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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吊掛蘭花我已經養了十幾年，
每年見它花開似錦又倏忽謝下，內心
又一次的悵然，”再等明年花開，畫
下它吧!”。

作畫動機是種不知所以的莫名引
力，驅動我緩慢前行，行向空泛無目
標的彼方，或許我將迷失，但每一小
步我都心滿意足。

陳淑珠chen,shu-chu

1983年台灣師大美術系畢業

1998年台灣師大暑期研究所結業

2003年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

研究所」進修

隸屬：台南市國風畫會  台南市悠遊畫會

      台南市師美學會曾任第六屆理事長

      現為台南一中美術科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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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俗語說：「萬事起頭難」，回顧臺中縣市

合併已屆2年了，合併之初因土地幅員擴大，面

積為原來13倍之多，不僅業務增加，又要面臨

人員配置及適應等種種問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

的磨合期，幸經中央、市政府長官、各產業團體

及同仁的支持及努力下，終於可以順利推動各項

業務，以達到「無縫接軌」的目標及獲得良好成

績，以辦理動物保護及收容業務為例，今年又獲

得全國評鑑為「雙特優」佳績。然而，我們不能

以此為滿足，未來為因應日趨重視畜產品健康安

全及民眾飼養寵物蔚為風潮之趨勢，本處更將

積極落實本市動物防疫體系及維護畜產品衛生

安全，推動動物保護工作，並確保動物健康及

福祉，以及完善人性化之執行流浪犬管理，以全

新的服務理念，便民、利民為目標。而經濟成長

下的豐饒民生，啟發人們保護動物的省思，本市

更率先制定全國第一個「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

例」，無不竭心努力推動及建立各項動物福利措

施，並藉由結合學校教育向下扎根，期以提升民

眾動物保護觀念，進而防止流浪犬貓所衍生之社

會問題。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縣市合併兩週年紀念--以「服務、專業、優質」為願景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余建中處長

二、產業概況

臺中縣市合併後土地面積達2,214平方公

里，所轄養豬飼養戶數355戶、飼養頭數172,690
頭，草食動物飼養戶（包括牛、羊、鹿）計261
戶、12,732頭，家禽飼養戶（包括雞、鴨、鵝）

計263戶、2,276,793隻，主要分布於霧峰、太

平、烏日、大肚、龍井、沙鹿、清水、大安、

大甲、外埔、后里、神岡、大雅、新社等區。水

產養殖面積約40甲，水養殖戶計33戶，以分布

於后里、外埔、大甲等區為主。動物醫院計209
家、動物藥品藥製造廠計4家、動物藥品販賣業

計133家，飼養家犬貓戶數約145,312戶、頭數約

163,540頭。

綜上，本市產業服務對象及種類，隨合併

後更為廣泛，業務範圍包含經濟動物疾病防治、

家畜禽水產動物疾病檢診、動物用藥品製造業輔

導、動物用藥品殘留檢測、違法屠宰查緝、獸醫

師管理、狂犬病防疫、動物保護法之執行、特定

寵物業管理、家犬貓絕育手術、流浪犬貓管制及

收容、未受困動物急難救助等。（如表1-1~3）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辦公大樓

表1-1 寵物數量及業者家數

家犬貓(隻) 寵物登記隻數

(累計)
特定寵物業(家)

　163,540 　93,116 212　

表1-2 動物醫院及藥品業者家數

動物醫院(家) 動物藥品製造業

(家)
動物藥品販賣

業(家)
　209 4 133　

表1-3 經濟動物飼養戶數及頭數

飼養戶數(戶) 飼養數量

家畜 家禽 水產養殖 家畜(頭) 家禽（隻）

616 263 33 185,422 2,27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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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配置

為兼顧動物保護與防疫工作之平衡發展以

及因應日益增加業務，依專業性質分工設置為7
組，南屯處本部設置獸醫行政組、動物保護組、

動物藥品管理組、草食動物禽病防疫組，另外，

考量原臺中縣轄區畜牧產業繁多且範圍廣大，豬

病防疫組及病性鑑定水產防疫組特設置於豐原區

（原臺中縣家畜疾病防治所辦公地址），以可以

就近服務農民鄉親；動物收容組更於南北分別成

立南屯及后里動物之家，使得可以就近執行動物

救援及收容安置動物工作；在歷經2年時間，皆

可順利完成業務推動，成績斐然。（如表2）

四、各組業務與服務功能

（一）豬病防疫組：

豬病防疫業務包括豬隻傳染病預防及防疫、

衛生保健、教育輔導、疫情  調查與統計、輸出

檢疫物之產地檢疫、輸入檢疫物之追蹤檢疫等事

項。主要工作為豬瘟、口蹄疫、日本腦炎、假性

狂犬病等重要動物傳染病防治，平時加強輔導農

民自衛防疫措施，另為成立緊急應變機制，一旦

疫情發生立即啟動，以保障人畜安全及農民權

益。 

（二）病性鑑定及水產動物防疫組：

主要業務為動物疾病及人畜共通傳染病之

檢診、獸醫技術研究及訓練、抗體調查、水產動

物疾病防治及疫情資訊傳輸等事項。設置於豐原

區設備完善，每日於上班時間內接受民眾申請檢

驗，可以就近服務農民。

（三）草食動物及禽病防疫組：

草食動物防疫業務包含草食動物及禽類疾病

防治、衛生保健、輸出檢疫物之產地檢疫、輸入

檢疫物之追蹤檢疫、草食及家禽飼養戶教育訓練

輔導業務等事項。主要工作為禽流感、口蹄疫及

羊痘等重要動物傳染病防治，牛羊鹿結核病、布

氏桿菌症檢驗。

（四）動物保護組：

動物保護業務包括動物保護法之執行稽查與

教育宣導、寵物登記及管理、寵物業管理、志工

召訓、教育與犬貓絕育手術等事項。執行工作以

源頭管理為主，由於飼養寵物蔚成風潮及民眾對

於動物保護要求日益升高，寵物登記管理及違法

稽查案件激增，今後亦將持續結合民間志工力量

及透過學校教育，加強動物保護教育，以增進動

物福利。

（五）動物收容組：

動物收容業務包括公立動物收容所管理、

棄犬貓捕捉收容及管理、羈留動物緊急處理與急

難動物救援等事項。主要業務為動物收容及管

制、犬貓認領養、動物急難救助等，將持續結

合志工推動犬貓認領養及寄養家庭計畫等，以今

（101）年為提升犬貓認領養率為例，更創意推

出「相親專車go幸福」、「遊蕩動物及未受困危

難動物救援收容管理」，整合「幼弱動物寄養家

庭」、「未受困危難動物救援」及「收容所動物

委外絕育手術」，將「動物醫院」併入中途收容

及執行絕育之醫院，延續危難動物之後續醫療照

護，也讓犬貓認養率提升了11％，績效良好。

（六）動物藥品管理組：

主要業務為動物用藥品管理及寵物食品管

理、獸醫師及動物醫院管理、獸醫公共衛生、畜

禽場原料畜產品衛生檢驗查緝及違法屠宰查緝等

事項。為防範畜產品用藥安全及防治業務違法用

藥，保障消費者權益，工作重點為加強畜禽水產

業者用藥輔導、偽禁藥品及違法屠宰等查緝工

作，另外也針對獸醫師法規範獸醫師開執業、動

物藥品管理法規範動物藥品製造、販賣廠商等業

者不定期進行輔導，使畜牧養殖產業可以永續經

營及發展，並兼顧消費者及民眾消費健康安全。

（七）獸醫行政組：

     主要業務包括狂犬病防疫及進口動物追

蹤檢疫、庶務行政、資訊、出納、文書及檔案管

理與其他不屬前六款之業務等事項。重點工作為

執行狂犬病防疫業務，平時推動民眾重視防疫觀

念，提升犬貓狂犬病注射率，並訂定緊急防疫應

變機制，一旦狂犬病入侵本島，立刻啟動機制，

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五、未來展望

未來持續推動建構完整動物防疫體系及積極

推動動物保護工作，並確保市民健康安全及畜牧

產業永續發展。本市屬於大都會城市，而今推動

物保護業務之良窳，繫乎一個城市的友善形象，

儼然成為市政績效指標，未來將結合民間力量，

與畜牧產業、獸醫師、動物保護、寵物等公會團

體建立及維持良好之互動關係，並引用企業經營

理念，建立顧客及績效為導向之政府管理制度，

擴大公共服務視野，落實「服務、專業、優質」

之願景，提供市民親切便捷之優質服務，以邁向

「幸福臺中」之目標。

表2.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架構

豬
病
防
疫
組

病
性
鑑
定
及
水
產
防
疫
組

草
食
動
物
禽
病
防
疫
組

動
物
保
護
組

動
物
收
容
組

動
物
藥
品
管
理
組

獸
醫
行
政
組

人
事
管
理
員

會
計
室

處長

秘書

技正 技正



4     中化藥訊75期•2013•第一季 中化藥訊75期•2013•第一季     5

乳鐵蛋白促進雞隻免疫力
與疫苗保護力之探討
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特聘教授 陳全木 
新化畜產試驗所 副研究員 洪哲明 
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特聘教授 陳小玲 

一、 前言

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8年農業統計年報資

料，台灣肉雞產業中，有色肉雞(土雞)生產量約

為252,393公噸，產值231億元，與白肉雞產值合

計373億元，高居我國單項農產品產值之第2位，

僅次於毛豬(約687億元)，對於台灣畜牧產業的發

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

傳染性華氏囊病(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IBD)是養雞業常面臨的感染性疾病，它的潛伏期

很短約2-3天，發病率為百分之百。IBD病毒普

遍存在於飼養環境中，此病毒可以抵抗多種消毒

劑，具環境穩定性，世界各地之雞隻普遍曝露在

IBD病毒下。IBD病毒經口感染後，在消化道的

淋巴細胞及巨噬細胞內先行增殖，病毒釋出後

經由門脈循環至華氏囊，此為第一次病毒血症

(viremia)。其後病毒主要在華氏囊的B淋巴球分

化階段大量增殖，並破壞細胞而釋放出大量病毒

顆粒，在經血液循環至全身各淋巴組織，此為第

二次病毒血症，引起雞隻發生臨床症狀而死亡，

導致家禽產業數十億之損失(Liu et al., 2005)。血

清學的證明顯示，台灣的家禽IBD病毒傳染率達

58.6%，而目前預防IBD的策略，絶大部分是利用

疫苗來控制。

第一代疫苗通常是減毒性活病毒或不活化

疫苗，並已非常成功誘導免疫保護。惟這些疫苗

內置佐劑，仍有一些問題存在，如：(1)不活化

病毒疫苗已普遍證明無法誘導細胞免疫；(2)某
些減毒活病毒疫苗會引起免疫抑制所致的疾病。

因此，需要開發新一代疫苗，如重組、純化抗原

和DNA疫苗。關於此類雞缺乏先天免疫性來刺激

疫苗以致免疫較差，因此，新一代佐劑應確保疫

苗可引起強而有力的免疫反應，故以免疫刺激劑

(immunostimulators)擔任佐劑最具發展潛力。本

文將以酵母菌量產之乳鐵蛋白具有免疫調節的特

性，作為新式的疫苗佐劑以促進雞隻免疫反應，

並增強傳染性華氏囊病疫苗之保護力。

二、 乳鐵蛋白的發現及結構特性

乳鐵蛋白(lactoferrin, LF)首次由人乳中分

離出一種鮭紅色的蛋白質，並發現此種蛋白質具

有與鐵離子結合之性質，因此被命名為乳鐵蛋白

或乳攜鐵性蛋白(lactotransferrin)，而後陸續發

現此種蛋白質，為一種非血紅素鐵結合蛋白，屬

攜鐵蛋白家族成員之一，其功能在運輸血液中的

鐵，與其他攜鐵蛋白成員如血清攜鐵蛋白(serum 
transferrin)和卵攜鐵蛋白(ovotransferrin)，僅蛋

白質醣基化(glycosylation) 的部份不同，LF由
粘膜分泌產生，廣泛出現於各種組織液，LF最
大產量在人類初乳(大於7 mg/ml)，其他如人乳

(1-2 mg/ml)、淚液(大於2.2 mg/ml)、精液(大於

0.4-1.9 mg/ml)、關節滑液(大於0.01-0.08 mg/
ml)及唾液(0.07-0.01 mg/ml)，而牛乳乳清LF量
大於1.5 mg/ml，牛乳含量則大於0.02-0.2 mg/
ml (Rodrigues et al.,  2009)，另如陰道分泌液、

鼻涕、支氣管分泌物、膽液、胃液、尿液等亦均

含微量乳鐵蛋白(Yesim and �zatines, 2005)。
LF是一個分子量約為80 kD，等電點(isoelectric 
point)約為8.7，具有700個胺基酸且物種間同源

性高的鹼性醣蛋白。乳鐵蛋白(如圖1)由一個簡單

的胜肽鏈折疊成兩個對稱球葉(N和C葉)，由彼此

間具33-41%同源性，二個分葉都具有結合金屬

離子的能力，不但可以攜帶二價及三價鐵離子，

還可以與銅離子、鋅離子和錳離子結合，因為LF
能夠可逆地結合鐵離子，分為未結合鐵的＂apo-
LF＂型式與鐵結合飽和之＂holo-LF＂型式，兩者

不同的三度空間結構取決於它是否具有Fe+3的約

束力(Shanbadner et al.,  1992)，而holo-LF較具

抵抗蛋白水解能力。

三、乳鐵蛋白扮演多重的生理功能

LF已被公認為宿主的第一道防線，因為它具

有立即反應生理或環境不同之改變能力。LF結構

特性除提供Fe+3形態的離子運送功能外，還具備

抗細菌、抗病毒、抗真菌、抗寄生蟲、抗發炎、

抗癌症、抗氧化、酵素功能及生長促進因子等多

種功能，將詳述如下:

1. 抗細菌活性

LF具有廣泛的抗菌能力，無論是格蘭氏

陰性菌(Gram-negative bacteria)、格蘭氏陽

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或一些抗酸酒

精菌(acid-alcohol resistant bacteria)等細菌

均被LF所抑制影響，其中有金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vres )、里斯特菌(Listeria 
monocy togenes )和肺炎克雷細菌抗藥性株

(Meticillin-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此外，經我們的研究得知乳鐵蛋白還具備消化

道選擇性去污(selective decontamination of the 
digestive tract; SDD)能力(Yen et al., 2009)。LF
的靜菌(bacteriostatic)功能是因它具備佔用Fe+3

離子，限制細菌感染位置的養分，並抑制微生物

生長與毒性的表現(Reyes et al.,  2005)，而殺菌

(bactericidal)能力則主因為LF與細菌表面直接作

用，如圖2所示，乳鐵蛋白抗菌的作用機制：(A)

圖1. 乳鐵蛋白的胜肽鏈折疊結構。

(A)結合飽和鐵(holo)形式的人類乳鐵蛋白結構。N1和C1區
域以金色顯示，N2與C2區域則以綠色顯示。至於連接二葉和C
端的二級結構helix以藍色顯示，而兩個鐵結合位置則用紅色顯

示。(B)游離鐵(apo)形式的乳鐵蛋白結構。即使無金屬約束，N-
葉(左)敞開後，C-葉仍是封閉，其他apo-乳鐵蛋白以兩葉同時敞

開或封閉的晶體結構均已解開。在圖(A)與(B)中，乳鐵蛋白的抗

菌區域均以虛線框出。(Baker and Baker., 2009)。

圖2. 乳鐵蛋白抗菌的作用機制。

(A)格蘭氏陽性菌：LF結合在細胞壁的負價分子，例如脂磷壁酸中和細胞電荷，隨後由其他抗菌化合物如溶菌酶接著作用；(B)格蘭氏陰性
菌：LF能結合在脂多醣的脂質上，引起脂質的釋出，隨之損害細胞壁(Gonzáloz-chávez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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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乳鐵蛋白抗病毒的作用機制

LF能連結病毒顆粒與聚醣(特定的病毒受體)或硫酸肝素以防止病毒進入宿主細胞內部(Gonzáloz-chávez et al., 2009)。

格蘭氏陽性菌：LF結合在細胞壁的負價分子，例

如脂磷壁酸中和細胞電荷，隨後由其他抗菌化合

物如溶菌酶接著作用；(B)格蘭氏陰性菌：LF能結

合在脂多醣的脂質A，引起脂質的釋出，隨之損

害細胞壁(Gonzáloz-chávez et al., 2009)。

2. 抗病毒活性

乳鐵蛋白同時具有廣泛的的抗病毒活

性，可抵抗多樣態的致病性R N A或D N A病

毒，包括: (1) 裸露型病毒(naked virus)，如

Adenovirus, Poliovrius及Rotavirus； (2) 封
鞘型病毒(enveloped virus)，如Hantavirus, 
RSV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HIV (human 
immunodef iciency r i rus),  HCMV (human 
cytomegalovirus), FHV-1 (feline herpes virus), 
HSV (herpes simplex virus), HBV (human 
hepatitis B), HCV (human hepatitis C) 和HGV 
(human hepatitis G)等 (Jenssen and Hancock, 
2009)，乳鐵蛋白的抗病毒作用機制，主要發生

