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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給人的感覺一向是溫馴可愛，孩子們

總是用「小白兔」來稱呼牠們。事實上，

兔子毛色不是只有「白色」而已，眼睛也

不全是「紅色」的，愛吃的更不只有胡蘿

蔔；如圖中的雷克斯兔，因為毛質與水獺

相近，可媲美水獺的毛質，所以又稱「獺

兔」；毛質摸起來柔軟光順，且具有絹絲

般的光澤，也被稱為「天鵝絨兔」；其毛

皮顏色豐富，另一別稱「彩兔」。

王斌永 助理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經營組

作品：攝影、電腦繪圖設計 (Corel 

Draw、Photo Impact)、紙黏土

曾獲89年農委會優良養豬場認證標章第一

名、94年台南監理站logo徵選第一名、96年

芬園楓坑米粉意象娃娃第一名、沙鹿自行行

車步道識別系統委託設計、中興大學畜牧場

鮮乳產品系列包裝委託設計、畜產試驗所50

週年所慶系列學術研討會封面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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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新機關  新氣象 新期許

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處長  李朝全

一、前言

臺南縣、市於民國99年12月25日正式合

併，縣、市合併已在地方自治史上開啟了嶄新的

一頁，大臺南市整合原臺南市動物防疫所及原臺

南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整併定名為「臺南市動物

防疫保護處」，由朝全擔任首任處長，深感責任

重大。新機關新氣象，為因應縣市合併後各項業

務的變化與量的增加，及面對各種畜牧產業的需

求提高，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將在現有的基礎

上，以合併後之新組織及創新的觀念，服務廣大

農民及一般民眾。經由正確診斷、疫情調查、預

防、監測及疫情控制，有效解決動物防疫問題；

並強化抽驗監測工作，為畜禽水產品衛生安全及

消費者的健康把關，解決藥物殘留問題；同時強

化動物保護法執行，強化收容環境，解決流浪犬

引起之社會問題，以期達到「合併升格、服務升

格」之目標。

二、臺南市產業概況

臺南市於合併後服務範圍擴大為2,191平方

公里，幅員廣闊，所轄豬隻飼養戶數為1,054戶，

產業面積37公頃，飼養頭數668,252隻；草食動

物畜牧產業包含牛、羊、鹿，飼養戶數707戶；

家禽產業部分，產業面積758公頃，總飼養戶數

1,189戶，在養隻數約1,511萬隻（參考98年農業

年報）；水產養殖以養殖漁業為主，年產量與飼

養面積高居全國第1，養殖戶數高達8,284戶，內

陸養殖面積達13,467公頃，年產量高達50,053
公噸（參考98年漁業年報）。畜牧及水產養殖產

業十分發達，產量具相當之份量，各主要畜牧產

業及水產養殖產量在直轄市中均排名第一。在動

物公共衛生部分，動物用藥品製造廠為12家、

動物用藥販賣業者119家、化製場1家。而在非

經濟動物部分，臺南市狗口數84,339隻，寵物登

記數50,053隻，並設置善化及灣裡二個動物收容

中心，年收容數高達17,360頭。寵物相關業者包

含寵物業者及動物醫院，寵物業者數量不少，約

184家，動物醫院則約145家（如表一）。由上述

顯示新的動物防疫機關－「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

處」，其服務對象、服務動物種類相當全面與廣

泛，其業務包含經濟動物疾病防治、家畜禽及水

產動物檢診、動物用藥品業輔導、畜產水產品藥

善化及化及灣裡灣裡二個二個動物動物收容收容

新營處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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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殘留檢測、化製場防疫衛生管理、野生動物救

援、動物保護法執行、流浪犬收容管理及寵物業

管理等。

三、課室整併與配置規劃

因應日益繁複之業務，於合併後勢必需調

整動物防疫保護處之業務組別，考量原臺南縣轄

內家畜禽及水產養殖產業範圍廣闊，將原臺南市

動物防疫所之家畜防疫課及原臺南縣家畜疾病防

治所之中小動物保健課、草食動物保健課業務整

合，依動物產業別分為家畜保健組及家禽保健

組；原動物檢診課與動物病性鑑定課合併成為水

產及動物檢驗組；動物公共衛生課調整為動物公

共衛生組；寵物管理課與動物保護課視實際業務

需求與專業分工，分別成立動物保護組及動物收

容組，專職分工、適才適用，提供專業多元化的

服務（如圖一）。本處考量畜牧與水產養殖產業

主要分布於溪北地區(曾文溪以北)17區，約佔大

臺南市之70％以上，將家畜保健組、家禽保健

組、水產及動物檢驗組、動物公共衛生組設置於

新營處本部，繼續服務廣大畜禽產業；寵物產業

及動物收容中心大多位於溪南地區，約佔68％以

上，本處將動物保護組及動物收容組配置於忠義

辦公室，並分別於2處辦公室舍設置各組業務窗

口，讓各組業務能無縫接軌。

四、各組業務與服務機能

（一）動物防疫業務

本處在動物防疫方面，包括家畜、家禽保

健組首要建構各動物別疫情通報管道與轄內各產

業團體聯絡之窗口，若有疫情時，各協會主動通

報本所處理。並宣導家畜禽場強化生物安全與正

確免疫接種之觀念，並提供免費家畜禽重要傳染

病（豬瘟、假性狂犬病、新城病、傳染性華氏囊

炎、傳染性支氣管炎、里奧病毒）血清抗體檢

測、免疫適期建議、家畜禽疾病檢診、家畜禽場

與週邊道路之消毒服務。而水產及動物檢驗組，

除每日於新營處本部與忠義辦公室維持每日水產

動物疾病檢診、水質檢測與用藥諮詢等服務，並

於每週一、三上午9-12點於北門海埔養殖生產區

駐診，每週五上午9-12點於七股水試所駐診，

另創新建置行動水產動物疾病診療車，將水產診

療服務由定點轉變成機動，其優點包含減少駐診

廳舍設置費用、依據各養殖生產區需求機動服務

等。今年預計先將行動診療由安南區開始進行，

慢慢延伸至七股、將軍等重要水產養殖區、配合

北門、新營、忠義辦公室等地檢診服務及各區養

殖生產協會定期聯繫可有效掌握各區疫情發生情

形，建構完善檢診與防疫網絡。

（二）動物公共衛生業務

公共衛生組業務將持續積極執行動物用藥品

查核管理工作，確保動物用藥品品質及防止業者

違法用藥，同時積極推動畜禽及養殖水產品藥物

殘留檢驗及監測工作，避免藥物殘留於畜禽水產

  

經濟動物

產業面積(公頃) 飼養戶數(戶) 飼養數量

家畜 家禽 水產養殖 家畜 家禽 水產養殖
家畜

 (頭)
家禽

(千隻)
水產養殖

(公噸)

臺南市 591 758 13,467 1,761 1,189 8,284 730,832 15,113 50,053

 
非經濟動物 動物公共衛生

流浪犬收容數 狗口數 寵物業家數
動物藥品

製造廠
動物藥品販賣業 化製場

臺南市 17,360 84,339 184 12 119 1

表一、 臺南市產業概況表

資料來源：農委會99年第一季畜牧統計、農委會98年農業統計年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內政部戶政司98年戶籍人口統
計年報、民國98年漁業年報、農委會寵物登記管理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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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並加強化製場防疫衛生管理與協助查緝死廢

畜禽流用，藉由這四項工作之落實執行，將可以

讓民眾選購轄內業者生產的優質畜禽水產品時，

能夠買的安心，吃的放心。  

（三）動物保護與收容業務

由於目前寵物已成為人們的親密伴侶，民眾

在動物保護方面的認知及觀念也逐漸提升，尤其

在都會型的區域，民眾對於動物保護要求更高，

本處為提升動物保護服務品質並依專責分工，分

別設置動物保護組與動物收容組，動物保護組負

責全市動物保護法執行、狂犬病防治、寵物業與

寵物登記管理查核、動物管制與救援及宣導教育

活動工作；動物收容組掌理流浪動物收容管理、

野生動物救援等工作。未來2組將通力合作、相

互配合，除加強動物保護法的宣導及查緝工作，

讓愛護動物觀念深植民心，減少不當對待動物的

情形；並落實寵物登記、改善流浪犬收容環境、

建立收容管理流程及改善流浪犬安置、認養，積

圖一 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組織架構圖

極結合民間協會、動物醫院及學校志工等資源來

有效減少流浪動物的數量，讓動物不僅受到保

護，而且都能享受應有的福利。

五、未來展望

未來合併後將對動物防疫人力加以整合，依

產業型態與數量進行配置，提升動物防疫人員之

專業能力，採專責分工、主動、專業與親切之服

務，積極落實推動動物防疫、動物公共衛生與動

物保護等相關業務，期許未來我們將在現有的基

礎上，繼續推動經濟動物防疫、建立畜禽水產品

衛生安全檢驗體系、寵物管理、流浪動物管理與

救援體系，提升整體服務機能與服務品質，解決

產業及民眾的問題，提升產業競爭力，再創產業

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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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量礦物質營養與環境污染

家畜禽排放之糞尿所含之營養分進入地下
水與地表水已深受公共之重視，目前之經濟動物
生產狀態，導致家畜禽所攝取之微量礦物質有
95~99%隨其糞尿等排泄物排放至環境，若排放
量超出土壤或水體之消納量，則氮、磷等成份將
使受排放之土地、水體優養化。

養豬業者常將銅當藥物使用以控制豬隻下
痢，而養雞業者常將高量氧化鋅添加於飼糧，以
控制雞隻水便之問題。添加於飼料以充當藥物用
之銅、鋅之含量，往往分別高達200、2,000 ppm
以上，以如此之飼料餵予豬、雞之後，其所排放
之糞便若長期施於農地，將造成許多地區之土壤
因而累積高量之重金屬至不容忽視之地步。

過度施用氮、磷、鉀肥於土地固然會造成環
境優養化的問題，但因該等物質易自土壤溶出而
排除，問題相對地容易解決。然而，像銅、鋅等
重金屬一旦進入土壤內，則與土壤緊密結合，且
其惰性大不易轉移，故投入量愈多則愈迅速累積
於農作物生長之土壤環境，而生長於該污染土壤
上之植物能移除的重金屬量非常微少，因此，長
期且大量由畜牧業來的重金屬排放量，若完全由
農地來吸納，終將致使農地累積重金屬以至其含
量達危害農作物的程度，故農糧署對土壤、灌溉
用水之重金屬含量訂定管制標準(表1)。

豬飼料之微量礦物質含量須兼顧營養與
對環境之衝擊

國立中興大學 動物科學系 營養與毒物研究室 教授 范揚廣

二、預防養豬業重金屬對環境污染

之道

以台灣這種土地稀少而昂貴之地區而言，其
畜牧生產不得不採集約式，對含高量重金屬廢棄
物之排放控管，非得更加特別謹慎不可。欲減少
畜牧業對土地所致之重金屬負荷，有幾種可能之
途徑：一、將畜牧廢棄物調製成堆肥。二、將畜
牧廢棄物調製成飼料循環再利用。三、將畜牧廢
棄物或其調製成之產品移置於土壤缺乏重金屬之
其他地區，如製成禽畜糞堆肥出口至越南、泰國
等農地缺乏微量重金屬之地區。四、減少畜牧業
所用飼料之重金屬含量至最低之程度。五、提升
飼料重金屬之利用效率以降低飼料中重金屬之用
量。對養豬業者而言，減少養豬業對土地重金屬
負荷之衝擊，最快且有效之途徑為減少飼料之重
金屬含量。

三、豬糞尿之重金屬源自飼料

為何減少養豬業對土地重金屬負荷之衝擊
是一個重要議題？因土壤含過量鋅對植物具有毒
性(圖1)，若土壤之鋅量超過200至300 ppm之範
圍以上，則土壤微生物之活力降低。以高床式
飼養之生長肥育期豬隻為例，其飼料含鋅100至

表1. 農糧署對土壤、用水之重金屬含量之管制標準 

標準（ p p m、m g / k g）  9 6 . 5 . 2 0 銅（Cu） 鋅（Zn）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一般土地管制標準 400 2,000
土壤污染監測基準－一般土地監測基準 220 1,000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食用作物農地管制標準 200 600
土壤污染監測基準－食用作物農地監測基準 120 260
對作物產生毒害之土壤重金屬含量（台大陳尊賢等） 50-125 100-500
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mq/L） 15.0
廢（污）水採用土壤處理標準 0.2 2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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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ppm，則其糞尿之乾物質含鋅量可達850至
1,300 ppm，若其飼料之鋅含量自150 ppm降至
90 ppm，則豬糞尿之含鋅量可降低40%。

家畜攝入之微量礦物質絕大部份，甚至高達
99%，並非蓄積在其體內，而是由糞尿排出，這
些排出在環境中的礦物質，尤其是銅、鋅等微量
礦物質，對環境污染之危機升高，其改善之道為
於製造飼料時慎用礦物質之量，故對家畜禽之礦
物質需要量與礦物質相互間，以及礦物質與其他
營養分間之交互作用，若未能深入瞭解，則很難
使家畜禽之生產與環境污染之預防兼顧。

四、豬隻飼糧之礦物質需要量

欲決定動物之礦物質需要量，需對各礦物
質含量間之交互關係有所瞭解，甚至對各礦物質
與維生素、胺基酸、能量含量等營養分含量間之
交互關係亦需有所瞭解，此點至為重要。某一礦
物質之需要量與其他營養分之需要量間，應有一
適當的含量比例，方能使動物攝取該含量礦物質
後，有一最佳反應。有關礦物質含量間彼此的關
係，吾等雖有該一概念性的體認，然而，卻對其
相關知識所知有限，所以如此，實因礦物質的交
互作用相當複雜，一時難窺其全貌。作者不吝鄙
陋，以有限所知，透過例證說明，對礦物質之交
互作用期能瞭解其梗概，或許對誤用、濫用礦物
質，尤其是重金屬之濫用情形能有所改善，以減
少經濟動物之生產對環境之污染衝擊。

Whittemore et. al. (2002)調查歐盟豬隻飼糧
之礦物質添加量列於表2。由表2可見歐盟豬隻飼
糧之礦物質添加量，比ARC或NRC對豬隻飼糧礦
物質推薦用量高出3至4倍，尤以銅、鋅之用量為
然。其如此高用量之理由認為現代豬隻經高度遺
傳改良，需較多之礦物質以支持快速增重、高飼
料效率及高免疫能力。雖然作如此說，卻無試驗
證實該等說法為正確。

後來由於擔心養豬之微量礦物質用量最終排
放至環境中對環境污染之衝擊，歐盟對豬飼料之
微量礦物質最高含量作出規定(表3)。

不僅如此，伊比利半島(包括西班牙與葡萄
牙)也將其豬隻之飼料銅含量由1986之較高量於
2004年起調降，不過其豬隻之飼料鋅含量卻略為
調升(表4)。

五、豬隻飼料之銅、鋅含量

Mateos et al. (2005)曾對各研究機構之仔
豬、生長豬、泌乳母豬等飼料之微量礦物質推
薦含量作比較，其中仔豬飼料之銅含量範圍為
6~15 ppm、鋅含量範圍為70~150 ppm (KSU資
料除外，表5)，生長豬飼料之銅含量範圍為4~15 
ppm、鋅含量範圍為60~150 ppm (表6)，泌乳母
豬飼料之銅含量範圍為5~15 ppm、鋅含量範圍
為50~150 ppm (表7)。

圖1 柳橙苗以正常土壤盆栽者(左)及以含高鋅(>1,000 ppm)堆肥三分之二之土壤盆栽者(右)
其葉脈間明顯黃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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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歐盟豬隻飼糧之礦物質添加量

豬隻 體重, kg 銅, ppm 鋅, ppm 錳, ppm 鐵, ppm 碘, ppm 硒, ppm

仔豬 ＜20 6~18 100~200 40~50 80~175 0.2~1 0.2~0.3
肉豬前期 20~50 6~12 100~200 30~50 80~150 0.2~1.5 0.15~0.3
肉豬後期 50~120 6~8 70~150 25~45 65~110 0.2~1.3 0.2~0.3
種母豬 6~20 80~125 40~60 80~150 0.2~2.0 0.2~0.4
Whittemore et. al. (2002)

