腎衰竭事件(Burns, 2007, Brown et al., 
2007; Puschner et al., 2007; Thompson et 
al., 2008)，當時回收飼料主要有Canadian 
company Menu foods (Weise and Schmit, 
2007)。由引起腎衰竭死亡之犬貓，發現腎臟腎
小管均具有偏光特性且呈同心圓放射樣排列之

結晶，並有慢性間質性腎炎及纖維化病變(圖二) 
(Brown et al., 2007)。另外，在污染飼料中可檢
出高量的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Puschner et al., 
2007)。Puschner等人(2007)進行單一投予1%三
聚氰胺或三聚氰酸對貓之毒性試驗，結果顯示均

未對試驗貓腎臟具有任何毒性作用。然而，混合

投予1%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後，試驗貓則於48
小時內會引起嚴重急性腎出血及腎衰竭死亡，同

時在腎臟亦可分析出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成份。

Cianciolo 等人(2008)以流行病學調查70隻貓腎
衰竭病例之臨床與病理變化，均顯示腎結晶引起

腎小管壞死及腎衰竭，疑與食用三聚氰胺與三聚

氰酸混合污染飼料有關。訪查該批飼料使用之原

料來自中國，包括：小麥麩皮(wheat gluten)，
經檢出均含有高量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之人為添

加物。   

在2004年國內爆發飼料引起犬貓腎衰竭之病
理切片，當時由動物科技研究所委託美國陸軍病

理學會(AFIP)判讀，結果除上述腎病變外，進一
步以IR spectroscopy and SEM/EDXA檢查，
除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結晶外，尚發現以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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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污染飼料引起犬腎衰竭病變(Jeong et al., 2006)。

圖二•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混合引起腎毒性。因腎衰竭死亡之犬貓，於腎臟腎小管發現同心圓放射
樣排列之結晶(A, B)，並有慢性間質性腎炎及纖維化病變(C)，結晶具有偏光特性(D) (Brown 
et al., 2007)

圖三•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中毒犬腎臟結晶病理染色。以油紅(Oil red)(6)、Alizarin Red S (7)及
Von Kossa (8)染色均呈陽性反應(Thompson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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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red)、Alizarin Red S及Von Kossa染色均呈
陽性，顯示腎臟亦有草酸鈣(calcium oxalate)
之成份(Thompson et al., 2008)(圖三)。過去
研究顯示草酸(oxalate)、乙二醇或Hydroxy-L-
proline (HLP)可誘發尿結石並作為研究動物模
式。大鼠經投予0.75-1% EG 2週內可引起草酸鈣
尿結晶(crystalluria)的形成，4週後則可形成典型
之草酸鈣腎結石(CaOx nephrolithiasis)。尿液
pH值及citrate排出明顯下降，結晶開始主要出現
在腎盂部之收集管(collecting ducts)，逐漸在乳
突部(papilla)形成大的結石(Khan, 2004)。草酸
鈣腎結石出現比例仍以雄鼠較雌鼠為多，顯示與

性別不同而有差異(Corley et al., 2008)。

陳(2007)針對2004年國內爆發引起犬貓腎衰
竭污染飼料，進行對大鼠餵食毒性試驗，結果亦

顯示可重現污染飼料誘發大鼠腎臟壞死及纖維化

之腎衰竭病變，與當初犬貓腎衰竭病變相同。分

析飼料中含有高量的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顯示

此病變與飼料污染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有關，這

是針對2004年國內爆發食用受汙染之寵物飼料引
起犬貓腎衰竭後之首次研究性結果(陳。2007)，
比對犬貓腎衰竭病變與北美爆發飼料引起腎衰竭

死亡之病變相似，均有特殊的三聚氰胺與三聚氰

酸腎結晶出現(Brown et al., 2007; Jeong et al., 
2006; Puschner et al., 2007; Thompson et al., 
2008)。基於以上結果顯示，於2004及2007年發
生犬貓食用受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污染之寵物飼

料造成腎衰竭之污染物相同。

四•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之動物
毒理資料

三聚氰胺 (melamine, 2, 4, 6-triamino-1, 
3, 5-triazine, CAS No. 108-78-1)，俗稱「蛋白
精」，與三聚氰酸(cyanuric acid, s-triazine-
2,4,6-triol, CAS No 108-80-5)為結構相似物，均
含有豐富氮元素(圖四)。於工業製造過程中，三
聚氰酸可能會被當作三聚氰胺的雜質，其水溶解

度均差。

三 聚 氰 胺 主 要 是 藉 由 與 甲 醛

(formaldehyde)反應，用來生產三聚氰胺樹
脂(melamine resin)。它具有多種工業用途，
包括生產製造薄片製品、膠水、黏著劑、製模

化合物、塗層和防燃物質。事件之前，在美國

三聚氰胺是種間接的食品添加物，用來當作附

著成分。三聚氰胺同時也被發現是一種存在於

植物、山羊、母雞、雞場蒼蠅和老鼠的殺蟲劑

cyromazine的代謝物。依據美國動物及食品
安全局(California Animal Health and Food 
Safety, CAHFS)資料顯示，污染飼料中含三聚
氰胺範圍自10 mg/kg (0.001%)至3,200 mg/
kg (0.32%)不等, 已遠超過正常殘留10 mg/kg
許多倍(Puschner et al., 2007)。然而單就三
聚氰胺本身毒性而言，其對大鼠口服急毒性

LD50s為 3,200 - 3,800 mg/kg，屬於低毒性物
質(relatively nontoxic) (IARC, 1986)。長期試
驗對雄鼠(F344/N)具有引起膀胱癌毒性，但對
雌性大鼠及小鼠(B6C3F1)無致癌性(NTP, 1983; 
Ogasawara, 1995)。

三聚氰酸(Cyanuric acid, s-triazine-2,4,6-
triol,CAS No 108-80-5)是三聚氰胺的結構相似
物，三聚氰酸是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核
准為飼料尿酸濃縮物及反芻動物飼料的添加物成

分。此外，氰酸也常在游泳池中，因為其為消

毒物質Dichloroisocyanurates的分解產物。人
體的接觸可能是透過喝到游泳池的水、飲用到

從表面水處理得到的水，和食用到體內累積氰

酸的魚類(OECD 1998)。三聚氰酸鈉(sodium 
cyanurate)屬低急毒性，大鼠口服LD50為7,700 
mg/kg (OECD 1999)。短期或長期的大鼠、小
鼠實驗並無致基因致變異性、致癌性或致畸胎

性。除在大鼠和小鼠高劑量會產生膀胱結石、膀

胱表皮增生，長期會有腎小管的腎病變。兩年大

鼠長期實驗顯示三聚氰酸鈉之無毒害作用劑量

(NOEL)為154 mg/kg body weight (Hammond 
et al., 1986; WHO 2008a)。 

N

N

N

O

O O

N

N N

NNN

Melamine Cyanuric acid

圖四•三聚氰胺及三聚氰酸之化學結構式
(Dobson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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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混合後
加強腎毒性作用

已知投予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 (1 :1 )混合
110 mg/kg以上之腎毒性作用，遠比其單一毒
性強(Dobson et al., 2008; Puschner et al., 
2007)，如，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1:1) 32 mg/
kg以下對貓並無急毒性，與其他代謝產物如
Ammelide、Ammeline、Ureidomelamine 
及Methylmelamine混合使用亦不具腎毒性
(Dobson et al., 2008)。結晶可能因三聚氰胺
與三聚氰酸之間以氫鍵互相鍵結而形成特徵性

結晶，單一化合物存在時，其水溶解度(water 
solubility)於三聚氰胺為3,240 mg/l，三聚氰酸
為2,000 mg/l，而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混合為
2.2 mg/l，單一與混合化合物之水溶解度相差約
1,000倍(Costa, 2008)，顯示兩者混合結合物更
難溶於水中。

Reimschuessel等人(2008)曾進行三聚氰胺
與三聚氰酸對魚及豬之混合腎毒性，經投予三聚

氰胺與三聚氰酸(1:1) 400 mg/kg連續3天，引起
試驗魚及豬急性死亡，試驗魚及豬除具嚴重腎結

晶與病變外，體內臟器及肌肉均可分析出三聚氰

胺與三聚氰酸殘留。另外，陳等(2007)試驗大鼠
經餵食20%污染飼料以下，經12 週並不見腎毒
性，換算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每日攝取量分別為

126及19 mg/kg，顯示單一化合物三聚氰胺含量
雖達126 mg/kg，仍無腎毒性產生，其含量遠比
32 mg/kg為高(Puschner et al., 2007)。於投予
全飼料(100%)才會引起腎衰竭，推估三聚氰胺與
三聚氰酸混合物之每日攝取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

量達327及48 mg/kg以上才會造成中等度腎毒
性，推測以上兩者結合形成後之結晶比例多寡與

腎病變程度有關(未發表)。 

六•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混合毒性
之可能作用機制

大部份結晶在腎臟容易形成炎症反應，嚴

重時，甚至產生纖維化病變。病變常見於草酸鈣

(calcium oxalate, CaOx)、磷酸鈣(calcium 
phosphate, CaP)及尿酸(uric acid)結晶(Khan, 
2004)。陳等(2007)在大鼠動物毒理試驗發現腎
臟出現有較多結晶且有嚴重腎損傷，大鼠尿液pH
值遠比對照組下降，與Puschner 等人(2007)於
貓中毒之研究相似。另計數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

不同濃度混合產生之結晶量，亦發現於愈酸性環

境，結晶析出量愈多，推測尿液偏酸性時，可增

加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結晶之形成(未發表)。

因飼料污染引起犬腎衰竭之腎臟內，除

含有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外，仍有草酸鈣成份

(Thompson et al., 2008)。草酸鈣結晶經常可
見於人及其他動物之乙二醇中毒，雄性較雌性

感受性高，顯示腎毒性與性別有關(Corley et 
al., 2008)。另外，三聚氰胺可能經由代謝形成
Ammeline，已知Ammelide與三聚氰酸為經由
細菌分解三聚氰胺所形成。因此，三聚氰胺可能

於泌尿道內再合成變成結晶混合物結合主要關

鍵，可能發生於NH•••O氫鍵(Dobson et al., 
2008; Xu et al., 2007)。

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結合後在腎臟形成結

晶作用機制仍未完全明瞭，可能為三聚氰胺於偏

酸(pH 5)及三聚氰酸於中性(pH6.9)或偏鹼性較
易被吸收，因此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可分別於胃

內及腸管上皮吸收進入血液，並於腎臟排出後，

於酸性環境之泌尿道結合形成結晶。但於活體外

(in vitro)細胞試驗顯示，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對
犬腎小管細胞並無細胞毒性，推測可能經由結晶

於腎小管內流動造成物理性傷害(Dobson et al., 
2008)。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1:1) 於pH 6情形下
與大鼠腎小管細胞(NRK-52E)共同培養24小時後
之半致死濃度 (LC50)為0.89 mM，對犬腎小管細
胞(MDCK)則為5.7 mM(未發表)，顯示對不同種
腎上皮細胞具有不同毒性，此現象或許可解釋種

間感受性不同原因之一。

臨床上治療藥物所引起腎結石及造成腎衰

竭案例，如磺胺藥劑在體內代謝後，在腎臟形

成針樣或玫瑰樣結石，出現急性及慢性腎衰竭

(Alappan et al., 1999; Mark and Perazella, 
1999)。另外，腎小管上皮細胞傷害亦與過度
脂質過氧化(lipid peroxidation)有關，會增加
Superoxide及H2O2-generating enzyme，如
Glycolic acid oxidase及Xanthine oxidase、
TBARS，產生過多活性氧分子(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其他腎小管上皮受損指標亦與
Tamm-Horsfall protein (THP)、Osteopontin 
(OPN)、Inter-alpha-inhibitor (ITI)、heparan 
sulfate (HS)、Bikunin、Prostaglandin及COX-
2(Evan et al., 2005; Fuselier et al., 1995; 
Jonassen et al., 2005)等炎症反應因子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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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體內調控炎症反應程度，亦常與細胞

激素活化之表現有關。腎結石病變區常伴有大

量壞死細胞及單核炎症細胞(monocytes)或嗜
中性球(neutrophils)聚集，致使TNF-α, IL-1, IL-
6, IL-8等細胞激素增加(Khan, 2004)。腎結石之
作用機制探討亦經常使用腎小管上皮細胞進行相

關研究，如豬腎上皮細胞(Porcine kidney, LLC-
PK1)為近端腎小管細胞來源，對草酸鹽結晶之
傷害敏感度較Madin-Darby canine kidney 
(MDCK)遠端腎小管上皮細胞明顯。評估細胞毒
性經常使用MTT染色 (Tsyjihata et al., 2006)，
以TUNEL或Hoechest染色方法評估腎小管細胞
壞死(necrosis)或細胞凋亡(apoptosis)之作用
(Miller et al., 2000)。因此，當腎臟三聚氰胺與
三聚氰酸結晶形成愈多，其Osteopontin表現愈
明顯，結果與結晶量成正比關係。另外，腎小管

受損嚴重程度亦與增殖細胞核抗原(PCNA)表現
呈正相關(陳。2007)。因此，推測腎小管受損亦
可能與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結晶形成針狀樣有關

(Reimschuessel et al., 2008)，此病變與人之尿
酸結晶相似，均會引起急性腎衰竭。然而，發病

之腎臟若以福馬林溶液固定，尿酸結晶很容易溶

解而無法觀察，喪失診斷先機。

由於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混合使用在動物實

驗中顯示有相當嚴重的腎毒性，但腎細胞毒性試

驗中，卻無法同步表現動物實驗結果(Dobson et 
al., 2008)。可能是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的晶體在
腎小管流動中，先對腎細胞產生了物理性破壞，

再誘發一連串的生理反應。由於在一般細胞培養

環境中，無法營造出類似體液在腎臟中管道流動

的狀態。因此，或可經由微通道內細胞培養與生

理觀測，藉由不同速度流入含有三聚氰胺與三聚

氰酸晶體的培養液，進一步觀察腎結晶對細胞病

理傷害之作用機制。

七•結論

三聚氰胺因含豐富氮元素，業者為了增

加牛奶的蛋白質含量，三聚氰胺被用來添加

在牛奶中，以增加假性蛋白質含量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2008)，卻未料當它與三聚氰
酸結合後形成致命性的結晶體。除中國毒奶粉事