在感染的早期階段，乳鐵蛋白經由阻斷宿主細胞

上的受器，或直接與病毒結合可防止病毒進入

宿主，即乳鐵蛋白在病毒吸附(viral adsorption 
step)之前或中期出現，則可抑制病毒複製，但病

毒吸附的步驟已經完成才加入乳鐵蛋白，則無法

抑制病毒的感染，此顯示乳鐵蛋白抗病毒作用主

要發生在病毒複製的早期。我們新近在 Vaccine
期刊上發表一項研究成果，顯示使用基因工程技

術將豬乳鐵蛋白大量表現在動物乳汁中，經餵食

初生幼鼠後進行攻毒試驗，可有效保護幼鼠不受

致命性腸病毒71型的影響(Chen et al., 2008)。乳

鐵蛋白抑制病毒進入細胞內的機制如圖3所示，

LF能連結病毒顆粒與聚醣(特定的病毒受體)或硫

酸肝素以防止病毒進入宿主細胞內部(Gonzáloz-
chávez et al., 2009)。

3. 抗真菌活性

乳鐵蛋白抗真菌的機制是透過與病原作用，

而隔離Fe+3也是一個重要機制，Zarember et al . 
(2007)指出宿主對抗Aspergillus fumigatatus時，

藉由嗜中性白血球的apo-LF接收Fe+3是很重要。

4. 抗寄生蟲活性

LF抗寄生蟲活性機制是較複雜的，由LF
的抗寄生蟲活性通常牽涉干擾某些寄生蟲鐵的

獲取，如肺囊蟲(Pheumocystis carinii )；但當

LF變成另一種寄生蟲的鐵供應者時，如胎毛滴

蟲(Tritrichomonas foetus)，則LF反而變成強化

感染的幫兇(Cirioni et al. , 2000; Tachezy et al., 
1996)。

5. 免疫調節及發炎反應

乳鐵蛋白具有調節先天與後天免疫系統的能

力，研究者使用RT-PCR分析餵2.5 g/kg LF的小

鼠腸道20個免疫相關基因(包括抗菌蛋白、細胞

運動相關蛋白等)，結果發現乳鐵蛋白可同時呈現

特定或非特定調節基因表現的功能(Wakabayashi 
et al., 2006)。LF的正電荷會結合在免疫系統上不

同細胞表面的負電荷分子，進而啟動訊息傳遞引

起細胞反應(活化、分化及增生)，LF亦可被帶入

細胞核直接與DNA結合活化不同的訊息傳遞路徑

(Öztas and Özgünes, 2005)。文獻指出乳鐵蛋白

以不同方式來調節宿主防禦反應，包括: (1)補體

活化之調節、抑制補體結合所引起的溶解反應；

(2)調節羥基游離基之形成；加強顆粒球內微生物

毒殺作用，減少組織氧化傷害；(3)調節免疫細胞

之移動；加強嗜中性球聚集和附著在受損組織；

(4)調節免疫細胞之增生及分化，實驗顯示於鼠胸

腺及Jurkat human T-cell株增加CD4抗原之表現

時，乳鐵蛋白受體可促進細胞分化；此外，乳鐵

蛋白亦提高自然殺手細胞之細胞毒殺作用(Bareye 
et al. , 1999)；(5)抑制血小板之凝集；(6)抑制細

胞激素之產生，細菌脂多醣成分(LPS)可刺激單

核球/巨噬球及噬中性球產生如細胞激素等內源

性媒介物質，誘導發炎部位免疫細胞之補充及活

化。因此當大量LPS存在時將造成細胞激素的過

度釋放，而導致敗血性休克。而乳鐵蛋白則藉由

與脂多醣結合，而減少脂多醣對單核球刺激產生

過量之細胞白介素1及6 (IL-1、IL-6)及腫瘤壞死因

子(TNF-α)，因此，乳鐵蛋白亦具有抗發炎之效

果。

6. 抗氧化作用

鐵為必須之營養成分，但鐵亦被確定為游離

自由基反應之潛在活化者，高飲食鐵可能與不飽

和脂肪酸產生高度活化自由基及過氧化氫導致氧

化傷害，甚至造成DNA受損、細胞增生及贅瘤細

胞生長，亦或本身成為氧化前趨物，氧化動脈管

壁上之脂質，成為晚年形成心血管疾病之根源。

LF是鐵離子清除者(iron scavenger)具有結合細胞

膜增生，預防鐵媒介脂質過氧化作用(Konishi et 

al.,  2006)。研究顯示於嬰兒乳粉添加不同濃度乳

鐵蛋白可兼具抗氧化與抗菌之雙重作用。對於成

年人而言，未飽和之乳鐵蛋白可於腸道中與鐵結

合以避免吸過多鐵離子，亦可達到保護腸道之效

果(Mc Milan et al., 1977)。

7. 抗癌作用

動物試驗顯示，鐵的供應增加了移植腫瘤細

胞的生長及促進化學誘導之乳癌、結腸癌及肝癌

的發展，反之缺鐵飼糧可產生抑制之效果。鐵鏊

合劑亦顯示具有抑制多數人類癌細胞株增生之現

象(Parodi, 1998)。以老鼠實施皮下注射纖維原腫

瘤細胞株進行誘導固態瘤生長之試驗，結果指出

藉由腹膜下單獨注射乳鐵蛋白可產生抑制腫瘤生

長之效果。近年LF抗病機制有調節NK細胞活性、

調整G1蛋白的表現、加速癌細胞凋亡等相關機

制(Rodrigues et al. , 2009)；此外，在我們最新

的研究中，利用肺癌腫瘤模式鼠給與乳鐵蛋白之

治療，發現可有效抑制VEGF媒介的血管生成作

用(angiogenesis)，進而達到抗腫瘤功效(Tung et 
al., 2013)。

8. 酵素活性

乳鐵蛋白在某些反應的功能具有酵素能力，

LF是牛乳蛋白中帶有最多產量的澱粉酶，其他

已被驗證的酵素功能，包括: DNAse、RNAse和
ATPase等活性(Kanyshkova et al., 2003)。

9. 生長促進因子

多數研究提出乳鐵蛋白具有促進細胞生長

的現象。體外試驗證明乳鐵蛋白可刺激胸腺嘧啶

併入大鼠竇細胞DNA，且此特性似乎與乳鐵蛋

白運送和結合鐵的功能無關；在竇細胞中乳鐵蛋

白與細胞表面的特異受體結合成包被的凹窩，並

通過細胞攝粒作用而進入細胞內；此後乳鐵蛋白

被送往細胞核並與核膜結合。乳鐵蛋白亦影響雙

歧乳桿菌(Bifidobacteium breve)菌株之生長情

形，當培養基中有未含鐵的乳鐵蛋白存在時生長

受到抑制；反之，若乳鐵蛋白飽和鐵時則具有促

進生長之效果，此現象顯示乳鐵蛋白可轉移鐵提

供Bifidobacteria生長利用所須。此外，Wu et al. 
(2007)利用表現豬LF的基因轉殖母鼠乳，於哺乳

期餵飼小鼠吸吮可以顯著增進小鼠生長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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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基因工程酵母菌量產重組乳鐵蛋白(PLF)。

(A) P. pastoris 酵母菌表現載體之建構。(B) P. pastoris 細胞內蛋白質之SDS-PAGE分析，顯示PLF蛋白於誘導後36小時開始表現並持
續到108小時。(C) 酵母菌培養基中釋泌PLF之免疫抗體分析，顯示PLF蛋白於誘導後48小時開始大量釋泌到細胞外的培養基中。

圖5. 飼料中添加不同劑量之PLF對仿土雞增重效果之影響。

A組為餵飼1%無PLF成分基本飼糧之對照組，B至D組為添加分別為0.5%、1%及2%不同PLF酵母培養基重量百分比於雞隻飼料之處
理組。飼養期間於每4週稱雞隻體重，資料之表示均以平均值 ± 標準差，*表示與對照組比較具顯著性差異(P<0.05)。

四、飼料中添加乳鐵蛋白對提升雞
免疫力與抗體力價之研究

乳鐵蛋白之免疫調節與Th1及Th2細胞活動

有關，近期研究顯示乳鐵蛋白為有效的佐劑，可

以增進卡介苗疫苗產生免疫性，並減少相關組織

之潛在損傷(Hwang et al.,  2007)。本文研究目的

在探討乳鐵蛋白應用於增強雞隻週邊淋巴細胞的

增生，和雞隻注射IBDV疫苗後，血清抗體力價提

升之潛力，以評估飼料中添加不同劑量的乳鐵蛋

白所產生的免疫增強效果。另外，檢視雞隻存活

率、ConA 刺激週邊淋巴細胞、監控 IFN-γ、 IL-
2、 IL-4及IL-12等免疫分子產生的變化，以評估

乳鐵蛋白在動物疫苗的佐劑活性。

1. 利用基因工程於酵母菌量產重組乳鐵蛋白(PLF)

利用重組嗜甲醇酵母菌(Pichia pastoris )作
為乳鐵蛋白的表現系統，基因載體的建構如圖4A
所示。經電融合及一系列的菌落篩選，許多轉型

株具顯著生產重組乳鐵蛋白並分泌於培養基中。

經連續性時序分析證實重組乳鐵蛋白穩定地於酵

母菌培養液中誘導表現超過108小時，其中經誘

導72 小時後，重組乳鐵蛋白在酵母菌細胞質內

(圖4B)表現量達760 mg/L，而釋泌到培養液中(圖
4C)濃度為87 mg/L。此培養液經蛋白質分子篩純

化與濃縮後吸附在小麥麩上，冷凍乾燥後調製成

濃度為100 g PLF純蛋白/kg粉末，作為本試驗用

之乳鐵蛋白飼料添加物。對照組飼料添加物則以

缺乏PLF的酵母培養液經相同程序所備製而成。

2.  飼料添加乳鐵蛋白增加雞隻體增重

以隨機之方式將160隻仿土雞分成4個試驗

組，每組均有40隻雞的相同數量及相似體重。A
組為無添加PLF之對照組；B~D組為添加含不同

劑量的PLF試驗組，分別加入濃度(含PLF重量/
飼料重量)簡稱為0.5%低劑量 (PLFL)、1%中劑量

(PLFM)與2%高劑量(PLFH) 乳鐵蛋白於飼料中。

公、母雞之體重及體增重，自出生後，每四週

齡開始紀錄至16週齡。IBD疫苗使用二次每次間

隔14天；第一次疫苗(Bursine®-2, Fort Dodge 
Animal Health Inc., Charles, IA)於1週齡時口服

施行，第二劑IBD疫苗(IBD BLEN, Merial Select 
Inc., Gainesville, GA)則於3週齡時服用。雞隻在

0-4週齡之育雛期與5-8週齡生長前期，體增重雖

然無顯著差異，但隨PLF處理組之劑量增加而些

微增加。PLF高劑量處理組(D組)在9-12週齡生長

後期之體增重顯著增加(圖5)。PLF低劑量處理組

(B組)顯示在13-16週齡之肥育期，相較於對照組

(A組)顯著增加體增重。

3. 飼料添加乳鐵蛋白促進雞隻週邊淋巴細胞的增生

調查PLF在雞隻週邊淋巴細胞增生效應之影

響，從餵飼不同劑量PLF組別的雞隻，收集週邊

淋巴細胞經刀豆素(ConA) 體外刺激後，進行淋

巴細胞增生之測量。週邊淋巴細胞增生率之變化

情形 (ConA+ / ConA-)，整理於表1。結果顯示

16週齡雞隻的週邊淋巴細胞增生效應，以PLF中
劑量(PLFM)處理組開始呈現顯著較對照組高，尤

以PLF高劑量(PLFH)處理組，在12及16週齡時顯

著高於對照組(P <0.05)。週邊淋巴細胞增生率隨

雞齡增加，且隨飼料中添加PLF的劑量增加而上

升。

表1. 飼糧中添加不同劑量PLF對各週齡土雞週邊淋巴細胞增生能

力之影響 

Groupa Dose (%)
Lymphocyte proliferation ratio 

(ConA+/ConA-)
8 weeks 12 weeks 16 weeks

Control 0 1.90 2.13 1.87

PLFL 0.5 1.63 2.39 1.75

PLFM 1.0 2.35 2.83  2.80*

PLFH 2.0 2.62  3.23*  3.09*

S.E.b 0.29 0.26 0.25
a PLFL: low dose of  PLF; PLFM: middle dose of  PLF; PLFH: high 

dose of  PLF.
b S.E.: standard error. 
*: signif icant difference (P<0.05 vs. control group).

4.  飼料添加乳鐵蛋白增加雞隻IgG抗體的含量

在雞隻飼料中添加不同濃度的乳鐵蛋白，經

16週後採血檢視雞隻血清中IgA (圖6A) 及IgG (圖
6B)的抗體含量，以評估乳鐵蛋白對於全身性血清

抗體生成的影響，結果顯示高劑量PLF處理組(D
組)的雞隻較對照組血清中含有顯著較高之IgA (P 
<0.05)；而中劑量PLFM (C組)及高劑量PLFH (D組)
處理組亦較對照組雞隻的IgG含量較高，具有統

計顯著性(P <0.05) (圖6B)。無論IgA或IgG的抗體

力價，均隨乳鐵蛋白添加劑量的增加而上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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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飼料中添加不同劑量PLF對雞隻血清 IgA (A)與IgG (B)之影響。
對照組雞隻(A組)係飼餵無PLF之基本飼糧；試驗組雞隻(B、C及D組)分別為0.5%、1%及2% PLF處理組。血液樣品在雞隻16週齡收集
並分析血清IgA 及IgG濃度(mg/dL)；*表示與對照組具有顯著差異(P<0.05)。

圖7. 不同劑量PLF處理之週邊淋巴細胞經ConA刺激後IL-2, INF-γ, IL-4, 及 IL-12 mRNA的
表現變化。

(A)利用半定量RT-PCR技術分析mRNA表現量；NC：正常雞隻週邊淋巴細胞，對照組為8週齡無ConA 刺激； -：無PLF 添加；PLF低劑
量處理組（0.5% PLF）；PLF中劑量處理組（1% PLF）；PLF高劑量處理組（2% PLF），為三個試驗組別。(B) 對照組與PLF處理組，其相對 
mRNA 表現量的定量分析，GAPDH 用來計算每個基因mRNA基準量之內部控制，*P <0.05。

示乳鐵蛋白具有增強雞隻免疫調節之能力。

5.  飼料添加乳鐵蛋白增強雞隻血清IBD疫苗力價

於飼料中添加不同劑量乳鐵蛋白，改變IBD
抗體力價之結果列表於表2。試驗組雞隻經三種

不同濃度PLF處理後，其IBD抗體力價均高於對

照組，所有處理組之血清IBD抗體力價在16週齡

時均低於8週齡；結果顯示雞隻在16週齡隨乳鐵

蛋白劑量之增加而增加其IBDV專一的IgG抗體力

價。經疫苗施打後PLF高劑量(PLFH)處理組的血清

抗體力價顯著高於對照組(P <0.05)。研究證實乳

鐵蛋白為一有效免疫增強劑，可增進接種IBDV疫
苗後對抗IBD的保護力。

表2. 飼糧中添加不同劑量PLF對提升各週齡仿土雞IBDV 抗體

力價之影響 

Groupa Dose (%)
IBDV antibody titer (x 103)

8 weeks 16 weeks
Control 0 5.892 5.080

PLFL 0.5 9.697 7.246

PLFM 1.0 9.310 7.473

PLFH 2.0 9.602 9.572*

S.E.b 1.419 0.966
a PLFL: low dose of  PLF; PLFM: middle dose of  PLF; PLFH: high 

dose of  PLF.
b S.E.: standard error. 
*: signif icant difference (P<0.05 vs. control group).

