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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邀集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嘉義大學之動物科學相關領
域之教授學者，提出跨校與跨界之具創新前瞻與國際競爭性之動物
保健飼料添加劑之創新產發計畫，希望從臺灣特有藥用植物、天然
物、微生物及其衍生物篩選出有效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藉此提
高飼養動物對不良環境的抵抗與保護能力，或是提升飼料利用率並
降低飼養與治療成本。因應國內經濟動物餵食抗生素問題，本計劃
今年度預計今年度研發至少1件可以取代抗生素之經濟動物保健飼料
添加劑，並且進行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此外，因應國內
寵物面臨高齡化、心臟病、腎臟病及肥胖等問題、本計劃預計今年
度研發至少1件具健康機能性之伴侶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並且進行
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目前今年度已經完成1件可以取代抗
生素之經濟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以及1件可以取代抗生素之伴侶動
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並且進行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本計
畫預計下年度繼續研發具健康機能性之伴侶與經濟動物保健飼料添
加劑各一件，並且完成上述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我們期
能將本計劃研發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產業技轉給業界開發成為商
業產品，創造出全球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市場的高經濟產值。

中文關鍵詞： 飼料添加劑、經濟動物、伴侶動物、保健功效評估

英 文 摘 要 ： The project invites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of animal
sciences, veterinary science, life sciences, and sports
science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o
submit an innovative production project for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s with forward-looking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is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animals to the adverse environment, or to
improve feed utilization and reduce the cost of feeding and
treatment, the project hopes to screen effective medicinal
feed additives from Taiwan's endemic medicinal plants,
natural products, microorganisms and their derivatives.
Till now, the project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nearly half
a year.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domestic economic
animal feeding antibiotics, our plan is expected to develop
at least one economic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 that can
replace antibiotics, and apply for patents for achievements
and seek industri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 addition, in
response to domestic pet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aging,
heart disease, kidney disease and obesity, this plan is
expected to develop at least one healthy functional
companion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 and apply for patent
achievements and seek industrial technology transfer. To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our project in this year, one
economic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 that can replace
antibiotics has been completed this year; and one companion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 that can replace antibiotics
has been completed, and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achievements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transfers have been
pursued. Our project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develop
functional companion and economic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s next year, and complete the above-mentioned
achievement patent application and seek industrial
technology transfer. We hope these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s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industry as commercial
products that create a high economic output value for the
global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 market.

英文關鍵詞： feed additives, economic animals, companion animals,
medicinal plants, natural products, microorganisms, health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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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邀集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嘉義大學之動物科學相關領域之教授學

者，提出跨校與跨界之具創新前瞻與國際競爭性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之創新產

發計畫，希望從臺灣特有藥用植物、天然物、微生物及其衍生物篩選出有效之動

物保健飼料添加劑，藉此提高飼養動物對不良環境的抵抗與保護能力，或是提升

飼料利用率並降低飼養與治療成本。因應國內經濟動物餵食抗生素問題，本計劃

今年度預計今年度研發至少 1件可以取代抗生素之經濟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並

且進行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此外，因應國內寵物面臨高齡化、心臟病、

腎臟病及肥胖等問題、本計劃預計今年度研發至少 1件具健康機能性之伴侶動物

保健飼料添加劑，並且進行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目前今年度已經完成

1件可以取代抗生素之經濟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以及 1件可以取代抗生素之伴

侶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並且進行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本計畫預計下

年度繼續研發具健康機能性之伴侶與經濟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各一件，並且完成

上述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我們期能將本計劃研發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

劑產業技轉給業界開發成為商業產品，創造出全球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市場的高

經濟產值。 

 

中文關鍵詞：飼料添加劑、經濟動物、伴侶動物、保健功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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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project invites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of animal sciences, veterinary science, life 

sciences, and sports science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o submit an innovative 

production project for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s with forward-looking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is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animals to the adverse environment, or to improve feed utilization and reduce the cost 

of feeding and treatment, the project hopes to screen effective medicinal feed additives 

from Taiwan's endemic medicinal plants, natural products, microorganisms and their 

derivatives. Till now, the project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nearly half a year.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domestic economic animal feeding antibiotics, our plan is 

expected to develop at least one economic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 that can replace 

antibiotics, and apply for patents for achievements and seek industri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 addition, in response to domestic pet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aging, heart 

disease, kidney disease and obesity, this plan is expected to develop at least one 

healthy functional companion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 and apply for patent 

achievements and seek industrial technology transfer. To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our 

project in this year, one economic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 that can replace 

antibiotics has been completed this year; and one companion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 that can replace antibiotics has been completed, and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achievements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transfers have been pursued. Our project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develop functional companion and economic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s next year, and complete the above-mentioned achievement patent 

application and seek industrial technology transfer. We hope these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s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industry as commercial products that create a high 

economic output value for the global animal health feed additive market. 