件外，消費者接觸到三聚氰胺的機會是非常小

的。食物中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攝食之風險性評

估，除了由於cyromazine的代謝所造成的低濃

度殘餘，三聚氰胺也可能產生在高溫下，酸性食

物如檸檬汁或柳橙汁或凝乳，造成壓榨式模具中

三聚氰胺的釋出。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攝取

的三聚氰胺大約是每天每公斤0.007毫克(0.007 
mg melamine/kg body weight/day) (OECD 
1998)。

因中國毒奶粉事件，世界衛生組織亦緊急召

集許多科學家針對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毒性、前

期風險評估與食品所致各項程度進行國際會議

(WHO, 2008a)。於2008年12月8日世界衛生組
織專家在加拿大渥太華集會研商後，重新發布三

聚氰胺每日可容忍攝取量，對食品中三聚氰胺每

日可容許攝取量(Tolerance Daily Intake, TDI)
由原來0.5 mg/kg，重新公告下修為0.2 mg/
kg，希望提供各國政府一個維護民眾健康的標
準。食物中同時存在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毒性

將大為提高(WHO, 2008b)。雖然如此，目前國
內衛生署對於三聚氰胺仍維持「不得檢出」的檢

測標準，以免民眾恐慌心理排斥。已知三聚氰胺

或三聚氰酸單一化合物對動物之急毒性低，但兩

者混合所誘發腎毒性作用卻明顯加強，唯其毒性

機制及食用安全性閥值(TDI)仍有待日後進一步研
究釐清。

國內政府管理部門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對

飼料添加物及違禁藥物已建立完整檢測技術標準

操作流程，並確保其分析之有效性及正確性，大

大縮短檢驗時間(張春梵、林文華。2008)。日前
國內雖發生流浪犬收容中心因食用污染黃麴毒素

飼料引起急性及慢性肝中毒死亡案例(聯合報。
2009)，管理單位迅速掌握污染飼料來源，避免
中毒事件擴散，顯見其應變機制能力，應可確保

國內動物飼料之食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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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復初期，養豬只限於農戶以及少數民

家，在自家的後院蓋個簡單的豬欄，養幾

頭豬。在那個時候豬大體都是桃園種、頂雙溪種

等在地品種的黑豬，長得慢、肥肉又多，但產仔

頭數高、又耐粗料。當時牠們吃的，大部分是餿

水、農民種的蕃薯葉，偶而放些豆餅。這種副業

式的養豬，常係農民於年節時出售或宰殺，獲取

一些現金紓解一下經濟或打個牙祭。一年到頭，

可以吃到豬肉的時間其實不多。

民國40年初，台糖先賢戈福江先生有鑑於
此，也為了想提供當時台灣最高經濟作物--甘蔗
的天然肥料，即於竹南設立種畜場，由國外引進

藍瑞斯(Landrace)、約克夏(Yorkshire)、杜洛
克(Duroc)品種洋豬，招攬台大畜牧獸醫系畢業
生推行企業養豬，歷經多年努力，創立了最具經

濟價值的LYD三品種豬。這種豬飼養期短、肥肉
少、抗病力較強、產仔數也不差。種畜場也對飼

料研究出最便宜、飼養效率最高的營養配方；而

在疾病防治上的成果更是驚人。為了使養豬技術

的發展更上一層樓，於民國60年將種畜場改制為
畜產研究所，並在聯合國的支持下創立了養豬科

學研究所(亦即現在動物科技研究所的前身)。有
了領先的、高級的技術，台糖即與經濟部、農林

廳合作，在研究所內設立「農訓班」，免費招訓

農村青年前來學習，研究所的專家學者殫精竭慮

教導他們如何養豬，打出「飼大豬、賺大錢」的

口號，所以研習期滿後還貸款輔導他們回鄉創業

開設豬場。於是台灣的養豬事業蓬勃發展，睥睨

世界：不但中南美、東南亞、非洲各國紛紛派人

前來學習，即或是先進國的美、日、加、澳及歐

洲各國前來觀摩、開研討會的人士也絡繹不絕。

台灣的養豬技術已是舉世誇讚、全球聞名；這

不但使台灣的能見度增高，也為台灣賺取巨額外

台灣豬病的變遷與防治方法之
更迭及建議

日本東京大學農學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 兼任教授  張靖男  執業獸醫師

匯。早年台灣剛光復時風雨飄搖、百廢待興，端

賴台糖輸出砂糖穩住陣腳；後來又靠豬肉外銷，

得以大幅平衡中日貿易逆差，這可是養豬界最風

光的時期了。

如同前述，光復初期，豬隻的飼養既屬農

家副業，頭數自然不多，所以當時的豬病相當單

純，主要的是豬瘟、豬肺疫及下痢。豬隻生病，

除非是豬瘟等傳染病較為棘手外，簡單的下痢或

肺炎，大都由獸醫提著包包到家服務。其後由於

企業養豬的發展，頭數增加、密集飼養以及進口

種豬的關係，多種疾病逐漸顯現。幸有賴於國內

諸多學者之努力，兔化豬瘟疫苗、日本腦炎疫

苗、大腸桿菌菌苗等相繼成功地被開發，飼養管

理技術亦日益精進，疾病均能順利地被控制，最

多僅是零星的肺炎、下痢以及其他少數的某些

病例或極偶然發生的豬丹毒、傳染性胃腸炎而

已。一直到30年前，一種急性、高發病率及死
亡率之嗜血桿菌（今稱放線桿菌）胸膜肺炎侵入

本省，由於傳染率高，一下子席捲全省各大小豬

場，造成極大之損失。後來因疫苗之問世及用藥

得宜而逐漸緩和。同一期間，豬假性狂犬病進犯

寶島，一時之間到處可見母豬死流產、仔豬有神

經症狀，病死之仔豬實在無法計數。起初政府採

撲殺政策，仍然無法阻止燎原之勢，只好允許大

規模使用疫苗。歷經數年，終於使假性狂犬病揠

旗息鼓，不再有急性臨床病例，但卻轉入了地下

潛伏於豬群，使豬群免疫系統受到抑制，降低了

對其他疾病之抵抗力。其後巴氏桿菌性肺炎開始

猖獗，此種肺炎就是過去俗稱的豬肺疫，以前豬

肺疫雖然普遍卻都算輕微易治，而此次卻相當嚴

重，豬場之病死豬經解剖檢驗，居然絕大部份均

罹患本病。幸好，因為用藥得宜及疫苗之應用，

終使本病日趨和緩而無大礙。然而緊接著，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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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也常見、只稱為腸炎的、事實上是微不足道的

沙氏桿菌症卻開始在各豬場爆發。這次可不比往

常，所造成的敗血、下痢或肺炎極為嚴重而且頑

固，無論是用甚麼藥，或單用沙氏桿菌疫苗卻再

也不像以前那樣管用了。也幾乎在同時，敗血型

大腸桿菌症無情地摧殘豬場，前一天還是白白胖

胖的保育豬，隔天一看卻頓死了一堆！歷經多次

之調查、檢驗、研討及文獻閱讀，才知道所謂的

藍耳病--「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簡
稱 PRRS）早已悄悄登台了。

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病毒主要侵犯母豬使

其流死產，且亦侵犯仔豬之肺吞噬細胞，因吞噬

細胞是免疫系統之第一道防線，遭受破壞後，不

但肺臟無法保全，免疫系統也難以運作，因此其

他病原即可長驅直入為所欲為。當時世界各國對

本病亦尚只在研究病因階段，亦尚無疫苗問世，

對本病亦只提出改善飼養管理的措施來因應。為

解此燃眉之急，本人曾創用「臟器疫苗」試驗。

本人的思考基礎是：既然這些病毒侵犯肺泡吞噬

細胞或肺部組織，那麼，病豬的肺中不是已經有

很多病毒了嗎？何苦刻意去培養細胞再來增殖病

毒以發展疫苗呢？雖然那樣才是正統，但曠時費

日無法等待，於是就直接撲殺發病極期且無二次

感染的病豬，採其病肺相關淋巴結及脾臟磨成乳

劑，經均質化、高速離心、取其上清過濾後，加

福馬林不活化，再以鋁膠吸附即成臟器疫苗，既

經濟又方便！由於是自家場的病材給自家用，血

清型一定最符合；且其中可能還含有許多重要的

未知因子，因此大大提高了對應效果。經過將近

一年的時光，又得力於所有工作人員的同心協

力，獲得極佳之效果，情況逐漸轉好。

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最不幸的事情卻就

發生了。1997年的3月，可怕的、惡魔似的口蹄
疫侵襲了台灣。一時之間豬屍遍野、豬肉無人問

津。加上輸日之路斷絕，養豬事業不止是落日，

而且是進入黑夜。於是，倒閉關場的、離牧他去

的比比皆是，養豬戶數下降，養豬頭數銳減。歷

經多年的整理，台灣的養豬事業由於失去了外銷

市場，而成為內銷型產業，後又因加入了WTO，

養豬的黃金歲月終於過去了，養豬想要賺大錢，

那種時代再也不會回來了。

經過口蹄疫的洗禮，塵埃落定後，有人說

豬病比以前單純多了，防治方法也比以前簡化

多了。可是很不幸的，還是有許多豬場的發病

率及死亡率又飆高了。這回卻大都是得了環狀

病毒第二型(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 PCV 
II)，另加其他病原的二次感染。此外又有所謂的
「斷奶後多系統消耗綜合症」(Post weaning 
multisystemic wasting syndrome, PMWS)。這
些疾病又常互相合併感染，極難確診係純為何種

病原所引起。另有特別是表現於呼吸道症候的所

謂「豬呼吸道疾病綜合症」(Porcine Respiratory 
Disease Complex, PRDC)，是由豬肺炎黴漿
菌、敗血性巴氏桿菌、豬鏈球菌、副豬嗜血桿

菌、豬放線桿菌、胸膜肺炎放線桿菌、豬霍亂沙

氏桿菌、大腸桿菌等多種病原菌中之一種或數

種，以及如豬生殖與呼吸症候群病毒、豬流行性

感冒病毒、假性狂犬病病毒、第二型豬環狀病

毒、豬呼吸道冠狀病毒等多種病毒中之一種或數

種混合感染所造成。以病毒為主體，混合感染其

他病原菌，表現出沒有特別特徵之症狀，且不易

確診為何病，已成為目前豬病的主流了。

為甚麼會演變到這樣的情況呢？這是因為

台灣養豬自從企業化、大規模化以後，豬隻頭數

多，飼養又密集，一有病原微生物，就容易相互

傳染。加上豬舍常係封閉型，且少有空置休息的

機會，病原容易在豬舍中累積打轉、且滯留不

去。各養豬場又競相從海外各國引進種豬，次數

多，頭數也不少，更加快海外各種疾病的侵入。

各事業牧場又常彼此展示、競賣種豬，交流頻繁

的結果，更增加了疾病互相散播的機會。其後又

有一段時間走私猖獗，無法管制防疫，各種疾病

更像潮水般湧入，難以抵擋。職是之故，我們甚

至可以說，除了極少數的疾病外，常見的病、該

有的病，在台灣大概都已經有了。而回顧過去數

十年的豬病，似乎每個時期都有一種在稱王稱

霸。從以前的豬瘟、放線桿菌胸膜肺炎、豬假性

狂犬病、巴氏桿菌症、沙氏桿菌症、敗血大腸菌

症、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口蹄疫，一直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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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環狀病毒甚至是豬呼吸道疾病綜合症。雖然

似乎每個時期都有一種病在當主角，但這並不表

示其他的病都已消失於無形，其實仍是在伺機而

動，只要管理不善，就又會出來作祟。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事實。或許有人會

說：也有很多好場，養的豬隻又健康又漂亮。我

們不否認確有不少這樣的豬場，但人家的場會

好，是有道理的；同樣的，如果自己會養得百病

叢生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在好的場，病原的濃度

低、豬群的抵抗力大，所以發病甚少；反之在壞

的場，病原種類多、濃度高，豬群狀況不良，抵

抗力差，所以容易生病。也有人說：幾十年前養

豬也很少聽到有甚麼病的。沒錯，以前的人養豬

密度低、頭數少、環境單純；如今如果要回復像

以前一般的情境，或許必須將豬當寵物來養，或

是少數幾頭放在空曠的山野裏來養才較有可能不

生病。這就是表示：如果豬隻受到照顧較好，或

讓牠生長在一個舒適的環境裏，自然就會健康茁

壯。什麼叫舒適的環境？就是要空氣好、活動空

間大。反觀我們的豬舍，空氣好嗎？活動空間

大嗎？在幾乎是密閉的欄舍內，養了一大群，

你推我擠，不要說運動了，連躺下來睡個好覺的

地方都沒有。欄內不是糞就是尿，要不然就是飼

料、飲水滿地，糞、尿、料、水和成了污泥，這

可就是舒適的環境嗎？若是有一兩頭生病了，躺

在那裏，一會鼻涕一會又是拉稀，吐出來的氣又

熱又臭；而畜主又為了所謂「怕豬隻著涼」，大

都用帆布蓬蓋住豬舍，使舍內污濁、有異味的空

氣無法飄散出去而愈聚愈濃，整天窩在裏頭，到

頭來，即使不生病，身體裏頭也已潛存了不少病

原。

既然潛存了不少病原，而且可以說幾乎什

麼病原都有，所以一有違和，毛病就顯露出來

了，而且常是病狀複雜，不論診斷或治療都很不

容易。筆者所帶領的獸醫團隊多年來在第一線連

番奮戰輔導現場時，也曾有一段摸不著頭緒的時

光，有一日，突然頓悟到豬病雖多，卻原來只有

一種！其病名就叫做「生病」！由於體內有各種

病原，所以是顯露沙氏桿菌症或敗血大腸菌症或

豬呼吸與繁殖綜合症或其他病症，在筆者眼中看

來都已經是一樣了。這好比是一台戲，後台裏

甚麼角色都有，不論是哪個角色出場都算是這齣

戲！

真的，台灣的豬病就只有一種，而各式各

樣的病症只是其表相而已。如果得了沙氏桿菌症

就以沙氏桿菌症醫；得了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

就以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治，這樣常只是事倍

功半，甚至毫無效果。佛家說：「相由心生」，

「心」就是根本原因，「相」只是「心」所引起

的表現而已。若要不使「相」顯露，修「心」是

很重要的。同樣地，若不想讓豬生病，就要從根

本原因做起，若只去治療「表相的甚麼病」並沒

有多大益處。我們前面雖然說：過去大多是細

菌性的，現在則是以病毒性的為主，但這一點

也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果豬場罹病率

上升甚至爆發某病時，我們應該去追究：「為

甚麼生病？」而不是去問「生甚麼病？」！這是

因為在我們台灣的豬場裏，不論是哪一個場都早

已被各種已知的病毒與細菌所污染。在管理良好

的場，這些病毒與細菌都僅是潛伏；如果管理不

好，則可由潛伏而增殖，乃至表面化。是由何種

病毒或細菌出場，好像已是逢機亂碼選號，不太

具有意義。所以去診斷「生甚麼病？」，而去

「治甚麼病」，只是治標，搔癢卻搔不到癢處！

如果努力去追查「為甚麼得病？」而得以「防範

疾病發生」才是根本。台灣地窄人稠，養豬密度

高，在經驗豐富的實務者看來，台灣只是一個大

養豬場；大傳染病來的時候，沒有一個個別場可

以自外於這個大養豬場而免遭波及。即使是目前

成績最好的場 (死亡率極低、育成率極高) 也不
要自誇自己的場絕無某種病原：在台灣很難建立

一個SPF (無特定病原) 豬場即可證明此一論點。
由台灣的養豬社會學、豬農的心態學，以及政府

官員遇事時之決策與作為的為官學來看，本人可

以很大膽地說：只要有某一傳染病入侵台灣，要

想撲滅它幾乎是不可能的！原本有的病、外來的

病都已取得「永住權」了！對於當今豬的各種傳

染病，我們不要巴望可以把它趕出去，我們只能

設法與它們共存，「潛存在我的豬場可以，但請

不要出來作怪！」。如何不讓它出來作怪？方法

很簡單，就只一句話：設法讓「豬場的病原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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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豬隻的抵抗力最高」！如何讓豬場的病原