      
表3. 歐盟規定豬飼料之微量礦物質最高含量

礦物質 銅, ppm 鋅, ppm 錳, ppm 鐵, ppm 碘, ppm 硒, ppm 鈷, ppm 鉬, ppm

2004年2月之前 351 250 250 1,250 10 0.5 10 2.5
2004年2月之後 252 150 150 750 10 0.5 2 2.5

1 仔豬飼料銅含量視年齡及地區而異，16週齡以下可含銅175 ppm。
2 仔豬飼料銅含量視年齡及地區而異，12週齡以下可含銅170 ppm。

        
表4. 伊比利半島豬隻由預拌劑提供微量礦物質於飼料中之含量

飼料含量, ppm 銅 鋅 錳 鐵 碘 硒 鈷

仔豬料

1986 175 100 40 90 1.3 0.18 0.36
2004 131 123 51 103 0.97 0.20 0.34

生長肥育豬料

1986 125 90 50 85 1 0.16 0.30
2004 99 109 46 94 0.77 0.19 0.27

母豬料

1986 19 100 60 95 0.90 0.19 0.50
2004 16 105 55 82 0.95 0.22 0.41

Mateos et al. (2005)

表5. 仔豬飼料之微量礦物質推薦含量

含量, ppm 銅 鋅 錳 鐵 碘 硒 鈷

INRA (1989) 10 100 40 100 0.6 0.30 0.3
NRC (1998) 6 100 4 100 0.14 0.30 -
Hypor (1999) 10 70 40 80 0.50 0.30 0.25
NSU (2000) 6~15 90~150 3~30 90~150 0.15~0.5 0.30 -
Rostagno (2000) 10 100 30 100 1 0.30 0.2
KSU (2003) 15 2,700 36 150 0.27 0.27 -
BSAS (2003) 6 100 30 120 0.2 0.20 0.2
Mateos et al. (2004) 8 120 40 90 0.6 0.30 -
Mateos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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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添加銅或鋅作生長促進劑須

謹慎

Shannon (2005)探討於1980至2004年間，
有關離乳仔豬飼糧添加銅之試驗，銅之添加量範
圍自15至250 ppm皆有，認為添加銅於離乳後仔
豬料經28日以上，導致該等保育仔豬之每日增重
平均改善5.2%。Shannon (2005)亦探討於1996
至2004年間，有關離乳仔豬飼糧添加鋅之試驗，
鋅之添加量範圍自80至3,000 ppm皆有，認為添
加鋅於離乳後仔豬料至少須經14日以上，可使
22日齡以上早期離乳仔豬之每日增重平均改善
8.3%，而使21日齡以下早期離乳仔豬之每日增重
平均改善7.85%。不論是添加銅或鋅作生長促進
劑，同期間如併用抗生素未能有額外改善生長性
狀之效果。

Shannon (2005)之探討顯示離乳後之保育期
飼糧添高量銅或鋅，對仔豬每日增重改善之效果

依各案例而定，一般而言，無特定條件足以顯示
該添加銅、鋅。對添加銅、鋅之仔豬應密切觀察
是否有正面效益出現，否則應停止添加高量銅、
鋅於仔豬飼料，以免飼養者負擔不必要之風險，
如對環境污染及營養分間之交感作用，而致豬隻
之生長成績下降。

七、台灣豬飼料之銅鋅含量

盧(2001)調查台灣地區豬隻飼料中銅、鋅等
重金屬含量之結果(表8)，顯示該等豬隻飼料超過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CNS)之豬配合飼料之銅、鋅
最高限量(表9)者比例甚高。

八、台灣豬隻糞尿之銅鋅含量

豬隻之飼料若銅含量為25 ppm、鋅含量為
120 ppm，而飼料乾物質消化率通常約87%，則

表6. 生長豬飼料之微量礦物質推薦含量

含量, ppm 銅 鋅 錳 鐵 碘 硒 鈷

INRA (1989) 10 100 40 80 0.2 0.1 0.1
NRC (1998) 15 150 36 150 0.27 0.09 -
Hypor (1999) 4 60 2 60 0.14 0.15 -
NSU (2000) 10 60 30 60 0.50 0.2 0.20
Rostagno (2000) 10 100 30 100 1 0.3 0.2
KSU (2003) 4~15 70~150 3~30 70~150 0.15~0.5 0.3 -
BSAS (2003) 6 100 30 80 0.2 0.2 0.2
Mateos et al. (2004) 6 110 25 75 0.4 0.3 -
Mateos et al. (2005)

表7. 泌乳母豬飼料之微量礦物質推薦含量

飼料含量, ppm 銅 鋅 錳 鐵 碘 硒 鈷

INRA (1989) 10 100 40 80 0.6 0.1 0.1
KSU (1997) 15 150 36 150 0.27 0.27 -
NRC (1998) 5 50 20 80 0.14 0.15 -
Hypor (1999) 10 50 40 80 0.75 0.2 0.15
NSU (2000) 5~15 80~150 20~40 80~150 0.15~0.5 0.3 -
Rostagno (2000) 10 100 30 100 1 0.3 0.2
BSAS (2003) 6 80 20 80 0.2 0.25 0.2
Mateos et al. (2004) 10 110 35 70 0.7 0.3 -
Mateos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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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糞便之銅、鋅含量將分別為100 與500 ppm左
右。銅、鋅在豬隻體內之蓄積比率深受飼糧銅、
鋅之含量之影響，以離乳仔豬體重9至20公斤者
為例，其飼糧銅含量由5至150 ppm範圍時，仔豬
之身體對銅之蓄積率為50至65%，而同期之飼糧
鋅含量由30至140 ppm範圍時，仔豬身體對鋅之
蓄積率為10至35%。

李等(1992)以雜交仔豬於體重10至30公斤
期間，餵以玉米大豆粕為主之飼糧，其銅含量
為8.11 ppm，再分別添加硫酸銅源之銅0、10、
30、50、70 ppm，而致其排出糞便乾物質之銅
含量分別為42.5、110、244、366、451 ppm。
李等(1992)另以雜交仔豬於體重10至30公斤期
間，餵以玉米酪蛋白為主之飼糧，其銅含量為
3.56 ppm，再分別添加硫酸銅源之銅0、5、10、
30、50 ppm，而致其排出糞便乾物質之銅含量分
別為22.6、73、120、347、574 ppm。

施等(2004)以體重30公斤之生長期閹公豬
餵以玉米大豆粕為主之飼糧，其銅、鋅含量分別
為9.8、11.5 ppm，且經調整其銅含量為25 或
50 ppm，再以氧化鋅調整其鋅含量分別至60、
120、180、250 ppm，進行為期5日之代謝試

驗，發現該等生長期豬隻餵與含銅量25 ppm及
各該鋅含量者，所排糞便乾基之銅含量分別為
176、192、180、199 ppm，而所排糞便乾基之
鋅含量分別為636、1,133、1,350、1,783 ppm。
而餵予含銅量50 ppm及各該鋅含量飼糧者，所排
糞便乾基之銅含量分別為363、351、367、392 
ppm，而所排糞便乾基之鋅含量分別為459、
832、1,233、1,833 ppm。謝與姜(2003)亦以玉
米大豆粕為主且添加礦物質預伴劑(含硫酸銅、硫
酸鋅)以調整其銅、鋅含量分別至51、52 ppm之
飼糧，餵與30公斤體重之LYD雜交閹公豬，進行
代謝試驗測得其所排糞便乾基之銅、鋅含量平均
值分別為634、553 ppm，此與施等(2004)將30
公斤體重餵與含銅、鋅分別為50、60 ppm之飼
糧，而致其糞便乾基之銅、鋅含量分別為351、
832 ppm。此等均結果皆顯示豬隻之糞便之銅鋅
含量，若飼糧之銅、鋅含量愈高則吸收率愈低，
而飼糧乾物質之吸收率相對穩定地在87~93%，
因此豬糞尿之銅鋅含量實為濃縮飼料銅鋅含量之
結果。

施等(2004)又以體重60公斤之肥育期閹公
豬，餵以玉米大豆粕為主之飼糧，其銅、鋅含量
分別為6.5、23.8 ppm，且經調整其銅含量為25 

表8. 台灣地區豬隻飼料中銅、鋅等重金屬之含量

飼料 平均值±SD ppm 極大值 ppm 極小值ppm 超出CNS比率  %

銅含量

    保育期 134±58 219 48 51.9
    生長期 56±21 94 15 80.8
    肥育期及種豬 33±19 82 10 36
鋅含量

    保育期 272±215 867 67 70.4
    生長期 145±48 271 64 80.8
    肥育期及種豬 116±53 347 29 58.8
盧(2001)

    
表9.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之豬配合飼料之銅、鋅最高限量(ppm)    

飼料
1990年 2000年
銅含量 銅含量 鋅含量

代乳料 150 150 140
教槽料 150 150 140
離乳料 150 125 140
生長料 50 35 120
肥育料 50 35 100
種豬料 50 35 100



中化藥訊73期•2011•第一季     9

或50 ppm，再以氧化鋅調整其鋅含量分別至50、
100、150、250 ppm，進行為期5日之代謝試
驗，發現該等肥育期豬隻餵與含銅量25 ppm及各
種鋅含量飼糧者，所排糞便乾基之銅含量分別為
325、344、329、353 ppm，而所排糞便乾基之
鋅含量分別為368、1,021、1,185、2,244 ppm。
而餵與含銅量50 ppm及各種鋅含量飼糧者，所排
糞便乾基之銅含量分別為222、243、233、268 
ppm，而所排糞便乾基之鋅含量分別為492、
1,016、1,333、2,516 ppm。

由以上台灣之研究結果顯示以往及現行之豬
飼料銅鋅含量，所致之高銅鋅含量之豬糞尿若直
接施用於農地，或製成禽畜糞堆肥施用於農地，
長此以往，台灣之農地能消納?！

九、豬飼料之銅鋅含量以滿足營養需

求為唯一目標

由於台灣之農地面積及重金屬容納量之有

限性，幾無容許長期使用高銅鋅含量飼料以飼養

豬隻之空間，因此農政單位及經濟部配合修定豬

配合飼料之銅鋅含量(表10)，使之更嚴謹。或有

養豬業者仍質疑這麼低的銅鋅含量，能把豬養好

嗎？前面所提及的台灣有關豬飼料銅鋅含量的試

驗，皆顯示高銅鋅含量飼料不過徒增豬隻糞尿之

銅鋅含量，對豬隻生長成績與飼料效率無明顯提

昇之效益。為台灣農地之永續利用及養豬業之長

期榮景計，豬飼料之銅鋅含量甚至其他微量元素

之含量皆應回歸以滿足營養需求為唯一目標，不

應超量添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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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修正CNS 3027國家標準豬配合飼料   

飼料種類 銅, ppm 鋅, ppm 備　註

乳豬用人工乳 60 130  
哺乳豬用 60 130 生後體重15公斤以內之仔豬 
仔豬用 50 130 體重15公斤至30公斤之仔豬 
中豬用 25 110 體重31公斤至60公斤之中豬 
大豬用 25 100 體重61公斤至90公斤之中豬 
肉豬肥育用 25 100 體重61公斤至出售之肉豬 
母豬用 25 100 哺乳期 
母豬用 25 100 配種及懷孕期 
種公豬用 25 100  
經濟部99年5月18日經授標字第09920050420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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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MP的含義

GMP係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三個

英文字第一字的縮寫，即指優良藥品製造規範，

係自西元1969年由世界衛生組織(WHO)所提倡，

並勸導世界各國製藥工業會全面實施，政府有關

當局注意到世界潮流，也認為我國製藥工業必須

實施GMP的重要性，世界各國實施GMP的情形

為：

WHO：西元1969年〝Good pract ice in 
manufacture and quality of drugs〞
勸導世界各國製藥工業全面實施。

美國GMP：西元1963年公告GMP，1971年、

1976年修正，1978年9月頒佈定

稿。

EFTA GMP：如比利時、丹麥、瑞典等國。

ASEAN GMP：馬來西亞、新加坡、泰國、菲

律賓、印尼等…。

單獨制訂GMP國家：澳洲、紐西蘭、加拿大、

法國、義大利、日本、韓國等…。

其中的日本於西元1973年由製藥工業協會

訂定「醫藥品製造與品質管理實踐規範」而厚生

省(相當於我國衛生署)於西元1975年則制定「醫

藥品製造與品質管理相關之基準」。韓國於西

元1975年制定KGMP，於1977年開始實行，於

1980年全面實施。

我國現行的優良藥品製造標準係於西元

1981年由衛生署公告，於1982年5月開始實

施 (人用藥品與動物用藥同步實施 )，於西元

1995年衛生署公告無菌製劑應實施cGMP確效

事宜，1997年開始實施cGMP(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確效作業，亦即從西元

1978-1988年之間為推動GMP時期，1995-2005
年之間為推動cGMP時期，藥品為達一定的品質

水準，其製程、清潔、檢驗方法均須實施確效

(Validation)，而相關的製造設備、儀器器械及廠

房相關機電，空調系統，水系統等則需實施驗證

(Qualification)。政府輔導人用藥品實施確效作業

內容及完成期限如表一。

主管動物用藥品的農業委員會考慮到民國

86.3.20台灣爆發豬隻口蹄疫，撲殺380萬頭豬隻

後對相關產業(含動物用藥品)產生極大衝擊，當

人用藥品開始實施cGMP確效作業時，動物用藥

品於政策上則暫緩跟進。

而人用藥品於完成cGMP的階段推動後，

又努力推動加入國際GMP稽查組織(PIC-PIC/
S)。PIC (1970):即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nvention, 係由EFTA(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所組成。

PIC/S (1995):即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 係一民間組織，為非國與

國的關係，而是稽查單位之間的關係。GMP標準

之嚴謹度並無人用藥品或動物用藥品之分，只有

實施階段輔導時程不同之分。

二、我國動物用藥品管理的相關法規

動物用藥品管理法(於民國97.12.3修正) • 
1~48條

動物用藥品製造廠設廠標準 (於民國• 
61.10.31訂定，95.8.22修正) 1~20條

動物用藥品優良製造準則(於民國97.2.21• 
修正) 1~46條

動物用藥品從GMP到cGMP之品質變革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物用產品事業處 副總經理 陳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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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 國外動物用藥品製造廠之檢查。

其中第23條明確規範動物用藥品應實施確效

作業，係動物用藥品品質變革的一大挑戰，也是

品質提升的一段新里程。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動物用藥品之

規範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於西元1982年提出

GMP的管理，於西元1995年起對新建獸藥企業

必須按GMP要求「新建取證」，又規定老企業必

於西元2005.12.31前按GMP要求「改造取證」，

對廠房異地改建者，即「異地技改」者也必須依

GMP要求建造新的廠房。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第1 1號令 (西元

2002.03.19)有關「獸藥生產質量管理規範」第二

章-機構與人員，第五條規定：獸藥生產管理部門

的負責人和質量管理部門的負責人應具獸醫、製

藥及相關專業、大學以上學歷，有獸藥生產和質

量管理的實踐經驗，有能力對獸藥生產和質量管

理中的實際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及處理。有別於

台灣的獸醫師可負責疫苗的製造及銷售的管理，

而化學藥品的製造僅限由藥師監製，並未開放由

獸醫師監製，而只開放由獸醫師作銷售管理，係

兩岸法規之差異處。

又該質量管理規範之第七章也提到驗證，

明載於該法第六十一條，即獸藥生產驗證應包括

廠房、設施及設備安裝確認，運行確認、性能確

認、模擬生產驗證和產品驗證及儀表校驗。可見

其規範之完備，唯其實施時程則未明確。 

動物用藥品優良製造確效作業基準(於民• 
國96.2擬定草案) 1-92條

三、我國動物用藥品優良製造準則的

相關規範

2. 設廠標準(廠房、設備、設施等)及應

具備之基本事項。(總則)

4~7. 組織與人事

8~11. 原料、產品容器與封蓋之管制。

12~22. 製造管制、製程管制及設備。(製程

管制)

23. 確效作業。

24~26. 包裝材料、標示材料及包裝與標示

作業之管制。(包裝與標示管制)

27. 安定性試驗及產品效期。

28~29 倉儲、運銷與回收。(儲存及運銷)