Keywords：feed additives, economic animals, companion animals, medicinal plants, 

natural products, microorganisms, health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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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位居亞熱帶，雨量充沛，氣候溫暖，內有高山峻嶺，因於緯度及

垂直高差將近四千公尺，各類地形齊備，面積雖小但環境多樣化，孕育豐

富之植物資源。然而台灣位處熱帶以及亞熱帶之交界，造成氣候高溫潮濕，

微生物容易滋生，結果不但影響禽畜動物生長與生殖功能，同時也使禽畜

動物感染疾病的機會大增。此外，臺灣禽畜飼養空間相對狹小，為疾病防

治與助長禽畜生長需要，飼養者濫用非治療型抗生素，也已經造成消費者

健康與生態環境的衝擊。臺灣隨著經濟以及醫藥的發展，已經造成少子化

和高齡化社會的到來。為此，民眾飼養伴侶動物已經逐漸盛行，由於飼養

之伴侶動物容易有老化與生病問題發生，因此伴侶動物保健飼料添加物研

發，亦有其重要性。飼料添加物是飼料加工、製造、使用過呈中，添加的

少量或微量物質，可能是營養分、生長促進劑或抗病藥物等，少量的補充

於飼料中可強化飼料的飼養效果和保持飼料品質。在配合飼料工業中隨著

飼料添加劑的不斷開發和研製，工業化水準的不斷提高，飼料添加物業已

發展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產業。為增進經濟(禽畜)動物與伴侶動物的健康與

生長性能，並且減少傳統化學藥物和飼料中抗生素等添加，本計畫邀集臺

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嘉義大學、以及東海大學之動物科學、獸醫學、

生命科學、以及運動科學之教授學者，提出跨校與跨界之具創新前瞻與國

際競爭性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之創新產發計畫，希望從臺灣特有藥用植

物、天然物、微生物及其衍生物篩選出有效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藉此

提高飼養動物對不良環境的抵抗與保護能力，或是提升飼料利用率並降低

飼養與治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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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 

(一) 全程總目標 

綜觀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的開發與商品化，臺灣特有藥用植物、天然物、

微生物及其衍生物可望成為我國重要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產品發展策略之

一，廠商及學研間機構應採取策略合作，朝應用研究及生產差異化之創新產品

努力，以策略聯盟方式將產品輸出至新興市場，將會是強化出口及提升產品競

爭力之重要關鍵。未達成上述目標，本計畫擬邀集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

嘉義大學、以及東海大學之動物科學、獸醫學、生命科學、以及運動科學之教

授學者，提出跨校與跨界之具創新前瞻與國際競爭性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之

創新產發計畫，希望從臺灣特有藥用植物、天然物、微生物及其衍生物篩選出

有效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藉此提高飼養動物對不良環境的抵抗與保護能

力，或是提升飼料利用率並降低飼養與治療成本。(圖一) 

 

 

圖一：本計畫目的希望從臺灣特有藥用植物、天然物、微生物及其衍生物篩選出有效之動物保健飼

料添加劑，藉此提高飼養動物對不良環境的抵抗與保護能力，或提升飼料利用率並降低飼養與治療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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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度目標 

1. 因應國內經濟動物餵食抗生素問題，本計劃預計 109年度利用臺灣藥用

植物、天然物、或微生物研發至少 1件可以取代抗生素之動物保健飼

料添加劑，並且進行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 

2. 因應國內經濟動物餵食生長激素問題，本計劃預計 109年度利用臺灣藥

用植物、天然物、或微生物研發至少 1件可以提升飼料利用率並降低

飼養成本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並且進行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

技轉。  

3. 因應國內寵物面臨高齡化、心臟病、腎臟病及肥胖等問題、本計劃預計

109年度利用臺灣藥用植物、天然物、或微生物研發至少 1件具健康機

能性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並且進行成果專利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 

4. 藉由研發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促成產學合作案例創造至少一千萬元以

上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相關產業的產值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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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台灣位處熱帶以及亞熱帶之交界，造成氣候高溫潮濕，微生物容易滋