濃度最低？就是如何讓您的豬場整潔乾淨！如何

讓您的豬隻抵抗力最高？就是怎麼讓豬隻過得舒

服？這點本人過去講得很多，如今再來做個回

顧。

過去，本人經常闡揚「四腳理論」，這是將

豬場防疫比做一張桌子。桌子有四隻腳，豬場防

疫也有四隻腳。防疫的四隻腳是：免疫、用藥、

消毒與管理。一頭豬會不會生病，就好像一座城

池會不會被攻陷一樣。免疫，就是增強城池的防

禦工事；消毒，就是在削減城外的敵兵數量；用

藥，就是去借用外面的援軍；管理，就是守城將

領的策略及執行力。如果每樣都能做得美好，就

像桌子每條腿都很堅固，當然就不容易出問題

了。

這裡頭的「用藥」一項，由於時空的改變，

有必要做個說明。在十多年前以前，當豬隻生病

時，很多農友都會很直覺地問：哪一種抗生素有

效？有的乾脆不加思索地立刻拿起抗生素就往動

物身上打，或趕快在飼料中再添加更多樣或更高

量的抗生素。更離譜的是：有很多人進口或走私

飼料級的抗菌劑，直接泡水就當針劑注射，搞到

後來，產生了極嚴重的抗藥性及其他副作用。過

去，我們一向主張：現場必須根據採樣分離病原

菌及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來選擇藥物，並非盲目

用藥，但遵行的人太少；更不幸的是後來我們經

不斷檢測發現到：能真正抗菌的藥物也已寥寥無

幾了！即使是有少數藥物效力還算不錯的價格大

都相當昂貴，而且使用了這些昂貴的藥，也不見

得讓病起色，最多只是獲得極短期的紓解而已。

其後由於消費者意識抬頭，不容許食品中有藥物

殘留，先加以由歐盟開始提倡飼料中禁用抗菌

劑，我國也隨後跟著檢討禁用，起初雖然也有反

彈的聲音，但慢慢地也能適應下來，於是靠抗菌

劑來養豬的時代也就這樣過去了。其實，所謂禁

用抗菌劑，並不是表示一概不得使用。要知道在

狹小的豬舍中，豬隻的飲食、遊戲、排泄、睡覺

都在其中，又係密集企業化飼養，環境中自然累

積甚多病原菌，所以若不使用抗菌劑，仔豬是養

不起來的，還好，不論這些藥是抗生素或化學藥

品，都只用在仔豬或母豬，而不用在肉豬；而且

藥物之種類及用法有嚴格的限制。若豬隻生病必

須治療也有限定用藥，且須等到停藥期過了才

可以上市。如何正確使用及管制，是一個非常重

要的課題；而且為了順應新時代「少用抗菌劑養

豬」的概念，我們這裏所說的「用藥」，也要包

括「非抗菌劑飼料添加劑」之使用。

如前所述，各種病原早已潛伏存在台灣各

大小豬場。我們不要期待去撲滅這些病原，我們

只能設法與這些病原共存。想要能與這些病原共

存是有條件的，必然讓豬隻健壯。以前我們使用

大量的藥物來防堵，現階段不同了，我們應該回

歸基本面、回歸自然。野生的動物生活於自然之

中，牠們不需要像人類豢養動物一樣吃許多不自

然的藥物，而罹病率也不會比人工飼養的高。我

們將豬圈飼當然不自然，如今要設法讓牠們儘量

自然。雖然不容易，但「讓豬過得舒服」就是最

基本的要求。然而，即使讓豬過得舒服，圈養的

當然不比野外的，所以難免還是要用藥。抗菌劑

既然受到限制，就興起了使用「非抗菌劑飼料添

加劑」的熱潮。這種添加物大多數都是來自天

然，有的可以促進生長(改善飼料換肉率、提升增
重)，有的可以活化免疫系統、降低罹病率。如果
一頭豬養得「頭好壯壯」、免疫機能健全，不但

不易感染疾病，即或給予免疫接種，所產生的抗

體也會較高，也等於提升了疫苗的效果，這就是

符合了最新流行的所謂「營養免疫」概念。這些

添加物種類繁多，不過總括地來講，大抵可分兩

種：一種是偏營養的，成分好(品質好或是較精
緻的，但不含激素、賀爾蒙、抗生素等藥物)又
平衡，可以讓豬長得又快又壯；另一種是偏重免

疫促進的，但也是屬於天然的成分，這些成分大

體而言，多屬多醣體類，市面上例如靈芝、牛樟

芝、冬蟲夏草、桑黃、巴西蘑菇、北蟲草(蛹蟲
草)等等，都是人用的健康食品，有的還宣稱可
以防癌抗癌。以個人的看法，既然是食品，就不

要期待有了癌症吃這些就會治好，因為它不是藥

品，其實就算是藥品(即使是最先進的癌症治療
藥)，也很難完全治癒癌症。對付癌症最好的方法
是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這句話也是我常在歷次
的「豬病防治」中講過)，但這只不過是「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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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我們最應該做的是要「醫未病」，也就是

不要讓癌有發症的機會。文獻上說：一個細胞每

分裂到約一億個就會有一個變異，不論它是不是

癌細胞，總之是不正常的，但只要它一出現，免

疫細胞就會把它處理掉。不幸的是，如果正好身

心違和，例如抽煙喝酒、飲食不當、經常熬夜、

操勞過度、憂愁易怒、驚嚇恐懼、年老體衰、接

觸致癌物或患有他病等等，導致免疫能力下降，

則各種疾病就容易上身，輕則口角皰疹、生皮

蛇，重則癌症等病生矣！保持身心健康的人輔以

上述之健康食品，以增強免疫系統能力，想來罹

患癌症的機率會較低吧！這應該就是屬於「醫未

病」的範疇吧！吃這些健康食品想要有益處，先

決條件就是要「保持身心健康」，否則一切白

搭。如果是不幸得了癌症，就應該依正規的醫療

方法(如電療、化療、放療甚至手術)，如果使用
上述各項健康食品，最多只是供為輔助療法，或

減低化療的副作用。若不接受正規療法，而想只

憑健康食品治癌，是非常困難的事。在經過正規

療法之後，若癌細胞受到控制，就要重視身心的

調養：戒除不良習慣、作息正常、愉快樂觀等，

有人靠生機飲食、練氣功也都是一樣意思：可以

改善體質，提升身體的抵抗力。使用上述的健康

食品，也是為了增強免疫力，抑制癌細胞再大量

增殖。人一旦得了癌，癌細胞就不可能被消滅殆

盡，只能設法跟牠們和平相處。這點和我上面講

的：「存在於台灣的各種豬病病原，你不要期待

牠被你撲滅，你只能設法跟牠們共存」，是同樣

的道理。人想跟癌細胞和平共存，首重「身心健

康」；豬群想要與病原共存，也要提升牠們的體

質。這就是「人靠保養」、「豬靠管理」的道

理。人如果作賤自己卻想靠補品來長命；正如豬

場飼養環境不好，豬群狀況也不佳，而想靠這些

添加物來防病治病，都一樣是緣木求魚。

由於大環境已不容許濫用抗生素，因而各廠

家「非抗菌劑飼料添加劑」大舉出籠。但目前市

售的添加物有良莠不齊的現象，有的根本不含有

效成分，有的可能含有禁藥(例如瘦肉精)等不該
含有之成分，使用時不可不慎，使用前一定要確

實了解其真正的成分、功能及用法，使用不當可

能會造成負面效果。除此之外還要記得：再好的

添加物，也還必須有其他的措施互相配合。

「消毒」，就是防疫上必須互相配合的一

項。如前所述，豬隻會不會生病，就像城池會不

會被攻陷一樣，關鍵在於攻守勢力的平衡。攻-
就是外界病原的濃度；守-就是身體本身的防衛
力量。只要攻的力量弱、守的力量強，自然就不

會生病。消毒，主要就是在削減豬體外虎視耽耽

地要侵入體內的病原。至於要怎樣消毒，以前養

豬的黃金時期筆者曾主張豬舍每兩三天就要連同

豬隻一起噴霧消毒，現在由於人工短缺、豬隻又

似比以前脆弱，容易因消毒騷擾受緊迫而發病，

所以筆者現在主張重點要放在「空欄消毒」，亦

即：豬舍因豬隻移出而清空時，先以竹帚或鏟

子將大塊糞便除去；將天花板、屋頂下樑柱、門

窗、 牆壁、欄杆等之蜘蛛網、蟲包、灰塵等穢
物掃除；將條狀地面墊板、飼料筒等可拆卸、移

動的器物翻開，連同地面、牆角及所有死角等，

以2～3％鹼水淋灑，置數小時後，以高壓水及
硬刷徹底刷洗，再以肥皂水洗刷。之後用高壓水

沖淨，最後以陽性肥皂徹底噴灑，放乾後須空置

至少一星期讓豬舍有休息的機會，讓病原濃度降

低，必要時可使用火焰消毒。至於豬在養時之消

毒法或場區、工作室、踏槽、器械、小手術、車

輛等之消毒法，以及各種消毒劑如何使用等等，

筆者在許多專刊中都有論述，就不再贅述。

另一項的配合策施「免疫」，更是預防傳

染病不可或缺的。要免疫，自然就需要疫苗，而

疫苗種類繁多要如何使用呢？豬用疫苗，有早發

性下痢大腸桿菌疫苗、豬丹毒疫苗、豬黴漿菌疫

苗、沙氏桿菌疫苗、鏈球菌疫苗、巴氏桿菌疫

苗、胸膜肺炎放線桿菌疫苗、副豬嗜血桿菌疫

苗、敗血型大腸桿菌疫苗、壞死性腸炎梭菌疫

苗、多發性漿膜炎嗜血桿菌疫苗、萎縮性鼻炎疫

苗、豬瘟疫苗、豬假性狂犬病疫苗、傳染性胃腸

炎疫苗、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疫苗、日本腦炎

疫苗、豬小病毒疫苗、豬環形病毒第二型疫苗、

口蹄疫疫苗等等。這麼多的疫苗，難道都要使用

嗎？這幾年我常說：養豬的風光時期已過，現在

養豬，無法像以前那樣「飼大豬賺大錢」了，能

不虧本，賺點小錢餬口已經很了不起了。飼養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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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能省則省；疫苗也是一樣，能不要打的就不要

再打了。至於哪些是非用不可的呢？哪些又是可

以省的呢？以筆者的看法，豬瘟、日本腦炎一定

要免疫，口蹄疫政府說要打就一定要打，說拔針

就可以省掉；至於其他的疾病則視情況。所謂視

狀況，就是要先了解個別場的疾病生態做特別的

規劃：如果該場某病(例如萎縮性鼻炎)特多、或
附近有豬丹毒疫情、或有特別因素(例如豬假性狂
犬病潛伏感染嚴重，有血清學、病理學檢驗結果

佐證)，則可考慮採用。有些場也許平時為了保
健、使用某些疫苗、也行之多年，已保持了一種

平衡，變成一種日常之例行工作，而且有專人獸

醫師監控；或是隨時根據各項診斷結果，依疾病

樣態的變化，做各種處方型的多合一疫苗，同樣

也使豬場呈現一種穩定狀況者，均可持續執行，

不需修正。因此免疫方法與疫苗之採擇，還是要

看各場的情況而定，並非一成不變。在此特別要

提到的是二十年前的時代，死菌疫苗，例如沙氏

桿菌、敗血大腸菌疫苗等效果極為良好；病毒方

面，不論死毒假性狂犬病疫苗或豬生殖與呼吸道

綜合症臟器疫苗，效果亦能立竿見影。可是到後

來我們發現，這些疫苗最後都慢慢式微，效果極

差甚至已完全失效。考其原因，發現以前台灣所

無的傳染病，不論是放線桿菌胸膜肺炎、頑固型

沙氏桿菌症、敗血型大腸桿菌症、假性狂犬病、

口蹄疫、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環狀病毒第二

型感染症等，初次侵入時都像颳颱風一樣攻勢凌

厲，豬隻多呈急性甚至超急性症狀，罹患率與死

亡率均極高，此時使用死菌、死毒疫苗均能顯現

卓越效果。然而過了一段時間，疾病就會轉型，

由急性轉為慢性、或成為不顯性，看來似乎銷聲

匿跡，其實已進駐於豬群，潛伏存在各齡豬體

中，此時死毒疫苗已難再發揮功效。這些潛伏的

病原有的會干擾免疫系統，使豬隻免疫能力大受

影響，有的會不時地冒出來感染，但症狀已不再

典型。如要用疫苗對付這些傳染病，只能使用弱

毒活苗了。根據使用經驗，基因缺損弱毒沙氏桿

菌疫苗及弱毒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等活苗效果

相當良好。

疫苗在使用前，務必要先確實了解該疫苗之

功能、有效期限、使用方法、免疫適期等等。免

疫注射一定要由合格的獸醫師來執行較為保險，

非不得已須雇工時，該雇工也須技術純熟，此有

賴專業指導。正確的注射方法應平行於頸側，垂

直插入膊頭肌。常見因部位錯誤、角度偏差打入

脂肪層、甚至肩部；加上常有注射器材不潔淨、

不消毒，更有使用萬年針頭、針筒的情形。凡此

皆將導致免疫無效、甚至造成膿腫、引發感染；

或屠宰後被發現分切肉中含有膿塊，而被扣款甚

至引起客訴案件，此皆疫苗使用應注意之事項。

如果你確有按部就班執行免疫，卻覺得效果不

彰，除懷疑疫苗品質或是否已失效，自己的免疫

流程、免疫方法以及診斷是否正確之外；也應重

新檢視自己場內疾病之實際樣態，最重要的是豬

場的管理是否出現了瑕疵？豬舍太髒嗎？太濕

嗎？太悶嗎？豬隻太擠嗎？營養不好嗎？病豬沒

有處理嗎？等等，都要一一檢討，做個通盤的整

理再研擬出最適當的對策，才能使豬隻的免疫及

疫苗效力得到最高的發揮。

四腳理論中，如上述「用藥」、「消毒」、

「免疫」雖都很重要，但必須以「管理」總其

成。管理包括「衛生管理」及「飼養管理」。衛

生管理涵蓋「用藥」、「免疫」與「消毒」，而

飼養管理的精髓就是「如何讓豬過得舒服」。而

如何讓豬過得舒服，最基礎的豬舍要整潔、乾

燥，舒適清爽；通風要好、換氣佳；不密飼、活

動空間大；熱天防暑、冷天保溫，冬暖夏涼。

養豬場與其重視「豬病診療」不如執行「健康檢

查」。就算是豬病診療也必須整群整群來做，不

可一頭一頭來做。做為一個豬場主人或現場獸

醫，要拋棄傳統那種似乎是懵懵懂懂的埋頭方

式，而要設法提升自己的敏銳度及頭腦清醒度。

那就是要養成查核的習慣：查核可觀察入微而掌

握到豬場疾病之脈動。

每日的查核工作必須做成記錄，查核重點

如下：

•豬場環境是否整潔？

•溝渠有否疏浚？

•豬舍內是否髒亂？

•濕度是否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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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通風情形好嗎？ 