30~34 品質管制。

35~39 紀錄與報告。

40~43 申訴與退回產品之管理。

44 動物用原料藥之製造。

45. 動物用藥品製造廠之檢查。

表一 政府輔導人用藥品實施確效作業內容及完成期限

確 效 作 業 內 容
完    成  期     限

國產藥廠 輸入藥品

第一階段
支援系統儀器設備確效及至少一種以上產品完成關鍵性製程及

分析方法確效作業
2000. 12. 31 2002. 06. 10

第二階段 生產之產品皆應實施關鍵性製程及分析方法確效作業 2002. 06. 30 2003. 12. 10

第三階段 生產之藥品皆應完成藥品全面確效作業 2004. 06. 30 2005.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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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GMP製造的相關關係為：

以往藥品的品質保證，一般都僅著重於最後

製品試驗，近年來由於醫藥科學的進步，往昔品

質管製方法已被視為無法達到完善的品質保證，

乃有GMP的規範；藥品之製造始自原、材料進

入倉庫前，到最後成品之製造入庫、行銷之全部

過程皆在嚴格的組織管理及完善的作業環境下監

控，以確保高品質的藥品此即為GMP精神。其內

容雖然各國或稍有不同之規定，但制訂的精神相

同，其宗旨有三：

1.將人為的錯誤減少至最低限度

2.防止藥品被污染和保障藥品的品質

3.建立嚴格且完整的品質保證組織制度

其實施方法在硬体(Hardware)方面係指廠

房、設施及相關設備的製造環境要求，而軟體

(Software)方面係指管理組織及管理制度，包

括製程、包裝標準書、GMP相關管理基準書、

GMP相關管理記錄表…等。並不意謂投資資金

買來高貴機器就有GMP規格的製品，因為無論

多好的設備都需要有「完善的清潔程序」及「合

格的工作人員」來配合良好的工作環境並按規範

清掃及檢查，才能維護使它能正確的工作。於製

造過程中若不細心加以防範，易遭受異物混入的

污染，如塵埃、微生物、細菌、昆蟲、繩屑、紙

屑、頭髮、戒指等。更應防範於製造過程中不

該混入不該有的其他成份，防止交互污染(cross 

contamination)，也應該注意上一批藥品因清洗

不乾淨而混入下一批的交叉污染(carry over)，

若係高致敏感性原料(high sensitizing materials, 

etc)其生產線更應該隔離，例如penic i l l in系

列，hormone 系列產品。歐美各國對生產區

(Production Area)均有明確規範，而PIC/S的規範

比cGMP更為嚴謹。

GMP的基本要求係對每一批藥品從原料以

至作成成品，每一步驟都要有整理並留下「詳細

確實的記錄」供查核、追蹤，也因為生產與品保

各自獨立，且同一事件均需由兩個人分別來核對

(Double Check)藥品品質才得確保。

五、GMP品質管理組織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Senior Management

Product
R&D

Quality Unit
(QA/QC)

Suppliers QA QC(Lab) Production Storage Distributors

(含工程及維護)

Purchase  Production   Release   Storage   Distribution                                              
                             &                                 Related Control
                    Quality Control

  Receipt   Processing  Packaging  Finished Product

                                  Filling      Lab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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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格的品質管制部門，也由已往的品質管

制(Quality Control)再指定授權一定的人力作品質

稽核(Quality Audit)。

舉凡原物料管理、製程管制、產品檢驗、產

品放行、製程偏差管理、生產改變管理、客戶怨

訴等等，均係稽核重點，不管是製造品質的不良

(廠內)搬運管理的不良(廠內、廠外)或是使用者保

管，取用之不當(廠外)都需完整檢討並詳細研擬

改善措施。

七、實施cGMP最重要的三Q

即設備驗證(Installation qualification)指設

備安裝適合性，就好比一台汽車的零件設備之

組立，操作驗證(Operation qualification)就好

比一台汽車組立完成後之空車運轉，性能驗證

(Performance qualification)就好比一台組立好

的空汽車，開到道路上實行駕駛，以測試此車之

性能，其中IQ、OQ作一次即可，但PQ卻要作三

次，因為一是個事件、二是巧合，三是科學；一

是運氣、二是僥倖、三是趨勢。兩點可以劃一條

直線，但三點能證明是一條直線，一批只是圖上

的一點，無法展示一致性，二批是圖上的兩點，

可劃出一條直線，三批是圖上有三點，可取得相

關係數/一致性，四批進行的很好可以不做，可以

免掉做第四批，因為它會造成額外的費用，此即

PQ必須做三批，但IQ及多數的OQ僅需一次，適

當的品質保證即可。

人用藥品於實施cGMP的過程發覺廠房的系

統流程圖、機器組立圖、配管系統圖、電器配線

圖及廠房配置圖，於硬體設計上非常重要，GMP

專家乃提議將設計驗證(Design qualifi cation)納入

新修正規範，唯動物用藥品產業團體則持保留意

見。

八、啟動cGMP應有委員會的設置

實施cGMP要有確效計劃(Validation plan )，
cGMP的實施更要有Validation Working Parties, 
Validation Steering Committee, Validation 
Coordinator 及Validation Team Leader以確保實

施成功。

Commissioning
Project schedule

Overall validation/qualif ication Approach

廠
房

機
電

空
調

水
系
統

設
備

儀
器
器
械

分
析
方
法

製
程

清
潔

Qualif ication Validation

Validation master plan (VMP)

Validation Detail plan(VDP)

工
務

生
產 QC 物管M/M Q/A I/T R/D R/A

(法規)

Validation Working Parties(VWP)

Validation Steering Committee

Validation Coordinator

Validation Team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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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論

cGMP的施行可由下圖表示

近年GMP的實施則可由下圖表示

附錄：十個GMP原則

原則1 寫出對管制的和一致的性能提供一個路線圖的逐步程序

原則2  小心謹慎地依循書面程序，以防止污染、混雜和錯誤

原則3  為遵從性/依從性和可追溯性將作業快速而且準確地文件化

原則4  經由確效作業證明該系統做到它們所設計要做的作業

原則5  將生產力、產品品質和從業員安全性整合到設施和設備的設計和建造之中

原則6  適當地維護保養設施和設備

原則7  明確地界定、發展和證實工作勝任能力

原則8  經由使潔淨度成為日常的習慣防止產品污染

原則9  系統地管制組成物/組件和產品相關的過程，諸如，製造、包裝和標示、測試、運銷

和行銷等，將品質建構到產品之中

原則10  執行計劃性和定期性的稽查

 
本文出處：ISPE/The Ten Principles of  GMP(TPDA NO.45、NO.46)   (http://www.gmp1st.com/princip.htm)
譯者：賴金星先生/曾任行政院退輔會榮民製藥廠廠長

品質

符合

要求

確保最終產品品質符合要求

檢驗產品符合放行規格，執行放行試驗

GMP
執行以前

追

溯

管

理

廠內人員遵行各標準作業程序操作並紀錄結果

原/物料     製造/包裝過程     產品放行

建立各項書面標準作業程序(SOP)

GMP
優良藥品

製造標準

品

質

管

理

系統化設計的確效作業執行，以文件證明確實達到預期效果

環境、人員、機器、儀器、設備、系統、原物料、製程、檢驗、電腦化系統等

操作過程及執行方法的適當性

確保能持續穩定的達到預期的結果及持續穩定均一的品質優良

的產品

cGMP
現行藥品優良

製造規範

How to do

Process
1980s~1990s

Systems
21st Century

What  to do

Product
-1970s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Systems

Quality
Control



中化藥訊73期•2011•第一季     15

將飼養魚類當成一種興趣可以追朔至幾世紀以

前，現代的觀賞魚迷們在市面上有上千種的

水族寵物可供選擇。淡水魚是大部分魚迷們最常

養殖的魚類，養殖的場所從小小的碗狀魚缸到大

池塘，有的並配備昂貴的器材以幫助維持他們的

收藏。

魚缸中的魚最容易受到比如水溫變動、水質

不合、致病藥物、水草肥料、擁擠、排泄物積聚

或搬運等壓力而容易生病。

魚類是變溫動物，而且每一種品種都有它

們各自最適合的溫度範圍。要維持良好的代謝、

免疫功能以及抵抗力就需要適合的水溫。當水溫

不在適合的範圍內時所造成的緊迫有時是會致命

的。

許多醫治魚病的醫師常常會面臨的一種問

題，就是許多主人打電話來希望醫師可以直接給

他們藥丸或者藥水讓他們加到魚缸或者池塘中之

後，就可以幫他們解決問題。但是通常在經過仔

細的問診之後，也許可以找到可能的病因，但是

魚的疾病具有特殊症狀是非常罕見的，大部分的

病例只有經過疾病診斷流程以及詳細的檢驗才可

以確診。等確定病因以後，投與適當的藥物治

療，才可達到治療的目的。

為了讓大家瞭解魚的疾病診斷流程，以下稍

做簡略的描述：

病史

詳細以及完整的病史是非常重要的。缺乏維

生設備通常是引起水質變壞最常見的原因。評估

生病的魚，特別是有數隻魚同時感染時，評估過

濾系統、維生設備是否適合是很重要的。當不可

觀賞魚的疾病診斷流程

台北市聖地牙哥動物醫院院長 李安琪

能去現場做了解時，應該請主人準備現場的設備

設置以及病魚行為異常的照片或者錄影帶。

現場訪視

在做現場訪視時會先建議主人將病魚先隔

離。設備比如網子以及水桶會建議一個缸只用一

組，以避免疾病的傳播。醫師應該攜帶消毒水消

毒檢查的設備。

觀察

要在一段距離之外觀察病魚的行為、身體狀

態、以及呼吸功能的運作。做這種觀察最好病魚

是在它原本的缸或者池塘中，這樣可以把干擾的

因素降到最低。

不正常的行為包括：

出現閃光：病魚因為有體外寄生蟲導致病• 
魚快速平游，去摩擦缸壁，企圖擦掉身體

上附著的體外寄生蟲，有時會露出腹部,所
以在觀察時會見到白色閃光。

喘氣或者出現吹笛子的嘴型：在水面張口• 
呼吸。

腮蓋過度誇張的閉合。• 

聚集在打氣的地方，比如瀑布。• 

魚鰭緊貼住身體未展開。• 

當食物出現時仍離群躲藏或者待在池塘或• 
者魚缸的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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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魚的浮潛問題、臨床症狀以及外在傷口也

應同時被評估。

臨床檢查：

    使用鎮靜劑可以讓身體檢查做的更完整。

做檢查、麻醉、以及診斷的檢查需要事前先準備

一些基本配備，以便縮短病魚麻醉的時間以及讓

流程更順暢。這些基本配備包括：

有刻度的誘導/手提的容器裝著知道容量• 
的水

水是從病魚的水族箱或者容器中取得的• 

麻醉劑（tricaine methone sulphonate, • 
MS-222）以及重碳酸鹽

磅秤• 

外科器械，耗材（玻片等）以供檢查過程• 
使用

恢復池以及打氧的配備• 

一系列的檢查包括從吻端到尾鰭。皮膚疾病

可能會出現病魚快閃的表現、鱗片脫落以及表皮

潰爛的症狀。腹部也有可能會隱藏皮膚潰爛的狀

況，如果沒有鎮靜就很難觀察到。螢光染色不僅

可以評估角膜潰瘍的狀況，也可以用來評估表皮

層的完整度。

鰓應該顯現的是單一的紅色而且是多肉狀

的，如果呈現鋸齒狀的邊緣或者有局部顏色的變

化，那就應該是有感染、發炎或者潰爛的狀況。

鰓部病變在行為上表現的症狀是會在水的表面呈

現喘氣或者出現吹笛子的嘴型、鰓蓋閉合的速度

增加、鰓蓋顏色過分鮮豔、而且聚集在高度打氧

的地方（比如瀑布）。診斷檢查使用採集或者刮

取的鰓絲做抹片檢查。

口腔可以耳鏡做內部檢查是否有異物或者潰

瘍。金魚以及錦鯉常常會因為搜巡食物而吞食魚

缸或者池塘的底材。腸胃道的診斷方式包括用新

鮮糞便做抹片檢查、泄殖腔沖洗液的抹片檢查以

及從病死魚屍體所採集的組織器官做檢查。

如果懷疑有敗血症時，腎臟可以無菌採樣的

方式做細菌培養。泄殖腔如果有腫大或者隆起應

該檢查是否有內寄生蟲。

病魚如果出現腹部膨大以及漂浮失常的狀況

應該仔細觸診是否有硬塊以及氣體或者液體的積

聚。

水質評估

如果不可能做現場訪視，應請客戶帶一些

水的樣本，並且在運輸過程保持冷藏。另外並且

也要詢問客戶在循環系統中的水是否有雲狀物、

清澈度、顏色、臭味。水溫、阿摩尼亞、亞硝酸

鹽、硝酸鹽、酸鹼度都是最起碼要做評估的要

素。另外比如溶氧量（儘量在早晨測量）、鹽

度、含氯量以及銅（如果當作藥物添加在水中，

或者懷疑水中可能有的話）都需要被測量。

影像
放射線檢查

放射線檢查是最常被用來作為檢查觀賞魚的

ㄧ種技術。如同其他的檢查程序，器材以及配備

都應該事先準備好。鎮靜魚在一般的小動物醫院

可以在診療台上或者裝滿水的塑膠容器中進行。

在診療台上直接幫魚做放射線檢查可以照出較好

品質的影像。魚只要很短暫的放在片匣上即可。

只要於保持濕潤，它就可以保持呼吸。大部分的

魚都需要鎮靜。包著塑膠袋的海綿、堅實的砂袋

都可以使用來作為輔助檢查的物品。片匣應該也

要用塑膠袋包起來。至少要拍2個方向片子以作

為適當的評估。在拍一個較新品種的片子時，

最好可以照一個這種品種比較正常的個體的X-光
片作為參考。放射線檢查對於浮潛障礙、骨骼疾

病、腸胃道疾病以及體腔內的腫塊的診斷有很大

的幫助。

從口腔或者直腸注入鋇劑或者水溶性的含碘

的顯影劑可以幫助觀察軟組織結構以及腸胃道中

可疑的腫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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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

超音波對於評估軟組織

結構以及泄殖腔的腫塊非常

有用。生殖系統是特別適合

使用超音波的。另外內部器

官的採樣以及可疑的腫塊使

用超音波幫助定位夠可以增

加準確度。超音波可以在水

中使用，有時也無需使用麻

醉。

其他更近一步的影像學

檢查比如核磁共振或者電腦

斷層掃描則在較大型的醫院

使用。這些技術在魚病的診

斷中都已經被使用。

另外諸如抽血、糞便

檢查、細胞學檢查以及微生

物學的檢查都必須包含在診

斷流程之中。經過詳細檢查

的病魚，在確定病因之後治

療，死亡率將大幅降低。  

放射線檢查是最常被用來作為檢查觀賞魚的ㄧ種技術，對於浮潛
障礙、骨骼疾病、腸胃道疾病以及體腔內的腫塊的診斷有很大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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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小動物骨科手術和關節手術 