生，結果不但影響禽畜動物生長與生殖功能，同時也使禽畜動物感染疾病

的機會大增。此外，臺灣禽畜飼養空間相對狹小，為疾病防治與助長禽畜

生長需要，飼養者濫用非治療型抗生素，也已經造成消費者健康與生態環

境的衝擊。自古以來人類就從植物、動物與礦物尋找藥物，期望裡面所含

的成分能夠治療或減緩疾病的痛苦。為了促進畜禽生長、提高飼料轉化效

率、防治疾病、改進飼料加工性能及畜禽產品品質，動物飼料添加劑的開

發與應用，已越來越重要。飼料添加劑原本是補充動物所需的微量有效成

份，補充過量或過低對動物生長均有影響，有些產品如過量或不按照規定

使用，將透過家畜、家禽而危及人類身體健康。目前畜牧業常用的動物保

健飼料添加劑主要有：(1) 特有藥用植物衍生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中草

藥添加劑具有促進生長、保健及防治疾病的作用，且無副作用及殘留，細

菌對一般中草藥添加劑不產生耐藥性，未來有相當的發展潛力。(2) 天然物

衍生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天然物顧名思義便是從天然而來的物質，一

般來說包含胺基酸、糖、脂肪等及其衍生物。天然化合物是英文 Natural 

products 翻譯而來，生物進行代謝作用，產生成了一些化學物質，例如胺

基酸 糖 脂肪若這些物質是繼續再代謝，扮演起始物的角色，生成許許多

多的「次級產物」，或稱「二次代謝物」，也是說非所有生物共通的生化代

謝產物，這些物質在生物體內或許有其功能，「二次代謝物」在生物體內是

有其職責的，如自衛用殺微生物或吸引異性的費爾蒙，有些甚至可以用來

治療人類的疾病 例如抗生素、多酚類。(3) 微生物添加劑衍生之動物保健

飼料添加劑：微生物添加劑無毒副作用及無殘留，是極有發展潛力的藥物

添加劑。該類添加劑目前使用種類，主要有乳酸桿菌、芽孢桿菌、糞鏈球

菌及酵母菌等。迄今為止，微生物添加劑產品的生產技術，尚不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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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投入市場的產品種類不多。天然中草藥當獸醫用藥已有上萬年的歷史，

當飼料添加劑也從西漢時代就開始，如"麻鹽肥豚法"就是在西漢時所記

載，此可說是有關天然物中草藥添加於飼料中的最草文字記載。大陸在中

獸醫學方面有相當的基礎，並有一系統的制度與教材，諸如中獸醫基礎理

論、中獸醫學、民間獸醫本草、中獸醫方劑大全及獸中藥規範等，均有著

作公諸於世。若台灣特有植物能應用生物技術進行有效之積極開發為動物

保健飼料添加劑，相信台灣於生物科技競爭中定能確保其優勢。在全世界

人口快速增加、所得水準提升、以及少子化趨勢下，人類在生理上對肉品

的需求，及心理上對伴侶動物需求，將會進一步推升全球動物保健產業整

體發展。其中，動物用疫苗、飼料添加物及疾病檢測乃為動物保健產業的

核心領域，因此在未來產品開發方向上，不論是產品快速開發平台，或亞

洲在地化、人畜共通傳染病、癌症預防治療、高效型、多功多價型、漢方

等產品類型之開發，皆為未來產業重要發展趨勢。 

維持人類食品安全及品質為現今全球所注重的議題，人畜共通菌如沙

門氏菌、大腸桿菌、腸球菌會透過食物鏈將其抗藥性傳遞到人體，進而影

響人類健康，因此各國衛生單位皆設立監控計畫持續追蹤抗藥性的情形。

而禁用動物飼料添加促生長用抗生素已為全球趨勢，歐盟自 2006 年起禁止

於飼料中添加抗生素作為促進生長使用，美國將於 2017 年前逐步減少餵飼

經濟動物抗生素，國內從民國 94 年起分階段逐年禁止製造、輸入和使用含

抗生素的飼料添加物，各國皆期許抗生素可以逐漸退出人類的食物供應

鏈。各國農業部門為減少抗藥性之產生，其解決之道除了禁用及減用動物

用抗生素外，亦積極開發其它可替代抗生素之物質，於眾多研發標的中證

實中藥萃取物有抗菌與抗病毒之藥理活性，添加於經濟動物飼料中有預防

疾病之效果。 

中藥來源大多為天然植物，優點包括具多種藥理作用、毒副作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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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抗藥性等，且單味藥即有多種成分，廣泛用於治療多種疾病，此外，