•晚上保溫有沒有做好？(特別是哺乳舍及
天冷時)•母豬奶水夠不夠？

•哺乳豬體重夠嗎？

•有沒有下痢？

•保育豬體態如何？

•毛色如何？

•有沒有好像開始要發病的豬？

•如果有又是怎樣的一個情形？

•豬場消毒做得徹底嗎？

•剪臍、剪耳、剪齒、剪尾後之消毒有沒有
做好？

•注射器、人工授精等器材使用前有沒有確
實消毒？

•有沒有使用萬年針筒的？

•有沒有未經過評估就亂注射的？

•飼料品質是否優良？

•飼料配方是否平衡？

•添加物有無經過檢討？

•餵飼方式對不對？

•餵飼量夠不夠？

•有沒有糟蹋飼料等情形？

•飼料有沒有發黴的現象？

•飼料筒有沒有定時清理？

•免疫有沒有依照規定執行？

•病豬治療前有否先經確診？

•用藥是否正確是否浮濫？

•發病豬有沒有隔離？

•沒有飼養價值的病豬豬有沒有予以撲殺？ 

•公母豬之管理是否特別注意？

•門禁管理是否確實？

•由外引進新豬是否謹慎？

•引進新豬後有否場內隔離檢疫？

•有沒有注意外界疫情狀況？

•是否經常與各工作人員檢討、交換意見並
研商處理辦法？

前人所講「管理」兩字，聽到耳裏只是個空

洞的名詞。上述條列式的查核動作都是實務性的

工作。只要你認真而且落實地去執行，管理的成

功勝算就大，豬場的飼養成績就會好，豬群健康

度將會大幅提升，雖不能保證做到「百毒不侵」

的境界，至少比他場的豬不容易生病你就贏了。

如上所述，這數十年來，台灣的豬場可以

說遍嘗各種疾病的蹂躪，而且防治方法也不斷地

變遷對應。雖說甚麼病原都有了，但我們一點都

不必灰心，相反的，這反倒是我們更上一層樓的

契機。經過了這麼多次痛苦的淬煉，我們的經驗

更豐富了，我們的技術更純熟了；這使我們的眼

光更加遠大、層次更為提升。特別是口蹄疫後，

畜牧有關事業重新洗牌後又能重新站起來恢復了

生機就是證明。然而這些年來，豬價起起跌跌，

原物料大幅上漲，國外進口肉類漸多，經濟蕭

條、消費能力大減，使養豬業之經營益形困難，

又有業者申請離牧，聽起來相當悲哀。在此筆者

有幾句相勸：如果你確實難以經營要離牧，也未

嘗不可；如果你要撐下去，請你記住：「危機就

是轉機」，但你一定要設法轉型：除了遵行上面

所說的管理方法外，你也必須改變經營策略。其

實已有許多有識之士，已擺脫過去那種死纏爛打

的養豬方式，而朝精緻養豬的路上走。所謂死纏

爛打，就是只想把豬養大去賣，有時就會不擇手

段、缺乏效率；所謂精緻養豬，就是專注品質、

寧缺毋濫；這也是配合著消費的潮流。農委會

也很重視這種趨勢，而多予輔導：從產銷履歷開

始，而有所謂「台灣珍豬」、「晶鑽豬」、「自

然豬」、「快樂豬」、「網室豬」、「香草豬」

等等品牌；而台糖的「安心豚」、「生機豚」更

已打出名號。這些有名號的豬肉賣價高，卻深受

消費者的青睞及信任。而這些品牌豬正如上述是

「以管理為主軸、配合適當的消毒、用藥及免

疫，精心照顧、嚴格挑選」所飼養出來的。如果

您是小農，或者您沒有辦法創造品牌，也沒有關

係，您只要努力按照這些方法認真去做，相信您

養出的豬一樣是品質最好的美味豬，前途一樣不

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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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隻特異性免疫球蛋白( I g Y )
之介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 劉宏仁 教授兼所長

IgY (immunoglobulin in yolk)在雞蛋蛋
黃中存在一種與免疫球蛋白相似的成

分，稱為蛋黃免疫球蛋白。類似於哺乳動物的 
IgG ，IgY主要是由家禽血液被動運輸到雞蛋蛋黃
中，因此又稱它為蛋黃抗體。雞蛋是一營養又價

廉的日常食品，利用家禽注射特定抗原，可生產

特異性的抗體並移轉於蛋黃中，研發生產此種蛋

黃抗體 IgY應是相當有效益。與來自雞隻血清中的
Ig G ，Ig Y可以輕易由蛋黃中純化外，由於雞與
哺乳動物的遺傳距離較遠，利用雞來作為免疫動

物時，較易產生抗體，而且也不必犧牲動物就可

以取得抗體，只要由蛋黃中純化，是一種"非侵略
性"的抗體生產方式，較符合動物
福利精神，加上雞蛋生產管理已

十分自動化，大量生產及衛生管

理都不成問題 。

近年來許多報告也指出使

用抗體可用來預防及治療人類及

動物胃腸道疾病後，抗體在臨床

上的研究日新月異。目前Ig Y已

應用於疾病治療的研究，包括牛

的輪狀病毒、冠狀病毒 ；豬及

牛的大腸桿菌、沙門氏桿菌、

葡萄球菌、綠膿桿菌、人的輪

狀病毒、幽門桿菌 及鏈球菌、

魚的艾德華氏菌、 Yersinia 

ruckeri ；犬小病毒 等，這些

研究中都能證明蛋黃中抗體具有

保護病原感染的效果，近年來更

有研究針對人類腸病毒71製備蛋

黃抗體，且在動物試驗模式上能

證明有療效。

哺乳動物血中抗體一般可以

分為 IgA、 IgG、IgM及 IgE，

其中以 IgG最多，家禽蛋中含有 IgA、IgM及 

IgY，蛋中 IgA及 IgM與哺乳動物相同， IgY則類

似哺乳動物之 IgG (故也稱 chicken IgG)，但

其分子量較大 (約 180 KDa) 。以往生產抗體常

以小型實驗動物，如兔子、小鼠、大鼠及倉鼠為

主，也有利用大型哺乳動物如山羊、豬或馬等來

生產。但在免疫誘導及採集血液以供分離抗體之

過程，往往造成動物緊迫，影響動物使用壽命及

抗體的產量 。產蛋雞每年可以生產超過 250枚雞

蛋，平均 1顆蛋可萃取出之 IgY，相當於 120隻

兔子一年的抗體之生產量。同時，從雞蛋中分離

抗體也不似侵入性的採血操作般易引起動物的不

圖一．IgY製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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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黃中的蛋白質分為醣蛋白、磷蛋白和脂蛋白。

蛋白質主要分布於蛋中的 yolk granule 和 yolk 

plasma，在 yolk plasma 包括α-β- and γ - 

livetin 3種水溶性脂蛋白，其中 γ - livetin經

分析後是屬於一種類似 IgG的免疫球蛋白，因為是

由蛋黃 (yolk)中發現，故命名為 IgY。

IgY是從鳥類(家禽)血液中的 IgG被動運輸到

蛋黃中，其過程與哺乳動物將血液中 IgG轉移到

胎盤中相同，利用被動免疫的方式將抗體轉給胎

兒，讓胎兒具有免疫和抵抗病菌的能力，此種方

式即為自然的被動免疫。

適與緊迫。因此，利用禽蛋來生產抗體即可克服

上述問題。IgY製備流程如圖一。如后將就IgY之

特性、萃取及純化方法、優勢及應用等作介紹。

一．IgY特性之介紹 

(一)蛋組成份及蛋黃抗體 IgY的來源

雞蛋是價格低廉且富含各種營養之日常食

品，蛋所含的蛋白質品質優良，因此在自然界的

食物中，雞蛋被認為是理想的食品。雞蛋是由 3

個部份組成，分別為蛋殼、蛋黃及蛋白，一般雞

蛋含有 12~13% 蛋白質、 11~12% 脂肪、 1~2%無

機質，其餘為少量的維生素與微量的碳水化合物。

如依加工方面來說，蛋黃是應用最廣的一部份，

蛋黃約佔整顆蛋重量的 31%，主要成分為 51% 水

分、 16% 蛋白質、 30.5%脂質和其他的組成物，

圖二．為IgY 與IgG之結構。



30     中化藥訊71期•2009•第一季

(二)IgY和 IgG之差異

蛋黃中的 IgY和哺乳動物血液中的 IgG大致

上免疫功能相同，結構也大致相同，但特性及結

構上仍稍有差異。 

1. 分子量: 

 IgY和 IgG在構造上皆擁有兩條重鏈 (heavy 

chain)和兩條輕鏈 (light chain)，IgY的重鏈

為 67~70 kDa，IgG的重鏈為 50 kDa，IgY的分

子量比較大的原因，是其在重鏈上多出一個穩定

區 (constant domain)和一個碳鏈，IgY的輕鏈

為 21 kDa，IgG的輕鏈為 22 kDa；IgY的總分子

量為 180 kDa，IgG的總分子量為 150 kDa，兩者

分子量的差異又與結構上的差異有關，IgG在重鏈

上有一個絞鏈區 (hinge region)，而 IgY則是 

potential switch regions，因為 IgY缺少可以

提供抗體兩臂結構變化的絞鏈區，所以其較不具

柔性。圖二為IgY 與IgG之結構。

2. IgY分子的安定性

(1)對熱及酸鹼的安定性

IgG在 pH 3~10下呈現穩定狀態，IgY則是在 

pH 4~9下為穩定狀態，但在 pH 2作用 1小時下

活性損失 91%以上， pH4 作用 4小時下活性損

失 63% 。 IgG在溫度 70℃下呈現穩定狀態，IgY

是在溫度 60~65℃下 30分鐘為穩定狀態，但在 

80℃下 20分鐘則活性喪失。另利用冷凍乾燥方式

來處理蛋黃，發現對 IgY活性較無影響 。IgG的

等電點為 7~8，IgY則是在 5.5~7.6之間，由於 

IgY存在於蛋黃中，且蛋黃中富有大量脂肪，因此

對於存在於血液中的 IgG來說更具有疏水性。

(2)對 guanidine HCl的安定性

將 IgY以 3 M guanidine HCl處理時，IgY的

構造會起急劇的變化；而哺乳類的 IgG則在 2.5-

5 M範圍內才會慢慢產生變化，故可推知IgG之分

子內氫鍵及疏水性鍵結強於 IgY者。

(3)對胃腸道蛋白質分解酵素的耐受性

與哺乳類的血清 IgG比較，IgY對胰蛋白

（trypsin）及胃蛋白（pepsin）較敏感，在 pH 

4.5以下時易受胃蛋白作用而喪失免疫活性；但在

pH 6以上時則具有抵抗力。與胃蛋白比較，IgY對

胰凝乳蛋白（chymotrypsin）的抵抗力較強，且

經部份水解後其免疫活性仍很高 。但與牛乳 IgG

比較，IgY對胃蛋白的抵抗力則較強。IgY抗體結

構之 Fab與 Fc部位的相對位置是相似的，但在 

Fc部位中的雙硫鍵與碳水化合物存在的位置略有

不同，故IgY對胃蛋白與胰蛋白和胰凝乳蛋白三者

的耐受性皆較血清 IgG低。

(4)對乳化作用的安定性

以 polyglyceryl condensed ricinolate ( 

PGCR ) 及 dextran- casein為乳化劑，將 1％

IgY製成 W/O/W多重乳化物時發現，因 IgY分子本

身的結構不安定，且疏水性較 IgG高，故在油/

水的界面下極易失去活性，其活性可降至原來的 

20％。但以牛乳 IgG製成之多重乳化物，則有明

顯抗酸鹼及酵素水解之能力。

二． IgY做為抗體來源之優勢: 

(一)免疫分析應用及反應之優點: 

Rheumatoid factor (RF)存在類風濕病人或

其他疾病病人的血清中，甚至健康人中也有3~5%

的人血清中帶有RF，而發現RF會與IgG交互反應。

由於 IgG擁有此種特性，導致在免疫分析上會

造成干擾現象。相對地IgY則不會與 RF或human 

anti-mouse IgG antibody (HAMA)反應，主要

因為IgY不與哺乳動物或細菌的Fc receptors 結

合，因此減少了免疫分析上的干擾問題。另外IgY

也不會活化哺乳動物的補體系統，因此在哺乳動

物血清樣品的檢測上，可大大降低類似 IgG所引

發的干擾問題。

家禽與哺乳動物是屬於不同之物種，其演化

之時間與哺乳動物如鼠、兔和人類差距較大，因

此當以哺乳動物抗原免疫家禽後，所產生的免疫

反應也較強，而IgG和IgY也無交互反應的問題。

以上種種皆說明利用IgY作為抗體來源，在未來是

極具潛力的。

(二)符合動物福利法規:

由於近年來動物福利的聲浪高漲，許多以動

物為試驗之執行皆備受爭議，造成許多試驗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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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與動物福利之間無法平衡。像是上述文中提到

傳統收集抗體的方法，就是定期抽取兔子與鼠等

動物之血液，此舉對於動物福利之觀點來說是有

爭議的。相對的以家禽來生產抗體 IgY，不僅生

產產量大且對動物不造成損傷，在動物福利之觀

點是可行的，加上又可提升禽蛋的另一機能性，

因此以禽蛋生產抗體是未來一具潛力之研究。

三．IgY抗體之萃取及純化方法

自從1970年代重組基因及單株抗體技術發明

後，生物技術產業在美國、歐洲及日本等先進國

家逐漸的蓬勃發展，其中抗體之生產也是項目之

一。簡單的說一個抗體分離純化的程序乃先自混

合液中萃取或將雜質去除，再以濃縮、純化成一

高濃度的步驟。 

(一)蛋黃IgY抗體之萃取方法: 

脂肪和蛋白質是蛋黃中最主要之物質，脂肪

約佔了蛋黃的1/3，其中包含三酸甘油酯 、 磷脂

質和膽固醇，蛋白質則佔 15~17% 。 Granules包

含了70%的α-β-lipovitellins、16% phosvitin 

及12%低密度脂蛋白。Plasma則佔了蛋黃蛋白質

的78%，包含了lipid-free globular protein、

livetin(α-、β- and γ-)和 LDL。 IgY存在

於plasma protein中，與其他2種水溶性蛋白質

(α-β-livetin and lipoprotein)一起，因此

IgY的分離萃取方法上可以利用water soluble 

fraction (WSF)，一般會利用離心和過濾來分離

蛋黃中的水溶性蛋白質。另外以WSF方法來萃取抗

體，有 2個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分別是 pH值

和稀釋倍數，在文獻中指出低 pH值不只是會增加

IgY的回收率，並且也降低LDL分離於蛋黃液之上

清液中，當使用 WSF來分離 IgY時，通常會將pH

值調整至4.6~5.2以分離脂質，並且IgY在此pH值

下也呈現較穩定的狀態，在相同報告中也顯示在

pH值5.0~5.2時，可以得到高產量之IgY。當稀釋

倍數越高則所回和純度上努力，並且在分離程序

上也要兼顧簡單和經濟，又不含多量化學物質才

可方便應用於食品中，此萃取步驟是影響下一純

化成果之關鍵。

(二)蛋黃IgY抗體之純化方法

自蛋黃中將水溶性 IgY分離純化的方法，主

要是利用沉澱、離心或層析等方法，最近已開發

出有機溶媒脫脂法、酸液稀釋分離法、Dextran 

sulfate沉澱法、超臨界二氧化碳與乙醇共同抽

出法、聚乙二醇添加法、乙醇區分法、陰電性多

醣體添加法等，然而多數因其使用不符合食品衛

生安全規定而不能利用於食品上。此外，尚需考

量操作簡易、可大量生產及成本低等條件，因此

陰電性天然多醣體添加法應為分離IgY之最適方

法，再配合操作簡易且耐用性佳之免疫親和式層

析法來純化具特異性之 IgY，推測應可獲得接近 

100％之高純度。

蛋 黃 I g Y 抗 體 純 化 方 式 有 許 多 種 類 ，

最廣泛應用的是以管柱層析方式( c o l u m n 

chromatography)，其中有膠體過濾層析法 (gel 

filtration chromatography)、離子交換層析法 

(ion exchange chromatography)及親和性層析法 

(affinity chromatography)等。有些報告中以離

子交換層析法分離血漿蛋白質中成分，利用酒精

先沉澱出血漿中蛋白質，再以管柱分離出BSA、

α-globulins、γ-globulins等物質。在乳清蛋

白的分離方面，也有報告以離子交換純化乳清中

IgG。則是使用膠體過濾層析法與離子交換層析法

純化出乳清蛋白中各物質，利用膠體過濾層析法

先將分子大小不同之物質分開，再以離子交換層

析法依不同電荷分離物質，結果顯示可將乳清中

各物質如 α-lactalbumin, β-lactoglobulin, 

and bovine serum albumin成功分離。也可利用

與抗體高度鍵結之物質例如使用Factogel EMD，

其可與抗體結合達到純化之目的。以protein A 

和 protein G 兩種ligand進行親和性層析法進

行IgY之純化，結果顯示 IgY與protein A結合力

強，而與 protein G則較弱。也有運用新的親和

性層析法之ligand 作為鍵結IgY之物質，結果顯

示與抗體有高度親和性。另一些報告則運用乳鐵

蛋白作為抗原，使IgY上帶有抗原乳鐵蛋白，利用

抗體抗原結合之特性，將管柱上之 ligand (LF-

Sepharose 4B)與IgY鍵結進而達到純化目的 。

1. 膠體過濾層析法 (Gel filtration 
chromatography):

 收集之樣品經灌流後，以區分收集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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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電腦檢視器以 OD值 280監控之，做力價

分析，取其力價高之部分。 Sephadex G 100

之 column，流速 (flow rate): 1.5ml/min，

沖洗緩衝溶液 (elution buffer): phosphate 

buffer (0.114 g NaHPO4，1.316g Na2HPO4，8.6 

g Nacl及 1g NaN3) pH 7.8，先以 elution 

buffer沖洗管柱(column)約 20 mins以平衡

內部環境，再注入樣品蛋黃萃取液約 1ml，再

以 elution buffer沖洗，收集樣品過程中，

檢視器如果偵測到蛋白質即會出現 peak，到無 

peak出現為止(約 1hr都無出現即可停止收集動

作)，完畢再以 elution buffer反覆沖洗約 30 

mins以清洗管柱中物質，即可停止。 

2. 親和性層析法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以特殊之鍵結物質(ligand) protein A

結合在固相上，再填充於管柱內。進行親和

分離，灌流後，再以改變 pH值把 IgY沖洗出

來，並迅速以 1M Tris-HCl (pH 8.5)中和。以 

affinity column，flow rate: 1ml/min使用 

HiTrap 1 ml column (HiTrap rProtein A FF 

1ml column)，起始緩衝溶液 (start buffer): 

sodium phosphate (20 mM，pH 7)，沖洗緩衝

溶液 (elution buffer): sodium citrate (pH 

5.5)，儲存管柱之溶液 (storage buffer)為: 

20% ethanol，先將管柱頂端打開以針筒注射約 

5倍管柱體積之 start buffer，再以5倍管柱

體積之 elution buffer沖洗，再注射 5~10倍

管柱體積之 start buffer以平衡管柱中環境，

之後針筒注入樣品蛋黃萃取液 1 ml，再注射 5

倍管柱體積之 start buffer，最後以 5~10

倍管柱體積之 elution buffer沖洗，收集樣

品過程中，檢視器如果偵測到蛋白質即會出現 

peak，到無 peak出現為止，收集完之後以 20% 

ethanol保存管柱即可。 

四．IgY之應用 

(一)被動免疫治療

一般抗原指的是以自然途徑(呼吸道、胃腸

道、泌尿生殖道)侵入，及以非自然途徑入  侵

黏液膜或皮膚的細菌、病毒、寄生蟲和毒素，而

胃腸道是最主要之抗原入侵途徑。被動免疫是目

前治療疾病廣泛應用之一種方法，一般為了治療

各種疾病例如:白喉、傷寒、流行性感冒等，會

施打各種疫苗而使人體中產生抗體，此種方式稱

為主動免疫，而被動免疫則是直接將抗體以口服

或注射方式，使體內抗體上升，或刺激免疫系統

擁有專一辨識功用，因此被動免疫不僅可作為治

療用，也具預防疾病之效果。

IgG是哺乳動物血液中的一種免疫球蛋白，

其具有抗原特異性 (antigen-specific)，家

禽的蛋黃將血液中的IgG經被動運輸並轉變成 

IgY，所以可以利用蛋黃中的IgY作為被動免疫

治療之來源，可節省收集樣品之成本。以IgY治

療腸道病原菌的原理是利用抗原與抗體之間專一

性結合的作用，以抗體結合病原菌方式阻止其黏

附於宿主腸道細胞而免於造成疾病。因使用抗生

素會造成抗藥性之問題，且為避免未來無藥可治

之窘境，近年來世界各國政府極力推廣降低抗生

素的使用，甚至於未來這幾年間即可能全面禁止

抗生素之使用，因而許多取代抗生素的研究越來

越多，而被動免疫治療是目前取代抗生素治療方

式之可行方法之一。

許多研究嘗試以IgY治療動物疾病，現今大

部分是以胃腸道疾病為治療方向。家畜在幼小階

段死亡率很高，發現大部分是因為感染胃腸道疾

病之病原菌所致。例如感染大腸桿菌引起之下

痢，一般為阻止下痢而造成的食慾下降、體增重

緩慢甚或死亡等情形，常會使用疫苗作為保護。

但一般市售之疫苗售價昂貴導致飼養成本提高

且效果有時不盡理想，故畜主採用比例不高。

因IgY本身即為蛋黃之一部分，故可作為食品之

用，不像其他抗體得用靜脈或腹腔注射方式注入

體內，在運用上更多了方便性。

現階段以IgY治療胃腸道疾病的文獻，如人

及牛之輪狀病毒 (rotavirus)，產毒性大腸桿

菌及沙門氏菌之感染，以及減少仔豬的下痢。 

以雞隻生產抗雞隻病原性大腸桿菌之IgY抗體，

在試驗中使用之抗原為O78、O1、O2、type 1 

pilus adhesion (FimH)及P pilus adhesion 

(PapG)，針對大腸桿菌造成之雞隻感染後免疫

力下降，併發之雞隻呼吸道疾病進行治療試驗，

結果顯示雞隻在使用特異性 IgY抗體後進行攻毒

試驗，對於大腸桿菌引發之感染症狀有顯著的改

善成效。 利用雞隻免疫生產對產毒性大腸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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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C具拮抗作用之IgY抗體，經ELISA檢測具有

良好之抗體力價。 利用哺乳仔豬於飼料中添加

抗產毒性大腸桿菌之IgY抗體，顯示可提高仔豬

生長效率、飼料採食及增重。另一報告中以膠囊

包覆抗輪狀病毒IgY，放置於模擬胃液中達6小

時仍可有95%以上之活性，放置於模擬腸液中達 

9小時仍具有 80%之活性，此結果更證時IgY治

療之可信度 

(二)診斷與治療應用 

IgY與 IgG之間有一點不同處在於，其不

與人類補體、 RF (rheumatoid factor)、

HAMA等造成干擾現象之因子有交互作用，以

往使用IgG作為血清或組織切片疾病診斷時，

常發生干擾現象而降低診斷的結果，現今IgY

之應用已逐漸成熟，許多研究報告證明可使

用於針對特定病原菌之檢測。包括以E. coli 

O 1 5 7 : H 7作為抗原以免疫雞隻，產生抗E . 

coli O157:H7 IgY抗體即可作為檢測E. coli 

O157:H7之試劑。腫瘤生長的早期階段在缺乏

血液供應下，癌細胞的快速生長分裂造成局部

缺氧，因此癌細胞將會死亡。但缺氧也會刺激

HIF-1α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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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使癌細胞得以繼續存活，因此報告嘗試利

用IgY作為人類、猴子、豬、狗及小鼠細胞之

HIF-1α之檢測試劑，以便提早得知癌細胞的

存在而早期治療，結果證實IgY具高敏感性。

(三)DNA-IgY之應用

現今genomics和proteomics科技正蓬勃

發展，雖然仍有許多基因是未知功能的，但

是仍可藉由蛋白質之表現來找出未知基因。 

Gene-specific IgY的生產是將傳統大分子

量之蛋白質抗原，改為帶有目標基因的載體 

(vector)作為免疫之用，生產專一性抗體即

可辨識此基因之表現蛋白。以DNA作為抗原之

IgY抗體擁有以下幾點優點: 

1 .不用生產及純化大量的蛋白質抗原: 

DNA抗原只需使用載體攜帶目標基因，省掉純

化抗原的時間及繁瑣的步驟。 

2.可生產品質較佳之抗體:由於IgY是利用

家禽來生產抗體，加上禽類與哺乳動物在演化

上的距離差異大，因此不會有IgG交互干擾之

問題，故可生產品質佳之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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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牛產乳相關性狀之面面觀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物用產品事業處 技術專員 沈培華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副教授 張秀鑾 

一．緒 言

乳牛場之搾乳作業為飼養管理之重要一

環，而提升乳量乳質與降低生產成本則為乳牛

產業最終目標。產乳性能係由許多基因所控制

之一性狀，但至今仍尚未發現重要產乳性狀之

主效或準基因，可供做選拔用。雖已有多篇報

告提出影響乳量乳質性狀相關基因，但現階段

台灣乳牛群並無產乳性狀基因檢測項目。台灣

DHI乳牛乳量平均仍比美加等國差，故尚需慎

重選留優良母牛，培育下一代乳牛，提升乳牛

產乳效益，增加台灣乳業之國際競爭力。

二．乳牛產乳性能之影響因素

（一）環境因素

飼養管理上，餵飼乳牛的飼料種類及方法

等，因牽涉到營養物質的供給，包括不同種類

的飼料及其配合比例，故對乳產量與乳品質之

均十分明顯。然正確地擠乳和按摩乳房方法，

也是提高產乳量的重要因素。同時，母牛產犢

季節亦為影響因子之一；如最適產犢季節為冬

季和春季，因此時溫度適宜且較無蚊蠅侵襲；

故有利於母牛激素分泌，可使其分娩後很快達

到泌乳高峰期，以提高產乳量。環境氣候方

面，臺灣係屬亞熱帶型氣候，飼養乳牛的條件

相對地較差，但長期以來均以飼養國際主要商

業品種荷蘭牛（Holstein）為主。此外，疾病

因素亦應一併納入考量，如乳房炎、蹄葉炎與

消化系統方面之疾病，或會引起牛隻體溫升高

之其他一般疾病和傳染病，其中乳房炎對台灣

地區乳牛之產乳量影響甚鉅。

（二）生理因素

哺乳動物之產乳能力隨著年齡和胎次呈

現規律性變化，因初產母牛年齡約在2歲半左

右，本身尚處於生長發育階段，故一般產乳量

較低。隨著年齡和胎次增加，產乳量亦逐漸提

升；達到6-9歲時，約在第4-7產次，其產乳量

達到最高峰。10歲以後，由於生理機能逐漸老

化，產乳能力則逐漸下降。

（三）泌乳期

同時，同一泌乳期中，產乳量亦呈規律性

變化；分娩後數幾天內之產乳量較低，爾後隨

著生理狀況之逐漸恢復，產乳量亦逐漸增加，

至約第20-60天，乳牛之日產乳量可達到泌乳

期之高峰（低產母牛大約在產後20-30天，高

產母牛大約在產後40-60天）。維持一段時間

後，分娩後第3-4個月起泌乳量又逐漸下降，

至產後第7個月產乳量下降迅速；直至產後10

個月左右，即停止產乳。

一般而言，乳牛產乳高峰期之產乳量約可

達305天全期產乳量之45％，故可視為產乳關

鍵期，因此小心與特別的飼養管理是必須的。

同時，隨不同泌乳期與泌乳階段而異。初乳期

乳脂率較高，約為常乳2倍以上，而產後第2-8

週之乳脂率最低；自第3個泌乳期開始，乳脂

率逐漸上升。此外，乾乳期飼養管理直接影響

乳牛下一產次之乳品質和產量。乳牛於發情期

間，因性激素作用，導致產乳量出現暫時性下

降現象，下降速度約為10-12％；但乳脂率則

略為上升。

（四）初產年齡

母牛妊娠對產乳量的影響會隨著妊娠期長

短而異。乳牛初產年齡不僅影響其初產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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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其終生產乳量亦有關。初產年齡過早之乳