6.  飼料添加乳鐵蛋白促進雞隻對細胞介質之表現

為評估乳鐵蛋白對於雞隻免疫系統之影響，

細胞介質於8週齡表現之變化情形如圖7所示，

在IL-2 和 INF-γ 網絡中，正常對照組的IL-2 和 
INF-γ之mRNA表現量較低，但經ConA 刺激後

可提高其表現。在PLF不同劑量處理組中，特別

是PLF低劑量組會抑制IL-2 表現，但三種PLF處
理劑量均可增進INF-γ 之表現(P <0.05)。在IL-4 
和 IL-12網絡中，正常對照組L-4 和 IL-12 mRNA
相對較低，經ConA 處理後可增加 IL-4之表現

量，但 IL-12 則不受影響。IL-4 在PLFL 處理組(P 
<0.05) 受抑制，但PLFH處理組則些微增加。特

別在IL-12 mRNA之表現，三種PLF處理劑量均顯

著地比對照組增加(P <0.05)。

四、 討論

研究證明，高劑量PLF可增進IBD抗體力價

及週邊淋巴細胞增生。PLF可調節因ConA刺激之

週邊T淋巴細胞之 IL-2, INF-γ, IL-4, 及 IL-12 表
現量。在肉雞產業，傳統IBDV預防控制方法，

係藉由被動免疫所保護(Fussell et al. , 1998)。
但目前傳統不活化或減毒疫苗並無法提供充分保

護，以對抗抗原之變種或強毒株IBDV (Yu et al. , 
2001)。因此，改善IBDV疫苗之效率為研究重要

的趨勢。改進目前疫苗以增加專一細胞免疫抗原

(Vogel et al., 2000; Singh et al., 2003)。當乳鐵

蛋白被證實可提升T細胞延遲型態之過敏反應及

對抗抗原之多樣性，乳鐵蛋白即具疫苗佐劑應用

之潛力(Zimecki et al., 2000; Actor et al., 2002)。

IL-4, IL-12可促進 Thl 細胞之增生及活化，

及增加 IFN-γ 之產生(Lee et al., 1998)。 IL-12藉
由新生之 CD4 T細胞引發 IFN-γ 之合成。此外，

IL-2 與 IL-12 具有協同作用引起 IFN-γ 產生(Fox 
et al., 1999)。近期體外研究顯示乳鐵蛋白添加可

活化巨噬細胞(macrophages)，導致IL-12 之增加

及IL-10之減少(Hwang et al., 2007)。經PLF處理

的雞隻會產生IL-12 多於 IL-4，並迅速地正調節 
IFN-γ mRNA 之反應，這些結果揭露PLF 可扭轉

淋巴細胞變成 Th1 而非 Th2 細胞之發展。 

五、乳鐵蛋白未來在畜產業的應用

1. 添加於教槽料中，促進幼畜腸道成熟：在

畜禽產業之應用建議將乳鐵蛋白使用在促進動物

的健康上，可有效增加腸道絨毛長度與發育。飼

糧添加乳鐵蛋白餵飼離乳仔豬，可以減少因腹瀉

或貧血的死亡率。使用乳鐵蛋白添加劑亦可促進

免疫反應及強化宿主的防禦機制，使離乳仔豬減

少受感染及離乳緊迫(Wang et al., 2006)。

2. 添加於飼料中加強動物抗病菌的能力：

Humphrey et al. (2002)則利用表現乳鐵蛋白和溶

菌素的基因轉殖稻米餵飼肉雞時，發現乳鐵蛋白

和溶菌素具有替代飼料中使用抗生素之潛力。利

用基因工程重組酵母菌量產乳鐵蛋白，並添加於

飼糧中，證實對雞隻的生長性能與抗病力均有顯

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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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於飼料中作為疫苗佐劑增強免疫調節

的能力：使用乳鐵蛋白當做免疫增進劑及免疫品

質探針是新的策略。研究證實乳鐵蛋白為一有效

免疫增強劑，可增進接種IBDV疫苗後對抗IBD之

保護力，乳鐵蛋白亦擁有IL-12 及INF-γ 協同作

用之免疫能力，顯示經抗原攻擊後可充份引發IL-
12 及 INF-γ 產生足夠表現量，且使淋巴細胞趨

向於Th1 發展。乳鐵蛋白具有增強細胞免疫與促

進IBDV疫苗之效力。

一、前言

禽流感是由禽類流行性感冒病毒 (influenza 
virus)感染所引起，由於家畜衛生試驗與國際接

軌，具備完整的禽流感診斷流程。2012台灣公

佈流感疫情，各縣市防治所防疫人員及教學單位

教授親身處於現場第一線，持續為養禽場進行家

禽臨床檢查及訪視。禽流感疫情預防重於治療，

提供禽流感處理策略及因應措施，期望能為養雞

戶降低雞場染病風險，降低死亡率，減少經濟損

失，增加收益。

二、禽流感基本介紹

禽類所感染禽流行性感冒病毒，為一種

具封套的RNA病毒，可分為高致病性  (h igh-
pathogenic)和低致病性 (low-pathogenic) 兩種。

由H蛋白質切割位序列判定，高致病性H蛋白質切

割位含有多個鹼性氨基酸，低致病性含1個鹼性

氨基酸。感染高致病性禽流感病毒，臨床上呈現

雞冠發紺、腳鱗潮紅、食慾減退、綠色下痢便且

死亡率高。解剖後可發現腦血管怒張、腦軟化、

非化膿性腦炎，肺臟潮紅且支氣管內可見乾酪

物，腎臟明顯腫大、腎小管壞死、間質性腎炎，

肌腺胃交接處出血，胰臟萎縮、出血、壞死。各

處臟器可見血管炎，感染高致病性禽流感致死率

可高達75 %以上。低致病性禽流感因毒力低，局

限於肺內支氣管的分叉到二級支氣管，經常因免

疫抑制而繼發混合感染。無論高致病性或低致病

性，皆會造成一定程度的經濟損失 (1)。

三、傳染途徑

禽流感以直接接觸傳染為主，雞群密集，易

禽流感處理策略及因應措施之我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院獸醫學系 蔡信雄教授、吳宏毅助理教授、黃彥理獸醫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院動物疫苗所 莊國賓副教授

經由接觸或吸入富含病毒之糞便而感染。病毒可

由病死雞及糞便，雞場人員 (衣服、鞋子或器具

等)、交通工具 (飼料車、抓雞車、化製車、蛋車

等)，動物包括昆蟲 (蒼蠅)、哺乳類 (老鼠)、鳥禽 
(候鳥、麻雀、斑鳩、白鷺鷥、水禽等)等進入場

內，傳播病原，根據報告指出藉由風傳染比例約

佔18% (5)。蛋雞好發禽流感的三階段，包括自外

購入尚無設置隔離舍之中雞、初產期因為動情素

大量分泌以及產蛋進入高峰期時的產蛋緊迫，皆

是容易罹患禽流感的重要時期。 

四、發病雞群之處理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針對高致病性禽流

感陽性，採取樸殺清場策略，而台灣亦使用相同

方式，發生場周圍半徑3-10公里建立控制和監測

區，嚴格限制運輸進出，防止疫情爆發 (圖1)。爆

發後的因應措施採取根除策略，撲殺清場，政府

補償，隔離檢疫，生物安全防護。共存策略，全

場疫苗接種，撲殺病雞，然後生物安全防護，台

灣目前禁止疫苗接種。低致病性禽流感 (LPAI)陽
性場，並未強迫採取樸殺清場，目前並無一致處

理模式。美國採取移動管制，經檢測無病毒即可

管制區
半徑1-3公里

限制區
半徑1公里

必要時進行

環帶免疫

畜衛所儲備疫苗

H5 : 1000萬劑

H7 :  500萬劑

發生場

撲殺清場
所有家禽、

墊料、糞便

禁止移動

未圍網

撲殺不允補償

台灣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處理策略

圖1. 台灣高致病性禽流感處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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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日本法規明定H5、H7亞型禽流感為法定

動物傳染病，需採取撲殺清場措施 (6)。

五、禽流感因應措施 

國內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提

出強化措施，包括及時管制案例場，加強周圍場

調查監測、強化主動及被動監測禽流感、隨時啟

動全國禽流感防疫及配合查緝、協助地方防疫人

員，防杜非法疫苗使用，皆是應對禽流感，掌握

疫情、共同防範高致病性家禽流行性感冒入侵之

方針 (4)。

禽流感因應措施可參考圖2，飼主應選擇抗

病基因較強的雞種，主要是針對病毒性或細菌性

疾病。利用營養性免疫促進劑，調節及增強雞體

的免疫力。加強飼養管理：改善雞舍的建構、換

氣、設備及對疾病的監測，加強衛生消毒 (消毒

劑的正確選擇及使用)及厲行生物安全措施 (杜絕

病原於雞場外)。按時接種疫苗，注意疫苗選擇 
(種毒株血清型及毒力)及正確的保存 (4℃冷藏，

切勿冷凍)，正確的疫苗接種途徑、接種技術及接

種劑量 (IBD活苗正確的用法為飲水投予，而非點

眼或噴霧；ILT活苗最佳用法為點眼)，格外注意

疫苗接種的免疫適期及接種間距。流感病毒對酸

對熱及消毒劑等清潔劑具感受性，對外界環境無

強抵抗力，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報告，加熱雞肉、

蛋或其他禽類副產品，煮熟後即不具感染危險。

六、發病雞群限飼而非停飼

炎症會刺激花生四烯酸代謝並釋放其代謝產

物 (前列腺素和白細胞三烯，均為發炎的前驅物

質)，導致發熱、疼痛、血管擴張、通透性升高及

白細胞滲出等炎症反應。Aspirin能抑制花生四烯

酸的代謝，繼而減輕炎症反應；限飼 (減少40%
的能量)可減少花生四烯酸的代謝，而停飼將造成

重大的緊迫；此外，Omega-3能抑制花生四烯酸

的形成及代謝，而Omega-6則具有促進發炎的作

用。適當的比例為Omega-6：Omega-3 = 2：1 
(2)。

七、禽流感療法

1.呼吸道補助治療劑：包括鎮咳、化痰、抗組織

胺、支氣管擴張劑及解熱消炎劑等 (氯化銨對禽

流感無效)。

2.營養性免疫促進劑： 綜合營養劑，至少需含維

他命A、C、E及硒；β-Glucan。

3.抗菌劑：繼發細菌性呼吸道疾病 (CCRD)。
Enrofloxacin + Cephalexin、Doxycycline + 
Florfenicol、Ceftiofur或Lincospectin (針劑)： 
Lincomycin + Spectinomycin = Lincospectin 
( S p e c t i n o m y c i n從腸管的吸收性極差 )、
Colistin；雖對大腸菌有效，但腸管吸收性極

差。

4 . 抗病毒劑：台灣禁用化學性抗病毒劑，

金絲桃素、板蘭根、綠豆篁、干擾素 - γ 
(interferon-γ)、ND活毒疫苗均具有抗流感病

毒複製的作用。. 

5.抗細胞素 (anti-cytokines)：維他命E/硒、NAC 
(N-acetyl-cysteine)/glutathione (麩氨基硫)或
非固醇類抗炎劑 (non-steroid anti-infl ammatory 
drugs)。

6.抗氧化劑 (anti-oxidant)：維他命A、C、E及
硒、NAC (N-acetyl- cysteine) /glutathione或
α-lipoic acid。

7.活毒疫苗以不超過2小時為原則；益生菌以不超

過6小時為原則；抗菌劑以不超過12小時為原

則。一般抗菌劑在血中的有效濃度維持的時間

約6-8小時，故人類每天吃藥3-4次 (三餐後及睡

禽流感對策

清除

政府 協會

撲殺/補償 補償基金 疫苗接種 對症療法

撲殺病雞

生物安全 共存

圖2. 禽流感處理策略。

前各一次;24小時/6-8小時/次=3-4次)。在雞不

可能依人的方式給藥，因清晨及傍晚為雞飲水

量最多的時段，故可將一天的劑量分成2次給

予。若藥物的嗜口性不佳，則可加入選擇性味

蕾阻斷劑。投完抗菌劑後，應連續給予益生菌

3-5天，以重新建立腸道內的正常菌叢。麩氨基

硫是肺臟細胞內及細胞外最主要的具有保護性

的抗氧化劑，在調解肺臟上皮細胞的功能及炎

症前驅物的產生，均扮演重要的角色，故NAC 
/glutathione可作為TNFα、IL-6的拮抗劑 (3)。

八、疫苗接種

禽流感疫苗接種，可以增加雞隻對禽流感

病毒的抵抗力；雖可預防臨床疾病的發生，但無

法阻止其感染。正確接種品質良好的疫苗，可以

減少禽隻的排毒量及減少病毒的傳播機率。疫苗

的使用可以減少具感受性的族群，若能配合撲殺

清場，則不失為控制禽流感的有效工具。疫苗接

種的缺點，常會導致家禽產品無法出口，增加AI
病毒抗原性飄變 (antigenic drift)的風險，疫苗接

種的成本高。使用品質不佳的疫苗，反而促進病

毒的散播，若使用同源疫苗，將增加實驗室診斷

的困難度，需考慮哨兵雞的使用或發展次單位疫

苗。

ND活毒投予能夠產生干擾素，抑制雞隻體

內病毒的複製。干擾素保護期間約5天，但對細

菌無效。飲水投予、噴霧、皮下注射皆可，切記

噴霧注意噴霧顆粒之大小而皮下注射勿肌注。

疫苗接種可以防止臨床症狀的發生及死亡，

並可降低病毒在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增殖和排毒

量。接種自家疫苗或同一H亞型疫苗，是可獲

得特定的保護。對神經氨酸酶 (N)抗原產生的抗

體，僅具有一些保護作用。美國有全病毒死毒疫

苗及雞痘病毒重組疫苗 (H5)，核准上市；AI疫
苗使用，需經州獸醫師的核准；H5 + H7疫苗的

使用，需經美國農業部的核准。利用廣效性抗菌

劑處理罹患低致病性流感雞群，可有效控制病原

的繼發感染，提高雞舍溫度，可減少發生率及死

亡率。而抗病毒劑的使用，在台灣是不被許可的 
(2)。

九、生物安全防治

1.避免與野鳥、水禽、豬場及活雞市場接觸。

2.厲行管制人員、車輛、器具的進出，尤其是抓

雞車、飼料車及運屍車；嚴格隔離發病雞舍。

3.巡視雞舍時，先從健康雞舍開始，發病雞舍留

待最後。

4.進入雞場應戴口罩和眼鏡，鞋子踏入消毒水中

至少需浸泡20秒。

5.死雞應予燒毀、掩埋或送化製廠處理。 

6.噴灑消毒劑：鹵素類 (碘)、陽性消毒劑 (BKC、

Pacoma、Hyamine)或合成過氧酸類 (衛可、廣

衛)。

7.雞舍內有雞時，勿使用刺激性消毒劑 (石碳酸類

或醛類）。

8.注意顆粒大小 (50~80微毫米)，若低於30微毫

米，將會被吸入肺臟而引發大量雞隻死亡。

9. 早晚各噴灑一次，每次約5秒鐘 (噴霧器旋轉一

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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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產食動物是人類蛋白質的主要來源，隨著

食品安全與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視，任何藥殘問題

的揭露，必然躍上媒體重要版面，喚起大眾對食

品安全的重視與憂心。台灣跟隨歐盟的腳步， 自
2002.12公告開始禁用氯黴素及限縮含藥物添加

物品項使用於產食動物後,至今已有硝基呋喃類

（Nitrofurans）、Fluoroquinolones類之口服液劑

及散劑劑型、及受體素禁止輸入、製造、銷售；

含藥物飼料添加物則已刪除抗菌劑10項、抗寄生

蟲類3項、抗黴菌類1項。除此之外，政府對動物

藥品之使用與管理更加嚴謹，2005.4頒佈獸醫師

（佐）處方藥品販賣及使用管理辦法，規範動物

藥品之銷售與使用皆需經獸醫師開具處方箋始能

買賣及使用，其目的在於防止動物藥品濫用與維

護公共衛生安全。

生長促進劑(Growth promotants)是一種非

營養性飼料添加劑，能夠促進生長及改善飼料利

用效率之添加物，其範圍包括：抗菌劑(抗生素及

化學治療劑)、驅蟲劑、益生菌(probiotics)、益菌

素(prebiotics)、合生素(synbiotics)、酵素、酸化

劑、植生素(phytobiotics)，其中抗菌劑對於畜牧

產業的發展，無論在改善生長性能、降低飼養成

本等方面，過去都作出了巨大的貢獻，現今抗菌

劑已逐漸退出促進生長的角色，經由飼養管理技

術、品種改良、設備更新、飼料營養發展及抗菌

劑替代物之應用等方法，也可以同樣達到動物促

進生長改善飼料效率的目的，抗菌劑則著偏重於

疾病之預防與治療並在嚴格限制下使用。

二、 抗微生物生長促進劑
(antimicrobial growth 
promoters, AGP)之作用

植生素在禽畜生長促進劑
之應用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藥處營業部部經理 王建興 獸醫師

抗微生物生長促進劑(antimicrobial growth 

promoters, AGP)作為飼料添加劑能有效改善生長

及飼料效率，在尋找有效的抗微生物生長促進劑

替代品時需了解其抗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促進生長

之作用機制。目前至少已提出四個作用機制，解

釋抗微生物生長促進劑之生長促進作用，1)AGP

抑制亞臨床性的感染因而降低先天性免疫系統的

代謝成本；2)降低由微生物產生的生長抑制代謝

物(如氨及膽汁降解)；3)減少微生物營養物利用

及4) 因餵飼AGP的動物腸壁變薄而促進營養物之

吸收與利用。這些觀點都指向腸道微生物菌叢間

接或直接抑制動物生長及AGP的作用機制是以抗

生素的性質為基礎。通常，AGP對無菌動物缺乏

生長促進效果及無菌動物接種細菌後抑制生長，

此為此假說之有力論證，也是有時候AGP被稱之

為生長容許(growth permitting)而不是生長促進。

上述四個AGP作用機制顯示仍各有不同的

弱點，至少沒有考慮到對宿主的直接影響。例如

AGP以低於治療劑量下投與，且長期之下已知

可能對病原菌及其他細菌產生抗藥性，因此，對

細菌之抑制作用如何產生促進生長之效果仍不清

楚。作用機制2)及3)之依據假設是AGP經抗生素

選擇性的作用影響某些細菌族群，然而此必須在

抗生素濃度高於MIC才成立，低濃度下(低於MIC)

如何運作仍不清楚。作用機制4)之關於營養物之

吸收假設是黏膜厚度與吸收是逆相關，在文獻資

料裡沒有數據顯示使用AGP實際擴大腸黏膜面

積，吸收能力的簡單概念是取決於全部黏膜表面

之絨毛端而不是黏膜厚度，另一個影響吸收的是

上皮細胞的分化程度，攝取不同的營養物會有不

同的結果。

大部分抗生素具有非抗生素性的消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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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公認的許多抗生素有其他的生理作用，其中

大部分是特定一類的化合物。然而，此類抗生素

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它們在炎症細胞聚積，大部

分抗生素的聚積促進殺死細胞內的細菌及抑制(部

分)的先天性免疫反應，抗生素也顯示抑制炎症

細胞一種或多種以上不同功能，趨化性、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的產生及促炎細胞激素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的產生，尤其促炎細