中藥使用時間在中國已有好幾千年的歷史，為中國文化的瑰寶之一。一般

而言，中藥用於人類疾病治療較為眾人所知，但典籍記載其早已應用於動

物身上。漢代的神農本草為第一部人畜通用的藥學著作，其中記載「牛扁

殺牛虱小蟲，又稱瘋牛病」、「柳葉主馬疥痂瘡」、「桐花主傅豬瘡」等，顯

示已有動物藥方劑之記載。到魏晉南北朝葛洪所著《肘後備急方》中有治

六畜之《諸病方》，隋代《治馬經》、《療馬方》，唐代《司牧安驥集》，皆為

現存較完整的中獸醫藥學古書，宋代王愈所著《蕃牧纂驗方》則為第一部

利用中藥預防家畜季節性疾病的文獻。而近代《豬經大全》為中藥應用於

豬隻之典籍，其中載明豬的 50種病症，並於每種病症後面列出 1-2 個治療

處方，為現存中獸醫典籍中唯一豬病學之專書。 

中國大陸將中藥應用於經濟動物養殖業最為廣泛，並將應用在畜牧獸

醫方面之中藥稱為中獸藥。2014 年中獸藥總產值大約新臺幣 200 億元，但

以整體獸用藥市場而言，中獸藥只佔 11%，其餘為生物製劑和化學藥品。

由於當前動物保健品的整體發展趨勢為預防重於治療、注重食品安全及減

少抗生素使用量，因此預測未來動物保健品市場趨勢將以生物製劑和中獸

藥的增長幅度較大。中國大陸當今中獸藥研發項目包括：替代抗生素用以

防治乳牛子宮內膜炎及乳房炎、增強動物免疫力及抗感染作用、防治豬及

牛等大動物之胃腸炎、防治畜禽病毒及細菌性上呼吸道感染症、針對家畜

禽生長遲緩和免疫力低下之生長促進劑等。另外，市場導向將轉向服務大

型養殖場，以個體治療為主轉向群體預防疾病，主要訴求為提高生產性能，

改善畜產品品質等。 

參考文獻 

1. 伴侶動物市場及食品素材趨勢概述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產業發展

中心 余峰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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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動物保健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動物科技 2014  NO.40；余祁暐、

劉依蓁、林彥宏) 

3. 中藥天然抗菌飼料添加物開發 (動物科技 2014 NO.40；楊啟裕)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由國內跨領域研究團隊共同提出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以跨領

域、跨校系的合作模式執行。如圖二所列，總計劃負責各子計劃間整合與

進度控管，以及將計劃研發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進行專利申請以及產業

技轉。計畫的整體研發時程與各子計劃分工如圖三所列，各子計畫間由總

計劃前端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之安全評估與毒性測驗平台建置，到總計

劃中段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的保健功能評估，再到總計劃後端之伴侶與

經濟動物之常見疾病緩解效果評估；最後乃至於將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申

請專利保護與產業技轉，各子計畫間彼此具備角色互補以及合作諧和性(圖

四)。標的檢品取得後，由計劃一以高效液相層析(HPLC)以及氣相色譜法-

質譜聯用(GC-MS)指紋圖譜分析方法，進行保健飼料添加劑的標的有效成

分分析與確認工作。再利用細胞篩選模式建置篩選臺灣特有藥用植物、天

然物、微生物及其衍生物作為有效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之安全評估與毒性

測驗平台。篩選通過之潛力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則透過子計劃二~五利用實

驗動物模式進行有效增強營養吸收與骨骼保健、有效增強運動功能與調節

血脂、有效延緩衰老功能與緩解癌症、有效調整腸胃功能與免疫調節等功

效評估測試；評估通過之先導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透過子計劃六~七應用在

犬貓等伴侶動物以及豬牛等經濟動物之常見疾病的緩解效果評估測試；通

過測試之先導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再由子計劃八的服務平台協助取得各項

認證，並且進行專利申請以及產業技轉等，最終協助業界將本計劃研發之

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開發成為商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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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計畫的整體研發時程與各子計劃分工。 

 

 

圖三：本計劃前端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之安全評估與毒性測驗平台建置，到計劃中段之動物保健

飼料添加劑的保健功能評估，再到計劃後端之伴侶與經濟動物之常見疾病緩解效果評估；最後乃至

於將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申請專利保護與產業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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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本計畫採用研究方法以及整體分工合作架構及各子計畫間之相關性與整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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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計畫累計之研究成果） 

 (一) 學術成果 

1. 研發成果 

(1) 研發「有緩解仔豬呼吸道發炎與過敏等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

劑」 

(1-1) 實驗結果 

本實驗研發「有緩解仔豬呼吸道發炎與過敏等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

加劑」，本試驗利用 120頭 28日齡離乳三品種雜交仔豬進行田野臨床試驗，

逢機分為三個處理組，分別為空白組、抗生素處理組、與中藥處理組。試驗

期六週飼料飲水任飼，連續紀錄六週仔豬生長表現。期間紀錄仔豬生長性狀

與呼吸道感染及咳嗽情形。實驗結束後每組犧牲 3 頭仔豬，除採血送檢外，

也針對呼吸道的氣管、支氣管組織取樣，進行組織切片。本計劃實驗結果顯

示：中藥處理組與抗生素處理組仔豬的平均日增重與育成率均顯著高於空白

組的仔豬(P<0.01)；而中藥處理組與抗生素處理組仔豬的平均咳嗽發生率則均

顯著低於空白組的仔豬(P<0.01)。利用採樣仔豬抽血進行血液學及生化學檢

驗。血液學的結果包括了紅、白血球、血紅素等數值，生化學則包含肝臟酵

素、血醣、蛋白質等指數，血液檢驗結果顯示：中藥處理組仔豬的抗過敏與

抗發炎能力均顯著高於抗生素處理組與空白組的仔豬(P<0.01)。利用免疫組織

染色檢視仔豬呼吸道的氣管、支氣管組織，免疫組織染色結果顯示：中藥處

理組仔豬的抗氧化壓力傷害、抗發炎、與抗細胞凋亡的指標蛋白表現明顯著

高於抗生素處理組與空白組的仔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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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血液檢驗結果顯示：中藥處理組離乳仔豬的抗過敏能力明顯高於抗生素處理組與空白組的仔豬。 

 

 