牛，如小於24月齡者，產乳量較低，且易發

生生長發育與泌乳器官發育受阻，進而影響使

用年限與長壽性。然若初產年齡過大，如大於

30月齡者，則產乳量與產乳胎次相對減少，故

以飼養成本換算，是不符經濟效益，女牛體重

達成年母牛體重60％（約340-360公斤）時配

種，且在24-26月齡間分娩第一胎較合適。

（五）遺傳

遺傳為影響經濟動物表型之重要因素之一，

乳牛之乳產量和乳脂率具品種與個體之顯著效

應。荷蘭牛為全球第一大乳牛品種，依2004年

資料顯示：美國乳牛約有93.5%為荷蘭牛。品

種特徵為高產乳量與相對地低乳脂率，然同品

種之不同個體，產乳量和乳脂率亦有差異，這

就受係基因影響。

三．乳牛產乳性狀之候選基因

選擇表現良好乳牛，諸如高乳量、乳脂量

與乳蛋白質量等的牛群做為種畜，皆可增加產

乳性狀有利交替基因頻率，進而提高乳牛群產

乳性能。不過，應用女兒牛泌乳性能檢測方式

來選育一頭優良種公畜，估計約需5-6年與耗費

約1,000,000 美元之成本（Parmentier et al., 
1999），目前已知遺傳標記可應用於個體選拔，

因此遺傳標記選拔則為一快速檢測方法，且多數

研究報告亦陸續指出不同候選基因對產乳性狀之

影響，將有助於實用性標記選拔之選用。

依研究指出影響產乳性狀之候選基因，包

括生長激素基因、泌乳素基因、Pit-1基因、受

體素基因及STAT5A基因等。研究指出（Hoj et 
al.,1993）生長激素基因對乳牛產乳性狀之影響

顯著，隨後Zwierzchowski亦提出相似的結論；

泌乳素可促進乳葉泡生長，在泌乳期之啟動和維

Lactation Genotype
Number Milk yield Fat
of cows kg kg %

Ι

＋ ＋ 685 5308±1402A 219.1±63.4A 4.123±0.44a

＋ － 198 4947±1344A 207.2±59.6A 4.197±0.43a

－ － 17 5281±1153 213.8±48.9 4.067±0.48

Total 900 5228 216.4 4.138

Ⅱ

＋ ＋ 449 5706±1413a 237.2±68.7 4.134±0.54a

＋ － 137 5514±1357a 233±62.9 4.219±0.49a

－ － 14 5640±1212 229.9±59.1 4.066±0.44

Total 600 5661 236 4.151

Ⅲ

＋ ＋ 272 6043±1511a 247.6±76.3 4.066±0.54A

＋ － 86 5850±1496a 248.7±72.6 4.216±0.53A

－ － 8 6002±1821 248.2±78.6 4.104±0.50

Total 366 6002 248.2 4.104

Table 1  Means and their standard deviations for milk production in 
cows with different GH-MspⅠ 

aAWithin columns frequencies bearing the same superscripts differ significantly at: small letters P < 
0.05, capitals P < 0.01.

（Dybu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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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上扮演重要角色，經研究亦證實泌乳素基因與

乳牛產乳性狀之相關顯著。而Pit-1與受體素基

因，則因Pit-1基因為生長激素與泌乳素間之轉

錄因子，故如預期地對產乳性狀亦具有極顯著的

影響；但不同受體素基因型牛隻乳產量差異，則

未達顯水準。然Brym（2005）學者發現乳牛之

STAT5A基因型與娟珊乳牛之產乳性能有關，但對

荷蘭牛則效應不顯著。另一方面，粒線體參與脂

肪酸合成及某些蛋白質合成，擁有自己的一套遺

傳控制系統，同時也受到細胞染色體 DNA 控制

（Bhaskar et al., 2002），故粒線體DNA在早期

亦紛紛受到育種學家，針對家畜生長、繁殖與生

產性狀作為研究，以下則分別介紹各項基因。

（一） 生長素基因介紹

1.基因序列
牛生長素係由腦下垂體前葉嗜酸性細胞所分

泌的一種單鏈多肽（polypeptide），分子量約

22 kDa，係由190-191個胺基酸所組成（Wallis, 

1973; L�vendah1 et al., 1991）。其N-端

（N-terminus）含有雙硫鍵（disulfide bond）

包括丙胺酸（Ala）或苯丙胺酸（Phe），皆可

作為bGH前驅物。牛生長素基因（bGH）定位於

第19號染色體長臂末端26 cM 位置，全長1800 

bp，包括五個外顯子（exon）與四個內含子

（intron）（Gordon et al., 1983）。 

2.生長素作用
生長素作用係透過刺激肝臟分泌IGF-1進

而達成促進生長之作用，其訊號傳導是藉由與

生長素接受體（growth hormone receptor）

與甲狀腺相關賀爾蒙協同作用（Etherton and 

Bauman, 1998），進而參與調節代謝過程。GH

可促進葡萄糖吸收、碳水化合物與脂肪分解、

核酸與蛋白質合成，具促進動物生長、增加產

乳量、提高飼料轉換率與瘦肉率等功能（白

等，2003）。

3. 生長素基因點突變
2002年Dybus採集五個乳牛場乳牛群之血液

進行DNA萃取，應用PCR-RFLP技術，設計引子擴

增生長激素基因含intron 3，長度為329 bp之

片段。因intron 3區域第104個核苷酸有一突變

點，經限制酵素MspI切割後，可得不同長度之片

段，配合電泳技術應用則可區分出不同基因型。

生長激素基因經MspI 限制酵素切割與電泳

分析後，可切割成片段長度為 224 與 105 bp 

者為野生型；不可切割而呈現片段長度為 329 

bp者為突變型；雜合子型者，則為同時具有三種

不同片段長度 105、224與 329 者。應用PCR-

RFLP技術分析五個乳牛群之生長激素基因與基

因型頻率，如表1所示。野生型（GH＋GH＋）、雜

合型（GH＋GH-）與突變型（GH- GH-）基因型頻率

範圍分別為 0.632- 0.859，0.118- 0.338 與 

0.013- 0.030；其中GH＋交替基因頻率為0.8左

右，而GH－則約為0.2。不同基因型對乳產量、

乳脂與乳蛋白質相關性能影響分析中，母牛依分

娩胎次分三類，初產、第一產與第二產。結果

顯示：三類母牛之乳量皆以野生型（GH＋GH＋）

者均顯著高於雜合子型者（GH＋GH-）。同時，

Sabour（1996）研究亦指出雜合子型（GH＋GH-）

荷蘭公牛有較低的預測乳量。乳脂量比較發現

（表1），初產野生型（GH＋GH＋）母牛較雜合子

Protein Fat%＋
kg % Protein%

167.8±47.3A 3.153±0.19 7.276±0.55a

156.5±44.8A 3.161±0.2 7.358±0.51a

165.1±40.3 3.116±0.21 7.183±0.63

165.3 3.154 7.292

185.2±49A 3.228±0.22a 7.362±0.64

176.4±46.6A 3.187±0.21a 7.406±0.58

178.7±44.9 3.161±0.23 7.227±0.61

183.1 3.217 7.368

193.9±50.9A 3.195±0.19 7.261±0.65a

186.1±50.4A 3.172±0.18 7.388±0.59a

192.1±64.2 3.187±0.29 7.291±0.66

192.1 3.187 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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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GH＋GH-）者有較高之乳脂量；第二與三產者

之基因型間差異均不顯著。三個泌乳胎次母牛

之乳脂率，均以雜合子型（GH＋GH-）者顯著地

高於野生型（GH＋GH＋）者。相同的趨勢亦見於

三個泌乳胎次，不同基因型間之乳蛋白質量比

較，以野生型（GH＋GH＋）者顯著高於雜合子型

（GH＋GH-）者。Yao 等人針對牛隻生長激素基

因，進行單股構形多態性與產乳性狀分析。結

果發現具GH＋交替基因之荷蘭乳牛隻乳蛋白質量

為+8公克。同樣，Zhou 等人（2005）依泌乳期

分成三個階段（分娩後20-120天、121-210天與

211-305天），進行各基因型牛隻與乳量、乳脂

量（率）、乳蛋白質量（率）比較，研究結果顯

示，野生型母牛在各階段中之乳量與乳蛋白質量

皆有顯著高於雜合子型者，然乳脂率則相反，即

雜合子型者顯著較野生型者高。

(二)泌乳素基因介紹

1.基因序列

Brym（2005）等人研究亦發現泌乳素基因

與乳牛產乳性狀之相關性。泌乳素主要由腦垂

體前葉所分泌，可促進乳葉泡生長，在泌乳期

之啟動和維持上扮演重要角色。牛泌乳素基因

已定位於第23對染色體長臂端23 cM位置，全長

9388 bp，包括5個編碼區（exon）及4個非編碼

區（intron），具有199氨基酸密碼子。

2. 泌乳素基因點突變
應用PCR-RFLP技術，設計引子擴增泌乳素

基因含部分intron 3及intron 4區域，可得長

度為294 bp之擴增片段。經定序發現，exon 4

區域第133個核苷酸位置為A時，則可為RsaI限

制酵素所切割，切位點在GTAC片段之T與A間。

切割後之電泳分析，如圖1。可為RsaI所切割者

為純合子型AA基因型，片段分別為長度162與

132 bp。若第133個核苷酸位置為G時，則無法

為RsaI限制酵素所切割，而呈現294 bp 片段長

度之GG基因型；故雜合子個體會呈現三種不同片

段長度294、162及132，而定為AG基因型。

研究分析186頭荷蘭乳牛與138頭娟珊牛泌

乳素基因與基因型頻率。荷蘭乳牛AA、AG與GG

基因型頻率分別為0.01、0.20與0.79，故A與G

交替基因頻率分別為0.1與0.9；而娟珊牛AA、

AG與GG基因型頻率則分別為0.485、0.442與

0.073，故A與G交替基因頻率為0.7與0.3。綜觀

荷蘭牛與娟珊牛之交替基因頻率之差異，是否與

該兩品種之產乳特徵截然不同有關；例如：荷蘭

乳牛之高產乳量與低乳脂率，是否與G交替基因

頻率較高有關；而娟珊牛之低乳產量與高乳脂

率，則是否與A交替基因頻率較高有關，值得進

一步探討。

此外，不同基因型與分娩產次對乳產量、乳

脂及乳蛋白質影響分析，結果如表2。不同基因

型母牛第一個泌乳期產乳性能比較顯示，AG基因

型較GG基因型者有較高之乳產量與較低之乳脂

率。

 (三)Pit-1基因介紹

1.基因序列
P i t - 1基因位於牛隻第一對染色體上。

Zwierzchowski等人在2002年研究報告指出，

應用Pit-1基因intron 3上之ㄧ個突變點差異，

可擴增出可為HinfI限制酵素辨認且長度為1355 

bp之片段，進而分析基因型與泌乳性狀之關係。

2. Pit-1基因作用
Pit-1基因為POU家族一員，其胺基酸構造

與其他DNA結合蛋白Oct-1、Oct-2與unc-86相

似，故稱POU家族。脊椎與無脊椎動物之發育受

到精細且嚴密調節因子所控制，牽涉各種調控因

素，包括轉錄與轉譯等複雜過程。依據POU蛋白

的表達形式，其可能在胚胎發育，尤其是神經早

期發育與細胞分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Pit-1基因為組織特定轉錄因子，主要啟動

GH及PRL基因之轉錄，可於大部分垂腺細胞偵測

到。然Pit-1蛋白僅可在促甲狀腺素細胞、體促

素細胞與乳促素細胞之核仁發現，故Pit-1基因

可能與前述三類細胞之發育有關，故亦被相關研

究訂為候選基因之ㄧ。

3. Pit-1基因點突變
由Pit-1基因intron 3上擴增之片段，經

HinfI限制酵素切割與電泳分析後，可得無法

切割之AA型、可切割之BB型與前述兩者之綜合



中化藥訊71期•2009•第一季     39

Table 2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milk performance traits in 
Black-and-White cows with different PRL-RsaΙ genotypes

Within columns, means marked by the same superscripts differ significantly at P < 0.05

( Brym et al., 2005)

Lactation Genotype N
Milk Fat Protein

[kg] [kg] [％] [kg] [％]

I

8398AA 2
7546.5 283.5 3.75 221 2.91

(922.77) (45.96) (0.14) (46.67) (0.26)

8398AG 38
8081.45a 324.34 4.02a 253.76 3.15 

(951.67) (42.19) (0.38) (29.47) (0.15)

8398GG 146
7524.00a 321.72 4.27a 239.50 3.19 

(1067.40) (57.54) (0.57) (30.68) (0.19)

II

8398AG 9
9095.11 392.77 4.32 286.11 3.15 

(1422.86) (68.52) 0.41 (43.08) (0.19)

8398GG 80
8448.20 (351.87) 4.12 (277.58) (3.24)

(1799.26) (76.66) (0.54) (48.43) (0.22)

Table 3  Least squares means (LSM) for milk production traits in 
cows with different Pit-1-HinfⅠ genotypes