高雄市惠光家畜醫院院長 黃文騫 

台灣獸醫骨科醫學的發展，有著比較長遠的

歷史背景，但是因為受到設備和器材上的

限制，早期的骨科處理大都僅限於傳統醫學的夾

板固定或石膏固定，在現代的骨科醫學觀點來

看，都是比較基礎的骨科治療，其實並不能滿足

臨床病例和寵物主人的需求，早期我們也只能作

到這樣而已。然而隨著台灣國際化的流行，讓我

們有機會接觸到歐美先進國家的獸醫骨科技術，

也隨著動物醫院設備上的進步，例如氣體麻醉機

和X光機在臨床上應用，讓獸醫骨科有開始萌芽

的階段，臨床醫師也就開始到先進國家學習骨科

技術，慢慢的把比較新的觀念、技術、設備和骨

科材料引進台灣獸醫界，當然也盡力引進歐美比

較先進的骨科教學方式，選擇小動物這塊比較迫

切需要的領域開始推廣，十幾年來，克服百般困

難的從無中生有努力推廣，在獸醫臨床醫學外科

這個領域，現在大家聽到骨科這個名詞再也不感

覺陌生了。可是覺得很可惜的是獸醫骨科醫學發

展，僅僅局限於小動物骨科這個區塊，大動物的

骨科因為缺少馬科動物的支持，可以說一直都還

沒有被推動起來，希望在未來的日子，大動物和

小動物骨科都能夠同時被發展起來，這樣才能真

正的與國際接軌，讓台灣的獸醫骨科真正的發展

起來。 

發展初期的寵物骨科，不但技術受到限制，

設備和骨科材料之取得也非常困難，因此骨釘鋼

線固定是唯一選擇性，但是這個時期因為學術性

和技術性都未好好的研究發展出來，許多骨折固

定方式都比較偏離骨科力學，當然手術失敗率也

很高，因此早期也發展骨外固定技術和骨釘骨外

固定混合應用固定。近幾年來，骨科醫學有著革

命性的發展，當然許多新的骨釘和鋼線固定技

術，不斷的被研究發展出來，臨床應用上更是不

可同日而語，即使僅採用骨釘鋼線這麼簡單骨科

材料，只要觀念、技術和設備足夠，一樣的可以

做到生物學接骨術，許多高度粉碎性骨折一樣可

以固定成功，真正免除被斷肢的厄運。骨板和骨

螺釘固定，這是現代談獸醫骨科醫學必然要探討

的骨科材料，早期的骨科觀念認為骨板固定，手

術時間長而骨折固定操作很繁雜，骨折癒合的速

度慢，功能上的恢復也不很理想，但是近十五年

來，因為瑞士AO骨科的興起，對骨板的研發和骨

板固定器械的開發，改變以前對骨板固定得刻板

印象，讓醫師可以非常順手的做骨板骨折固定手

術，各類各型的特殊骨板，不但多樣化也適合各

種特殊骨折的臨床應用，AO中心對骨科材料、骨

科器械、基礎醫學和臨床醫學的深入研究，也集

合全世界骨科名師和專家，對全世界骨科醫師不

斷的做繼續教育，創造骨科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

世紀初，有一個革命性的大改變，讓骨板固定成

為全世界骨科的主流，也研究出很多骨科的新觀

念和新技術，造福人類也造福動物，現在學習AO
骨科技術成為全世界最熱門的潮流，也讓骨板骨

折固定技術普遍風行全世界。 

我們回頭來談台灣獸醫骨科醫學的發展，

在台灣小動物骨科醫學的發展比較早，都以犬貓

等寵物為主體，這些臨床病例中又以發生車禍的

情況最多，因為實際上的需要，寵物主人常常主

動要求開業醫師做骨科治療，整個發展和流行的

歷史頗久，從早期的石膏夾板骨折固定，發展到

骨釘鋼線手術固定，然後又受到歐美骨科新技術

引進的衝擊，近十年來，不論人醫或獸醫骨科理

論和臨床應用技術，都有非常大進步和改良，尤

其是瑞士AO骨科技術在世界上造成骨科革命性

的改變，其中最精華的發展是各種骨板固定技術

和臨床應用，充分改變以前舊觀念骨板不好用骨

折癒合時間長，手術時做骨板固定的缺點，不但

麻煩而且開刀時間延長，相對性骨科手術的冒險

率和危險度勢必會增加，因而很多臨床醫師都不

願意做這類手術固定。近十年來，AO研究開發

出許多骨板固定的專用器械，也研發出許許多多

各種各類的骨板，同時也在全世界人醫和獸醫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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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界做繼續教育，並不斷推出骨折固定新技術和

新觀念，骨科醫師可以比較得心應手的做好骨科

手術，這些驚人的革命性改變，推翻以前許多骨

科的舊思維，讓以前認為沒有救的人或動物，又

獲得一線生機免於斷肢殘廢的命運，我比較幸運

這十幾年來，趕上這個骨科熱潮，能將國外最先

進的骨科教學和技術引進國內，讓年輕一代的醫

師學習這門很專業的技術，感到無限的光榮和幸

運。很高興去年AO也在台灣開獸醫骨科繼續教育

和實習的課程，讓台灣獸醫骨科醫學進入一個新

境界。 

犬貓骨科對許多臨床醫師而言，常常是最

具挑戰性的新興科目，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許多非

常特殊的骨折固定，這種特殊是缺乏專業理論基

礎，嚴重缺乏無菌技術觀念，自己憑空想像違反

骨科力學和骨科基礎醫學的作法，最後骨折固定

失敗連問題出在哪裡自己都不知道。21世紀這個

新時代的醫師，接受新知識和新技術，變成一個

不可或缺的認知和增加市場競爭力的利器。 

犬貓骨折固定最常用到的技術應該是繃帶術

和夾板固定術，因為Robert Jones夾板固定術，

廣泛性的被臨床醫師應用後，石膏固定雖然有其

特殊性，現在臨床上的使用變少了，可惜這些技

術都常常被臨床醫師所忽略，不然就是棉花襯墊

層棉花用得太薄也太少，固定包紮後不夠結實好

看，鬆緊度的拿捏失準造成容易脫落，如果臨床

醫師能夠不怨其繁認真的勤加練習，經過一段時

間的練習自然就可以包紮得很漂

亮，上面簽上動物醫院和醫師的

名字還可以替您做活廣告，何樂

而不為呢？除了做一些單純性骨

折的固定外，對於那些橈尺骨和

脛腓骨骨折動物，手術前暫時性

的固定防止軟組織傷害，或手術

後包紮可以保溫、止血、減少死

腔或手術後代償性腫脹也非常實

用。 

骨釘鋼線是臨床上最容易取

得的骨科材料，價格便宜又不需

要很複雜的骨科器械，是臨床骨

科非常好用的東西，只要把鋼線

和骨釘好好的應用，許多骨折都

可以固定的很成功。鋼線的技術

精華應該是張力鋼線固定，張力

鋼線可以區分為平行張力鋼線、十字形交叉張力

鋼線，臨床上對於克服骨科力學很好用，尤其是

和骨釘合用，採用平行骨釘加8字形張力鋼線，

是臨床上非常實用的技術：鋼線的固定可分為全

環鋼線和半環鋼線固定法，根據臨床需要或醫師

的喜好做適當的選擇，只要靈活應用對骨科手術

很有幫助：鋼線固定法又可分為旋繞鋼線和扣環

鋼線，旋繞鋼線稍不注意比較容易滑動或鬆脫，

扣環鋼線則需要購買鋼線紮緊器才能操作，兩者

比較扣環鋼線我比較喜歡採用，因為固定比較

穩定也不容易鬆脫。骨釘固定從以前的斯氏骨釘

（直徑3.0mm以上），因為大都是放置在骨髓腔

內因此俗稱骨髓釘，手術固定都會和鋼線混合使

用，骨釘克服彎曲的力量，鋼線可以做張力壓迫

抗旋轉力，選擇骨釘時應注意只能充滿骨髓腔的

70%，這樣才不會影響骨髓循環和骨折癒合，我

早期做骨科採用這種固定法，但是後期大都採用

多骨釘固定比較少採用這種固定法，多骨釘的固

定有比較理想的骨髓循環和對抗旋轉力量，臨床

上實用性很高，這種多骨釘固定多採用庫氏骨釘

（直徑3.0mm以下），原則上骨釘固定都會和鋼

線混合使用，這樣固定後的骨折斷端比較穩定，

手術後成功率也比較高。骨釘固定的缺點是會影

響骨髓的血液循環和骨釘很容易移行，為了克服

這兩個缺點現在又發展出骨釘骨旁固定技術，這

種方法可用於主要骨折固定，當然更可以應用於

許多骨折的輔助固定，以前許多上下顎骨病理性

骨折的動物，因為都有骨質疏鬆的情況，無法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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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骨板骨螺釘固定，現在這個技術就可以適合使

用了，還有下顎骨骨折斷端太短，無法採用骨釘

插入下顎骨固定或骨板骨螺釘固定，用骨旁固定

法一樣可以替動物手術固定，確實讓臨床骨科醫

師減少了很多困擾。現在全世界最流行的生物學

接骨術，採用骨釘鋼線混合固定也一樣可以做得

很成功，因為這個新觀念的推出，救治許多很嚴

重的人或動物骨科病患，免於被斷肢或殘障之

苦，這是回歸生理學和解剖學的接骨術，值得臨

床骨科醫師好好的應用。我們再談內鎖型髓內骨

釘固定技術，這是防止骨釘移行的特殊技術，好

幾年前我在台北市獸醫師公會演講就以專題介紹

過了，相信同仁都都不會陌生也知道這個技術，

採用這個固定法我救治過許多嚴重高度粉碎性骨

折的中大型犬貓，手術後恢復的效果都很理想。 

骨板和骨螺釘固定，早期因為骨板骨螺釘固

定器械的缺乏，手術固定都很困難，可以做的很

好的醫師很少，近十幾年來，因為瑞士AO系統

的全力研究開發，骨板和骨螺釘的固定器械已經

非常完整，讓骨科醫師做起手術比較容易和得心

應手，大量各型各類的特殊骨板更是目不暇接，

加以瑞士AO不斷的在全世界做骨板固定技術的

繼續教育工作，可以說是現代全世界骨科的主流

技術，也是一種革命性的改變。骨板固定的好處

是可以採用動力壓迫骨板，自動壓縮骨折線，如

果還不夠更可以使用AO特殊器械，採用動力壓

迫固定技術，對骨折線做最理想的壓迫固定，臨

床醫師只要受過相當的訊練就可以把手術完成，

讓骨折固定得很穩定，當然骨折處癒合都會比較

快，改變以前骨板固定比骨釘固定癒合速度慢的

舊觀念，骨板固定最易讓臨床骨科醫師高興和很

有成就感，因為如果刀開得很好，手術後患肢恢

復功能的速度非常快，快到會讓你和主人都驚訝

不已，很多犬貓幾乎在手術後三五天就可以用骨

折患肢正常走路，聽起來有一點神奇，但是實際

上就是這樣，跛腳進醫院正常走路出院回家，可

以說皆大歡喜，還有特殊病例是前腳和後腳都發

生車禍骨折，用單架抬著進醫院，骨板固定手術

好後正常走路回家，學會骨板固定技術做過骨板

固定的臨床醫師，大都非常喜歡做這類的手術固

定，在許多學術眼講和計序教育課程，從來我不

標新立異而是做很實際的引導，讓這個技術真的

可以被大家所接受，要做到水準以上需要時間的

磨練，也要有相關的器械和設備才能完成任務，

只要您有耐心好好的做骨科，相信有一天您也會

做得很漂亮很成功，願以此和您共勉之！ 

最後我們談到骨釘骨板混合固定技術，這

是很多骨科臨床病例用骨板或骨釘固定，其穩定

度和克服骨科力學的情況稍嫌不足或有顧慮時，

可以選擇採用的一種固定法，尤其是中大型狗或

活動力比較大的動物，避免手術後骨折固定不穩

固，就可以採用這種固定法，若是高複雜度骨折

或舊骨折不癒合的病患，我比較喜歡採用，實際

手術時常視需要兼做骨鬆質或骨髓移植以促進癒

合，當然晚期我們採用生物學接骨術，讓骨折部

位的血液或血塊留在原處，也一樣可以提供骨

折部位的骨折癒合因子，達到骨折癒合的最佳效

果。 

獸醫骨科醫學的發展日新月異一日千里，臨

床上的骨科病例錯綜複雜變數無限，如何選擇和

接受骨科病例，採用哪一種最適當的方式治療，

哪些客戶可以接受做骨科而哪一些人根本就不能

做，臨床上的拿捏顯得格外重要，我很執著也很

堅持努力維持水準以上骨科醫療品質，也很認真

倡導合理的收費制度，因為惡性競爭把醫療費用

降太低不是一種正確的作法，因為骨科高投資高

風險又高冒險率，許多畜主常常會造成臨床骨科

醫師很強大的壓力，因此，這個時代做骨科一定

要把客戶溝通工作確實做好，醫師是人不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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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犬貓骨折經過好幾個月才來尋求接骨，更有經過

一年多才帶來求診，相信這種現象在人醫的骨科醫師

眼中，根本就不可能發生也不可想像，但是犬貓骨科

卻屢見不鮮且不足為奇，骨科醫學的發展需要寵物畜

主支持，合理的收費才會有經費購置昂貴骨科設備和

骨科器械，如果想進一步的學習或出國進修技術才會

有旅費和課程費用，錢雖然不是萬能但是沒有錢卻是

萬萬不能，這個道理大家都耳熟能詳。 

對狗貓而言，其生命的運作必須有到處活動的

功能，包括工作、玩耍和引導到一個可接受的生活品

質。臨床獸醫師做關節手術工作的目的，應該就是嘗

試能達到減輕疼痛和重建受傷關節的活動性和功能。

所謂關節骨折就是骨折波及骨頭的關節面。犬貓關節

骨折在臨床上很常見，只是臨床醫師如果沒有受過關

節手術訓練，很容易忽略這種傷害的特性和重要性，

許多臨床病例僅給予消炎藥和止痛劑，經過一段時間

後發覺情況未改善才介紹到專門醫院，白白喪失掉

關節救治的黃金時間，雖然做過手術但是關節部位

依然恢復不良或留下後遺症，實在深覺可惜，最重

要的原因應該是對關節的解剖構造和生理運作不完

全清楚，也可能對關節手術的許多特殊狀況輕

忽，等到關節狀況很嚴重時已經很難補救了，

在臨床上這種狀況屢見不鮮，這次演講特別挑

出專題做介紹，因為關節的問題非常複雜，本

次僅做關節骨折固定做介紹，比較複雜的關節

固定術和人工關節置換手術，則以後請比較專

科的醫師做專題介紹，這次希望對您以後的關

節骨折手術固定會有一個正確的觀念，也可以

救治很多關節部位骨折的動物，免於後遺症或

退化性關節炎的痛苦。退化性關節炎的發生，

開始發展的初期，許多病例起因於先天性關節

發育不正常，關節的生物力學機制不良引起不

好的運動結構，進而造成關節軟骨的傷害。如

果是車禍等外力所造成關節表面創傷性破裂，

也是造成關節軟骨受損的重要原因。一旦關節

軟骨受損傷之後，將會有許多分解性酵素釋放

到關節中，這些分解性酵素分解並降低軟骨素

（Proteoglycans）的合成，而軟骨素又是形

成透明軟骨的重要組成分子，其結果使得關節

軟骨失去原來的厚度和延展性，厚度和延展性

對於幫助關節吸收運動時所產生的機械性承載

非常重要。許多湧進關節內的碎片和分解酵

素，破壞了氨基葡聚糖（Glycosaminoglycan, 
GAG）與玻尿酸這兩種形成軟骨素的重要前趨

物，於是關尿節喪失了潤滑和抑制發炎細胞的

能力，充滿碎片的關節液也無法是當得滋養軟

骨，因為關節軟骨細胞之間失去了進行養分廢

物交換作用的能力，緊接著傷害擴散到關節囊

中的滑液膜，於是更多的分解酵素和發炎細胞

湧入關節中，關節軟骨的厚度消磨殆盡，使滑

液得到機會與軟骨下方硬骨的神經末梢接觸，

就此導致了關節疼痛。為了試圖穩定關節和減

輕疼痛，動物的身體在關節表面的邊緣製造了

新的骨頭、關節囊、韌帶還有肌肉連結。因為

關節囊不停的增厚，所以關節的活動角度也持

續減小。 

臨床上，即使確定有關節有先天性發育

不良或後天性的關節炎的犬貓，到現在依然沒

有人可以預測何時動物會因為疼痛而出現跛行

的臨床症狀。有許多環境因素，例如卡路里得

攝取、運動的程度和天氣等，都有可能影響臨

床症狀的嚴重程度和X光片上看到的變化，不

會有一定的理由或規律，可以將X光檢查的嚴

重程度和實際臨床表現連結在一起，有些患有

嚴重退化性關節炎的犬貓，可以彷佛沒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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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狗貓，正常的奔跑、跳躍和嬉戲，但是也

有些犬貓在X光片上看來只有極輕微的關節炎變

化，可是卻出現很嚴重的跛腳現象。因此關節部

位的檢查，有時只有X光檢查還不能滿足臨床上

的需要，在先進國家或動物教學醫院，常常要用

到CT-Scan 或MRI攝影檢查，如果這些影像學的

檢查還不夠滿足檢查，無法找出確實的病因，那

就需要進一步做關節內視鏡檢查，能夠通過內視

鏡的攝影機直接在電視螢幕上看到傷害部位的狀

況，當然必要時可以做關節內視鏡手術。 

膝關節問題是許多犬貓主人很大的困擾，

我個人做膝關節手術的經驗超過十年，解決無數

犬貓的膝關節問題，畜主建議讓大家知道這項手

術，希望能幫助更多的動物，讓主人也能和動物

一樣的每天快快樂樂。大型犬常見髖關節的問

題，幾年來獸醫小動物界，集中精力於髖關節人

工關節置換手術，但是最常見膝關節的問題反而

被忽視，犬貓常見的膝關節問題如下: 