圖 1-2：離乳仔豬田野試驗結果顯示：保健中藥組仔豬的咳嗽發生與過敏原含量均明顯低於抗生素組與

空白組的仔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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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H&E 組織切片結果顯示：中藥處理組仔豬的氣管與支氣管組織均較抗生素處理組與空白組的

仔豬的氣管與支氣管組織完整，而空白組的仔豬的氣管與支氣管組織則有明顯的感染損傷情

形。 

 

圖 1-4：離乳仔豬田野試驗結果顯示：中藥處理組仔豬的氣管與支氣管組織的抗氧化壓力傷害、抗發炎、

與抗細胞凋亡的指標蛋白表現明顯著高於抗生素處理組與空白組的仔豬，這些結果顯示本實驗

研發之「具有緩解仔豬呼吸道發炎與過敏等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對於呼吸道組

織確實具有保護與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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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討論與結論： 

歐盟自 2006 年起禁止於飼料中添加抗生素作為促進生長使用，美國將於 2017 年

前逐步減少餵飼經濟動物抗生素，國內從民國 94 年起分階段逐年禁止製造、輸

入和使用含抗生素的飼料添加物，各國皆期許抗生素可以逐漸退出人類的食物供

應鏈。各國農業部門為減少抗藥性之產生，其解決之道除了禁用及減用動物用抗

生素外，亦積極開發其它可替代抗生素之物質，添加於經濟動物飼料中有預防疾

病之效果。鑑於養豬生產中，我們會碰到仔豬在斷奶後會出現生長發育慢、停止

生長，仔豬離乳後，仔豬的營養來源主要由母乳完全轉為飼料，這已是一個很大

的改變，若將離乳後的小豬所採食的飼料更換為不同於哺乳期學會採食的飼料，

仔豬的養化壓力將更大，往往還會出現仔豬不吃料現象，所以，開發離乳仔豬專

用飼料添加劑，確實有其必要。由本研究結果可以證實研發「有緩解仔豬呼吸道

發炎與過敏等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確實可以有效維護其呼吸道健

康、降低豬隻死亡淘汰率、以及提升育成率並改善其生長性狀的保健功能。 

 

(2) 研發「有緩解仔豬肺部感染與肺功能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 

(2-1) 實驗結果 

本實驗研發「有緩解仔豬肺部感染與肺功能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

劑」，2019年因新冠肺炎(COVID-19)在全世界各地大流行而造成民眾恐慌。而本

試驗利用 120頭 28日齡離乳三品種雜交仔豬進行田野臨床試驗，實驗結果也發

現許多空白處理組的仔豬，會因為感染肺炎而造成呼吸困難以及無法換氣而死亡

的情形。本試驗逢機分為三個處理組，分別為空白組、抗生素處理組、與中藥處

理組。試驗期六週飼料飲水任飼，連續紀錄六週仔豬生長表現。期間紀錄仔豬生

長性狀。實驗結束後每組犧牲 3 頭仔豬，除採血送檢外，也針對肺部組織進行

取樣本計劃實驗結果顯示：中藥處理組與抗生素處理組仔豬的育成率均顯著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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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組的仔豬(P<0.01)；利用免疫組織染色檢視仔豬呼吸道的肺組織，免疫組織

染色結果顯示：中藥處理組仔豬的抗氧化壓力傷害、抗發炎、與抗細胞凋亡的指

標蛋白表現明顯著高於抗生素處理組與空白組的仔豬。 

 

圖 2-1：離乳仔豬田野試驗結果顯示：本實驗研發之「具有緩解仔豬肺部感染與肺功能保健功能之抗生

素替代飼料添加劑」處理的仔豬有最佳的育成率，以及最佳的免疫球蛋白 G 與免疫力。且對肺

組織具有保護的功能。 

 

圖 2-2：離乳仔豬田野試驗結果顯示：中藥處理組仔豬的肺組織的抗氧化壓力傷害、抗發炎、與抗細胞

凋亡的指標蛋白表現明顯著高於抗生素處理組與空白組的仔豬，這些結果顯示本實驗研發之「具

有緩解仔豬肺部感染與肺功能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對於肺組織確實具有保護與

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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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討論與結論： 