A Means within columns and variation sources bearing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capitals – P ＜0.01

(Modified from Zwierzchowski et al., 2002)

Genotype Number of Cows
Milk Fat Protein
 (kg) g ％ g ％

BB 89 24.3AB 1064 4.49A 809A 3.42A

AB 229 25.6A 1137 4.57A 874B 3.52AB

AA 472 24.0B 1125 4.76B 831A 3.57B

Figure 1  Restriction analysis of PRL PCR products digested with RsaⅠ.
(Brym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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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型三類。分析荷蘭乳牛群前述三種基因型

與交替基因頻率。AA、AB與BB型頻率分別為 

0.09、0.32與0.59，而A與B交替基因頻率則為

0.25與0.75。

Pit-1基因不同基因型母牛產乳性能比較，

如表3。AA基因型母牛乳脂率與蛋白質率均顯

著地高於其他基因型母牛，然雜合型母牛則具

有較高的乳產量；此與其他研究所述具A交替基

因隻乳牛有較高之乳脂率與乳量之結論一致。

 (四) 粒線體基因介紹

1. 粒線體基本結構
粒線體為真核細胞內重要胞器，能量生成之

主要場所，且參與脂肪酸與蛋白質生合成。粒

線體有自己的一套遺傳控制系統，但受到細胞

染色體 DNA之控制（Bhaskar et al., 2002）。

一般而言，後裔中粒線體源自雌親遺傳，而非

雄親遺傳（Gyllensten et al., 1991）。因

哺乳動物之粒線體與粒線體DNA（mtDNA）均

由卵子提供，每一卵子細胞中有105-106個粒

線體，而每一卵子粒線體中具1-2個粒線體DNA

拷貝。此種遺傳方式稱為母系遺傳（maternal 

inheritance）（Brown et al., 1989）。

哺乳動物mtDNA（圖2）具母系遺傳、
無修補機制、為雙股環狀分子、無內含子

（ int ron）或假性基因（pseudogene）、
具高度重複之基因序列數（ h i g h  c o p y 
n u m b e r），與不具基因重組（ l a c k  o f 
recombination）等特性，且其突變率約為核
內DNA（gDNA）之5-10倍（Brown et a l . , 
1989; Sutarno et al., 2002）。mtDNA主要分
為兩部分，一為外環重鏈（H-strand），一為
內環輕鏈（L-strand）；大部分基因之轉錄係在
H鏈上進行。mtDNA由37個基因所組成之環狀
DNA，包括兩個ribosomal RNA genes（12S
與16S）、22個transfer RNA genes及13個蛋
白質密碼基因（protein-coding genes），
而蛋白質密碼區則包括NADH 去氫酶次單元、
細胞色素C氧化酶次單元、ATP合成酶次單元、
細胞色素b及增殖環區；其中以增殖環區較其
他mtDNA區域有較高之置換率，且為控制粒線
體複製與轉錄之重要區域（Anderson et al., 

Figure 2  Overall gene organization of mitochondrial gen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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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Mannen et al., 2001）。Anderson
等人（1982）發表牛mtDNA全長序列，全長
為16.338 kb，促使牛粒線體DNA相關研究
進展較其他哺乳動物更為迅速。研究指出牛

mtDNA與人類mtDNA蛋白質基因組約有63-
79% 同源性。 

2. 粒線體增殖環區之特性
mtDNA為存在於細胞質內的基因組DNA，

其序列多態性在母系連鎖分析與核移置等研究

中，已廣被用作細胞質內遺傳標記。目前許多粒

線體DNA多態性之報告皆著重於粒線體之增殖
環區域，主要係因該區域鹼基變異速率較粒線體

其他區域為高，且增殖環區之點突變已被應用於

演化研究標記。

m t D N A之粒線體增殖環區（m t D N A 
cont ro l  reg ion ,  D - loop）是一段未編碼
且主要控制粒線體轉錄與複製之區域，相

較其他m t D N A區域，具較高之序列置換率
（substitution rate），故研究者可針對欲研
究物種間之分類階層，選用已知演化速度快/慢
的基因區域進行分析，供作親緣演化關係之分

子指標（Brown et al., 1989; Sutarno et al., 
2002）。此外，利用限制酵素對核苷酸之辨識
切位特性，可進行個體間與種別間之基因多態性

鑑定，探討母系遺傳相關之重要經濟性狀。

3. 多態性對產乳性狀之影響
自1982年牛mtDNA全長序列發表後，牛粒

線體DNA研究進展較其他哺乳動物迅速。1993
年Ron等人研究以色列荷蘭乳牛遺傳型與乳量關
係，擴增D-loop區719 bp（nt 15870 - 251）
片段，比對Anderson et al.（1982）所發表之
序列，發現有18個SNP點突變，包括17個置換
與1鹼基插入。進一步分析與乳產量之關係，結
果顯示，具不同SNP牛隻之乳產量差異大於0.33
個表型標準偏差，相當於470 kg乳量；但未達
統計水準。Schutz（1991）研究發現，mtDNA 
D-loop區域第16074與169個核酸位置，分別由
T變為C與A變為G時，校正乳當量分別增加 842 
kg與482 kg。Brown et al.（1989）指出，分
析nt 15783- nt 3684重組基因圖譜中，計4284 
bp片段，發現29個後裔與Anderson 等人1982
年發表之序列比對後，具有12種序列相異性，
較其他哺乳動物歧異度為低，但D-loop 區末端

第360 SNP位置具有較高後裔之變異率。

應用 1 0種限制酵素A l uⅠ、D d eⅠ、
DraⅠ、HaeⅢ、HinfⅠ、HpaⅡ、HpaⅠ、
MboⅡ、RsaⅠ與Sau96Ⅰ，進行切割；其中
僅可為HpaII限制酶所切割。應用PCR-RFLP技
術，配合HpaII限制酶，分析遺傳型與總泌乳
產量。可被限制酵素HpaII切割者較無法切割
者，有較高之產乳量與較低之乳脂率，但差異

不顯著。

2004年日本學者Tsuj i擴增D-loop區（nt 
16008 - 16160）152 bp片段間現有兩個變
異，分別為T16042C與A16093G，且該兩變
異點可為RsaⅠ限制酵素所切割，可產生四種
多態性，片段長度分別73 bp（I型）、66與54 
bp（B型）、73與54 bp（BI型）與54 bp（S
型）。進一步比較1351頭日本本地牛Chiba與
Hyogo之多態性與產乳性狀，結果顯示日本本
地牛具有三種基因型（BI、S 與B型），經育種
價（estimated breeding value, EBV）估計
後，應用最小平方平均值法（Least Squares 
Means, LSM）進行乳產量、乳脂量、乳脂率、
蛋白質量與蛋白質率比較。結果發現三種不同基

因型間，產乳性狀差異均不顯著，但除乳脂外，

其餘性狀均具區域差異存在主要因D-loop區是
調節轉錄與轉譯重要區域。

五．結論

產乳性能被認為係屬多量微效基因控制性

狀，然而，家畜生長、繁殖與生產性狀已被證

實由母系遺傳所影響，故可藉由選拔優良牛隻產

乳性狀，如乳產量、乳脂率或/與乳蛋白質，利

用限制酵素切割特性，研究不同個體或種別間之

遺傳變異，擬改進性狀之有利交替基因頻率，開

發可供牛繁殖與產乳重要經濟性狀選拔之候選標

記，提高乳牛群產乳性能，降低育種成本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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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中國大陸三鹿毒奶粉事件不但在台灣造成震

撼，也引起全球媒體的重視，都紛紛大幅報導。

而三聚氰胺、腎結石等學術用語也迅速成為民眾

耳熟能詳的名詞，美國CNN主播在播報新聞時，
也一再提到三聚氰胺的英文「Melamine」，真
沒想到一場毒奶粉風波竟意外讓這些英文單字爆

紅。其實Melamine就是三聚氰胺，它是一種化
學工業原料，含有毒性不能食用，也是這次毒奶

粉事件中引發風暴的主要成份。本文將整理有關

三聚氰胺的問題，做一陳述。

二、化學性質

三聚氰胺（化學式：C 3H 6N 6），俗稱密

胺、蛋白精，IUPAC(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
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命名為「1,3,5-三 -2,4,6-三氨基」，
是一種三 類含氮雜環有機化合物，被用作化工

原料。它是白色單斜晶體，幾乎無味，微溶於水

(3.1g/L常溫)，可溶於甲醇、甲醛、乙酸、熱乙
二醇、甘油、 啶等，具毒性，不可用於食品加

工或食品添加物。三聚氰胺是氨基 的三聚體，

由它製成的樹脂加熱分解時會釋放出大量氮氣，

因此可用作阻燃劑。它也是殺蟲劑環丙氨 在動

物和植物體內的代謝產物。

三、合成

三聚氰胺最早被李比希(尤斯圖斯·馮·李比
希男爵Justus von Liebig，1803年5月12日出生
於德國，1873年4月18日逝世于德國慕尼黑)於
1834年合成，早期合成使用雙氰胺法：由電石
（CaC2）製備氰胺化鈣（CaCN2），氰胺化

鈣水解後二聚生成雙氰胺，再加熱分解製備三聚

氰胺。目前因為電石的高成本，雙氰胺法已被淘

汰。工業合成主要使用尿素為原料，三聚氰胺與

甲醛縮合可製得三聚氰胺甲醛樹脂，此外三聚氰

胺也用作合成藥物的中間體。

在加熱和一定壓力條件下：

6 (NH2)2CO → C3H6N6 + 6 NH3 + 3 CO2 

按照反應條件不同，三聚氰胺合成工藝又可

分為高壓法（7-10MPa，370-450℃，液相）、
低壓法（0.5-1MPa，380-440℃，液相）和常壓
法（<0.3MPa，390℃，氣相）三類。

從毒奶事件─認識三聚氰胺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物用產品事業處 產品群經理 吳明勳 獸醫師

圖一、三聚氰胺化學與立體結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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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途

三聚氰胺(Melamine)是工業用化學品，具
有多種工業用途，包括用於製造三聚氰胺-甲醛
樹脂（密胺塑膠）的原料。常用於製造薄膜、日

用器皿、裝飾貼面板、織物整理劑等。在日常生

活中三聚氰胺-甲醛樹脂最常見的應用是一類被
成為"美耐皿（又稱密胺碗）"的塑膠碗碟。這類
器皿的物理性質非常類似陶瓷，堅硬不變形但又

不像陶瓷那樣易碎。常常標有"不可以在微波爐中
使用"的警示，因為三聚氰胺-甲醛樹脂（即密胺
塑膠）受熱後有可能散發毒性。三聚氰胺還可以

與乙醚配合作紙張處理劑，在一些塗料中作交聯

劑，以及阻燃化學處理劑等。

五、毒性研究

三聚氰胺具有輕微的生物學毒性。早在1945
年，美國紐約裡德勒實驗室兩位毒理學專家便在

《藥理學與實驗治療學》期刊上發表論文指出，

長期給大鼠、兔和狗餵養大劑量三聚氰胺後，會

造成其生殖、泌尿系統的損害，以及膀胱、腎部

結石，並可進一步誘發膀胱癌。唯一樂觀的消息

是：沒有觀察到動物明顯中毒現象。1992年，日
本學者也進行過類似研究，連續36週給大鼠飼餵
1%、3%三聚氰胺後，膀胱癌的發生率分別為 5%
和79%，結石發生率則高達70%和100%。1994
年，國際化學品安全規劃署和歐洲聯盟委員會合

編的《國際化學品安全手冊》這樣描述過三聚氰

胺：長期或反覆大量攝入可能對腎與膀胱產生影

響，導致結石產生。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

症研究所(IARC)將致癌物質分成四類，三聚氰胺
與汞以及曾引起轟動的蘇丹紅一起，被歸入第三

類致癌物，為"對人體致癌性尚未歸類的物質或混
合物"。

目前廣泛認為三聚氰胺毒性非常輕微，動

圖二、美耐皿餐具

物實驗中大鼠口服的半數致死量（LD50）大於3
克/公斤體重。根據1945年的一個實驗報導：將
大劑量的三聚氰胺飼餵給豬、兔和狗後沒有觀察

到明顯的中毒現象。此外，對鼠的實驗結果三聚

氰胺的半數致死量：4.1 g/kg - 氰尿酸三聚氰胺
（Melamine Cyanurate），6.0 g/kg - 三聚
氰胺，7.7 g/kg - 氰尿酸（Cyanuric acid）。
就毒性來說，兩種單體的化合物「氰尿酸三聚氰

胺」要比另兩種單獨存在時要強。

對於三聚氰胺形成腎結石的機理並不是很清

楚，初步研究認為由於加工過程中的某些原因使

得三聚氰胺中常常混有三聚氰酸，兩者緊密結合

形成不溶於水的網格結構。攝入人體後由於胃酸

的作用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相互解離並被分別通

過小腸吸收進入血液循環並最終進入腎臟。在腎

細胞中兩者再次結合沉積從而形成腎結石，堵塞

腎小管，最終造成腎衰竭。由於三聚氰胺結石微

溶於水，對於成年人，由於經常喝水使得結石不

容易形成。但對於哺乳期的嬰兒，由於喝水很少

並且相比成年人其腎臟較狹小，造成更容易形成

結石。這也是2008年中國嬰幼兒奶粉污染事件中
受害者基本為嬰兒而很少見到其他年齡階段的兒

童或成人的原因之一。中國衛生部對於該污染事

件的指導治療方案中，對於三聚氰胺造成的輕度

結石，推薦使用大量飲水的方法來消除，也是基

於這個原理。

六、三聚氰胺用於飼料

據2007年6月的《美國獸醫學會雜誌》報
導，2007年3月中旬以來，美國發生4,000多起
貓、狗等寵物中毒死亡事件。美國食品藥品管理

局(FDA)從進口的部分小麥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
中檢出三聚氰胺等成分，這些成分的來源直指中

國。調查結果認為：摻雜了6.6%三聚氰胺的小麥
蛋白粉是導致寵物食品中毒的禍端。中國麵筋製

成的飼料會使寵物死亡，因為麵筋摻有氰尿酸三

聚氰胺。當時紐約時報記者曾深入製造三聚氰胺

的工廠秘訪，發現原來將三聚氰胺加入飼料中，

是中國的慣例。三聚氰胺從煤開始製造，三聚氰

胺工業用材料，尤其塑膠業用得最多。較好的三

聚氰胺送去產業界，廠中仍有工業上不能用的碎

屑，本來就須丟棄，後來有人認為三聚氰胺的氮

成分非常高（66%），就把這些三聚氰胺碎屑賣
給飼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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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聚氰胺用於食品工業造假