1.膝蓋骨內側或外側脫位(以前舊名稱是前

十字軔帶內側或外側脫位):常見於小型愛玩犬，

先天性的遺傳問題或後天性的傷害造成，開發成

功軟組織膝關節整型手術和各種刻骨切骨整型技

術。 

2.內側或外側的側軔帶斷裂:最常見於後天性

的傷害，如車禍或運動傷害，我比較喜歡採用精

密的骨科整型重建技術幫助這種問題的動物。 

3.頭側或尾側十字軔帶斷裂:常見於劇烈運動

或車禍的傷害，造成膝關節嚴重反應

和不穩定現象，我都採用軟組織重建

或脛骨粗隆前移術(T.T.A.)幫助這類動

物恢復膝關節功能。 

4. 嚴重退化性關節炎:我也長採

用最省錢最先進的關節固定手術幫助

動物。 

總而言之，時代在進步科學在

進步，骨科技術當然也必須要進步才

能保有競爭力，小動物的骨科醫學，

現在比較單純的骨折固定都還存在許

多問題，如果這些比較初級的部份都

還沒做好，實在很難苛求臨床醫師能

做更深一層的關節手術，因為不會做

這類的高階手術，乾脆就把客戶誤導為不必治療

或手術，因此這種錯誤的觀念就一直在臨床界流

傳著，但是許多愛護動物的主人眼光是雪亮的，

你能騙一次如果繼續這樣說終究會被拆穿，因為

現代的許多醫學理論和觀念是公開的，到處都可

以取得正確的資訊，到時候你就會漸漸失去臨床

競爭力，骨科臨床技術的發展常常是被現實所逼

出來的結果，眼看著動物膝關節出現問題，要講

沒有關係實在說不過去，這些問題如果醫師不想

盡辦法解決，不但客戶會跑掉醫院經營上更可能

漸漸發發生困難。醫學的進步速度是日新月異和

一日千里，臨床開業醫師必須要把握機會勉勵自

己隨時接受新知，才能應付錯綜複雜的臨床問

題。膝蓋骨異位手術，經過很多年的研究和技術

性的改良，發展出現在使用的實用技術，不但手

術時間大量的縮短，而且融合微創手術觀念和技

術，把膝關節的傷害降到最低，當然手術後的恢

復效果會比較好，手術後的膝關節後遺症更可以

減到最少。以前很多寵物主人不清楚這個優點，

現在我們手術後的動物主人一個告訴一個互相介

紹，全國各處的愛犬家遇到這個問題都會主動求

診，當然也非常感謝獸醫師同仁介紹很多病例來

手術，手術後恢復結果也大多數可以讓他們滿

意，因為臨床工作確實很忙碌，如果大家有興趣

很願意利用機會把這個新技術奉獻給全體的獸醫

朋友，讓我們大家都為這塊土地盡一份心力，也

盼望未來能得到世界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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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預防疾病的傳播和促進生長以及提高飼料

效率是目前畜牧業最關鍵的課題。而飼料中添加

各種抗生素或化學藥劑來控制腸道疾病和作為生

長促進已經超過50年。大量添加藥物的結果導致

抗藥性或耐藥性的問題，還有可能殘留在豬體內

外，近年來對於飼料添加藥物和病原菌抗藥性之

間和在人類疾病治療上的關聯性日益受到關切，

所以各養豬重要國家對藥物之使用均有嚴格的限

制。有機酸添加到日糧中能夠抑制消化道細菌對

可利用養分的競爭作用和減少可能的細菌代謝產

物的毒性作用，有機酸還能夠抑制飼料和消化道

中潛在病原菌（大腸桿菌和沙門氏菌）的定植和

繁殖，從而有益於動物的健康。有鑑於此，以酸

化劑作為替代抗生素，特別是離乳仔豬與母豬階

段，提供了最大的使用效益。

新一代＂緩釋型酸化劑＂-中化酸寶401具有

抗微生物特性，協同組合有機酸，包含有乳酸、

富馬酸、丙酸、檸檬酸和甲酸，總酸量>70%活

性成分;以載體噴霧乾燥後包覆處理形成精細粉粒

狀，具良好的分散性，不易被飼料中的鹼性物質

中和而失去酸化作用，且依5種有機酸的不同物

化特性，逐步釋放氫質子(H+)，能有效作用於對

象動物消化道。

二、有機酸物化特性和抗菌模式

(一) 有機酸物化特性

飼料中添加酸化劑種類甚多，可分為有機

酸、無機酸及綜合酸化劑。蔚為主流的綜合有機

酸對動物胃腸道微生物菌叢有著不同的作用，這

主要取決於酸的用量及種類。因為主要有害微生

物生長的適宜pH值環境均為中性，而乳酸桿菌等

則適宜在酸性環境中生長繁殖，所以在控制仔豬

消化道微生物菌叢平衡上，消化道酸度肩負著重

要作用。研究認為，無論是來源於腸道的微生物

發酵還是外源性的添加，有機酸都有著重要的抗

菌效果。此外，以乳酸為主的綜合有機酸表現出

對若干病原微生物的有效抑制作用。在仔豬飼料

中加入此種綜合有機酸能在一定程度上促進自然

酸化並抑制病原微生物，其原因在於母乳中的乳

糖可被胃中乳酸菌轉化為乳酸，從而迅速降低pH
值，當pH值低於4.0時大多數微生物停止生長，

而乳酸菌本身卻能耐受較高濃度乳酸，從而繼續

生長，達到胃中酸化抑制有害菌的目的。且因其

具有良好的風味，能改善飼料的適口性，並參

與體內營養物質的代謝等而被廣泛的應用。有機

酸有檸檬酸、富馬酸(延胡索酸)、乳酸、乙酸(醋
酸)、丙酸、甲酸(蟻酸)等及其鹽類，此外還有蘋

果酸、山梨酸和琥珀酸、酒石酸。有機酸對豬隻

腸道的保健和生長，具有顯著的促進效益。有機

酸需在小腸最前端被中和作用前移送到消化道，

需藉保護技術(如以載體噴霧乾燥包覆)將酸化劑

送達目標，以操控整個胃腸道微生物群，而有利

於有益菌的平衡。常用有機酸及其鹽類的物化特

性，如表1.。

(二) 有機酸抗菌模式

由於有機酸具有不同的化學結構，其抗菌

機制是相當複雜的，但是它們具有相似的作用機

制。有機酸(HA)在細胞外較低pH值是以未解離型

式存在，未解離型式的有機酸具有脂肪滲透力，

且能自由的擴散通過細菌的細胞膜進入細胞質，

且在pH值高的細胞質內解離成氫質子(H+)和陰離

子(A-)，造成酸化和滲透壓改變，擾亂細菌細胞的

代謝;非揮發性有機酸，如富馬酸、檸檬酸、蘋果

酸和乳酸等具有顯著的抑菌作用，由於這些酸化

劑通過降低病原菌細胞間質的pH值，破壞病原菌

緩釋型酸化劑-中化酸寶401 (Acidtec 401)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藥處產品群經理 吳明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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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常用有機酸及其鹽類的物化特性

酸名稱1 物理性狀
摩爾質量/能量(百
萬焦耳/kg)

酸 解 離常 數

(pKa)
腐蝕率2 氣味

1.  甲酸 液態 46.03/5.7 3.75 ++(+) 嗆鼻

2.  乙酸 液態 60.05/14.6 4.76 +++ 嗆鼻

3.  丙酸 油狀液態 74.08/20.6 4.88 ++ 嗆鼻

4.  丁酸 油狀液態 88.12/24.8 4.82 + 腐臭

5.  乳酸 液態 90.08/15.1 3.86 (+) 酸乳

6.  山梨酸 固態 112.1/27.85 4.76 (+) 輕度嗆鼻

7.  .富馬酸 固態 116.1/11.5 3.02/4.38 0~(+) 無味

8.  蘋果酸 固態/液態 134.1/10.0 3.46/5.10 (+) 蘋果

9.  檸檬酸 固態 192.1/10.2 3.1/4.8/6.4 0~(+) 無味

10. 甲酸鈣 固態 130.1/11.0 0 中性

11. 乳酸鈣 固態 308.3/30.0 0 中性

12. .丙酸鈣 固態 184.1/40.0 0 中性

13. 二甲酸鉀 固態 130.0/11.4 0 中性

14. 丁酸鈣 固態 214.0/48.0 0 腐臭

15. 檸檬酸鎂 固態 214.4/10.0 0 中性

16. 乳酸鈉 固態 112.1/15.0 0 中性
1單羧酸 (1~6); 二羧酸 (7~8); 三羧酸 (9); 有機酸鹽 (10~16);
2腐蝕率:高度(+++), 中度(++), 低度(+), 輕微(0).

滲透壓體系，阻止細胞正常繁殖，從而阻止病原

菌的發育和生長；揮發性有機酸包括甲酸、丙酸

和丁酸等除了能夠降低胃腸道環境的pH值以外，

具有較好的殺菌作用，直接擴散進入細胞內，通

過降低細胞內pH值，抑制某些大分子如去氧核醣

核酸DNA、核醣核酸RNA、蛋白質或脂類等細胞

膜的組成成分的代謝，破壞病原菌細胞膜的完整

性，從而達到殺菌作用。有機酸抗菌作用模式，

如圖一。

有機酸通過進入微生物機體破壞細菌細胞的

合成和繁殖，從添加於飼料起到食入對象動物消

化道均具有抑菌和殺菌作用。丙酸能夠有效抑制

黴菌，是有機酸中對黴菌抑制效果最廣的；甲酸

能夠減少細菌和酵母菌的產生；甲酸和丙酸對沙

門氏菌、芽孢桿菌有較強抑制作用；延胡索酸能

殺死大腸桿菌、葡萄球菌、鏈球菌；乳酸可殺滅

某些病毒和革蘭氏陰性菌。有機酸能夠抑制很多

種黴菌、細菌和酵母，這也體現了其抑菌的廣譜

性。

圖一、有機酸抗菌作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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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化酸寶401產品介紹

(一) 成分

每公斤含有:
富馬酸 Fumaric acid 375 g
乳酸 Lactic acid 180 g
甲酸 Formic acid 100 g
丙酸 Propionic acid 40 g
檸檬酸 Citric acid 10 g
賦型劑加足至1kg

(二) 為何中化酸寶401要使用綜合有

機酸?

中化酸寶401是協同組合的綜合有機酸，能

在消化道的每一個部位增加酸的解離數量。有機

酸的解離作用是增加胃中胃蛋白酶、胰臟之胰蛋

白酶及胰凝乳蛋白酶作用效率的因子，能提高適

口性、飼料效率和增重，減少病原菌的感染和降

低死亡率。

中化酸寶401可以適用於動物所有時期，如

使用於消化系統尚未發育完整的離乳仔豬階段

和母豬衛生保健方案。中化酸寶401是綜合有機

酸:包括富馬酸Fumaric acid、乳酸Lactic acid、
甲酸Formic acid、丙酸Propionic acid、檸檬酸

Citric acid，總酸量達到70%以上;以載體噴霧

乾燥後形成精細粉粒狀，具有良好的分散性，

沿著胃腸道緩緩釋放，胃釋放20%、小腸釋放

55~65%、大腸釋放15~25%，可以更有效率的提

高中化酸寶401的解離作用。

解離常數pKa值是弱酸性質的一個指標，弱

酸的解離是依pH值而定，若環境pH值與pKa值相

等，這表示有一半是在未解離的狀態，而另一半

是已解離狀態，在此情形下弱酸有最大的緩衝能

力。大部分有機酸pKa值介於3.0-5.0之間。

此外，有機酸能經由解離作用而調整消

化道環境，它具有更多的特性，其中之一包括

抑制病原菌。如大腸桿菌E.col i、沙門氏桿菌

Salmonella spp.、梭菌Clostridium sp.和彎曲桿

菌Campylobacter jejuni。消化道pH值大約在7
時，這些病原菌大部分能自由地發育。當動物遭

受病原菌感染而致病將會影響到健康的動物。因

此，有機酸能改善腸道平衡，使病原菌不適合生

長。

(三) 中化酸寶 401使用於離乳仔豬

的成績

選取3週齡離乳仔豬體重約6.6公斤，試驗處

理共五組，飼糧中分別添加中化酸寶 401 3公斤

和5公斤與無添加酸化劑對照組以及添加酸化劑

產品A，作一比較。酸化劑產品A是綜合酸化劑離

乳仔豬添加3-5公斤。在本試驗紀錄測量平均每日

增重(ADG)，平均每日飼料採食量(ADFI)和飼料

效率(FCR)。結果顯示飼糧中添加中化酸寶 401
在平均每日增重上比對照組和酸化劑產品A添加3
公斤和5公斤，均有顯著差異(>0.05)。但是個別

比較飼糧中添加中化酸寶 401 3公斤，並沒有顯

著差異(>0.05)。如表2.。

中化酸寳401 3公斤組與其他四處理組比

較，有較低的平均每日飼料採食量表現和較佳的

飼料效率23.91%且經計算後中化酸寶 401 5公
斤組同樣的在飼料效率表現上也優於其他處理組

14.13%。另一方面，酸化劑產品A添加3公斤和5
公斤，其在飼料效率表現上均低於無添加酸化劑

的對照組。如圖二。

(四) 中化酸寶 401 母豬和離乳仔豬

衛生保健方案

1. 母豬



中化藥訊73期•2011•第一季     27

(1) 進入分娩舍前清潔母豬的消化道。

(2) 分娩舍保持腸道良好的菌叢平衡，更

多的有益菌以減少有害菌隨著糞便曝

露於仔豬。

(3) 促進消化能力的結果，使身體健康和

提高泌乳量。

2. 離乳仔豬

(1) 減少飼料中病原菌的感染，作為細菌

抑制劑。

(2) 提高仔豬消化率，激活消化酵素。

(3) 提高仔豬飼料的適口性，會吃、會

大、少下痢。     

3. 衛生保健方案

母豬方案

分娩前二週• 
泌乳期• 

離乳後二週• 

離乳仔豬方案

從餵飼第一天直到離乳• 
能夠持續添加到50~55公斤• 

(五) 中化酸寶 401 使用效益

提高酸結合能力。1. 

對動物的消化過程提供正面積極的作2. 
用。

增加“好菌＂的效益。3. 

抑制病原菌的生長。4. 

提高種畜衛生的保健方案。5. 

作為抗生素生長促進劑(AGP's)的替6. 
代物。

表2. 添加不同的酸化劑對離乳仔豬的影響

處理組 使用量(公斤/噸) 平均每日增重(公克/天) 平均每日飼料採食量
(公克/天) 飼料效率

對照組 - 453±51ab 836 1.84
中化酸寶 401 3 491±48bc 690 1.40
中化酸寶 401 5 504±47c 796 1.58
酸化劑產品A 3 448±56a 951 2.12
酸化劑產品A 5 443±65a 936 2.11

510
500
490
480
470
460
450
440
430
420

中化酸寶 401
3公斤/噸飼料

中化酸寶 401
5公斤/噸飼料

對照組

平均每日增重平均每日增重(公克公克/天)

1.1
1.2
1.4
1.5
1.6
1.7
1.8
1.9

中化酸寶 401
3公斤/噸飼料

中化酸寶 401
5公斤/噸飼料

對照組

飼料效率飼料效率

圖二. 添加不同劑量中化酸寶 401對離乳仔豬生長性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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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化酸寶401問&答

問1. 母豬長期添加中化酸寶401是否會造成

胃潰瘍副作用?

答:中化酸寶401是結合5種有機酸，這些有

機酸經常被養豬業者接受使用。既使離

乳仔豬每噸飼料持續添加3~5公斤直到上

市，也沒有任何影響健康的問題發生，

何況胃腸強健的母豬。不過相反的若使

用含有較高無機酸(如磷酸)和高添加量，

這可能會影響豬隻的健康，因為通常無

機酸僅有酸化作用無抗菌力，並且比有

機酸具較強烈的腐蝕性。

問2. 打開中化酸寶401紙袋會有濃烈的酸

味，但同樣是包覆劑型的他廠產品較無

酸味，其原因為何?