歐盟自 2006 年起禁止於飼料中添加抗生素作為促進生長使用，美國將於 2017 年

前逐步減少餵飼經濟動物抗生素，國內從民國 94 年起分階段逐年禁止製造、輸

入和使用含抗生素的飼料添加物，各國皆期許抗生素可以逐漸退出人類的食物供

應鏈。各國農業部門為減少抗藥性之產生，其解決之道除了禁用及減用動物用抗

生素外，亦積極開發其它可替代抗生素之物質，添加於經濟動物飼料中有預防疾

病之效果。對於當今的養豬生產者來說，豬的呼吸疾病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健康問

題。 1995年，國家動物健康監測系統報告說呼吸系統疾病是育苗場和育肥場死

亡的主要原因。1990年至 1994年的數據顯示，屠宰時肺炎的患病率為 58％。 與

人類和其他物種的呼吸道疾病一樣，豬的呼吸道疾病通常是原發性和機會性傳染

原結合的結果。此外，不利的環境和管理條件在豬呼吸道疾病的多因素性中起著

重要作用。所以，開發改善離乳仔豬肺功能的抗生素替代中藥配方飼料添加劑，

確實有其必要。由本研究結果可以證實研發「有緩解仔豬呼吸道發炎與過敏等保

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確實可以有效維護其呼吸道健康、降低豬隻死

亡淘汰率、以及提升育成率並改善其生長性狀的保健功能。 

(3) 研發「有緩解仔豬腸胃道下痢與消化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 

(3-1) 實驗結果 

仔豬斷奶是一個很關鍵的環節，它不僅關係到仔豬的健康成長和體質、成活率，

甚至還會影響到今後的生產性能及整個生產效益。斷奶對於仔豬來說是個很艱難

的過程，因為仔豬的消化器官還沒發育成熟，消化腺機能不完善，抵抗力弱，體

溫自我調節能力差，尤其在冬季對寒冷的刺激特別敏感。本實驗研發「有緩解仔

豬腸胃道下痢與消化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本試驗利用 120頭 28

日齡離乳三品種雜交仔豬，逢機分為四個處理組，分別為低劑量中藥處理組

(0.05%)、中劑量中藥處理組(0.2) % 抗生素處理組、空白組，每組 30頭仔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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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齡離乳仔豬平均體重 10 kg，試驗期六週飼料飲水任飼，飼養至體重約 30 kg，

紀錄六週仔豬生長表現。以 0.05及 0.2 %「轉大豬飼料添加劑」添加於飼料中，

此外另有空白組與 0.2％ Tilmicosin 抗生素組，自 4週齡仔豬飼養 6週，紀錄其

生長性狀。每組犧牲 3 頭，針對消化道（空腸、迴腸）取樣，進行組織切片。

本計劃實驗結果顯示：0.2 %中藥組與 0.2 % 抗生素組在 0~4週平均日增重顯著

高於空白組，分別為 385、416、294 g/d；0.2 %中藥組、0.2 %抗生素、空白組育

成率分為 91、84、71 %。免疫組織染色結果顯示，0.2 %中藥組的空腸與迴腸組

織抗氧化壓力指數(SOD2)明顯優於空白組(Figure)；而發炎(TNFα)與細胞凋亡

(Caspase-3)指數則明顯低於空白組。這結果顯示配方中藥「轉大豬-仔豬生長飼料

添加劑」對於仔豬的腸胃道組織確實具有明顯的抗氧化壓力傷害、抗發炎、與抗

細胞凋亡能力，所以本實驗研發之「具有緩解仔豬腸胃道下痢與消化保健功能之

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對於腸胃道組織確實具有保護與保健功能。 

 

圖 3-1：離乳仔豬田野試驗結果顯示：「具有緩解仔豬腸胃道下痢與消化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

加劑」對於仔豬的腸胃道組織確實具有明顯的抗氧化壓力傷害、抗發炎、與抗細胞凋亡能力，這些結

果顯示本實驗研發之中藥配方對於肺組織確實具有保護與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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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本試驗研發之「具有緩解仔豬腸胃道下痢與消化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已經命

名為「轉大豬-離乳仔豬生長飼料添加劑」，本漢方中藥配方目前已於 108 年 10 月 8 日向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申請專利中(編號 108136432 申請案)，將於申請日起 18 個月後公開。 

 

(3-2) 討論與結論： 

離乳對仔豬而言，是一很大的緊迫，因其面臨許多的改變，包括食物型態、畜舍、

豬群、接觸的微生物種類、乳汁免疫喪失……等。而仔豬本身的生理發育尚未成

使仔豬對營養的消化吸收能力、病原菌的抵抗能力、溫度變化的適應力…等，均

較生長肥育豬差。因此仔豬離乳後常有厭食、下痢、生長停滯、失重…等現象發

生，其嚴重性會受到離乳仔豬的體重及日齡的影響。離乳仔豬飼養的好壞對往後

生長肥育期的發育有很大影響。仔豬斷奶後就進入保育期，這一階段一般為 35-42

天。斷奶，對仔豬來說是一個壓力，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期，這一階段的生長情

況會極大地影響仔豬到保育豬的生長性能和經濟效益。在仔豬飼料中添加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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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預防仔豬的疾病、改善飼料效率、增進飼料採食及隻日增重。環境條件愈