胞激素對生長影響最為重要。炎症細胞因病原侵

入、組織損害而活化分泌產生促炎細胞激素造成

肝蛋白質(hepatic protein)轉向急性期蛋白 (acute 

phase protein)產生、肌肉組織代謝分解及食慾不

振，因此炎症反應很清楚的是一個最大的生理費

用，也由此可說明抗生素的消炎作用是一個好的

生長促進作用，且也以囓齒動物模式證明口服次

治療劑量(sub-therapeutic)四環素負向調控(down 

regulated)腸道黏膜免疫反應。此理論也預期非

抗生素消炎化合物如非類固醇消炎藥物(NSAID)

如Aspirin也有生長促進之效果，實際情形也是如

此。另外已選做AGP的抗生素也都與抗生素消炎

作用有關如表(一)。因此大部分的論證指向AGP

的消炎作用，能降低能量的浪費及節省能量供生

產所需。

因此選擇AGP的替代物必須是非抗生素化

合物具備可在炎症細胞蓄積及抑制炎症反應的產

品。而且其研究可以在實驗室以分離的細胞及細

胞株完成。最後，AGP的非抗生素性消炎機制

(nonantibiotic anti-inflammatory mechanism)其

理論、觀察與解釋與菌叢管理理論(microflora-

management theory)並沒有矛盾及不一致。

三、 植生素(phytobiotics)之定義

植生素(phytobiotics)其定義為：源自於植

物之天然生物活性(bioactive)複合物可添加於飼

料中改善動物的生產性能及福利。這個定義說明

產食動物在一般實際條件下，其目的是使用於健

康動物的一種飼料添加劑而不是獸醫使用於診斷

健康問題之預防和治療疾病。植生素包括：藥草

(herbs)、植物(botanicals)、香料(spices)及其萃

取物，常以固型物(solid)、乾燥物(dried)、研磨

物(ground)或萃取物(extract)之型式使用。

四、 植生素(phytobiotics)之作用

植生素的活性化合物是植物的二級成份，其

主要的作用模式經常不足以說明生體內最後的結

果，特別是植生素經常含有多種有益及潛在有害

的化合物，這取決於各自的物性及劑量。然而從

傳統醫學的常識及最近動物試驗的經驗顯示植生

素做為改善動物生產性能的接受性大幅提升，如

附表(二、三)。以下簡短描述植生素在禽畜的主

要功能：

1、 直接抗微生物效果(Direct 
antimicrobial effects)

某些植物來源的生物活性物質與抗微生物

劑一樣，藉由調節微生物細胞膜的作用達到抑

菌的效果，Kamel研究顯示最低抑菌濃度(MIC50)
及最低殺菌濃度(MBC50)與植物萃取物的純度及

活性物質的濃度相連結。而且,微生物在某些植

物萃取物中，疏水性大幅增加，可影響微生物

細胞的表面特性因而影響微生物的毒性。此概

念已應用於腸道使一些病原菌附著於腸黏膜細

胞能力受到微生物疏水的表面性質強烈影響。

各種的精油(essential oil)混合物含有天然的多

酚化合物(polyphenolic compounds)或類黃酮

(Flavonoid)，做為主要活性成份，已被認為具有

抗微生物及抗氧化劑潛力，因此添加精油混合物

於肉雞日糧內，可建立腸道健康菌叢，有助於適

宜的消化作用及改善禽類生產效能。

2、 益菌素的效果(Prebiotic 
effects)

植生素此效果屬於間接性，腸道微生物菌

叢利用此生物活性化合物做為自己的代謝產生的

代謝物，此代謝物具有益菌素的效果。目前已觀

察到益菌素的寡醣類和某些植物萃取物經由提供

連續性的特殊基質以保護腸道菌叢或經由降低機

會性病原菌叢生長產生的風險，而影響腸道有益

菌叢的生長。且已知腸道環境的保護在降低動

物疾病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從磨菇及植物來的

生物活性化合物，已確定為刺激如lactobacilli及

bifidobacteria有益菌之分化，而不會促進病原菌

之增長。

3、 競爭性阻斷細菌之附著
(competitive blocking of 
bacterial adhesion)

凝集素-碳水化合物(Lectin-carbohydrate) 

受體(receptor)相互作用為病原菌附著於腸黏

膜上皮刷緣的主要機制。許多益菌素及植物

源之生物活性物質可直接作用於某些病原菌

經由｀凝集素受體＇機制(lectin-receptor)(凝

集作用 )附著病原菌或阻斷病原菌附著進入腸

黏膜層。從酵母細胞壁來之磷酸化甘露寡醣

(mannanoligosaccharides)(MOS)已有廣泛之研

究，在實驗室條件下，日糧添加MOS可降低雛雞

沙門氏菌TYPE 1 線毛(fi mbriae)盛行率。

4、 免疫刺激劑效果

 已知某些植物多醣體可做為免疫刺激劑

(佐劑效果)。產食動物之腸道相關淋巴組織(gut-

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扮演重要角色。最

近研究顯示從二種磨菇(香菇Lentinus endodes 

及  白木耳Tremel la fuci formis )及草藥 (黃耆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radix) 可做為雞的免

疫促進劑或調整劑，活化先天性(innate)及適應性

(adaptive)或專一性免疫力包括細胞性及體液性

免疫。

5、 消化酵素的刺激(stimulation 
of digestive enzymes)

刺激消化道如唾液、消化酵素、膽汁及黏液

被認為是植生素核心的作用模式。植物源的生物

活性化合物對於產食動物促進生長，其他可能作

用模式為作用於消化酵素活化。有報告指出日糧

添加果寡糖(fructooilgosaccharides)可增加澱粉

酶及蛋白酶的活性而改善公肉雞的日增重。另有

以商品化精油產品與乳酸併用，顯著增加禽類腸

道及胰臟黏膜消化酵素之活化，因而顯著的促進

生長。

6、 消炎效果 Anti-inflammation

細胞核轉錄因子(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kB)存在於各種免疫細胞內，對於炎症及免

疫反應中調節促炎細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interleukin-1, -2, -6, -8)及促炎媒介

物(ICAM-1, iNOS and COX-2)扮演重要的角

色。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kB)被認為是

藥物開發的主要目標。血根鹼(sanguinarine)

（benzophenanthridine的生物鹼），一個已知

的消炎劑，是一種強烈抑制NFkappaB的活化

的抑制劑。以血根草(Sanguinaria canadensis )

萃取物50PPM做為豬生長促劑之試驗顯示血根

鹼(sanguinarine)可以顯著改善日增重7.5%(初

期-60kg B.W)，至體重95KG時，日增重可以改善

6.9%，試驗持續到106KG體重與對照組比較日增

重差異達4.5%。

四、結論

已有無數的報告關於植生素清楚有效應用於

禽畜胃腸道功能改進進而，改善生長性能。但也

曾觀察到動物生長性能不一致的效果，此可能與

動物的營養狀態及衛生條件特別是實驗環境下有

關。也有可能與因氣候、季節、收割方式而影響

成份的穩定性。因此選擇有效性一致與安定性的

植生素必須是可以標準化的如物種鑑定、關鍵成

份指標之定性、定量分析；主要成分藥理性質與

作用、安全試驗、動物生體內、外試驗及動物效

果試驗等資料。若以植生素做為AGP的替代物除

需具備對腸道菌叢影響功能外，同時最好擁有或

搭配消炎作用的植生素，才能完全發揮動物促進

生長之功效。總之，植生素不能照護特定疾病及

胃腸道障礙或彌補不良環境條件之損害，但確定

可以穩定腸道健康與功能而使動物生產性能得以

完全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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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抗生素蓄積於吞噬細胞內能抑制其功能及與當做抗微生物生長促進劑(AGP)之關係

抗生素(類) 細胞內外濃度比(C:E ratio) 抑制吞噬細胞作用 過去或現在使用於AGP

氯黴素 4 No No

β-Lactams ＜ 1 No/some/limited No/some/limited

四環素類 2 Yes Yes

Quinolones 5 No No

巨環類 10-100 Yes Yes

胜肽類 40 Yes Yes

C:E ratio=the cellular:extracellular concentration           (T.A. Niewold 2007)

表（二）用於豬之植物萃取物

植物 效果 參考資料

牛至,肉桂,墨西哥番椒 減少迴腸菌量,增加乳酸菌:腸桿菌比例 Manzanilla et al. (2004)

蔘果葳(罌粟科博落迴屬之生物鹼) 增加生長猪日增重及飼料轉換 Borovan.(2004)

肉桂, 麝香草屬,牛至 抑制小猪腸道大腸桿菌 Namkung et al.  (2004)

麝香草屬,丁香,牛至,丁香酚及香芹酚 改善猪生長性能 Oeeting et al.  (2006)

丁香,牛至 猪之生長性能與抗菌劑類似 Costa et al. (2007)

商品化草本萃取物 日增重增加,肥育猪降低飼料轉換率 Liu et al. (2008)

大蒜萃取物,大蒜素
改善體重,腸絨毛型態及非特異性防禦機

制(小猪)
Tatara et al. (2008)

山茶 降低小猪梭菌及腸球菌數量 Zanchi et al. (2008)

 (H. Vondruskova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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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植物源生物活性物質與腸道有關微生物菌叢之作用

益生素或植生素 動物別 益生素或植生素之證據 參考資料

麝香草屬, 西洋耆萃取物 肉雞 降低C.perf ringens在盲腸數量 Manzanilla et al. (2004)

辣椒素.香芹酚.及肉桂醛混合物 肉雞 降低C.perf ringens及大腸桿菌在直腸數量 Jamroz et al. (2003a)

磨菇萃取物 肉雞
增加Bifidobacteria及lactobacilli及減少大

腸桿菌在盲腸數量
Guo et al. (2004)

辣椒液.香芹酚.及肉桂醛混合物 離乳猪 增加空腸乳酸菌:腸桿菌比例 Manzanilla et al. (2004)

從黃豆粉萃取之果寡糖及水溶

性多醣類
肉雞 增加盲腸乳酸菌,降低E.tenella之數量 Lan et al. (2004)

Carbohydrate-base cocktails 肉雞
降低Salmonella typhimurium及

Campylobacter在嗉囊的數量
Hinton et al. (2002)

茶苣果醣聚合物 肉雞
在肌胃及小腸增加乳酸菌量,減少大腸E.coli, 
Campylobacter 數量.

Yusrizal and Chen(2003b)

洋薑果醣聚合物 肉雞 降低C.perf ringens在盲腸數量 Kleessen et al. (2003)

果寡醣 肉雞
增加Bifidobacteria及lactobacilli及減少大

腸桿菌在迴腸盲腸數量
Xu et al. (2003)

落葉松阿拉伯半乳聚醣 犬
增加Bifidobacteria及lactobacilli及糞便中

C.perf ringens減少
Grieshop et al. (2002)

落葉松阿拉伯半乳聚醣 人類 糞中lactobacilli 增加 Robinson et al. (2001)

刺槐阿拉伯半乳聚醣 人類
糞中乳酸菌增加, Bif idobacteria及
lactobacilli

Cherbut et al.(2003)

(J.K. Vidanarachchi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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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植生素Phy tob io t ics是指從天然植物中

萃取的活性物質，具有改善禽畜腸道健康及

免疫調整能力之特定功能性產品，可作為抗

生素生長促進劑 ( A G P ' s )的替代物。蔘果葳

SANGROVIT®是100%純天然植物性產品，其

萃取自具有非凡抗病力的多年生植物-罌粟科博

落迴屬Macleaya cordata，具有消炎和提高營

養物利用率的效果。四苯菲里啶類(Quaternary 
Benzophenanthridine Alkaloide，QBA)和普羅

托品類(Protopine Alkaloide，PA)生物鹼是主要

的活性物質，其應用於自然療法作為促進消化和

消炎已經超過一百年。例如，應用於人/畜藥用

植物和牙醫治療-牙膏與口腔清洗劑中用於抗牙

菌斑。蔘果葳是由德國Phytobiotics公司自主生

產，原料從種植到收穫、萃取以及通過加工穩定

活性成分和微粒化製程，每一步驟都經過嚴密的

監控。蔘果葳的能力是非常獨特的，能夠廣泛的

應用在各種對象動物的預拌劑和混合於飼料中，

其使用效果特別是在豬、牛和家禽已經被證實。

這是因為其活性成分含有苦味物質能刺激唾液分

泌和刺激胰臟和肝臟等消化器官的作用，促進消

化提高營養物吸收和營養份的利用率，釋出更多

可利用氨基酸到動物的組織器官作為肌肉生長。

同時，抑制由腸道微生物所分泌的氨基酸降解酶

amino acid degrading enzymes，AADE)，而

提高氨基酸之利用率，特別是離氨酸(Lysine)和
色氨酸(Tryptophan);消炎(Anti-inflammation)是
蔘果葳另一項獨特的能力，通過抑制身體發炎的

主要調節物質-細胞核轉錄因子(Nuclear Factor-
Kappa B，NF-kB)，迅速消除各種腸道炎症，

包括營養性、細菌性和病毒性等引起的腸粘膜發

炎。結論是蔘果葳SANGROVIT®提高飼料採食量

和消化性能以及消除腸道發炎降低對能量和營養

素的消耗，改善飼料換肉率和屠體品質，對於提

蔘果葳SANGROVIT®

在禽畜產之應用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藥處產品群經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畜產學碩士 吳明勳 獸醫師

高禽畜生產性能具顯著的經濟效益。使動物發揮

最大的生長和生產潛能，使健康的動物更健康。

二、 蔘果葳SANGROVIT®的活性成
分

博落迴Macleaya cordata爲罌粟科博落迴屬

多年生大型草本植物，高約2.5公尺，根粗大莖直

立中空，葉面大呈鋸齒狀光滑，屬於大型圓錐花

序無花瓣，花期6-8月，果期7-10月，果實為蒴

果狹倒卵形。如(圖一)。長久以來大量的研究發

現：其萃取物具有抗菌、消炎、殺蟲殺蛆、改善

肝功能、增強免疫力、抗腫瘤等多種作用功效。

整株植物可作為止痛劑、抗水腫、驅風劑和利尿

劑。莖葉汁液用於治療蚊蟲叮咬。莖葉煎煮後用

於治療癬病。博落迴果實、根莖及全草中均含有

豐富的生物鹼成分，主要的活性物質是四苯菲里

啶類(QBA)和普羅托品類(PA)生物鹼，其中以血

根鹼(Sanguinarine，SA)作為標準化定量成分單

位。例如，蔘果葳含有1.5%血根鹼(SA)。

三、 蔘果葳SANGROVIT®的安全性

蔘果葳的活性物質已長期應用於人類藥物

中，所以安全性已經得到了全面的檢測和肯定。

在許多豬和家禽試驗證明，即使在極端過量添加

圖一、罌粟科博落迴屬植物 

情況下(100倍)，蔘果葳也沒有不良影響。另外，

大量的毒理學試驗證實蔘果葳的廣泛安全性。如

表1.。

1.1 提高氨基酸利用率-肉雞田間試驗(日本，

2004)

肉雞田間試驗於日本伊藤忠商事。探討蔘

果葳對肉雞色氨酸利用率的影響。試驗分成2個
處理，分別是對照組、蔘果葳組20mg/kg feed 
(20ppm)。試驗肉雞分別在第30天和第50天，

採血測定血漿中色氨酸含量。對照組第30天和

蔘果葳組第30天和50天，血漿中色氨酸含量

(mg/100mL血漿)分別是1.02、1.09、1.22，分

別提高6.42%和16.39%。結果顯示肉雞飼料中添

加蔘果葳可提高色氨酸利用率並與添加時間成正

比，如(圖三)。

圖二、蔘果葳提高氨基酸利用率的作用機制
示意圖

四、 蔘果葳SANGROVIT®的作用機
制

1. 提高氨基酸利用率

動物攝取飼料中蛋白質，最重要的目的，在

於消化蛋白質以吸收其氨基酸，並利用所吸收的

氨基酸，在體內合成身體所需的蛋白質及製造身

體所需具生理功能的氨基酸，多餘的氨基酸，則

可被用於燃燒(氧化)，提供身體熱量(能量)，或者

也可被轉化為脂肪，貯存於體內。消化蛋白質的

過程，簡單說，就是先於口腔中咀嚼，把食物進

行初步機械性攪碎，再進入胃中消化，然後再進

入小腸消化，最後再經由小腸細胞及小腸絨毛吸

收，然後透過微血管送至肝臟，經由肝臟代謝轉

換，再傳送至全身各處。不過在此同時腸內微生

物群也需要氨基酸，分泌氨基酸酶分解形成酮酸

(a-keto acid)類物質及氨(ammonia)供其利用。蔘

果葳能夠降低由腸內微生物群分泌的氨基酸酶在

小腸的降解作用，優化氨基酸新陳代謝，促進氮

平衡，降低血液中尿素含量，減輕肝臟的解毒負

擔，而有利於肝臟健康。除此之外，因提高上消

化道氨基酸/蛋白質利用率，降低下消化道细菌的

營養供给而有利於動物健康。蔘果葳提高氨基酸

利用率的作用機制示意圖。如(圖二)。

表1.蔘果葳SANGROVIT®的毒理學試驗

OECD規範 對象目標 結果

Acute toxcicity test急性毒理試驗 423 動物安全

Acute dermal irritation test 急性皮膚刺激性試驗 404 操作人員安全

Skin sensitation, maximisation test 皮膚致敏試驗 406 操作人員安全

Mutageniicity study, Ames test 誘變試驗,艾姆斯氏試驗 471 動物安全

Clastogenic activity test, Chromosome aberration test 致染色體斷裂活

性試驗,致染色體畸變試驗
473 動物安全

[註]: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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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高氨基酸利用率-QBA和PA生物鹼對肉雞