答: 中化酸寶401總酸量超過70%比較其他包

覆劑型產品，含有較高濃度有機酸。此

外，比較綜合有機酸的組合，中化酸寶 
401含有甲酸及丙酸其味道會比其他有機

酸濃烈(如檸檬酸及蘋果酸，見表1.常用

有機酸及其鹽類的物化特性)，不過中化

酸寶 401同時含有高量乳酸，依推薦劑

量添加於飼料不僅無任何酸性味道而且

能夠提高豬隻飼料適口性。

問3. 中化酸寶401標示1年有效期限，低於

一般市售產品其原因為何?

答 :  新鮮就是品質最佳的保證。有機酸是

屬於短鏈脂肪酸，因長期儲存或打開使

用會造成脂肪酸的揮發而降低其力價。

中化酸寶401(Acidtec 401)產品來自於

LinQtec公司是專業的酸化劑製造廠位於

泰國，接單後7~10天即可到達台灣直接

供應客戶端使用。不似歐美產品需要長

時間的運輸且展轉配送。此外，LinQtec
公司品保部門提出產品檢驗報告指出，

在正常儲存條件下測定乳酸和富馬酸的

含量，結果顯示其安定性甚佳，可保存

超過24個月。

“清潔母豬的消化道，降低哺乳仔豬下痢和
提高泌乳量＂

“使用中化酸寶401提高仔豬飼料的適口
性，會吃、會大、少下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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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4. 一般酸化劑產品在離乳仔豬的推薦劑

量為1~3公斤，為何中化酸寶401需要

3~5公斤?

答 :  著眼於效果勝過客戶可接受成本的考

量。新一代＂緩釋型酸化劑＂-中化酸寶

401不僅是酸化劑，更具有抗微生物特

性，抑制病原菌的生長，並可作為抗生

素生長促進劑(AGP's)的替代物。

問5. 有機酸是屬於短鏈脂肪酸具有能量值，

中化酸寶401的能量值有多少?如何計

算?

答: 中化酸寶401的能量值為2,500 Kcal/
kg。
每仟卡/100公克(Kcal/100gm)能量值=有
機酸X 3倍
中化酸寶401總酸量>70%: 700公克X 3 
+ 其他成份(具有能量值的賦型劑)

= >2,100 Kcal +其他成份。

問6. 依中化酸寶401在母豬及離乳仔豬的推

薦劑量為3~5公斤，其預期效益是否能

大於成本的負荷?

答: 依母豬衛生保健方案，主要添加於母豬

後期料，在此階段一般實際採食34天(平

均產前5天進入分娩舍+28天泌乳期間+
離乳後第1~3天餵飼母後料)及平均採食

量約5公斤。

每 頭 母 豬 成 本 = 3 公 斤 中 化 酸 寶

401/1,000公斤飼料X 34天X 5公斤飼料/
天=0.51公斤。

依離乳仔豬衛生保健方案，主要添加於

哺乳料，在此階段一般實際採食42天(平
均保育舍飼養6週期間)及平均採食量約

0.8公斤。

每頭離乳仔豬成本= 3公斤中化酸寶

401/1,000公斤飼料X 42天X 0.8公斤飼

料/天=0.1公斤。

綜合上述計算結果，每頭母豬和離乳仔

豬的成本，分別是0.51和0.1公斤。衡量

中化酸寶401的使用效益，其是否能大

於成本的負荷，答案應是正面的。

四、結語

有機酸已經廣泛用作畜禽的飼料添加劑。

有機酸的抗菌效果已經被廣泛的證實，其抗菌

機制也有相當多的研究。新一代＂緩釋型酸化

劑＂-中化酸寶401產品的上市，其特點是有機酸

經以載體噴霧乾燥包覆處理，既避免了加工儲存

中的損失，又可使有機酸緩慢釋放，增強效果，

是解決營養問題上您最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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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AVET™ PERLOQUAN® is a natural 
product, containing green-lipped mussel 
(which has been known to be a good source of 
omega-3 fatty acids, glucosamine, chondroitin 
and other natural ingredients) - all of which 
helps to keep your dog's joints in tip-top shape. 
FIDAVET™ PERLOQUAN® is a nutrit ional 
supplement which helps to maintain healthy 
joints and associated tissues, to keep dogs 
moving.

FIDAVET™ - 保骨健(PERLOQUAN®)是一種含有

綠唇貝(是已知Omega-3脂肪酸、葡萄糖胺、軟

骨素及其他天然成份的良好來源)的天然產品，可

幫助您愛犬的關節保持於顛峰狀態。FIDAVET™ 
保骨健(PERLOQUAN®)是幫助維護健康的關節

及周邊組織，使狗兒保持良好活動力的營養補充

劑。

有關保骨健(PERLOQUAN®)的使用效果，

以下是英國兩位消費者的使用見證：

Introduction:

Mobility is key to your pet's 
health and happiness, and keeping 
their joints in top form is important 
t h roughou t  the i r  who le  l i ves . 
FIDAVET™ is developing a range 
of innovative products for joint care, 
the fi rst of which is PERLOQUAN®, 
for dogs.

前言：

活動力是您寵物健康與快樂的關鍵，因此

終其一生保持其關節於最佳狀態至為重要。在

FIDAVET™發展中的一系列創新產品中，保骨健

(PERLOQUAN®)是第一項專為愛犬關節保健所開

發的產品。

(此產品現由中化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獨家代理)

保骨健(PERLOQUAN�) -
英國消費者的見證

譯者：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藥處產品群經理  曾養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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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消費者的見證
(摘自FIDAVETTM PERLOQUAN® 網頁)

Case Study 1

個案研究 1

Putting the jump into Ginny! 
跳躍的金妮!

We all know how dogs 
love to run and play and maintaining healthy 
joints is important in keeping them mobile for 
longer. Catherine Dixon, a veterinary nurse from 
Whiston, near Liverpool, is using the nutritional 
supplement, PERLOQUAN® on her two-year-old 
Border Collie, Ginny, to ensure that her joints are 
looked after due to all the strenuous exercise 
she does.

吾人皆知狗兒有多麼喜愛奔跑和玩耍，以

及維持健康的關節對他們活動力的持久有何等重

要。凱瑟琳‧迪克遜(Catherine Dixon)，一位來

自英國威斯頓(靠近利物浦)的獸醫護士，將天然

營養補充劑“保骨健＂，使用於她兩歲大的邊境

牧羊犬 – 金妮(Ginny)，以確保其關節在激烈的運

動過後能得到完善的照顧。

“Like most Collies, Ginny loves running 
around and she particularly enjoys going for 
walks in a park with my Mother's two dogs, 
a Border Collie (half sister to Ginny) and a 
Lurcher/Terrier cross, who are really active and 
involved in flyball. The cross-breed is so fast 
that she's been crowned the second fastest 
crossbreed in England !

「就如同大多數的柯利牧羊犬，金妮熱愛到

處奔跑，牠尤其喜愛和我媽的兩隻狗兒在公園裡

散步 - 一隻邊境牧羊犬(金妮同父異母的姐妹)的
和一隻Lurcher/Terrier雜交犬，牠們活力十足且常

參與旋風球(flyball)運動，其中那隻雜交犬還曾經

贏得英格蘭第2快雜交犬的頭銜。」

“I was concerned that all the strenuous 
exercise would affect Ginny when she was 
older, so I＇d been giving her cod liver oil in her 
food. This has now been replaced by Perloquan 
which has had a dramatic effect. Ginny has the 

same energy as always and is as active as ever, 
but she now has an edge on the crossbreed 
who she loves to race when she is off the lead. 
While the crossbreed is squeaking at her side to 
keep up, Ginny seems to be taking the race at 
her own pace and easily wins. She is more fl uid 
in her movements the following day after a long 
walk and there is also a noticeable difference 
in her coat which is amazingly shiny and soft. 
Other people have even started commenting on 
it, which makes us really proud of her.

「當金妮年紀漸長，我開始擔心這些費力的

運動對牠的影響，所以我開始在牠的食物中加入

鱈魚肝油，如今這些鱈魚肝油已被具有戲劇化效

果的“保骨健＂所取代。金妮變得精力旺盛且活

躍如昔，不過現在當她脫隊與雜交犬競賽時還有

個優勢，那就是每當雜交犬吱吱叫地在她的身邊

想努力跟上時，金妮似乎都能以她自己的步閥掌

握比賽節奏並且輕鬆地獲勝。她的動作靈活度在

經過長時間的跑步過後變得更加流暢，而且皮毛

也和以往有著明顯的不同，變得出奇的光澤和柔

軟，其他人甚至開始談論著它，這使得我們真是

對她倍感驕傲。」

“I've found Perloquan to be very easy 
to use and, being a veterinary nurse, I am 
extremely happy with Perloquan and would 
defi nitely recommend it to clients.＂

「我發覺保骨健使用非常方便，身為一位獸

醫護士，我非常樂意使用“保骨健＂並肯定會將

它推薦給客戶。」

Case Study 2

個案研究 2

Search and rescue dog 
more mobile thanks 
to PERLOQUAN
感謝“保骨健＂增加
搜救犬的活動力

It is essential that search and rescue 
dogs are in tip-top condition, and maintaining 
healthy joints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help k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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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mobile and active 
for longer. Harold Burrows 
MBE,  cha i r man  o f  t he 
N a t i o n a l  S e a r c h  A n d 
Rescue Dog Association 
(NSARDA), the umbrella 
association of search and 

rescue groups, has a 14-year-old Border Collie, 
Sam, who would only walk on the flat and did 
not like going over uneven ground such as 
mountains.

搜救犬必須隨時保持於巔峰狀態，因此維持

健康的關節以使他們的活動力更為持久是十分重

要的。哈樂德‧布羅斯‧MBE(Harold Burrows 
MBE)，是搜救團體保護傘組織的全國搜救犬協會

（NSARDA）主席，有一隻14歲的邊境牧羊犬，

山姆，平時只願行走於平坦

的路面而不喜歡搜尋像是山

上這些崎嶇不平的地區。

“I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about 
Sam's health and welfare. 
I'd tried many tablets and 

injections in a bid to help him with his joint 
problems, yet he was starting to slow down and 
look unhappy. I started to feed the nutritional 
supplement PERLOQUAN® to Sam and within 
a week I'd seen a real difference. He's a joy to 
take out for his short walks, sniffing at every 
blade of grass and then running to catch me up,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he'd not done for some 
time. He looks happy to be going out for walks 
again !

「我越來越擔心山姆的健康及福祉，我試過

許多口服錠劑和注射劑；以一天2次的方式幫助

牠改善關節問題，然而他的動作卻開始變得遲緩

並且看上去鬱鬱寡歡。我開始餵飼山姆天然營養

補充劑“保骨健＂，而在一個禮拜之內，我看到

了真正的變化。牠變得很高興於外出做短暫的散

步，在每塊草原上嗅聞然後再跑過來追上我，有

時當他無所事事時，他看上去很樂意於再次外出

散步。」

“A s  w e l l  a s  t h e  p o s i t i v e  e f f e c t 
PERLOQUAN® had on Sam, I also found that the 
supplement, unlike tablets, was easy to use. The 
small pellets were simply added to his food.

「和“保骨健＂對山姆的正面效果一樣，我

也發現這種營養補充劑並不像一般的錠劑，它使

用方便，可以很輕易地將小顆粒產品加在牠的食

物中。」

“I've already recommended PERLOQUAN® 
both to my search and rescue colleagues 
and to other dog owners – and I'll continue 
to do so.＂

「我已經將“保骨健＂推薦給搜救界的同行

和其他的狗主人 - 而且我將會持續這麼做。」

PERLOQUAN® is an easy-to-administer 
nutrit ional supplement which is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help maintain healthy joints and 

associated tissues.

保骨健是一種具有維持

健康關節及周邊組織的特殊

配方且方便使用的營養補充

劑。

Containing green-lipped mussel which 
p rov ides  na tu ra l  omega-3  fa t t y  ac ids , 
glucosamine and chondroitin in a tasty formula 
that dogs love, PERLOQUAN® also contains a 
range of natural plant extracts. These include 
wild garlic, devil's claw and stinging nettles 
which have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and 
will help improve blood circulation and alleviate 
pain.

將含有可提供omega-3脂肪酸、葡萄糖胺以

及軟骨素的天然綠唇貝包含於狗兒喜愛的美味配

方中，“保骨健＂也包含一系列的天然植物萃取

物，包括野生大蒜、魔鬼爪以及具有消炎特性的

刺蕁麻，有助於改善血液循環和緩解疼痛。

Other ingredients include the anti-oxidant 
vitamin E and vitamin B6 to increase protein 
metabolism, which is useful in younger d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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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ogs that have higher protein requirements.

其他成分包括抗氧化劑維生素E和維生素

B6，可促進蛋白質新陳代謝，對於較年幼的狗及

有較高蛋白質需求的狗很有助益。

Encased in the innovative and palatable 
PERLOQUAN® ｀per l＇ ,  t h i s  pa ten ted 
formul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to ensure that 
the natural active ingredients are absorbed in 
a dog's intestines and steadily distributed to a 
pet's joints.

創新及美味的“保骨健＂珍珠顆粒，這種先

進的專利配方能確保天然活性成分被狗兒的腸道

所吸收並穩定地分佈到寵物的關節。

PERLOQUAN® can be given as a treat or 
added to a pet's food. It is available in an 800 g 
pack with a convenient measuring scoop. Dogs 
up to 10 kg should be given 5 g per day; dogs 
up to 20 kg should be given 10 g per day; dogs 
up to 30 kg should be given 15 g per day; and 
dogs over 30 kg should be given 5 g per day 
extra per 10 kg body weight.

“保骨健＂能當作治療用途給予或加入寵物

的食物中，它的包裝為800g並附有方便的量匙。

狗兒體重10kg以上每天應給予5g，體重20kg以
上每天應給予10g，體重30kg以上每天應給予

15g，超過30kg以上的狗則每10kg體重每天應再

額外給予5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Perloquan, 
please contact  your local  veter inary 
practice.

有關“保骨健＂進一步的訊息，請連繫

您所在地的獸醫診所。

Fidavet is a veterinary-exclusive range 
of over-the-counter, non-prescription options, 
which offer solutions to support a disease 
management programme in combination 
with prescription-only medicines or as 
stand-alone aids to the maintenance of good 
health. The Fidavet range is only available 
from veterinary wholesalers.

Fidavet是一個獸醫專屬的非處方藥系列

產品的標章；它可為結合處方藥的疾病控制

計劃，或單獨做為保健的輔助品，提供解決

方案以及非處方的選擇。Fidavet系列產品通

常只能自獸醫的批發商處取得。

The Fidavet name guarantees that 
all the products in the range are carefully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in terms of effi cacy, safety and reliability.