差添加抗生素效果愈明顯，但歐盟自 2006 年起禁止於飼料中添加抗生素作為促

進生長使用，美國將於 2017 年前逐步減少餵飼經濟動物抗生素，國內從民國 94 

年起分階段逐年禁止製造、輸入和使用含抗生素的飼料添加物，各國皆期許抗生

素可以逐漸退出人類的食物供應鏈。各國農業部門為減少抗藥性之產生，其解決

之道除了禁用及減用動物用抗生素外，亦積極開發其它可替代抗生素之物質，添

加於經濟動物飼料中有預防疾病之效果。所以，開發改善離乳仔豬肺功能的抗生

素替代中藥配方飼料添加劑，確實有其必要。由本研究結果可以證實研發「有緩

解仔豬腸胃道下痢與消化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確實可以有效維護

其腸胃道健康、降低豬隻死亡淘汰率、以及提升育成率並改善其生長性狀的保健

功能。而本試驗研發之具有緩解仔豬腸胃道下痢與消化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

料添加劑已經命名為「轉大豬-仔豬生長飼料添加劑」，此漢方中藥配方主要原料

為桂枝、人參、甘草、白朮及乾薑，添加於剛斷乳仔豬之飼料，有助增強仔豬之

心血管功能、維護其呼吸系統及消化系統，預防豬隻常見疾病並改善其生長性

狀，可取代抗生素的使用。目前已於 108年 10月 8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

專利中(編號 108136432申請案)，將於申請日起 18個月後公開。 

(4) 研發「有增強公種豬生殖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 

(4-1) 實驗結果 

本實驗研發有增強公種豬生殖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的中草藥，實驗結果

顯示配方中藥「有增強公種豬生殖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可明顯增加陰

莖組織一氧化氮含量，藉此促進公豬陰莖勃起，以及對於公豬的生殖系統與精蟲

性狀與活性確實具有明顯的增進功能。 



-23- 

 

圖 4-1：本仔豬田野試驗研發之「有增強公種豬生殖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可增加陰莖組織一

氧化氮含量，對於公豬的生殖系統與精蟲性狀與活性確實具有明顯的增進功能。 

 

(4-2) 討論與結論： 

養豬產業要有競爭力之首要工作，係需先有優良的種豬供應體系作為後盾，亦即

種豬產業就是肉豬產業的旗鑑產業。尤其，種公豬的繁殖能力高低會影響到母豬

產仔效率，進而影響到養豬產業的肉豬生產成本。舉例而言，一頭公豬使用兩年，

可生產 1,900 多頭仔豬，這頭公豬對整個豬群性能改進之影響極大。一頭種公豬

身價往往高達 20 萬元以上，種豬提供優良的遺傳性能，必需透過精子來傳遞至

後代，公豬精液的品質也反映出公豬產精性能好壞。精液品質是公豬繁殖力的一

個重要指標，精液品質不良是公豬不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於現代養豬生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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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公豬精液品質不良是一種經常出現的問題，精液品質不良的公豬在本交時，

常因母豬不能正常受孕而導致母豬配種後返情，而在人工授精時，精液品質不良

導致精液不能使用而廢棄。如果不能經常地對精液品質進行全面的檢查就用於輸

精，同樣也可能會導致大批母豬返情。公豬精液品質檢查項目與要求：整個檢查

過程要迅速、準確，一般在 5～10分鐘內完成，以免時間過長影響精子的活力。

精液質量檢查的主要指標有：射精量、顏色、氣味、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子

畸形率等。公豬的射精量一般為 150～200毫升，成年公豬為 200～600毫升，稱

重量算體積，1克計為 1毫升。正常精液的顏色為乳白色或灰白色。如果精液顏

色有異常，則說明精液不純或公豬有生殖道病變，凡發現顏色有異常的精液，均

應棄去不用。精蟲密度指每毫升精液中含有的精子數，它是用來確定精液稀釋倍

數的重要依據。正常公豬的精子密度為 2.0～3.0億／毫升，有的高達 5.0億個精

子/毫升。檢查精子密度的方法常用精子密度儀測量法：極為方便，檢查時間短，

準確率較高。該法有一缺點，就是會將精液中的異物按精子來計算。檢查精子活

力前必須使用 37℃左右的保溫板預熱：一般先將載玻片放在 38℃保溫板上預熱 2

至 3分鐘，再滴上 1小滴精液，蓋上蓋玻片，然後在顯微鏡下進行觀察。精子活

力一般採用 10級制，即在顯微鏡下觀察一個視野內作直線運動的精子數，若有

90%的精子呈直線運動則其活力為 0.9；有 80%呈直線運動，則活力為 0.8；依次

類推。新鮮精液的精子活力以高於 0.7為正常，稀釋後的精液；當活力低於 0.6

時，則棄去不用。本實驗研發之「有增強公種豬生殖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

劑」對於公豬的生殖系統與精蟲性狀與活性確實具有明顯的增進功能，可以應用

於公種豬生殖功能的加強，藉此提供優良的遺傳性狀與產精性能。 

 

(5) 利用藥食同源中藥萃取後藥渣研發「有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 

(5-1)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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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為解決藥渣垃圾氾濫問題，本實驗利用藥食同源中藥萃取後等中藥廢