代謝和生長性能的影響(匈牙利，2010)

試驗目的在探討蔘果葳(QBA+PA)對肉雞血

清中氨基酸濃度的影響。試驗分成4個處理組(對
照和3個處理)，為期38天，選用Ross 309雞種，

每欄關養250隻，每個處理共有750隻，3個重

覆。

4個處理分別是:對照組(Ⅰ):依據NRC(1994)
推薦之飼料配方。處理組 (Ⅱ )蔘果葳3 0 m g /
kg feed(30ppm)。處理組(Ⅲ)Red. XP:降低

1 %粗蛋白質和降低可利用氨基酸 ( A A s )離
氨酸 (Lys)10%、蛋氨酸 (Met )10%、色氨酸

(Tryp)10%、羥丁氨酸(Thr)10%(一期料)，6%(二
期料)，5.9%(三期料)。處理組(Ⅳ)Red. XP+蔘果

葳30mg/kg feed(30ppm)。

血液樣品-氨基酸利用率:

飼料中降低1%粗蛋白質和氨基酸含量(處理

組Ⅲ)，其胱氨酸、色氨酸和羥丁氨酸含量均比

對照組(Ⅰ)低(0.07, 0.033, 0.13 vs. 0.08, 0.036, 
0.14)。相同飼料的蔘果葳(處理Ⅱ)和與對照組

(Ⅰ)比較，其氨基酸含量均比對照組高，特別是

離氨酸(高出16.67%)。飼料含有蔘果葳補充物於

降低1%粗蛋白質和氨基酸(Red. XP+蔘果葳，處

理組Ⅳ)，會正面影響血清中氨基酸含量。比較

處理組Ⅲ，Red. XP+蔘果葳明顯增加總可利用氨

基酸(胱氨酸、蛋氨酸、離氨酸、色氨酸和羥丁

氨酸)含量(0.08, 0.06, 0.19, 0.035, 0.14 vs. 0.07, 
0.05, 0.18, 0.033, 0.13)。如(圖四)。

蔘果葳雖然無法完全代償降低1%粗蛋白質

和氨基酸飼料，但是比較兩組相同粗蛋白質和氨

基酸飼料(處理組Ⅰ和Ⅱ，Ⅲ和Ⅳ)，都有提高血

清中氨基酸含量。這可以說蔘果葳確實對氨基酸

代謝有正面影響，且從試驗中因為氨基酸利用率

有提高的趨勢，因而導致提高肉雞的生長性能。

2. 消炎作用

消化道中的蛋白質和肌肉系統中的蛋白質分

別佔身體總蛋白質的4%和43%。然而，消化道合

圖五、炎症消耗能量和營養素示意圖

圖三、蔘果葳對肉雞色氨酸利用率的影響
圖四、蔘果葳對血中氨基酸濃度的影響

成的蛋白質佔總蛋白質合成量的20%(相反肌肉裏

僅合成了29%)。這與蛋白質的量相比，消化道的

蛋白質合成率是肌肉系統的10倍。試驗證實，當

腸道發炎時蛋白質合成率明顯升高，藉以因應炎

症反應所需的營養素，這會影響肌肉蛋白質合成

和造成日常生長停滯。發炎可消耗達30%的能量

和營養素，這對生產性能和經濟效益有顯著的不

良影響。如(圖五)。

免疫系統由兩個功能不同的部分所組成，

其中全身性的部分是屬於立即性的免疫反應，

以及最大的部分 – 具有某種耐受程度的粘膜免

疫系統，即腸道相關淋巴組織(Gut-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GALT)，是動物體內最大的

免疫器官，80%的免疫系統是與腸道有關。這

兩大部分在先天性的免疫反應(innate immune 
response)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換言之，就是由

腸道發炎引起的免疫反應。當组織受到發炎物質

刺激(例如細菌毒素、病毒和氧化緊迫)，存在於

細胞質的不活化轉錄子(NF-Kappa B)被激活移動

到細胞核內，活化細胞核內的基因產生發炎介質

(細胞因子、成分因子、一氧化氮合成酶)。蔘果

葳主要的活性物質四苯菲里啶類(QBA)和普羅托

品類(PA)生物鹼，能抑制轉錄子NF-KB進入細胞

核內的通路，降低發炎介質產生。如(圖六)。

圖六、蔘果葳消炎的作用機制示意圖

2.1 消炎作用-蔘果葳和氯四環素CTC處理對保育

豬接種傷寒沙門氏菌糞便排泄和腸粘膜完整

性的影響(美國北卡羅來納大學，2007)

選取5週齡無感染沙門氏菌之離乳女豬共17
頭，採用完全逢機設計，3個處理，分別是對照

組5頭、蔘果葳組(50mg/kg feed，50ppm)6頭和

氯四環素CTC組(60ppm)6頭。關養在個別欄，各

附1個自動飲水乳頭及1個飼槽，飼料及飲水採任

食方式。飼餵二種不同飼糧配方，第一期(第0到
14天):粗蛋白質CP 20.12%、離氨酸Lys. 1.33%
和第二期(第15到40天):粗蛋白質CP 19.63%、離

氨酸Lys. 1.23%。試驗為期40天，試驗開始(第
0天)口服接種S. typhimurium 1.5x108 CFU/頭，

並分別在第2、6、12、19、26、33、40天，採

集糞便檢驗估算每公克糞便微生物最有可能數量

(Most Probable Number，MPN)。此外，利用

高、低跨膜電阻的機制(Mechanism of high and 
low transepithelial resistance，TER)，探討蔘果

葳和氯四環素CTC處理對保育豬接種傷寒沙門氏

菌對腸粘膜完整性的影響。

結果顯示，飼料中添加蔘果葳其糞便微生物

較快排清。證明蔘果葳的消炎作用，腸道迅速恢

復健康，使傷寒沙門氏菌病原微生物無法附著，

並與糞便一起隨著腸道蠕動排出。如(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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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蔘果葳和CTC處理對保育豬接種傷寒沙門氏菌糞便
排泄的影響 

受感染發炎的粘膜壁具有更

廣泛的緊密連接，這使得病原體和

其他有害發炎物質更容易附著堆積

在粘膜壁上。利用電流通過粘膜

壁(體內)的電阻高低，如(圖八)顯
示，受傷粘膜與健康粘膜的比較。

結果顯示，蔘果葳發揮消炎作用

改善腸道健康，使腸粘膜更薄和更

緊密，故可獲得較高電阻。如(圖
九)。

五、 結論

蔘果葳SANGROVIT®不是抗

生素，但是能夠提供消化促進和消

炎效果，被認為是最佳的抗生素生

長促進劑(AGP’s)替代物，使健康

動物更健康，發揮最大的生長和生

產潛力，使衰弱動物迅速恢復健

康，提高群體整齊度和生產性能。

蔘果葳SANGROVIT®從標準化活性

成分萃取、嚴謹生產製造流程、專

家學者研究發展到應用於禽畜產實

證經驗，證明蔘果葳SANGROVIT®

是真正蘊含智慧與品質(IQ inside)
結晶的產品。飼養者，預拌料業者

和飼料生產者多年來長期使用蔘果

葳SANGROVIT®以提高生產量。蔘

果葳SANGROVIT®已建立了標竿，

更高的飼料採食量，更好的飼料換

肉率和提高動物活力，這些已經取

得世界性的聲譽。

參考文獻(略)

圖八、受傷粘膜與健康粘膜的比較 

圖九、蔘果葳對腸粘膜完整性的影響 

一、前言 

近年來隨著台灣人口結構與生活型態的改

變，以及在少子化、高齡化、單身化以及人際關

係疏離等種種因素影響下，國內近年來興起一股

飼養寵物的風潮，而寵物在現代人心目中的角色

及重要性也與以往截然不同，由先前的功能性用

途(如看家、防盜等)，轉而成為現代人不可或缺

的生活伴侶甚至是家庭成員。現代人與寵物之間

早已跳脫過去的功能性及主從關係，而發展出另

一種相互依賴、朝夕與共的親密關係。而隨著寵

物與飼主關係的改變與日益密切，提供寵物各式

商品及服務需求的寵物產業也應運而生並逐年增

加，其產業範圍相當廣泛，包含寵物食品、用

品、醫療保健、買賣及服務業等，所有由寵物日

常生活所延伸出之食、衣、住、行、育、樂等生

活需求，甚至身後事的處理皆屬之，在在顯示國

內寵物相關市場越來越多元化，且越來越擬人

化。而在這樣的風潮之下，台灣從事寵物相關產

業的業者也越來越多，尤其近年來更是蓬勃發

展，其整體的市場規模與商機已不容小覤。

本文將針對台灣目前寵物市場加以概述，並

進一步就目前與公司業務範疇較為相關的寵物醫

療保健市場進行深入淺出的分析與探討。

二、全球寵物產業發展趨勢 

全球寵物市場若依市場規模大小來說，以

寵物食品所占市場比重最大，其次為寵物用品、

醫療服務等，資料指出，2009年全球寵物食品市

場已達504億美元，預估2014年將成長至628億
美元，而成長最快速的則是寵物用品市場，預估

2014年全球寵物用品市場將成長至355億美元。

以地區而言，其主要寵物市場仍集中於北美、西

台灣寵物市場分析及
未來發展策略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藥處產品群經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畜產學碩士 曾養耀

歐、日本及澳洲等已開發國家，約占全球寵物市

場85%，其中又以美國寵物市場產值最大，其多

年來市占率皆超過全球寵物市場的一半以上。但

近年來隨著俄羅斯、波蘭、匈牙利、印度、中國

大陸、巴西、阿根廷及墨西哥等國經濟的快速成

長，以及國民消費力提高與寵物飼養數量增加等

因素帶動下，這些國家的寵物產業也正在蓬勃發

展，未來商機值得密切注意。

至於臨近的日本，前幾年雖然受到經濟泡沫

化以及民眾飼養意識改變的影響，其寵物飼養數

量並無太大的成長，但由於飼主願意花在心愛寵

物的支出比例越來越高，因此其國內寵物業整體

產值仍不斷的增加，且正朝著「伴侶化」、「室

內飼養」、「小型化」以及「高齡化」等趨勢持

續發展。反觀國內寵物市場也正追隨著日本的腳

步，甚至加入創新性、高機能性與在地化等元素

(陳盈綸，2012碩士論文)，未來發展趨勢更值得

我們投與更多的關注。

三、國內寵物產業概況與市場商機 

台灣寵物市場規模及潛在商機究竟有多大，

多年來各界總是各說各話，莫衷一是，究其原因

不外乎是每個人對寵物市場的定義及看法不同，

加上各項產業資訊或正確資料的取得不易，若再

考量不願曝光的隱性(收入)市場等因素，其正確

統計數據更加難以掌握。以下個人僅就國內寵物

市場各項統計數據及評估資料做一整理、分析與

陳述，希能提供業界參考。

(一) 國內犬貓飼養隻數統計與流行
趨勢

　依據農委會委託台大費昌勇教授所做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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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家犬家貓數量調查報告資料指出，近幾年家犬

的隻數持續呈現減少趨勢，由2007年的132萬多

隻，逐步降低為2011年的124萬多隻，5年間數

量減少約8萬隻。至於家貓的數量則有所成長，

由2007年的28萬多隻，增加為2011年的30萬多

隻，顯示國人飼養寵物的風氣似乎有跟隨日本，

逐漸轉向「伴侶化」、「室內飼養」、「小型

化」以及「高齡化」的趨勢，至於其原因是否與

近年來政府相關單位實施寵物登記(晶片植入)，
執行流浪狗結紮及人道安樂死，同時鼓勵國人以

認養取代買賣，以及噪音管制法規定日趨嚴格造

成飼主困擾或其他因素影響，則有待進一步的了

解。

(二) 國內寵物市場規模與商機

根據Euromonitor市場研究報告指出，2009
年臺灣寵物用品及食品市場分別為新臺幣64億及

78億元，且預估2015年將分別成長至新臺幣79
億及93億元，其2010-2015年複合成長率分別為

3.4%及2.9%，分別占國內寵物相關產業比重的

前1、2名。筆者依此推估，國內去(2012)年寵物

用品及食品市場規模分別約為71億及85億元，如

加上其他相關產業，則個人推估全年整體市場產

值約為230億元，至於各相關產業的規模及分配

比例則如表2所示。探究國內寵物市場產值持續成

表1. 歷年全國縣市別之家狗家貓飼養頭數調查資料

年度 全國總戶數 養狗總戶數 養狗家庭比例 每戶狗數 全國總狗數

2001 6,750,837 1,134,141 16.80% 1.49 1,790,179
2003 7,005,481 1,085,840 15.50% 1.48 1,355,213
2005 7,204,891 900,611 12.50% 1.54 1,131,374
2007 7,389,326 1,033,767 13.99% 1.55 1,321,438
2009 7,668,058 1,028,290 13.41% 1.5 1,271,920
2011 　 　 　 　 1,241,910

年度 全國總戶數 養貓總戶數 養貓家庭比例 每戶貓數 全國總貓數

2001 6,750,837 210,576 1.80% 1.71 171,157
2003 7,005,481 246,596 2.20% 1.71 217,081
2005 7,204,891 216,756 2.19% 1.67 217,049
2007 7,389,326 248,713 2.76% 1.67 280,638
2009 7,668,058 214,706 2.80% 1.59 281,600
2011 　 　 　 　 302,846

資料來源：農委會委託台大費昌勇教授調查資料(每2年統計一次)

長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係由於各項原物料價格上

漲，導致各種寵物產品的售價也跟著調漲，另一

方面係因為民眾願意花在寵物身上的支出越來越

高，飼主們希望能提供給『毛孩子』更好也更完

善的生活，有些飼主甚至將其本身的生活習慣與

消費型態反映在寵物身上，因此雖然近幾年每戶

家庭可支配所得沒有增加太多，甚至呈現負成長

(表3)，但寵物主花起錢來仍毫不手軟，也使得近

年來國內家犬家貓整體飼養數量雖然呈現下降趨

勢，但在寵物犬貓飼養比例相對增加的情況下，

其整體市場前景仍相當看好。

表2. 2012年國內寵物市場規模及分配比例

分項 比例 (%) 金額 (億)
寵物食品 37 85
寵物用品 31 71.3

寵物醫療保健 13 30
寵物買賣 6 13.8
寵物美容 6 13.8
寵物訓練 2 4.6
寵物餐廳 1 2.3
其他 4 9.2
合計 100 230

註：寵物食品銷售管道：專業通路60%，量販通路40%。
    寵物用品銷售管道：專業通路70%，量販通路30%。

專業通路：動物醫院、寵物美容店、連鎖寵物店、大型寵物用

品店等

量販通路：超市、量販店、飼料行、便利商店等 

表3. 台灣歷年家庭戶數及每戶可支配所得統
計表

年度 / 項目 家庭戶數
每戶可支配所得

(NT$)
90 6,730,886 868,651
91 6,839,390 875,919
92 6,961,560 881,662
93 7,083,445 891,249
94 7,206,883 894,574
95 7,307,999 913,092
96 7,414,281 923,874
97 7,544,629 913,687
98 7,688,014 887,605
99 7,840,923 889,353
100 7,959,828 907,988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表4. 台北寵物用品展歷年參展資料

年度 攤位數 廠商數 參觀人數

2009 323 88 ─

2010 388 105 137,688
2011 600 200 154,989
2012 720 240 161,813

表5. 國內主要市售寵物食品廠商

分項 寵物飼料

外商公司

Hills(希爾思)
Royal Canin(法國皇家)

Solution(耐吉斯)
Acana(愛肯拿)

Nitro(美士)
Toma-Pro(優格)

國內廠商
Pro's choice、Fuso Pets(福壽)

Baby dog(統一)

表6. 國內主要寵物醫療保健產品廠商

分項 疫苗 內、外寄生蟲藥 治療藥品

外商公司

Zoetis(Pfi zer,美) Merial(美) Zoetis(Pfi zer,美)

Merial(美) Zoetis(Pfi zer,美) Merial(美)

Intervet/SPAH Bayer(德) Bayer(德)

Fort Dodge(美) Novartis K.K. (日) Fort Dodge(美)

↑(Boehringer) 中央生物科技(韓) Virbac(法)

　 Virbac(法) 　