Fidavet產品標章保證該系列內的所有產

品，都是根據有效性、安全性及可靠性的高

標準所謹慎挑選出來的。

Our goal is to provide veterinary 
healthcare teams with new and innovative, 
yet trusted, over-the-counter products 
to fulfil the unmet needs of vets and pet 
owners and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all 
pets.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獸醫保健團隊一種創

新的、值得信賴的非處方產品，以滿足獸醫

及飼主未被滿足的需求並改善所有寵物的福

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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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ssen Animal Health 第3次亞洲
地區經銷商會議 & VIV Asia 2011參訪記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藥處產品群經理   曾養耀

參加Janssen公司第3次地區經銷商會議的全體與會人員攝於芭達雅(Pattaya) Sea Sand Sun 
Resort and Spa渡假村海濱的團體照(攝於2011.03.06)

緣起

自2007年起，Janssen公司亞洲地區

經銷商每2年於泰國舉行1次經銷商會議，

其目的除了分析亞洲地區動藥市場最新動

態，以及舉辦經銷商產品訓練外，各地區

經銷商代表也可藉此機會進行銷售經驗交

流，以進一步強化產品推廣能力。

該公司第3次亞洲地區經銷商會議於

2011年3/5 – 3/8在泰國芭達雅(Pattaya) 
Sea Sand Sun Resort and Spa渡假村舉行

3天，職奉派協同陳副總代表本公司前往參

加。同時配合行程參訪每2年1次，於曼谷

BITEC (Bangkok International Trade & Exhibition 
Centre)所舉行的VIV Asia 2011(亞太畜牧展)，實

地了解畜產界最新科技與發展趨勢，並順道拜訪

新合作廠商LinQ tec公司 (本公司目前代理其酸化

劑產品 –中化酸寶 401)，亦是我們此行的另一任

務與目的。兹將此次議程及參訪行程主要活動內

容整理分述如下，期與各相關產業界先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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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5(星期六)

上午陳副總與職依預定行程搭乘同班次高

鐵列車北上，在桃園站辦妥行李託運及登機手續

後，轉搭機場接駁巴士至桃園國際機場，於下午

2點20分左右搭乘華航CI-0835班機出發前往泰

國，經過約4小時的飛行，順利於當地時間下午5
點左右抵達曼谷國際機場。

Check out後於出境大廳與Janssen公司前

來接機的接待人員會合，Janssen公司主辦單位 - 
泰國辦事處為體諒來賓們舟車勞頓，並考量當地

氣候較為炎熱，不但貼心地在車上為每位與會代

表準備了飲料及西點餐盒供我們解渴充飢，甚至

還細心地在餐點的小餅干上印上Janssen公司的

招牌鹿(logo)，讓與會者感受到Janssen公司的用

心與誠意，也為此次會議邁出了成功的第一步。

我們一行人於抵達餐廳後首先被安排於大

廳逐一拍照留念 (這似乎已成了固定的迎賓儀

式)，隨後便在接待人員的帶領下，與先前到達的

Janssen總公司人員及來自亞洲各地區的代表們

齊聚一堂共進晚餐。這次餐會在Janssen公司業

務主管Mr. Eddy Thomas致簡短的歡迎詞後正式

展開。

由於陳副總與職曾先後分別參加了2007及
2009年的會議，因此見到的幾乎都是熟悉的面孔

(筆者按：參與此次Meeting的代表共計有13國29
人)，大夥久別重逢感覺份外親切，彼此間的互動

也相當熱絡，席間陳副總除主動與各地區代表相

互寒暄及交換名片外，也帶領職拜會幾位泰國辦

事處的新成員，如Poolsawat經理的新助理Miss. 
Shayakon Bua-Khwan(小名Pong)、負責產品登

記事宜的Miss. Wannee Worawattanachai、技術

&銷售經理Miss. Papis Sangvatanakul (DVM)、
越南駐區代表Mr. Yothin Punsri (DVM)及泰國當地

駐區代表Mr. Keerattikorn Kamapanai (DVM)等
人，整個迎賓晚宴在愉快又溫馨的氣氛中於晚間

9時許結束。

餐後與會代表們分乘專車，前往此次

Meeting所在地 - Sea Sand Sun Resort and Spa
渡假村Check in。Janssen公司仍按往例於房間

內為每位與會者準備了量身定做的團體服裝，今

年之制服為印有Janssen logo的綠色夏季襯衫與

草帽等物品，並以小紙條清楚囑咐穿著的場合及

時機(拍攝團體照及3/7晚會)，以及有關此次議程

的小手冊，事前的準備功夫可謂相當周到。

3/6 (星期日)

會議於上午8點30分準時開始，議程在Mr. 
Eddy Thomas致簡短開場白，以及與會代表輪流

進行簡單的自我介紹後正式展開。

本日主要議程內容如下：

AM 08:30 : Janssen Animal Health 
business direction in Asia(By Mr. 

Eddy Thomas)

由營業主管Mr. Eddy Thomas報告Janssen
公司產品銷售比例，以及目前在亞洲市場的佈局

狀況及未來發展策略，他提出去年Janssen公司

在亞洲及其他市場積極擴張版圖的成果，其中包

括在幾個關鍵市場加強專業人員的投入，直接在

技術及銷售上支援當地的客戶或經銷商、在某些

市場直接供貨給客戶，建立與關鍵客戶的互動關

係等，其中較為具體的行動如下：

(1) 俄羅斯：於2009年初設立據點(2010
年底設地區經理，目前由Mr. Evgeniy  
Dobrotvorskiy擔任)。

(2) 泰國：2010年1月起已由泰國辦事處

Janssen公司業務主管Mr. Eddy Thomas於
3/6議程中致開場白及報告2010年亞洲市場
拓展進度及未來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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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營(原由Novartis經銷)。

(3) 越南及菲律賓：2010年設立據點。

(4) 中國大陸：2011年設立據點。

(5) 巴西：2011年計劃擴大投資組合、發

展新夥伴關係及設立據點。

至於2010年的重要大事(highlights)及成果則

有以下幾項：

一、亞洲：

1. 2010年1月泰國分公司(affi liate)和銷售

團隊開始運作。

2. 在俄羅斯、越南及菲律賓成立銷售團隊。

二、歐盟及未開發地區：

1.賜靜寧鎮靜劑在西歐展開佈局。

2. Surolan全力開發美國市場。

3.獨立國協(CIS)地區強勁的銷售進展(主要

是俄羅斯)。

4.全球克寧納斯銷售量達到新的里程碑。

最後他提到未來發展策略時表示，Janssen
公司仍將延續一貫的腳步及策略，積極在亞洲市

場及其他幾個關鍵地區，進行產品的開發及營業

據點的佈建，並在技術及銷售上持續支援各地的

經銷商及客戶，期許今年銷售業績再創新的高

峰。

AM 09:30 : Clinacox and generics : Tiger 
versus copycats (By Dr. Maarten De 

Gussem，家禽技術顧問))

由於Janssen公司主力產品克寧納斯(化學

型球蟲藥)，目前在亞洲幾個重要市場面臨俗名藥

低價競爭的嚴峻挑戰，因此這節議程便安排由Dr. 
Maarten主講分析原廠克寧納斯與俗名藥產品間

的差異。

Dr. Maar ten先以傳統檢測：1.有效濃度 
(Active concentration : Clinacox vs generics)、
2.預混技術 (Premix formulat ion :  Vacuum 
coating vs simple mixing)、3.污染物 - 戴奧

辛(contaminants : Dioxin)成份等試驗數據資

料，說明原廠產品與俗名藥的製造成本與品質

差異。接著再以更科學、更客觀的組織生理利

用率(Systemic bio-availability)、活體效力試驗

(in vivo efficacy trial)，以及抗球蟲藥藥敏試驗

(Anticoccidial Sensitivity Test，AST)等試驗結

果，進一步說明及強調原廠克寧納斯與一般俗名

藥的差別，希望以差異化的科學數據，擺脫俗名

藥的競爭與糾纏，並進一步強化所有與會者的銷

售信心。

AM 10:45 : Clinacox key success factors 
in 2011 (By Dr. Maarten De 

Gussem)

此段議程仍由Dr. Maarten主持，以模擬克寧

納斯於某種雞場遭遇技術經理及採購經理Argue
的狀況，隨機分成3組進行腦力激盪及討論、集

思廣益尋求各種解決辦法並做成簡報資料，然後

由各組推派代表上台報告，最後再由Dr. Maarten
進行補充及總結，以強化與會人員處理問題的技

巧。1個多小時的〝課程〞在熱烈討論的氣氛中

結束。

PM 13:00 : Meta - analysis Stresnil� use 
at farrowing (By Dr. Jan Jourquin，

豬用產品技術服務經理)

由Dr. Jan就有關賜靜寧使用於母豬產後的各

國試驗Data(包括德國、巴西、台灣、阿根廷等地

及一些未正式發表的試驗結果)，以統合分析的方

式進行重點式的整理報告(其中也包括先前於台灣

J a n s s e n公司技術&銷售經理M i s s .  P a p i s 
Sangvatanakul代表報告Clinacox(克寧納斯)
腦力激盪後的分組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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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場所進行的試驗結果)，再一次提示該產品新用

途的使用效益。

PM 13:30 : Stresnil : Success story from 

S.Korea (By Mr. Moosung Yang)

由南韓Woogene公司代表Mr. Moosung 
Yang上台分享賜靜寧去年在該國的成功銷售經

驗。首先他提供該國生產數據資料指出，南韓

2010年的豬隻總頭數約為980萬頭，但自去年

11/28爆發FMD (口蹄疫)以來，已連續撲殺了超

過320萬頭豬(含牛、羊在內，撲殺總家畜頭數約

350萬，造成的畜牧業損失高達26億美元)，因

此其國內豬頭數已銳減為目前的660萬頭左右，

毛豬每110kg售價也由先前的280美元左右飆升

至目前的平均430美元(台灣目前毛豬牌價約為

7000NT$ / 100KgBW)，由於韓國目前疫情尚未

獲得全面控制，且有逐漸向北韓漫延的趨勢，後

續發展仍有待觀察。

接著他提供歷年疫情及生產資料指出(2004 - 
2010)，由於受到疾病及氣候(日夜溫差較大)等種

種因素的影響，使得該國每頭母豬的年產仔豬頭

數一直無法有效提升，因此該公司便順應賜靜寧

新用途的開發，擬定一個稱為“Bull Project＂(公
牛計劃)的策略性銷售方案，訴求的重點為“透

過種種生產管理工具和方式，有效提升母豬的年

產仔豬頭數＂，喊出的口號為“每個豬場必備1
瓶賜靜寧以備不時之需＂，並經由種種銷售手段

及管道(例如舉辦Seminar或Farmer meeting教育

客戶等)，成功地在去年大幅提升賜靜寧的銷售

量。最後他並以一個“成功方程式＂做為總結：

“Best Quality product + Great Performance 
Program + Best Service & Good Partner = 
Successful Business＂，其成功的銷售背後確有

許多值得學習與借鏡之處。

PM 14:00 : Flubenol : Update information 
(By Dr. Jan Jourquin)

- New insights in immunity build up 
against Ascaris sum

由Dr. Jan針對豬隻感染蛔蟲卵後，所引發的

自然免疫反應及對再次感染所產生的抵抗力，以

及豬隻感染蛔蟲對注射SEP疫苗(黴漿菌)效果的影

響，Dr. Jan以流行病學、臨床診斷學及病理學等

種種的試驗結果，向我們說明蛔蟲對豬隻的危害

性，最後還不忘推薦唬蟲靈及新產品Solubenol在
豬的最新驅蟲方式。 

PM 16:00 : Flubenol : Update information 

(By Dr. Jan Jourquin)

- Generic fl ubendazole comparison

有關唬蟲靈與俗名藥的差異化分析(亞洲

各國提供的俗名藥Sample共計9種，台

灣3種)，目前試驗正於德國BioMedVet 
Research GmbH實驗室持續進行中，Dr. 
Jan表示這是項大工程，但預計於今年第

2季會有結果，未來將可提供作為反擊俗

名藥低價競爭的利器。

- Solubenol claim extentions Europe

- Janssen公司新的水溶性驅蟲藥Solubenol
目前已在歐洲登記上市並全力推廣中，因

此由Dr. Jan率先向我們說明該產品在母豬

的驅蟲方式，並以事先準備的道具親自示

範操作過程，讓與會者都留下了深刻的印

象。

PM 16:30 : Johnson & Johnson 

compliance (HCBI and FCPA)

由業務主管 M r.  E d d y  T h o m a s 針對

HCBI(Health Care Business Integrity，醫療保

健商業誠信)指南，以及FCPA(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海外反貪污條款)進行宣導，據陳

副總事後表示這是Johnson & Johnson每隔幾年

都會向客戶宣導的例行公事，至於這次是否特意

為了拓展大陸市場，以及先前與某公司合作的經

驗而再次提出聲明則不得而知。

PM 17:00 : Janssen Animal Health 

commercial process 

(Supply chain, logistic & regulatory affairs)

由業務主管Mr. Eddy針對Janssen公司目前

的供應鍊、物流及管控作業等事項進行報告，以

加深與會代表對Janssen公司現行作業流程的概

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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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星期一)

上午08:30準時展開第2天的議程，與會代表

分成2組進行分組討論：

Group I : Companion Animal product 

update ( Eddy & Papis)

主題為〝伴侶動物產品現代化〞，由陳副總

代表參加。據陳副總事後表示，此部分主要討論

的是小動物產品的發展現況及未來市場策略，其

中較重要的決策是，陳副總一向寄予厚望、積極

想引進的寵物減重產品Yarvitan，由於副作用太

大(嚴重下痢及厭食)以及復胖等問題，雖然該產

品已在歐盟、馬來西亞及新加坡等地上市銷售，

Janssen公司仍毅然決定在產品進一步改善前，

暫緩在其他地區上市，以表示對產品品質及消費

者的負責態度。至於近期則推出犬貓耳道清潔劑 
- Surosolve，將陸續在各國登記上市。

Group II : Sulubenol & Flubenol : A 
unique efficacy and safety profile, 
but how to create added value for 
your poultry customer ? (Maarten 

De Gussem) 

由 職 代 表 參 加 ， 主 題 為 〝 如 何 創 造

Solubenol & Flubenol對雞場客戶的附加價值〞，

此部分由Dr. Maarten主持，內容共分為兩部分：

1. Update on flubendazole safety and 
effi cacy in poultry (fl ubenol、Solubenol) 

→  針對 f l u b e n o l及S o l u b e n o l的效果

(efficacy)，以及對目標動物、使用者及

環境的安全性(safety)等試驗結果進行報

告及討論。

2. How to design deworming programs in 
practice ?

→ 針對不同的家禽種別、現場實際狀況，

以及內寄生蟲種類及生活史(Life cycle)
等等差異，推薦策略性的驅蟲計劃及蟲

卵數(EPG)的監控計劃。

上午趁著休息空檔，職將所帶來的動藥處英

文簡介手冊先後分贈給大陸(寧波華博生化)、澳

洲(Ausrichter)、巴基斯坦(Ghazi Brothers)、新加

坡(AgeD'or group)、馬來西亞(AgeD'or group)等
地區經銷商代表，以進行公司產品及形象廣告並

促進彼此間的合作機會。

PM 10:45 : AH market outlook in Asia 2011 
(By Mr. Michael Boddington)

由外聘講師Mr. Michael發表對2011年亞洲

動物保健產品市場的看法，他引用各項生產數據

資料，分析亞洲畜產市場現況及未來趨勢，其中

他看好中國大陸、泰國、越南、印尼等4國將是

未來幾年畜產市場的明日之星，至於台灣則由於

消費者口味的獨特性，目前暫被評估為自產自銷

的地區(Unique local products to local tastes)。

此外他也Show出前11家在亞洲營業版圖

橫跨飼料、畜水產及食品的跨國性企業，如CP 
Group (卜蜂集團 - 泰國)、Betagro(總部在泰

國)、CJ Group(總部在韓國)、Gold Coin(金錢

飼料 – 大陸)、Cargill(嘉吉 – 美國)、Japfa(總
部在印尼)、East Hope(東方希望 – 大陸)、Uni-
president(統一 – 台灣)、Great wall(大成 – 台
灣)、San Miguel(總部在菲律賓)、New Hope(新
希望– 大陸)等，並詳細列出這些跨國企業在亞洲

各國的分佈據點和飼料生產噸數等資料，同時不

忘提醒大家，這些跨國企業將是未來主宰原物料

及糧食資源與通路的主角，未來對亞洲糧食及畜

產市場的影響力不容小覤。

下午為團體活動行程“Sea walking＂，全

體人員集體前往Koh Lan Island(格蘭島)，體驗在

 陳副總上台領取與會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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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公尺深的海底漫步、以土司餵魚以及接觸底

棲生物的感受，讓參與此次活動的所有來賓，都

留下了個奇特而難忘的經驗。

Ｇroup dinner安排於渡假村的海濱舉行，主

辦單位還特地請來了海灘雙人樂隊負責伴奏及帶

動現場氣氛。晚會在Mr. Eddy致開場白、頒發紀

念品(Janssen招牌水晶鹿1座及精美團體紀念照1
張)給與會代表並獻唱第一首歌的浪漫氣氛中揭開

序幕。與會來賓在享受美食之餘，也不忘相互聯

誼及拍照留念，整個晚會現場的氣氛顯得相當熱

絡。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副總在晚會前臨時

被Mr. Eddy指定獻唱“唬蟲靈之歌“，由於未被

事先告知而有所準備，因此特地電請留守台灣的

陳副總與泰國辦事處職員Miss .  Shayakon 
Bua-Khwan(Pong)、
Miss .  Wannee  Worawat tanacha i、Miss . 
Papis Sangvatanakul (DVM)
及Dr. Dacho Sophonpanasak. (由左至右)的
合照