食品工業中常常需要測定食品的蛋白質

含量，由於直接測量蛋白質技術上比較複雜，

所以常用一種叫做「凱氏定氮法（K je ldah l 
method）」的方法，通過測定氮原子的含量來
間接推算食品中蛋白質的含量，但無法區分《真

蛋白氮》或《偽蛋白氮》。三聚氰胺與蛋白質相

比含有更多的氮原子(含氮量66% vs 16%)其費用
只及真實蛋白原料的20%。而且「三聚氰胺」作
為一種白色粉末，無色無味，摻入產品中不易被

發現，造假者便選用「三聚氰胺」做假。

中國大陸營銷專家冷振興在新浪網撰文稱，

奶粉造假通常有兩種，一種是摻入大豆蛋白粉，

對人體沒有副作用；另一種是摻入三聚氰胺。而

在奶粉中出現化合物三聚氰胺的根本原因，在於

現行的凱氏定氮蛋白質測定方法，只測定總有機

氮含量，而非特定的蛋白質含氮量，於是，凱氏

方法缺陷被商家投機利用，使偽劣產品蒙混達

標。

八、國產鮮乳標章

中國大陸因生乳計價採用蛋白質含量為計價

依據之一，所以才暴發農民添加三聚氰胺提高蛋

白質含量，然台灣鮮乳廠對酪農生產生乳的計價

方式是以衛生條件（生菌數、體細胞數等）與成

分含量（乳脂率、固形物等）為依據，與中國大

陸生乳計價方式不同，因此，台灣酪農並沒有必

要添加三聚氰胺提高蛋白質含量。

台灣乳業發展歷史逾50年，早已建構完備的
契約產銷體系，酪農交乳型態、生乳計價方式及

衛生品質的檢驗基準等非常先進，且並符合國際

標準。農委會針對國產鮮乳設有牛頭的「鮮乳標

章」制度，如圖三，民眾採買鮮乳時只要認明貼

有鮮乳標章的商品，便能確保乳品是以國內酪農

生產生乳為原料，而非進口奶粉泡製乳品，可以

放心食用。同時，依照「乳品加工廠收購酪農原

料生乳驗收及計價要點」規定，國內乳廠對收購

的生乳應自行檢測品質及藥物殘留，2008年檢測
結果合格率高達99.74%。農委會持續加強酪農飼
養管理教育宣導與乳品抽驗工作，以確保國產生

乳皆能符合相關規定。

九、檢測方法

科學上化學分析對一樣品中主成分(即分析
物)的分析方式分為兩類，一為「定性」，另一
為「定量」，在英文上的定義:定性是指"What is 
present"，定量則指"How much is present"，
早期定性的方法靈敏度沒那麼好，因此通常先做

定性，接著再做定量來確定其含量。定性結果通

常以「陽性」或「陰性」判定，相當於一般大眾

認知的「檢出」或「未檢出」。然而，自上個世

紀，二次大戰後，科技的進步一日千里，陸續發

展出許多貴重的精密分析儀器，目前研究室所採

用的儀器分析法，通常是定性和定量可以一次完

成，非常方便。

目前國內對於三聚氰胺的檢驗，主要採用

高液相層析紫外光法(HPLC)及氣相或液相串聯
質譜法(GC/MS)、(LC/MS/MS)，其中HPLC的
精確度最高可達到0.1ppm，平均精確度則在
1~2ppm左右，2.5ppm是HPLC的極大值，一般
來說，HPLC由於是以紫外光下的波長反射進行
比對，較容易出現誤判。至於GC/MS及LC/MS/
MS精確度最高甚至可達0.002ppm，平均精確度
則在0.005ppm左右。 (表一)

十、結語

現代化的社會，大家盲目的追求快速、便利

的同時，往往我們都忽略了隱藏在背後的危機，

了解事實的真相唯有不斷地透過「教育、宣導」

來落實。從毒奶事件中認識三聚氰胺，喚起政府

及民眾對外來添加物的重視，若是能以此來提醒

我們對藥物殘留及食品添加物的重視，那未嘗不

是一件好事。

圖三、國產鮮乳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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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三聚氰胺檢測方法比較表

檢測方法 原理
最高 平均 檢驗時間

精準度 精準度 (急件)

液相層析紫外光法(HPLC) 利用三聚氰胺在紫外光下的波
長反射進行比對

0.1 1~2 7天

ppm ppm 約3小時

氣相串聯質譜法(GC/MS) 檢體用氣體萃取，再利用三聚
氰胺的化學式做比對

0.002 0.005 7天

ppm ppm 整個流程約6小時

液相串聯質譜法(LC/MS/MS) 檢體用液體萃取，再利用三聚
氰胺的化學式做比對

0.002 0.005 7天

ppm ppm 整個流程約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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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農場畜牧場

一、牧場簡介

“養豬人家＂為首家榮獲農委會頒獎表揚

的民營畜牧場，牧場位於彰化縣溪州鄉，臨中央

山脈山麓及濁水溪旁，四周環境綠意盎然氣候宜

人，沒有工業的汙染，是個典型以農業發展的鄉

鎮。

牧場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彰化農場合作經營的畜牧場，早在多年前就堅持

以＂農業工業化＂的現代化管理與制度，打造出

不同於傳統畜牧產業的企業。

三年前農委會積極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

度，亦即從農場到餐桌的可追朔制度，農場即率

先加入示範行列，農場深知此ㄧ安全、安心及健

康的概念再注重自然、養身及無毒的飲食文化

下，勢必成為未來消費的趨勢。

農場本身亦通過行政院農委會認證的優良

養豬場及中央畜產會認證的黑毛豬場認證；另為

朝產銷一元化及品牌豬肉發展，兩年前亦進駐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結合產、官、學

的努力與輔導，期盼能將衛生健康的優質豬肉及

品牌故事 -  陽光豬

產品推廣予國人，並增進國人食用國產豬肉的信

心，為開創國內精緻農業盡一綿薄之力。

二、陽光豬的由來

陽光豬的由來：陽光若水，在原野間恣情縱

意、供養生命泉源與光華。

養豬人家(PORK HOUSE)，來自中部太陽餅的故

鄉，從小生長於農村，清晰記得那時家家戶戶後院

皆飼養了三、五隻的黑土豬，＂豬稠＂亦是與兒時

玩伴玩捉迷藏的 ＂好所在＂，或許正因如此的影

響，因此不自覺的便朝養豬的道路前進，包括求學

階段就讀的台中高農畜牧獸醫科、嘉義農專畜產科

及屏東科技大學畜產研究所，一路走來更加發現對

豬隻飼育的熱情，養豬人家也就因而誕生了。

自從事這一古老的行業之初即秉持對萬物的尊

敬，一切以愛護地球、追求自然健康、永續經營、

節能減碳及對自然環境、溫柔的大地永續生存為職

志；雖然知道添加藥物可以提高育成率，使用賀爾

蒙可以促進生長，用最先進的畜舍建築可以增加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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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賣店實景

養密度，使用完全日糧玉米、大豆配方可以增加生

長效益，但這些都可能造成環境與健康的負擔，因

此經營初期即借鏡古老傳統方式飼養，努力追求自

然和諧，在牧場廣植樹木增加綠蔭，畜舍建築多採

半露天搭配升降帆布，藉以增加日照面積達到自然

消毒，當豬隻飼養至肥育階段時，餵飼專利製程之

乾燥廚餘飼料，降低玉米、黃豆之需求量，亦同時

解決都會區餐飲業廚餘及食品工廠之副產物如豆腐

渣、麵包皮等問題。

餵飼中除了添加綜合維生素與礦物質及必需

氨基酸外，亦額外添加乳酸菌。配合畜牧本科的

專業背景與熱誠，以及在各界長官、輔導單位的

指導協助下，飼養出來自然健康的豬隻，又正因

豬隻在充滿陽光與綠樹相互輝映的環境下自然長

大，飼養環境處處充滿了陽光與活力，其所呈現

出的豬肉品質，自然有別於集約飼養的肉質口感

（就好比土雞與飼料雞的差別），這種在日照充

足、自然健康的環境下生長的豬隻，我們稱之為

陽光豬(SUNNY PORK)。

三、專賣店介紹

在法國，最好的紅酒不是來自酒商，而是來

自波爾多擁有葡萄園的酒莊；在日本，最頂級的

品牌豬肉，一定來自自營牧場。

養豬人家健康豬肉專賣店，配合農委會推動

豬隻生產履歷，標榜從農場到餐桌可追朔系統，

以增加國產豬肉生產透明度及為消費者嚴格把

關，並增進國人對國產最優質豬肉的消費信心，

為此養豬人家所屬彰化農場畜牧場率先通過農委

會產銷履歷驗證，為國內取得豬肉產銷履歷的第

一家民營農場。目前除可在養豬人家直營門市專

賣店、中部地區興農超市外，亦可透過網路線上

訂購，讓您吃的安心又放心。

「養豬人家」豬肉專賣店，門市位於台中市

西屯區中科園區旁、台中榮總後方，秉持著自產

自銷，讓您以最便宜的價格吃到最優質的豬肉產

品，從自家牧場飼養經屠宰後的分切到包裝、販

售等流程，在運輸的過程中，全部採用冷藏車，

建立了包括原料肉生產、加工、儲藏、運輸及銷

售等在內的新鮮肉品冷藏鏈，以確保肉品品質的

新鮮度。

「養豬人家」豬肉專賣店為豬肉製品超市型

態，產品種類玲瑯滿目，舉凡生鮮豬肉、豬肉調

理製品、肉乾、肉紙及肉鬆等製品，堅持用最新

鮮的自家牧場豬肉，以縮短製程時間保存鮮美口

感進而喚醒您的味蕾；所有產品皆精心包裝以確

保品質，除了親自光臨感受歐、美、日等先進國

家的肉品銷售環境水準外，亦有新鮮宅配可快速

的送到您手上。養豬人家，讓聰明消費者的您吃

的安心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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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全國第一家民營生產履歷認證

陽光、自然、健康

四、養豬人家的使命

出 生 於 台 中 郊 區 ， 現 年

三十五歲，世代務農的張姓養豬

人家，成長過程相較於其他同儕

有著更多接近大自然的機會，每

天上學前總需先完成家中牲畜的

飼養工作，包括豬、牛、雞、鴨

及鵝等，過著典型的農村生活。

國中畢業後進入省立台中

高農畜牧獸醫科就讀，接著考取

國立嘉義農專二年制畜牧科，退

伍後進入職場從事動物飼料與藥

品的銷售。當十一年前口蹄疫發

生後，畜牧業榮景便不復存在，

進而造成憨厚純樸的飼養者往往

得不到該有的辛苦回報，甚至每

每因為極少數害群之馬使得整體產業形象遭受重

大打擊，消費者對畜產品可說毫無信心可言時，

身為業界後進對此現象總有百般無奈，雖一己之

力有如滄海一粟，但仍秉持阿甘精神從不懈怠；

然創業與理想者的道路定是充滿崎嶇坎坷，種種

的困境與問題接踵而來，才知原來空有毅力是不

夠的，於是積極重拾書本，報考屏科大畜產研究

所，也幸運的進入就讀，藉由系上教授師長的指

導協助與檢視多年的職場經驗並加以探討，終獲

突破性的成長，也因此看到了春天的來臨。　

養豬人家讓您買得安心 吃得健康

在校期間得知學校眾多的輔導資源，透過

育成中心的進駐與協助，終有了今日的初面貌。

俗云：創業維艱，十年略有所成、二十年頗具規

模、三十年歷史留名。養豬人家不奢留名，但求

藉由眾人的指導，延續無數個十年以發揮觸媒的

作用，進而催化台灣精緻農業的深耕發展與藍海

時代的來臨，並期盼各界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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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場名稱
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彰化農場畜牧場

登記證字號 農畜牧登字第204948號

負責人姓名 張智翔

聯絡電話
電話：（04）2462-6828
行動：0932-514740

產銷履歷驗證
驗證機構：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證書編號：PCA07-LS-01-003

豬舍型態：
傳統改良式畜舍

飼養隻數：年產12,000頭 

住   址 彰化縣溪州鄉榮光村政民路195號

飼養特色說明

Pork House:陽光若水，在原野間恣情縱意、供養生命泉源與光華；養豬人家，來自中部太陽餅的故鄉，
經營初期即借鏡古老傳統方式飼養，努力追求自然和諧，在牧場廣植樹木增加綠蔭，畜舍建築多採半露

天搭配升降帆布，藉以增加日照面積達到自然消毒，當豬隻飼養至肥育階段時，餵飼專利製程之乾燥廚

餘飼料，降低玉米、大豆之需求量，亦同時解決都會區餐飲業廚餘及食品工廠之副產物如豆腐渣、麵包

皮等問題，餵飼中除了添加綜合維生素與礦物質及必需氨基酸外，亦額外添加乳酸菌。配合畜牧本科的

專業背景與熱誠，以及在各界長官、輔導單位的指導協助下，飼養出來自然健康的豬隻，又正因豬隻在

充滿陽光與綠樹的環境下自然長大，飼養環境處處充滿了陽光與活力，其所呈現出的豬肉品質，自然有

別於集約飼養的肉質口感（就好比土雞與飼料雞的差別），這種在日照充足、自然健康的環境下生長的

豬隻，我們稱之為陽光豬(Sunny Pork)。

主要產品

肉乾、肉鬆禮盒、香腸、黑胡椒肉紙、原味肉條、蜜汁厚片、五香豬肉乾、古早味肉角、陽光豬生鮮豬

肉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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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V ：
D ：

T ：4/4

/　　/　　

詞：張邦良
曲：林昭君調寄望春風金 齡 曲

5.
•

5
•

6
•

1 2 1 2 3 － 5. 3 3 2 1 2 － － －

想 起 三 十 少 年 時 春 風 真 得 意

踏 入 九 十 笑 微 微 愈 老 愈 古 錐

3. 5 5 3 5 1. 2 2 － 5.
•

3 3 2 1 － － －

越 頭 六 十 著  到 位 金 齡 花 又 開

食  到 一 百 無 稀 奇 只 要 心 歡 喜

2. 2 3 2 1 6
•

5 6   
••

1 － 6.
•

1 2 1 3 5 － － －

人 生 七 十 才 開 始 美 夢 免 放 棄

逐 家 快 樂 過 日 子 心 內 唏 微

5. 5 6 5 3 3 2 1 6
•

－ 5.
•

3 3 2  1 － － －

等 待 八 十 開 拍 鐵 做 夥 吟 歌 詩

逐 家 快 樂 過 日 子 安 心 食 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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