國內廠商

　 大安(安適) 中化

　 公源(安適) 永信

　 瑞立 杏輝

另據日本AHB（Animal HumanBond）集團於

2008年所進行的市場調查指出，2008年台灣寵

物市場規模約新台幣250億元(其估計當年約有

12%家庭飼養寵物)。以內容及分配比例而言，

食品、醫療、美容及住宿約占市場規模的80%，

另外20%則是寵物買賣與喪葬。若進一步以區域

劃分，則北部市場占52%，中部占23%，南部

占21%，4%為其他地區。但筆者對照2007年台

北市寵物用品商業同業公會的寵物市場評估數字

(200億)對此持保留態度，且個人認為造成兩者之

間有極大落差的主要原因，在於對寵物市場的定

義及認定範圍不同，換言之，前者認定標準較寬-
可能涵蓋所有寵物，而後者較窄-著重於犬貓市

場。此外，根據各項統計資料顯示，2008-2009
年國內的寵物市場係呈現負成長，因此該年寵物

市場總產值也有可能被高估。

此外，依據湯夢汎先生(農委會畜牧處)新近

所發表的文章內容指出，目前臺灣家庭飼養寵物

比例約為16%，比起前幾年雖有所成長，但相較

於日本、美國等高達40%以上家庭飼養寵物之情

形，臺灣寵物產業仍具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也因

此備受各界矚目與青睞。關於這點筆者根據近年

來『台北寵物用品展』的各項歷史資料及發展趨

勢(一年比一年盛大)加以印證(表4)，兩者似乎不

謀而合，也間接說明了國內的寵物飼養風氣正方

興未艾且前景可期。

(三) 各項指標性數據資料

1. 寵物食品及寵物用品：

在寵物食品市場方面，目前市面上仍以進

口寵物食品為主，目前國內較具代表性業者僅有

統一及福壽實業兩家(表5)，以年產噸數而言，國

產寵物食品市占率不到 40%，其餘多為國外知名

品牌，若以市場產值來說，因國產業者大都走中

低價位路線，因此推測其市占率更低，估計僅佔

12%左右(以目前兩家公司營業額合計約10億元

計)，顯示國內業者仍有努力的空間。

至於寵物用品市場，其商品涵蓋範圍可謂

五花八門、琳瑯滿目，故難以在此一一陳述。至

於其銷售通路，依據網路統計資料顯示，國內應

至少有各超過1500家的動物醫院以及寵物用品店

分食這塊市場大餅，這當中還不包括各大型量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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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如家樂福、大樂、大潤發等)，以及一般的超

市、便利商店和傳統飼料行等量販通路。

2. 寵物醫療保健產品市場：

在寵物醫療保健產品市場方面，不論是在疫

苗、內外寄生蟲藥或一般治療藥品，目前仍以外

商公司產品的市占率最高，尤其是疫苗產品，幾

乎全是外商公司的天下(表6)。至於在營養保健產

品方面，也是分別由國內外廠商及代理商等分食

市場大餅，但仍以外商公司產品(含代理商)及市

場值相對較高，至於各廠商資料及其銷售通路則

另整理於表7中

3. 國內動物醫院(VH)家數及末端市場產值評估

2012年國內各縣市動物醫院(VH)家數及統計

資料如表8所示，其統計資料部分係來自各獸醫

師公會所提供最新資料(特別是五大都會區)，因

此雖不敢說十分準確，但也應與現實情況相去不

遠，至於其規模大小及經營型態則列於表9。此

外，一般動物醫院常見門診比例及施打疫苗種類

則分別列於表10和表11。至於院內常用藥品種類

及使用排行則個人認為依序是：一、內科用藥。

二、內外寄生蟲藥(含心絲蟲藥)。三、疫苗(預防

注射)。四、皮膚洗劑、耳藥。五、疾病診斷試

劑。六、特殊用藥及保健藥品。七、環境衛生用

藥等。

至於2012年國內寵物醫療保健產品末端市

場產值及佔比則如表12所列，個人認為其前5名
分別是：1.抗感染藥，2.抗寄生蟲藥、3.內外科用

藥、4.營養保健產品，5.疫苗。其整體產值粗估

約為新台幣30億元左右。

表7. 國內、外主要寵物產品廠商及其銷售通路

外商 銷售通路 國內藥廠 銷售通路 代理商 銷售通路

Merial(美) 公司直營(網路Order) 中化 直營(中盤) 健聖 公司直營

Zoetis(Pfizer,美) 公司直營 永信 公司直營 孟唐 公司直營

Bayer(德) 地區經銷商 杏輝 地區經銷商 益瑞 公司直營

Intervet/SPAH 地區經銷商 信東 公司直營 建盈 公司直營

Virbac(法) 公司直營 瑞立 地區經銷商 東盈 公司直營

Fort Dodge(美) 公司直營 南光 公司直營 有泉行 公司直營

Novartis 地區經銷商 應元 地區經銷商 育生 　--
IDEXX 公司直營 大豐 地區經銷商 　 　

Vetoquinol 地區經銷商 大安 地區經銷商

　 　

表8. 國內動物醫院(VH)家數統計

各縣市VH家數統計表    102.03.22

縣市別 VH家數 備註

基隆市 20

新北市 247

台北市 227

桃園縣市 117 中壢34、桃園市43

新竹縣市 44 新竹市31

苗栗縣市 18 苗栗市9

台中市 215

彰化縣市 58 彰化市17

南投縣市 21

雲林縣 55

嘉義縣市 68 嘉義市44

台南市 188

高雄市 240

屏東縣市 60 屏東市32

台東縣市 5

花蓮縣市 17

宜蘭縣市 17

澎湖縣 2

總計 1619

表9. 國內動物醫院(VH)類型及經營形態

項次 類型 經營型態

1 小型VH 1 院 1 位醫生 + 寵物美容師

2 中型VH 1 ~ 2 位醫生+寵物美容師 + 1 位醫療助手

3 大型VH 2 ~ 3 位醫生+寵物美容師 + 2 ~ 3 位醫療助手

4 複合型VH 1 ~ 2 位醫生+寵物美容師 + 2 ~ 3 位醫療助手 (兼營寵物用品、食品等賣場)

5 連鎖加盟型VH 如：全國VH、慈愛VH........

6 地區醫院(後送醫院) 執行特殊醫療業務

7 醫學中心 目前以四所大學教學醫院為主  (台大、中興、嘉大、屏科大)

表10. 動物醫院常見臨床門診分類及比例

分項 門診類別 比例 (%)

一 皮膚疾病 35-40

二 內科 30-35

三 外科 2-3

四 內外寄生虫 10-15

五 傳染性疾病 1-3

六 老年病 - 心肺疾病、骨關節退化 5-10

七 疫苗注射、健康檢查、疾病咨詢 3-5

表11. 動物醫院(VH)施打疫苗種類

動物別 疫苗種類

犬

幼犬 - 五合一 (死毒) 

七、八、十合一

萊姆病

狂犬病

貓

三合一

五合一

傳染性腹膜炎

狂犬病

猪
猪瘟

口蹄疫

貂 幼犬 -五合一 (死毒)

表12. 國內寵物醫療保健產品產值及市佔率

分類
末端市場產值 

(百萬)
Share (%)

疫苗 400 13.3

抗寄生蟲藥 550 18.3

抗感染藥 600 20.0

內、外科用藥 450 15.0

營養保健產品 450 15.0

環境用藥與清潔衛生

用品
200 6.7

醫療器材 200 6.7

其他 150 5.0

Total 3,000 100

※ 疫苗產值係以犬貓專用疫苗進口數量及一般動物醫院收費標

準推估。

※ 抗寄生蟲藥包括內、外寄生蟲藥及雙效合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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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獸醫師使用人用藥品之爭議

去年底因媒體報導藥廠提供人用藥品供動物

醫院使用而遭衛生單位查緝，認為其違法並要求

改正一事，造成獸醫界人心惶惶、深恐觸法，也

使得獸醫師使用人用藥品治療動物的合法性問題

浮上檯面，甚至引起獸醫師團體與主管當局之間

的抗爭與對立。國內獸醫界普遍認為，獸醫師使

用動物藥品或人用藥品於寵物身上，以進行各種

疾病的治療早已是不爭的事實，同時也是合情合

理又合法的醫療行為，且國外並沒有任何禁止獸

醫師使用人用藥品的法令，媒體及主管當局實在

不必為此大驚小怪，甚至以違反《藥事法》橫加

干預及禁止，獸醫師代表並於公聽會上大聲疾呼

台灣主管當局應立即修法解套，以保障相關業者

的生計與權利。 (據了解目前《動物保護法》並

未禁止獸醫師使用人用藥品，然而《藥事法》的

規定卻視廠商販賣人用藥品給動物醫院屬於違法

行為。) 

台北市獸醫師公會理事長楊靜宇醫師即指

出，國內目前所列之動物用藥品在動物醫院獸醫

師臨床的實際使用率僅約2成，而人用藥品則高

達7成，另外還有少部分則是國外已核准藥品，

但在國內由於登記曠日廢時且手續繁瑣，使得廠

商申請進口意願低，導致在臺灣不能合法販賣。

換句話說，禁止獸醫師使用人用藥品勢將造成動

物醫院無藥可用的窘境與困擾。

所幸後來在部分立委極力奔走並召開公聽

會，以及獸醫師團體要求修改《藥事法》及《動

物保護法》的聲浪下，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

理局及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承諾，將在3個月內

研擬管理辦法，並修改《動保法》的相關規定，

使得此一獸醫界重大事件暫時平安落幕並有了妥

善的解決方式。

回顧此一重大事件，雖然雙方都各持立場，

但重點在於主管當局與獸醫師團體應平心靜氣地

坐下來，透過溝通協商，共同研擬出一套彼此都

能接受並且可行的方案，並在尊重立法院決議以

及獸醫師權利(處方權與調劑權)的前提下，修法

於過渡期協助獸醫師取得人用藥品，以維護寵物

就醫權益與應有福利，並進一步制定相關法令，

以徹底解決此一問題。

三、未來寵物市場開發與經營策略

由於本公司以往較著重於經濟動物市場之

發展，對寵物市場之經營相對較少。為因應時代

潮流及趨勢，本處自2010年起便開始著手於小動

物市場及產品之佈局與開發，先後於2012-2013
年正式於五大都會區設立小動物產品服務專員，

並預計於2014年及2015年分別增設小動物產品

群經理(PM)及區主任各1人，以全力投入小動物

醫療保健市場之開發與經營。另一方面內部則加

強各項小動物指標性產品之開發，並接洽引進代

理國內外知名大廠，如美國禮來公司、愛爾蘭

Chanelle公司等小動物專用產品，此外也與國內

生技公司技術合作開發寵物專用營養保健產品(因
事涉商機，不便多加透露)，希望藉由多元化的產

品開發，以及全方位的服務與經營，在寵物醫療

保健市場開創出另一片天，並期許為國內寵物界

做出更多的努力與貢獻。

(後記：感謝各獸醫師公會與各區指標性VH客

戶，以及本公司都會區同仁踴躍協助提供各項參

考資料，使得本文得以順利完成。由於受限於可

參考資料，對於本文中各項統計數據或評估資料

如有疏漏或錯誤之處，尚祈業界先進或賢達人士

不吝指教是幸。)

參考資料：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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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藥品品質之保證，一般都僅著重於最後

製品之品質試驗。近年來因醫藥科學技術

之進步，過去這種品質管制方法已被認為無法

達到完善的品質保證，由於民智大開，社會生

活水平普遍改善，國民及禽畜飼養業者對藥品

知識提高，也要求藥品之品質必須符合均一、

安全、安定、有效。

藥品之製造，始自原材料進入倉庫前，

到最後成品之製造、包裝、入庫、銷售之全部

過程，皆在嚴格之組織管理及完善之作業環境

下，以確保高品質水準之藥品。此即為GMP之
重要精神。GMP之內容雖然各國家或稍有不同

之規定，但制訂的精神相同。其宗旨有下列三

項：

1. 將人為的錯誤減少至最低限度。

2. 防止藥品的被污染和保障藥品的品質。

3. 建立嚴格完整品質保證之組織、制度。

因此，藥廠管理及藥廠設施與設備均應依

GMP標準而設立。

 GMP實施方法：

一、硬體方面(Hardware)：即製造環境，包括

廠房、設施及設備等有形部份之硬體要求。

二、軟體方面(Software)：即管理組織及管理

制度，包括製造包裝標準書、GMP相關管理基

準書、GMP相關管理記錄表……等。

GMP並非僅是製造設備，GMP必須落實

嚴格而完善的管理制度，才能製造優良品質之

藥品。所以並不是資金投資買來昂貴機器，就

有GMP規格的製品。本公司投資龐大的資金

於新豐、台中、台南等地，興建符合GMP之廠

動物藥品GMP與
品質保證

房，購置新穎生產設備，同時更派員至國內、

外學習，並請國內、外專家來廠指導相關技術

執行面的問題，以確實落實GMP之完整執行，

生產出真正符合GMP之藥品 。

錯誤防止對策：

將原料加工製成製劑的是人和機械，人

類具有理性和思考力，可是偶爾也會疏忽或犯

錯，因而得到錯誤的結果。機械沒有理性與思

考力，只能依照人類賦與它的性能做固定的工

作。我們人類和機械都不是神仙(更何況仙人打

鼓有時錯)，無法保證絕對沒有錯誤，但是我們

所製造的藥品及飼料添加物卻關係著動物的健

康及生命，不容許有任何差錯。所以才要推行

GMP，分別由廠房構造、設備之改善，使其有

合乎規定條件的場所，並由訓練後符合資格之

專業人員擔當，並訂定製造管理基準、衛生及

清潔管理基準、品質管制基準等，按照標準化

製造方法和步驟來幫助我們防止並消除這些可

能發生的差錯，才能製造品質均一、安定而有

效的製品。

污染防止對策：

藥品的製造過程中，如果不細心加以防

範，很容易遭受異物混入的污染。例如：外來

的物質、環境的因素等等，可能對藥品產生變

化或混入的時候，就是一般所說的「污染」。

如果藥品中混入不應該存在的其它成

份的時候，就是所稱的「交互污染」 (c ross 
contaminat ion)，上一批藥品因清洗不乾淨

而混入下一批藥品，即所謂交叉污染 ( ca r r y 
over)。如有異物污染及藥品污染的製劑，不僅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藥處 台南一廠廠長  楊明聰

有發生不良作用之危險性，其安全性亦無法確

保。

因此廠房構造、隔間、製造場所之空氣調

節設備，地面、牆壁、天花板、及直接和製品

接觸的機械等，為了符合防止污染的要求，須

經特殊設計之構造，並採用特殊之材料，始可

避免可能發生之污染問題。

至於像Penicillin系列產品、賀爾蒙產品或

劇毒藥品，只要微量就產生很強作用的藥品，

就必須和其他製劑完全分開，在隔離的作業室

製造，例如：台中工廠Penicillin系列產品。

在GMP規範裡特別強調工廠須具備以上之

構造和設備，始能形成一個完全和污染原因隔

離的作業環境。然而無論多好的設備也都需要

有完善的清潔程序，以及合格的工作人員來配

合，具備了這樣良好的工作環境，並按規範清

掃和操作檢查、維護，才能確保它能正確的運

作。

每一批藥品，從原料經過設備及人員的

操作轉化產出成品，每一步驟都要整理並留下

詳實操作的記錄，以供查核、追蹤。這是實施

GMP制度的基本要求。

嚴謹的管理系統：

無論在製造過程中或原料、成品的抽樣檢

驗，同一件事，需由兩個人分別來核對(double 
check)，始可避免錯誤的發生及人員判定錯誤

的可能性。而台南廠在GMP實施上，也有品保

人員(QA)從中抽樣，或在製造現場檢查做稽核

(Audit)，GMP之執行在縱與橫相輔相成的良好

組織下，配合獨立的品質管制部門之品管(QC)
及品保(QA)系統運作來確保藥品品質。

藥品之品質保證：

藥品即使是採用同種同一化學成分之原

料配製而成，亦會因處方、製劑技術、製造環

境及設備等因素之差異，而使得藥品之有效

性、安全性、安定性不同。同一產品在不同

製造批號中如何保證品質之均一性 (Conten t 
Uniformity)是GMP的主要要求之一。

結論：

總之「優良藥品製造標準」(GMP)就是規

定藥品製造時，所必需的環境、廠房、設施、

設備、品質管理、組織、作業程序和手續，以

及工作人員應該嚴格遵守的規定。台南官田工

廠依GMP的規範執行，並且不斷地吸收新知

識，期能製造更安定、安全，有效的優良藥

品，供應給獸醫師及需要藥品的各動物醫院、

畜殖場、飼料廠。由於用藥效果是養畜業者的

經營命脈，也是獸醫師醫術評價之重大要素，

因此選用好的藥品，是獸醫師及養畜業者共同

的期待，也是明智的選擇。

我們認為製造的藥品品質越好，獸醫師及

畜牧業者對我們的信賴也就越高，我們也可以

因為我們在工作上的投入而對社會產生貢獻。

在動藥即將邁入cGMP的時代，期待工廠

的生產軟體硬體設備能與世界潮流接軌，進而

提升產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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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抗生素使用於家禽飼料添加物，使禽類改

善包括體重、飼料效率及死亡率等生產性能已行

之多年（Parks et al., 2001）。白色肉雞為台灣

家禽重要產業，因國內密集飼養環境型態，常面

臨疾病困擾，無可避免必須使用抗生素，而造成

過量使用與藥物殘留的問題。歐盟於2006年已全

面禁用抗生素，台灣也開始逐年增加禁用抗生素

的類別（宋，2005）。隨著促生長抗生素用量的

下降，造成治療用抗生素使用量增加、仔豬死亡

率提高及禽類飼料轉換率變差（Emborg et al., 
2001）。因此迅速研發並篩選出抗生素之取代

物，成為畜牧生產之研究重點。一般認為抗生素

之促生長作用機制可能包括刺激腸道細菌合成維

生素（Coate et al.,  1952）、降低腸道內有害菌

（Tsinas et al.,  1998）及改進腸道能量之利用效

率（Yen et al.,  1987）等等。研究報告指出，抗

生素之添加對腸道能量利用效率之改善，可能因

減少有害菌對能量之浪費（Sherry et al., 1981）

及減緩免疫的刺激作用，進而降低因免疫反應所

造成之基礎代謝增加、營養分吸收改變及減少骨

骼肌堆積等等不利生長之因素（Klasing et al., 
1987；Roura et al., 1992）所致。

現今因飼養環境與管理方面之改良，導致抗

生素之促生長效果較不明顯，反而在飼養環境較

差及有疾病感染之緊迫狀態下，易看出促生長物

質之添加作用（Prescott and Baggot, 1993）。

為探討抗生素添加對受免疫緊迫（如發炎）雞隻

生長及免疫相關指數（如細胞激素含量）之影

響，本試驗選取被指出抑制促發炎激素產生之巨

環類抗生素、抑制免疫臟器發育之四環類抗生

素、及現今仍可使用但亦被報導影響免疫臟器發

飼 糧 中 添 加 抗 生 素 對 白 色 肉 雞
抗發炎之影響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藥處業務專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畜產系碩士   鄭皓仁