王建興經理E mail歌詞到會場，並請工作人員影

印給所有與會來賓，上台演唱前還不忘先與樂隊

溝通表演方式(曲調寄：Jingle bells)，並以英文

逐句解釋中文歌詞的意思。獻唱完畢後不但獲得

滿場的掌聲，還被Dr. Jan封為唬蟲靈先生，Mr. 
Paul當場被改名為Flubenpaul，可謂是實至名

歸。

晚會於10時許逐漸接近尾聲，主辦單位也按

往例為大家準備了壓軸的餘興節目 - 點天燈，一

盞盞印有J,A,N,S,S,E,N英文字母的大型天燈，就

在在場所有人員齊心合力的努力下一字排開，帶

著大家滿滿的願望與祝福，先後順利點燃升空，

也象徵著來年的業績步步高陞、一路長紅。

3/8 (星期二)

議程的最後一天，主辦單位安排的是較為輕

鬆的團體參訪行程。

早餐過後全體代表分乘專車前往Pattaya知
名的水上市場 - Four Region Floating Market參
觀，由於時間有限，我們在此只做了短暫的停

留。

午餐後驅車前往位於Pattaya北部海邊的真

理寺(Sanctuary of Truth，又稱木雕之城)參觀，

這是一座由一位已故泰國富商所斥資興建，主體

高度達100米的巨大泰式建築，最大特色是採用

陳副總吟唱“唬蟲靈之歌＂博得滿堂采(曲
調寄：Jingle bells)

同心協力點天燈，來年業績步步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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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建築工藝打造，據說故整棟建築物未使用任

何一根釘子，是Pattaya境內相當知名的一座木造

建築和佛教精神象徵。

參觀完真理寺後，眾人於道別聲中各自趕往

下一段旅程，我們也啟程前往VIV展場附近的住宿

地點 – Bangkok Hotel Lotus Sukhumvit。

由於副總行前曾應法國Realdyme公司業務

主管Mr. Bernard Paumelle的邀請，允諾參加其

在曼谷Grand Mercure Park Avenue飯店所舉辦

的Seminar活動，因此我們於飯店Check in後並

未多做停留，隨即束裝下樓趕赴此一預定行程。

晚間6點30分左右，見到Mr. Bernard匆匆趕

來，隨行的還有一位英國學者Dr. Mike Varley(配
方顧問)。Mr. Bernard向我們解釋說，由於韓國口

蹄疫疫情一再蔓延，原本答應出席的經銷商及客

戶團忙著應對及善後，臨時取消了來訪行程，連

帶也使得整個研討會的舉辦受到影響。

Mr. Bernard為表示謝意及歉意，主動邀請我

們共進晚餐，隨後加入的還有法國Celtilait公司飼

料產品經理(該公司在VIV設有展示攤位) Mr Marc 
Drillet夫婦，我們也藉此機會相互認識與交談，

這次聚會於晚間九時許結束。

3/9 (星期三)

本日行程為參訪VIV Asia 2011亞太畜牧展。

由於近年來亞太畜產市場持續蓬勃發展，加

上在曼谷BITEC的參展成本相對較為低廉，因此

近幾年吸引不少世界各國的廠商，以及畜、水產

界重量級人士來此參展或尋求商機，參與展出的

攤位更是一年多過一年，今年不但新增加了以水

產為主題的展示（Aquatic Asia 2011），登記參

展的廠商更多達45國680家(比2009年的42國526
家還高出100多家)，展館也由2007年的2個Hall擴
大至目前的3個Hall。顯見大家出席的意願越來越

踴躍，盛況之空前也可見一斑。

由於不想有遺珠之憾，因此陳副總與職決

定以“全館走透透＂的方式，先從第1展館參觀

起。Hall-1主要以展出農場機具設備(例如畜舍通

風設備、孵化設備和自動化餵飼系統等)和畜牧器

具為主，由於時間有限，我們並未在此部分耗費

太多的時間，只在一兩處感興趣的攤位做短暫的

停留。由於今年也有許多國際知名藥廠移師到此

館展出，因此我們也不忘一一參訪及索取相關資

料。

參與這次展出的各國廠商以中國大陸最為踴

躍，共計達129家，總數比第2名的荷蘭（63家）

及第3名的泰國（62家）加起來還多(第4、5名
分別為美國55家及法國53家)，但由於展出的同

質性太高(大都以原料藥、中草藥或藥品為主)，
多少降低了可看性及形成相互競爭的局面，但也

由此可見大陸動物藥品及畜產市場近年來的蓬勃

發展，以及未來對亞太地區甚至世界各國的影響

力。

相較之下台商則不多(只有6家)，其中以近

年來在中國大陸及海外市場有良好發展的中國派

斯德公司(BESTAR)展出最為大手筆，不但一口氣

在1館展場中央承租了8個標準攤位搭建展場(據林

村源董事長私下透露場地租金高達台幣100萬左

右)，還請來好幾位Show girl助陣(工資每日3000
元泰幣)，展出成本可謂相當高。陳副總與職也曾

先後兩次在此停留，接受林董事長昆仲的熱情招

待，還獲贈據說是貴賓級才有的紀念筆。

由於Janssen公司也參與這次的展出，因此

我們於參觀完1館後，便直接前往其位於第2展館

的攤位報到。值得一提的是，Janssen公司這次

的展出攤位在泰國辦事處員工的巧思設計下，刻

意將攤位打造成一座溫馨的農場，展場並設有創

意座椅與服務吧檯供來賓歇腳及休息，同時還請

來專業攝影師為與會貴賓當場製作“相片貼＂做

為紀念，另吧檯上方則張貼Stresnil、Flubenol、

與法國Realdyme公司業務主管Mr.  Bernard 
Paumelle(左3)、英國學者Dr. Mike Varley(右
2 )，以及與法國C e l t i l a i t公司產品經理M r 
Marc Drillet夫婦(左2和右3)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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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ssen公司此次展示的4大主力產品：Stresnil、
Flubenol、Solubenol及Clinafarm，左側下方設有
電視螢幕進行產品簡介與廣告

張聰洲副教授 (中 )與 Jans sen公司主管Mr. 
Eddy(左1)、Dr. Jan(左2)、Miss. Papis(右1)
及陳副總合影留念

拜訪韓國Woogene公司展攤位並與該公司代
表Mr. Bon-Jo Ku(中)及Mr. Jaeku Kang(左1)
於攤位前合影 (左2為林宗林董事長)

職與陳副總攝於Janssen公司展出攤位前

與中國派斯德公司(Bestar)林村源董事長(左
1)及該公司重要幹部於攤位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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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來訪的法國Realdyme公司業務主管Mr. 
Bernard Paumelle合影

與來訪的屏科大張聰洲副教授(左2)、大成
食品(亞洲)有限公司盧世哲總經理(左3)、先
靈葆雅(Schering-Plough)大中華地區總經理
廖克明先生(右1)攝於Janssen公司攤位前

Solubenol及Clinafarm等產品大型海報以吸引參

訪者的眼光，左側下方還以電視螢幕進行產品

的介紹與廣告，整體設計深獲所有參訪來賓好

評。。

所有Janssen公司經銷商代表再度於會議後

聚集於VIV展場，Janssen公司業務主管Mr. Eddy
及工作人員對於我們的到訪也表現出高度的歡迎

之意，我們也在此作較長時間的停留與休息，並

先後與來訪的國內外畜產界及學術界的重要人

士，例如屏科大張聰洲副教授、大成食品(亞洲)
有限公司盧世哲總經理、祥圃公司吳昆民董事

長、先靈葆雅公司廖克明總經理、Realdyme公司

Mr. Bernard Paumelle及Janssen前技術服務經理

Dr. Alian Kanora等人碰面並拍照留念，無形的收

獲可謂相當豐碩。

中午休息後我們陸續參訪2館及3館的其

他展出攤位。並於下午4時依照先前約定的時

間，在津川實業(股)公司林董事長夫婦的帶領

及引見下，拜會印度Polchem公司老闆Mr. Nitin 
Sahasrabudhe，在相互交換名片後，再由陳副

總提供本公司動藥處英文Brochure作部分產品的

介紹，並進一步討論出口產品至印度市場的可能

性，期望在將來有進一步合作的機會。(筆者按：

Polchem公司是一家以抗生素與化學藥品為主的

印度公司)

3/10 (星期四)

上午8點多，我們與安排參訪行程的LinQtec
公司相關人員按約定行程，搭乘專車前往位於

Chachoengsao省(約1.5小時車程)鄉間的LinQtec
公司。

陳副總以英文brochure向Polchem公司老闆Mr. 
Nitin Sahasrabudhe等人介紹本公司動藥處背景
及主要產品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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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n Q t e c 公司是一家專業製造酸化劑

的公司，公司名的涵義為Link ing qual i ty  & 
technique，員工總計23人(含現場操作人員)，
工廠就位於辦公室的左側。該公司業務主管

Mr.Chatchai Charoenwong對於我們的到訪非常

重視，不但率領公司重要幹部於辦公室門口盛大

迎接，還親自為我們進行簡報，內容主要是對保

健產品市場的分析及未來展望。

Mr.Chatchai以其多年來從事酸化劑製造及

銷售，以及為國際大廠OEM的經驗強調(他個人

曾於美國Kemin公司任職)，該公司所生產的酸化

劑產品品質及效果絕無問題，要我們安心在台灣

全力推廣。我們全體於廠房前拍攝團體紀念照後

正式結束此次參訪行程。

 結語：

Janssen Aninal Health去年整體銷售雖較

前年同期成長，但由於近幾年該公司並未有新產

品推出上市，因此欲維持業績的持續成長實屬不

易。該公司目前正全力開拓及經營中國大陸、俄

羅斯、菲律賓、越南、泰國等市場，並於去年毅

然終止與Novartis(諾華公司)在越南及泰國的長期

代理及合作關係，將後2者納入公司直營體系，

積極展現出拓展亞洲市場的雄心。此外，該公

司經營團隊也不斷設法從舊有的產品中尋找新的

商機，開發出新的劑型或用途(例如Solubenol及
Stresnil)，充分發揮了在困境中求新求變、尋求

突破的精神。

此外，參訪VIV Asia 2011的活動行程，不但

再度讓我們見識到全球畜產業的進步，以及現代

科技的日新月異，也讓我們明顯感受到了亞洲新

興市場的掘起與茁壯，這其中又以中國大陸的表

現最為搶眼，未來市場潛力也最為雄厚，不但在

亞洲各國間舉足輕重，更是近年來世界各國畜產

業者的兵家必爭之地，其相關產業的後續發展，

實在值得我們投與更多的眼光與關注。

ST：
V ：

D ：

T ：
唬蟲靈之歌

      /　　/     

詞：陳添寶

曲：林昭君  

改編自聖誕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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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1. 職於整理行程記錄期間接獲Poolsawat
經理所轉呈;來自Janssen 公司動藥部門最高主

管 - 副總裁Mr. Paul Derks於3/15發函給全球經

銷商的重大聲明，大意是該公司自3/14起，已與

美國Eli Lilly & Company(禮來公司)達成初步協議

及共識，將於本年度第二季結束前將其動物保健

部門 – Janssen Animal Health售予與Eli Lilly & 
Company旗下的動物保健品部 – Elanco Animal 
Health，合約內容包括現有約50產品的製造許可

證、經銷權及現有契約文件等(但不包括製造機具

設備)，現有11國員工也將悉數納入Elanco公司旗

下經營體系。

J a n s s e n e 公司泰國辦事處經理 M r . 
Poolsawat Thawatchai也於3/16致電給陳副總進

一步說明此事，Poolsawat經理對於為拓展亞洲

市場而剛成立2年的泰國辦事處又要更換新招牌

頗感訝異，目前他與JAH重要幹部已被召回比利

時總公司開會討論併購案後續事宜，但預估後續

的行銷策略將由禮來公司主導。

本公司自1977年與Janssen公司持續合作

至今，陳副總原已邀請該公司業務主管Mr. Eddy 
Thomas於中化60週年慶時(剛好是雙方合作35週
年)來台共同慶祝，無奈該公司改隸在即，使得此

一美意與idea又平添變數，目前只能等兩公司整

合後再靜觀其變做為因應。

本公司動藥處多年來對Janssen公司產品的

推廣不遺餘力，雙方合作關係一向良好，是業界

公認的優質行銷組合和重要合作夥伴，衷心希望

此次的併購案不致於影響彼此長期與未來的合作

關係。

LinQtec公司辦公室人員與參訪來賓於廠房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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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雍元牧場場長吳文元先生畢業於逢甲大學企

業管理系，以企業化理念與其父-吳有雍先生共同

經營毛豬產業，創新技術響應綠色農業政策，研

發液態活益菌全程飼養技術，採用純植物性配方

當飼料回歸自然農法，並以節能減碳管理方式，

創造健康安全的「優酪豬」品牌行銷國內外，並

榮獲2009年十大神農獎。

創新飼養技術　確保產品安全

雍元牧場目前飼養頭數5000頭，有效改良品

種，並自行培育、定時更新種豬群，品種改良後

的豬種不但抗病力佳、無緊迫基因，飼養7個月

內體重可達120公斤以上。各批次的豬隻在畜舍

移動時，採統進統出作業，減少交叉汙染發生；

另依據畜舍容量規模、調整種豬繁殖計畫，以最

低經營成本發揮最大經濟效益。

品牌故事-『優酪豬』

吳文元先生研發之BSLF(Bio-Security Liquid 
Feeding)生物防治液態飼養技術，以乳酸菌、酵

母菌、醋酸菌等綜合菌，將飼料完全酸化、控制

PH值於5.0以下、抑制壞菌生存，取代抗生素化

學藥物的使用，有效克服台灣高溫多濕飼料易孳

生壞菌之缺點。並使用純植物性素食配方不使用

魚粉、肉骨粉等動物性原料，避免沙門氏菌汙染

及狂牛症疑慮。此外將污水處理池處理後達到排

水標準之廢水，回收再利用於豬舍清洗，以節省

電費、用水及減少污水排放。

自創「優酪豬」品牌 推動「產銷一

元化」

為使消費者吃得安心，吳文元先生自創【天

天喝優酪乳的--優酪豬】品牌行銷，標榜全程自

然的農法乳酸活益菌液態飼養、絕無藥物殘留、

健康美味，與一般傳統市場用乾飼料飼養的肉豬

形成差異性區隔，創造出產品之獨特性與特色，

所飼養的活體毛豬透過農會毛豬共同運銷系統至

肉品市場銷售，因品質優良、口碑佳，拍賣價格

常高於市場平均價格；生產的生鮮肉品因標榜

BSLF活益菌自然農法飼養及優良牧場、產銷履歷

雙重認證，已達到國內頂級肉品之水準，並與具

有CAS、HACCP、ISO認證之冷凍食品廠合作、

生產品牌肉品，有效提升產品形象與價值。

創新飼養技術 確保產品安全

彰化雍元牧場 吳文元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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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多元加工肉品 網路行銷優酪豬

吳文元先生不僅創新產品及加工肉品，也跟

食品加工業者共同研發符合消費者需求之產品，

以CAS、HACCP工廠加工製造，嚴格管控產品

品質，設計精緻包裝，所有加工品均添加養生紅

麴，開發多元產品通路，健康養生又美味，產品

包括紅麴肉鬆、紅麴肉絲、紅麴肉乾、紅麴香

腸、紅麴肉包等。另自行架設【優酪豬】網站行

銷產品，建立電子商務通路，直接服務消費者，

並與商店、餐廳或休閒農場合作開發多元通路，

進行策略聯盟整體行銷，生產的產品都以市場為

導向，生產符合消費大眾需求之肉品。

積極參與社區服務 贊助公益不落人後

與產銷班員共同努力，96年曾贏得全國十大

績優農業產銷班殊榮。配合產銷班種豬核心人工

精液站業務與班員相互交流種豬精液以提升育種

品質，在毛豬產業確有創新獨到之經營目標策略

及產銷技術，創新品牌行銷國內外，有效提升本

土農產品之國際競爭力，創造雙贏利基。

榮獲2009年十大神農獎與馬總統合影

開發多元加工肉品

自創「優酪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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