育的六肽黴素為飼料添加物，並以皮下注射巴豆

油之方式誘發雞隻非感染性發炎，促使體內免疫

系統產生對抗之機制，以探討抗生素添加對白肉

雞抗發炎之影響，用以做為選取抗生素替代物時

除生長性能變化外之輔助性參考。

貳、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動物與試驗設計

自商業孵化場購入一日齡之愛拔益加白色肉

雞共640隻，選取體重相近之雞隻，不分公母隨

機平均分配入四個處理組，分別為餵飼基礎飼糧

之對照組、2.5 ppm六肽黴素（nosiheptide）添

加組、55 ppm 羥四環黴素（oxytetracycline）添

加組及55 ppm 泰黴素（tylosin）添加組，每處

理組各四欄重複，每欄20隻。試驗共分兩梯次進

行，每批次飼養六週，分別為2007年9至11月及

2008年1至3月。試驗設計主要分兩部分，第一部

分探討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白色肉雞生長性能及

免疫性狀之影響；第二部分則以皮下注射促發炎

物質巴豆油（croton oil）誘發雞隻發炎，探討抗

生素之緩發炎效應。

二、飼養管理

試驗雞隻飼養於長 2.7 m × 寬 1.6 m 之欄

舍，以粗糠作為墊料，0-16日齡提供保溫燈，

並使用水球及圓形飼料盤提供飲水及飼料，於兩

週後改用自動飲水系統及飼料吊桶，直至試驗結

束。試驗期間之飼料及飲水皆採任食。防疫計畫

則為，4 日齡使用 IB＋ND 活毒疫苗進行點眼，

10 日齡使用雞痘（POX）疫苗進行翼膜穿刺，14 
日齡使用 IB＋ND 死毒疫苗進行肌肉注射。

三、試驗基礎飼糧

以玉米-大豆粕為主，分兩生長階段配置試

驗用之基礎飼糧。分別為育雛期飼糧（0-3週），

含粗蛋白質21.04%，代謝能為3057.53 kcal/kg；
生長期飼糧（4-6週），含粗蛋白質18.17%，代

謝能為3157.53 kcal/kg。

四、測定項目及分析方法

1. 發炎雞隻誘導

2. 生長性能及相對臟器重量比

3. 白血球百分比之測定

（1）血樣之採集

（2）血液抹片製作與染色

（3）家禽各白血球百分率計算

4. 血清細胞激素含量測定

五、統計分析

試驗所得數據，由SAS套裝軟體（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 SAS 2001），進行統計分析，

並使用一般線性模式（General linear model, 
GLM）進行變方分析，再以鄧肯氏新多次變域法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比較各處理組

間平均值之差異顯著性。

參、結果與討論

一、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白色肉雞
生長性能及免疫性狀之影響

（一）生長性能及相對臟器重量比

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35至42日齡發炎肉雞

體增重之影響由圖1所示。探究其數值可知，

巴豆油注射會造成體增重之抑制，各處理組未

施打油劑（noninjected control）之雞隻皆較注

射巴豆油（croton oil-injected）者有較佳之體

增重，其數值依序為對照組525 vs 391；NHT
組535 vs 429；OTC組525 vs 434；tylosin 組
514 vs 445。未施打油劑之雞隻其體增重之趨

勢（圖1）與42日齡各處理之體重一致，依序皆

為NHT、OTC、對照組及tylosin處理組。經計

算其各處理組之增重百分率可知，未施打油劑

之雞隻之增重百分率依序為對照組（100%）、

NHT（102%）、OTC（100%）與 t y l os i n
（97%）；而各處理發炎雞隻之百分率則為對照

組（100%）、NHT（110%）、OTC（111%）

與tylosin（114%），顯示油劑處理突顯抗生素添

加對增重之效應。

比較42日齡發炎雞隻與未發炎肉雞華氏囊重

量比（圖2）之結果顯示，對照組雞隻注射巴豆

油者，其華氏囊重量比（0.13%）顯著低於未給

予巴豆油者（0.22%, P＜0.05）。由圖2可知，

抗生素添加組之為發炎雞隻其華氏囊重量比皆低

於對照組者，其數值分別NHT（0.16%）、OTC
（0.19%）、tylosin（0.19%）。比較各抗生素處

理組之發炎雞隻與未發炎雞隻之華氏囊重量比皆

未達差異顯著。由此可知，抗生素之添加有減緩

發炎處理造成華氏囊重量比下降之作用。圖3為
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於發炎肉雞脾臟重量比之影

響，由圖可知發炎處理及抗生素處理皆不影響各

處理組42日齡雞隻之脾臟重量比，此一結果相似

於之數值，各處理組於21與42日齡之脾臟重量比

並無差異顯著。

綜合圖1-3之結果顯示，抗生素添加可提高

發炎雞隻之體增重、減緩發炎處理造成華氏囊重

量比之下降但不影響脾臟重量比。

根據文獻記載，Xie et al.（2000）給予攻毒

後12、24、48 h，處理組之體重皆顯著低於未攻

毒組。基於此，本試驗以誘導發炎的方式進行挑

戰試驗，其結果列於圖1。由血球及細胞激素之

結果得知巴豆油的注射確實成功誘發雞隻發炎，

但因其為急性發炎反應，故於發炎處理後一星期

再秤重、記錄免疫臟器重量比（圖2、3）可能早

已恢復甚至有代償性效應而未能記錄到差異更明

顯之數值。即使如此，發炎處理仍拉大了正常雞

隻與發炎雞隻之體增重（圖1）差距，並較易看

出抗生素對生長性能之影響。

抗生素添加對免疫臟器發育之影響依不同抗

生素而異。Dafwang et al.（1984）以相同之基

礎飼糧添加4 ppm林可黴素與5 ppm羥四環素，

其華氏囊重量皆顯示高於對照組，脾臟重量並無

明顯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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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及未注射巴豆油雞隻35-42日齡體增重之影響
Figure 1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body weight gain from 35 to 42 
day age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圖 2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及未注射巴豆油雞隻華氏囊重量比之影響
Figure 2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relative bursa weight (% of body 
weight)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 P < 0.05 compared to respective noninjected control.

圖 3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及未注射巴豆油雞隻脾臟重量比之影響
Figure 3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relative spleen weight (% of body 
weight)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發炎處理對臟器重量比之影響如圖2、3所
示。圖2可知發炎處理顯著抑制對照組之華氏囊

重量比。Xie et al.（2000）之結果顯示，攻毒後

12、24與48 h處理組肝臟重皆高於對照組，華氏

囊重則低於對照組，但只於48 h組間有顯著，而

脾臟則無變化。本試驗之結果顯示發炎處理顯著

抑制對照組之華氏囊重量比，但抗生素處理組皆

不受影響，顯示抗生素之抗發炎效應。脾臟重量

比於各處理組間皆無差異顯著，亦不受發炎處理

之影響。

二、飼糧中添加抗生素之緩發炎效
應探討

（一）抗生素添加對發炎雞隻白血球百分比之影

響

1. 白色肉雞血液中之白血球分佈

由表1之數值顯示，愛拔益加肉雞血液中之

白血球以淋巴球佔最多數，約佔總白血球數之

60%，其次為嗜異性球約佔總白血球數之25%，

嗜異性球與淋巴球的比値（H / L）約為0.4；單核

球佔總白血球之百分率約為5-8；而嗜酸性球則約

佔5-10%。抗生素添加對白血球百分率之影響，

包括淋巴球、單核球、嗜異性球、嗜酸性球等之

數值於各處理間皆無差異顯著。但就平均值而

言，以OTC處理組有較高之淋巴球百分比，較低

之嗜異性球百分比。

2. 發炎處理對白血球分佈之影響

（1）淋巴球

發炎處理對淋巴球百分率之影響如表2所
示。首先探討同一時間不同處理對正常雞隻淋巴

球百分比之影響。如表所示，0、16、41 h各處

理組之淋巴球百分比皆未達差異顯著，就數值

而言41 h之抗生素處理組淋巴球百分比略低於對

照組者。於巴豆油注射後168 h， tylosin 處理組

之正常雞隻其淋巴球百分率顯著高於OTC組者

（P < 0.05）。比較同一時間，發炎處理雞隻之

結果顯示，於0、16、41及168 h之結果顯示，

各處理組之發炎雞隻淋巴球百分比皆未達差異顯

著。綜向比較同飼糧處理組不同採血時間點所得

之結果顯示，同處理組不同時間點之正常雞隻，

於control、NHT及OTC處理組之淋巴球百分比皆

無差異顯著。惟tylosin處理組於168 h顯著高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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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35日齡雞隻白血球百分率（%）之影響
Table 1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the percentage of various blood 
cell types of broilers

Leukocyte Control NHT OTC Tylosin

Lymphocyte 56.00 ±12.00 57.94 ±8.20 69.08 ±11.85 64.35 ±2.21

Monocyte 5.29 ±3.18 8.18 ±5.85 6.10 ±3.14 4.57 ±3.28

Heterophil 27.96 ±12.77 23.46 ±11.57 17.36 ±9.34 26.59 ±7.91

Eosinophil 8.80 ±7.09 10.42 ±8.23 8.35 ±6.47 5.60 ±1.88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及41 h處理組者。比較各處理組發炎雞隻不同時

間點之淋巴球百分比顯示，巴豆油注射後16 h，
明顯下降各處理組發炎雞隻之淋巴球百分率，其

中對照組之數值（42.41％）顯著較同組0、16、
168 h之未注射油劑雞隻低。由OTC處理組之結果

顯示，注射後16 h之發炎雞隻淋巴球百分比，亦

低於同飼糧處理組之0 h處理雞隻及16 h未注射油

劑之雞隻。由tylosin處理組之結果顯示，16 h發
炎組之淋巴球百分率，顯著低於0、168 h油劑處

理組及16 h未注射對照組。比較41 各處理組發炎

雞隻之淋巴球百分比之結果顯示，對照組淋巴球

百分比之回升較各抗生素添加組快。

（2）單核球

單核球之結果如表3所示，巴豆油注射後

16 h，明顯提高各處理組發炎雞隻之單核球百分

比，除tylosin處理組外，其餘各組之單核球百分

率皆以注射後41 h較16 h者高，並於168 h降至近

正常値。其中以對照組之發炎雞隻於巴豆油注射

後168 h，仍維持在數值較高之狀態，而tylosin處
理組之單核球百分率於各個時間點皆偏高。

（3）嗜異性球

表4為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油劑處理與未處

理雞隻嗜異性球百分率之影響。巴豆油注射後16 
h，明顯提高各處理組發炎雞隻之嗜異性球百分

比，其中OTC處理組之數值顯著高於同飼糧之0 h
處理組者（P<0.05）。比較16及41 h各處理組發

炎雞隻之嗜異性球百分率，結果顯示，對照組嗜

異性球降低之程度較抗生素處理組佳。

（4）嗜異性球與淋巴球之比值

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油劑處理與未處理雞隻

嗜異性球與淋巴球比值之影響如表5所示。結果

顯示發炎處理會顯著提高各處理組16 h之嗜異性

球與淋巴球比值。

（5）嗜酸性球

發炎處理對雞隻嗜酸性球百分率之影響，整

理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發炎處理並不明顯影

響嗜酸性球之百分率。就數值而言，tylosin處理

組之嗜酸性球於16、41及168 h皆明顯低於其他

處理組者，並於16 h時，顯著低於同時間NHT處
理組者（P < 0.05）。

先前研究指出，當飼糧中50 ppm 羥四環

黴素與磺胺二甲基嘧啶，會較對照組下降50日
齡肉雞之總白血球數與淋巴球百分率，但不影

響嗜異性球之百分比（Al-Ankari and Homeida, 
1996）。於本試驗之結果顯示，各白血球百

分比於抗生素處理組與對照組間無差異顯著

（表1）。家禽血液中之白血球於發炎反應時

期，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Carlson and Allen, 
1969）。探究本試驗中巴豆油注射後，對照組

發炎雞隻各血球變化之結果顯示，於促發炎物質

注射後16 h會顯著下降淋巴球百分比（表2）、

升高嗜異性球比例（表4），繼而提高H/L之比值

（表5）。單核球部分則於注射後41 h達到高峰

表 3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及未注射巴豆油雞隻單核球百分率（%）之影響
Table 3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monocyte percentage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Inflammatory treatment1 Control NHT OTC Tylosin
0 h

N 6.41 ±2.24 7.03±7.85 7.52 ±8.36 0
C 4.16 ±4.13 9.34 ±8.17 4.67 ±3.71 9.14 ±7.27

16 h
N 7.04 ±5.33 7.07 ±8.10 6.02 ±1.98 8.10 ±6.22
C 10.99 ±7.12 8.60 ±6.02 8.23 ±4.29 13.35 ±5.87

41 h
N 7.08 ±1.45 7.73 ±3.75 7.78 ±9.69 7.38 ±3.70
C 11.76 ±5.05 18.92 ±11.32 15.94 ±9.56 9.18 ±3.07

168 h
N 6.46 ±8.64 8.15 ±3.64 2.67 ±4.62 9.52
C 10.32 ±4.99 8.06 ±8.04 7.36 ±6.42 10.36 ±3.34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1 N: noninjected control ; C：croton oil-injected.

表 2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及未注射巴豆油雞隻淋巴球百分率（%）之影響
Table 2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lymphocyte percentage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Inflammatory 
treatment1 Control NHT OTC Tylosin

0 h

N 54.94 ±8.75x 59.52 ±15.09 73.35 ±13.66x 58.12 ±1.38y

C 57.01 ±16.92x 56.36 ±11.32 64.81 ±12.05x 70.57 ±3.04x

16 h

N 62.74 ±17.57x 56.88 ±8.81 58.64 ±15.07x 54.63 ±6.55xy

C 42.41 ±15.51y 43.31 ±14.89 41.94 ±9.06y 41.55 ±10.95z

41 h

N 51.01 ±15.34xy 44.87 ±9.67 47.64 ±10.58xy 46.07 ±15.66yz

C 53.63 ±10.22xy 41.26 ±15.94 45.59 ±16.68xy 43.75 ±6.92z

168 h

N 57.41 ±11.69ab,x 49.72 ±10.92ab 44.22 ±8.96b,xy 71.43 ±3.96a,x

C 53.56 ±9.24xy 50.13 ±8.83 56.69 ±6.47xy 51.50 ±13.05xy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1 N: noninjected control ; C：croton oil-injected.
a,b Means in the same row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x,y,z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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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及未注射巴豆油雞隻嗜異性球與淋巴球比值之影響
Table 4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hete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Inflammatory treatment1 Control NHT OTC Tylosin

0 h

N 0.55 ±0.42 0.39 ±0.29 0.22 ±0.14 0.43 ±0.26

C 0.62 ±0.65 0.51 ±0.37 0.34 ±0.25 0.43 ±0.01

16 h

N 20.53 ±0.38 0.43 ±0.06 0.56 ±0.47 0.66 ±0.13

C 1.36 ±1.26 1.15 ±0.70 0.56 ±0.47 1.20 ±0.76

41 h

N 30.80 ±0.70 0.87 ±0.30 0.90 ±0.27 1.12 ±0.64

C 0.58 ±0.25 0.99 ±0.77 1.07 ±1.18 1.05 ±0.51

168 h

N 0.61 ±0.41ab 30.76 ±0.34ab 1.07 ±0.29a 0.27 ±0.02b

C 0.55 ±0.48 0.66 ±0.30 0.46 ±0.45 0.66 ±0.46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1 N: noninjected control ; C：croton oil-injected.
a,b Means in the same row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表 5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及未注射巴豆油雞隻嗜酸性球百分率（%）之影響
Table 5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eosinophil percentage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Inflammatory treatment1 Control NHT OTC Tylosin

0 h

N 8.79 ±9.70 12.61 ±11.12 4.18 ±2.58 6.82 ±3.21

C 8.81 ±6.48 8.22 ±9.34 10.12 ±9.17 4.38 ±0.54

16 h

N 1.97 ±3.95ab 10.58 ±7.24a 7.92 ±6.50ab 2.30 ±1.02b

C 5.11 ±3.36ab 7.16 ±7.48a 5.30 ±4.82ab 1.09 ±2.17b

41 h

N 8.10 ±8.91 8.48 ±9.47 3.63 ±4.58 4.00 ±1.00

C 5.46 ±7.23 4.85 ±5.39 4.51 ±5.67 3.24 ±2.99

168 h

N 4.58 ±4.43 6.82 ±1.79 7.43 ±7.16 2.34 ±1.00

C 6.61 ±4.53 7.52 ±9.24 9.26 ±5.77 3.76 ±4.33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1 N: noninjected control ; C：croton oil-injected.
a,b Means in the same row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表3），嗜酸性球於巴豆油注射後16-168 h皆
無明顯之變化（表6）。飼糧中抗生素的添加其

白血球變化之模式皆類似於對照組發炎雞隻，有

趣的是，其因發炎造成白血球之變化之時間歷程

似乎皆較對照組者長，有學者指出某些抗生素會

因抑制白血球整合素之表現，降低血液中白血球

滲入發炎組織進而減緩發炎之效應（Suzuki and 
Ikeda, 2002），是否真是如此，有待更近一步之

探討及研究。

 （二）飼糧中添加抗生素並經巴豆油注射之發炎

雞隻血清細胞激素含量影響

1. IL-6

表7為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發炎雞隻血清

IL-6含量之影響。結果顯示，巴豆油注射後16 
h，顯著提高對照組發炎雞隻血清IL-6的含量，

且其數值為同時期對照組正常雞隻之315%。反

觀各抗生素處理組之發炎雞隻，注射巴豆油16 h
後，並無明顯誘發IL-6之產生，各抗生素處理組

之數值，皆顯著低於同時期之對照組發炎雞隻

（P<0.05）。探究各處理組發炎雞隻16及41 h
血清IL-6濃度，結果顯示，對照組發炎雞隻41 h
之IL-6含量較16 h低，NHT及OTC處理組較16 h
高，tylosin 處理組低於16 h者，此一趨勢與41 h
單核球百分比完全一致（表3）。比較41 h與16 h
正常雞隻之IL-6數值顯示，除tylosin外，其餘各

處理組正常雞隻於注射後41 h其血清IL-6含量皆

較16 h者高。

2. IFN-γ

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發炎雞隻血清IFN-γ含

量之影響如表8所示。由表可知，抗生素處理組

表6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及未注射巴豆油雞隻嗜異性球百分率（%）之影響
Table 6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heterophil percentage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Inflammatory treatment1 Control NHT OTC Tylosin

0 h

N 27.94 ±15.38 20.84 ±11.61 14.94 ±7.46y 27.27 ±12.86

C 27.98 ±20.15 26.07 ±11.53 19.77 ±11.21y 25.90 ±2.96

16 h

N 28.24 ±10.42 24.33 ±3.84 27.42 ±14.86xy 35.42 ±2.95

C 41.49 ±16.39 40.92 ±11.82 44.14 ±11.26x 44.01 ±13.62

41 h

N 33.81 ±18.08 37.83 ±10.22 27.42 ±14.86xy 46.55 ±11.95

C 29.15 ±9.54 32.41 ±11.89 33.96 ±11.72xy 43.83 ±4.80

168 h

N 31.54 ±11.50ab 35.31 ±10.69ab 45.69 ±5.14a,x 19.05 ±8.95b

C 29.51 ±12.04 33.62 ±11.49 26.24 ±8.54xy 33.84 ±9.92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1 N: noninjected control ; C：croton oil-injected.
a,b Means in the same row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x,y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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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隻之IFN-γ含量顯著較對照組者低，巴豆油的

注射會明顯升高16 h對照組以及OTC處理組發炎

雞隻之IFN-γ含量。

3. TNF-α

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發炎雞隻血清TNF-α
含量之影響如表9所示。TNF-α為發炎早期產生

之主要細胞激素。由表9可知巴豆油注射明顯誘

發16 h對照組及OTC處理組發炎誘導雞隻血清中

TNF-α之含量，並顯著較同時段NHT及tylosin處
理組之發炎誘導雞隻TNF-α含量高。

4. IL-10

表10為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發炎雞隻血清

IL-10含量之影響。不同於其他細胞激素，對照組

發炎雞隻之IL-10濃度以41 h顯著高於16 h。而16 
h各處理組發炎雞隻之IL-10含量，以OTC處理組

顯著高於其他各組，41h之發炎雞隻IL-10濃度，

則以對照組及OTC處理組發炎雞隻顯著高於NHT
及tylosin處理組。

綜合表7-10之結果顯示，發炎處理會顯著提

升對照組發炎雞隻IL-6、TNF-α、IFN-γ及IL-10
之數值，抗生素處理組可抑制IL-6含量之升高，

NHT及tylosin處理組可抑制IL-10之升高。

文獻指出，發炎反應時期許多細胞激素常

會於發炎部位釋放，使得白血球細胞黏附至血管

上皮細胞並穿透血管壁到組織空隙的過程更為容

易，並可介導全身之急性期反應（Carlson and 
Allen, 1969；Xie et al., 2000；Xie et al., 2001；
Xie et al. , 2002a；Cao et al. , 2006）。經巴豆

油注射引起雞隻發炎反應，並測定血清中IL-6之
含量，於注射後6 h，發炎雞隻IL-6含量顯著高於

對照組（Xie et al., 2002a）。除此之外以發炎雞

隻體內所抽取出之血清，與家禽巨噬細胞株培養

後，會強化LPS刺激家禽巨噬細胞株所產生之IL-6
量（Xie et al., 2001）。

近年之研究顯示，抗生素能有效抑制或延緩

動物之發炎反應。Cao et al.（2006）使用不同濃

度之帝太黴素與泰黴素與老鼠巨噬細胞株或周邊

血液單核細胞培養後再以LPS刺激，其TNF-α、

IL-1與IL-6三種發炎相關細胞激素之含量，隨著

抗生素濃度之上升而有顯著下降之趨勢，但對於

IL-10則相反。Ianaro et al. （1999）以鼠科單核-
巨噬細胞株給予LPS刺激後，加入不同濃度之羅

紅黴素、甲紅黴素、紅黴素及阿奇黴素。可發現

TNF-α、IL-1與IL-6這三種發炎前趨物之含量隨

著四種抗生素濃度之提升，有顯著下降之趨勢。

故由此可得知，抗生素對於發炎反應之延緩與抑

制具有一定之效果。

本試驗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發炎雞隻細胞

激素之影響記錄於表7-10。結果顯示，發炎處

理會顯著提升未給予抗生素處理之對照組發炎

雞隻IL-6、TNF-α、IFN-γ及IL-10之數值（P < 
0.05），而抗生素處理可抑制IL-6含量之升高。

IL-6主要由巨噬細胞所分泌，比較表7各處理組

發炎雞隻16及41 h血清IL-6濃度，結果顯示，對

照組發炎雞隻41 h之IL-6含量較16 h低，NHT及
OTC處理組較16 h高，tylosin 處理組低於16 h
者，此一趨勢與41 h單核球百分比完全一致（表

3）。由41 h與16 h正常雞隻之IL-6數值顯示，除

tylosin外，其餘各處理組正常雞隻於注射後41 h
其血清IL-6含量皆較16 h者高。不排除此狀況乃

因密集採血及人員進出造成雞隻緊迫所致。白血

球之單核球與淋巴球百分比之結果亦有這個趨

勢，此外由Xie et al.（2000）之試驗結果顯示，

肉雞注射生理食鹽水後24 h之血液白血球百分比

及IL-6含量，皆高於注射後12 h。

除了 I L - 6，巴豆油處理也造成雞隻血清

IFN-γ及TNF-α含量之升高。TNF-α與IL-6皆為

發炎早期產生之主要細胞激素，為活化巨噬細

胞、嗜異性球及上皮細胞所分泌。而IFN-γ主要

由外來物質包括病原菌如細菌、病毒、寄生蟲

等誘發，伴隨著病原菌的感染，血液中嗜酸性

球的升高，也被用做為感染的指標。本試驗所計

算得嗜酸性球之百分比皆偏高，不排除飼養雞隻

有輕微受到環境菌之感染。而由表8及表6之結

果顯示，抗生素的添加不影響嗜酸性球的升高，

但會抑制IFN-γ的升高。不同於IL-6、IFN-γ
及TNF-α之促發炎效應，IL-10可抑制細胞分泌

IL-1、TNF-α、IL-6、IL-8、IL-12、INF-γ以及

IL-2，是一種細胞激素合成抑制因子，扮演著細

胞激素平衡之重要調節作用（許，2002）。這或

可解釋OTC處理組與對照組之發炎雞隻何以皆有

較高濃度之IFN-γ及TNF-α，但OTC處理組之發

炎雞隻有較佳之體增重（圖1）及較高之華氏囊

表 8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與未注射巴豆油雞隻血清IFN-γ（pg/mL）含量之影響
Table 8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serum IFN-γ (pg/mL) 
concentration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Inflammatory 
Treatment1

Control NHT OTC Tylosin

16 h
N 35.53 ±9.20a,y 1.80 ±0.20b 7.30 ±0.50a,y 1.80 ±0.20b

C 50.53 ±13.69a,x 4.80 ±2.24b 39.6 ±8.82a,x 7.20 ±3.65b

41 h
N 20.70 ±8.80a,z 6.20 ±1.20b 3.20 ±1.70b,y 4.17 ±1.05b

C 32.60 ±8.97a,y 9.80 ±2.20b 2.20 ±1.04b,y 5.30 ±1.12b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1 N: noninjected control ; C：croton oil-injected
a,b Means in the same row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x,y,z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表 9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與未注射巴豆油雞隻血清TNF-α（pg/mL）含量之影響
Table 9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serum TNF-α (pg/mL) 
concentration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Inflammatory 
Treatment1

Control NHT OTC Tylosin

16 h
N 3.96 ±1.06y 0.74 ±0.68 2.05 ±1.47y 3.44 ±0.35
C 10.57 ±4.88a,x 4.21 ±2.22b 13.59 ±6.69a,x 2.05 ±1.47y

41 h
N 1.60 ±0.09y 1.47 ±1.21 4.34 ±0.75y 3.57 ±1.12
C 3.89 ±1.06y 3.16 ±0.71 3.77 ±2.03y 2.08 ±1.21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1 N: noninjected control ; C：croton oil-injected
a,b Means in the same row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x,y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表 7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與未注射巴豆油雞隻血清IL-6（pg/mL）含量之影響
Table 7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serum IL-6 (pg/mL) concentration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Inflammatory 
Treatment1

Control NHT OTC Tylosin

16 h
N 14.69 ±4.87y 10.12 ±4.53 18.19 ±8.42 20.95 ±0.39
C 46.21 ±7.22a,x 19.77 ±6.84b 13.15 ±7.20b 21.77 ±11.07b

41 h
N 20.24 ±9.33xy 20.50 ±9.60 22.69 ±7.48 15.06 ±9.05
C 25.65 ±11.13xy 34.88 ±12.71 24.49 ±9.40 18.37 ±6.84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1 N: noninjected control ; C：croton oil-injected
a,b Means in the same row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x,y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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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飼糧中添加抗生素對注射與未注射巴豆油雞隻血清IL-10（pg/mL）含量之影響
Table 10  Effect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antibiotics on serum IL-10 (pg/mL) 
concentration of broilers with or without croton oil injection

Inflammatory 
Treatment1

Control NHT OTC Tylosin

16 h

N 606.3 ±177.4y 450.0 ±282.8y 468.8 ±109.4y 508.3 ±137.7

C 623.4 ±274.2b,y 865.0 ±614.3y,b 2195.0 ±343.5a,x 642.5 ±171.8b

41 h

N 600.0 ±288.9y 525.0 ±35.4y 578.8 ±104.8z 623.3 ±165.0

C 1400.0 ±393.1a,x 875.0 ±208.2y,b 1068.8 ±333.9a,y 748.1 ±105.5b

Data represent the mean ± standard error.
1 N: noninjected control ; C：croton oil-injected
a,b Means in the same row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x,y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 with no common superscript differ signif icantly (P < 0.05).

重量比（圖2）。

肆、結論

本試驗旨在探討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白色肉

雞生長性能、免疫性狀及抗發炎之影響，可得主

要結論如下：

（一）飼糧中添加抗生素對於發炎雞隻35至
42日齡體增重之百分率分別為對照組之110%
（NHT）、111%（OTC）、114%（tylosin）。

由華氏囊與脾臟重量比之結果顯示，巴豆油處理

顯著抑制對照組之華氏囊重量比，但不影響抗生

素添加組之華氏囊重量比，於脾臟重量比則無影

響。

（二）注射巴豆油，顯著下降對照組及各抗生素

處理組16 h之淋巴球百分比，並提高巴豆油注射

後16 h各處理之嗜異性球百分比、單核球百分比

以及嗜異性球與淋巴球之比值。注射巴豆油後41 
h，各處理組之淋巴球百分比皆有回昇，單核球

百分比略高於16 h同處理條件者，嗜異性球則以

對照組者數值較低。

（三）巴豆油明顯誘發16 h血清中IL-6、 IFN-γ 
與 TNF-α之含量，而NHT、OTC 及 tylosin 處理

組，其16 h IL-6與IFN-γ之含量皆顯著低於對照

組者。注射巴豆油後16 h之IL-10 之含量，則以

OTC 處理組最高。巴豆油注射後41 h，對照組之

IFN-γ及IL-10含量皆顯著高於抗生素處理組者，

IL-6及TNF-α則於各處理間無差異顯著。

綜合上述，抗生素之添加不影響21及42日齡

之體重，OTC及tylosin處理顯著提升二次免疫之

抗綿羊紅血球力價。就抗發炎效應而言，抗生素

處理有減緩發炎雞隻生長抑制及華氏囊重量比下

降之趨勢，並明顯影響發炎雞隻血清細胞激素之

表現。

早在十年前，大成就開始導入並致力於追求

『百分之百無藥物殘留』的產品！

在今日時有所聞食品檢出藥物殘留的時刻，

其實大成早在十年前就開始投入毛雞屠前藥物殘

留檢驗的工作了。這個工作是屬於跨單位合作的

性質，包括契約部入廠電宰毛雞排程之規劃、電

宰廠安排專人配合電宰排程至飼養戶之採樣、品

保課負責藥物殘留檢驗並協助監控入廠電宰毛雞

之檢驗結果是否合格，三個單位緊密合作，讓這

個工作從一開始推動之困難重重到現在變得順利

與理所當然。因為我們投入得早，我們的產品品

質在藥物殘留監控之成果深獲各方客戶之肯定。

目前電宰廠在藥物殘留監控的部份分為屠

宰前與屠宰後，每個雞主之毛雞於屠宰前，

工廠會派專人至飼養戶端採剪肉樣回廠交予品

保課檢驗，品保課一收到樣品即安排進行檢驗

作業，檢驗項目包括磺胺劑及抗生物質，隔日

向藥物殘留說『不』

大成長城企業 柳營肉品廠品保課 魏世明

提供檢驗結果予契約部。如檢驗不合格者，會

要求契約部延後抓雞並再安排採樣複檢，凡進

廠電宰之毛雞一定都得檢驗合格才會准予放

行。毛雞進廠電宰後，於線上採樣進行屠宰後

藥物殘留之檢驗，一樣也是檢驗磺胺劑及抗生

物質，重複確認之雙重管制下，確保我們生

產出之產品個個都是符合標準，安全無虞。

由於毛雞的生長是無法暫停的，因此採樣

及檢驗的工作也就變得全年無休。不論颱風

豪雨、不論星期假日、甚至是過年期間，採樣

人員及檢驗人員統統都要配合毛雞的生長出勤

作業，只因我們要確保進廠電宰毛雞原料之

品質，也為要提供安心的產品而嚴格把關。

即使目前工廠所做的磺胺劑及抗生物質檢驗

均師自於中央畜產會，但我們每年仍舊持續參加

由該會所舉辦之藥物殘留檢驗教育訓練，以提昇

精進自己的檢驗技術。除此之外，我們每年亦

會定期參加外部檢驗能力比對與公司內部各實

驗室間之能力比對，藉以確認自己檢驗的準確

度。持續不斷的教育訓練與能力比對，都是為

了要提供給客戶更有信心的檢驗結果。也因如

此，在工廠端取得CAS及ISO認證後，實驗室也

導入ISO 17025系統，讓實驗室的管理更有規則

可循，並獲得TAF認證資格。而屠前藥物殘留的

檢驗報告也配合公司溯源系統，放上咕咕咕網

站，讓客戶知道所購買產品之品質監控成果。

在檢驗技術及設備日新月異的時代，對殘留

量的要求幾近嚴苛，ppm已經不夠看了，取而

代之的是ppb的管制標準。正因如此，公司於

2011年更不惜斥資數千萬，成立專責檢驗單

位，新建實驗室，新購LC/MS/MS，安排專責檢

驗人員，提昇公司的檢驗能力與國內各大檢驗

單位並駕齊驅，一切作為都可謂業界之先鋒，

不為別的，只為對顧客的承諾，因為我們要給

大成位於台南永康的品檢中心，擁有先進設
備，快速的提供相關數據以利飼料配方作業
並可檢驗各種藥物殘留，提供消費者安心的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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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是產品安心的保證。目前LC/MS/MS檢
驗項目已開發包括磺胺劑類、球蟲及抗原蟲藥

類、四環素類、抗生素及抗菌劑類（包含頭孢子

素類、喹諾酮類、巨環素類及其他）與氯黴素

類等，甚至近來最夯的議題『受體素』，也早

已完成開發，舉凡禽肉、畜肉、雞蛋等檢體都

可使用LC/MS/MS加以檢驗。在LC/MS/MS的加

入後，所有超微量的藥物殘留通通無所遁形。

一路走來，『產品安心，顧客滿意』的品

質政策一直是大成所堅持的。前瞻未來，大

成仍將持續為客戶的健康生命而繼續努力。

忠於所託，交給大成，您絕對可以安心！

大成白肉雞均以契約飼養，除供應飼養戶各階
段均衡的飼料、防疫計畫外，並提供客戶養殖
諮詢與協助

白肉雞電宰前均先經過藥殘檢驗確保無藥殘
後，才得以進入電宰廠

大成品檢中心以LC/MS/MS檢驗藥物殘留

大成安心雞除各大超市販
售外，在新光三越所屬的
超市裡大成還成立直營門
市安心巧廚服務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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