渣，研製包含中藥成分的生物添加劑飼料，以便取代在養殖行業中日漸泛濫的抗

生素，同時解決我國萬噸藥渣垃圾的清運難題。本實驗可以作為藥食同源之中藥

萃取後藥渣，乾燥磨粉造粒製成「有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本添

加劑除利用中藥化學指紋圖譜影像辨識技術進行殘餘有效成份分析外，也分析中

藥萃取後藥渣的重金屬與農藥殘餘量，藉此評估中藥萃取後藥渣研發有保健功能

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的可行性評估。實驗結果顯示中藥萃取後藥渣仍殘餘超

過 20%的有效成份，而重金屬與農藥殘餘量則在容許安全範圍內。中藥萃取後藥

渣製成之有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提供給飼料雞評估雞隻生長情

形，實驗結果顯示「川枇健飼寶-有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對於雞

隻的呼吸道與腸胃道組織確實具有明顯的保護與保健功能，能顯著增強雞隻的免

疫力。 

 

圖 5-1：實驗結果顯示中藥萃取後藥渣製成之「川枇健飼寶-有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重

金屬與農藥殘餘量則在容許安全範圍內，對於雞隻的呼吸道與腸胃道組織確實具有明顯的保護與保健

功能。 

(5-2) 討論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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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中藥提取場每日產生中成藥的藥渣垃圾超過萬噸，而依據現行法規：中

藥製造業在製程產生之植物性中藥渣再利用用途只能作為有機質肥料原料，且藥

渣不得經化學處理，且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為解決

藥渣垃圾氾濫問題，本實驗利用藥食同源中藥萃取後等中藥廢渣，研製包含中藥

成分的生物添加劑飼料，以便取代在養殖行業中日漸泛濫的抗生素，同時解決我

國萬噸藥渣垃圾的清運難題。歐盟自 2006 年起禁止於飼料中添加抗生素作為促

進生長使用，美國將於 2017 年前逐步減少餵飼經濟動物抗生素，國內從民國 94 

年起分階段逐年禁止製造、輸入和使用含抗生素的飼料添加物，各國皆期許抗生

素可以逐漸退出人類的食物供應鏈。過去，有實驗收集廢藥渣，作為栽培原料，

培育具有增強動物免疫力、抗菌、抗病毒作用的各類藥用真菌，如蛹蟲草、靈芝、

猴頭等。實驗過程看上去像是一群人在種蘑菇，只不過學生們用藥渣替代了傳統

的木渣、棉花殼等栽培原料。被藥廠多次壓榨後的藥渣本身幾乎沒有營養，需要

用特殊方法使其長出蘑菇、靈芝、蟲草這些自身具有保健醫療作用的藥用真菌，

而真菌在生長過程中也會分泌纖維素酶、半纖維素酶等成分，能幫助藥渣內部分

解轉化形成新的活性成分，產生新的治療、預防或保健作用，同時還能分解藥渣

中難以被動物吸收的纖維素、半纖維素、果膠質、木質素等緻密結構，這就是雙

向發酵。將這些培育出的蟲草、靈芝等與經過雙向發酵培育過的藥渣烘乾碾碎，

混合在一起製成天然生物飼料添加劑成品，成功研發新型生物飼料添加劑。為了

驗證功效，用 50隻雞分 5組作對比實驗，其中 10隻雞隻餵食傳統飼料，另外 4

組雞在餵食傳統飼料之餘，適當添加生物飼料添加劑。結果顯示這種新型生物飼

料添加劑能夠幫助雞增強抵抗力，抵禦病害」，用這種新型生物飼料添加劑能夠

起到與抗生素相同甚至更好的作用。不過，實驗投入商業使用仍有較長一段距

離。目前小範圍的試驗還不能證明它能完全取代抗生素。一個好消息是，廣州分

析測試中心最近出具了對這種新型生物飼料添加劑的重金屬含量檢測報告，顯示

汞、鉛、鎘等均在國家法定值之內，這意味著至少對動物、對人體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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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發「有緩解貓狗等伴侶動物骨質疏鬆與活動力增強等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

代飼料添加劑」 

(6-1) 實驗結果 

隨著全世界邁入高齡化社會之後，骨質疏鬆所造成的骨折對寵物健康影響也日愈

嚴重。故本研究將以停經母鼠，予以隨機分配含中藥龜鹿二仙膠之動物保健飼料

添加劑「勇骨狀」治療組、運動處理組以及空白對照組，並在處理前後分別以雙

能量 X光骨質密度儀（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測量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再據此探討含龜鹿二仙膠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對停經後母鼠骨

質密度的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停經母鼠服用含龜鹿二仙膠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

劑 8週後的脛骨骨質密度顯著大於運動處理組(P<0.05)；而且，更是顯著大於空

白組(P<0.01)。結果顯示含中藥龜鹿二仙膠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勇骨狀」確

實可增加停經後母鼠之骨質密度。 

 

圖 6-1：中藥化學指紋圖譜影像辨識技術分析「有緩解貓狗等伴侶動物骨質疏鬆與活動力增強等保健功

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的有效成份，實驗結果顯示飼料添加劑對於動物的骨骼與肌肉活動確實

具有明顯的保護與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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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實驗結果顯示動物餵食含中藥龜鹿二仙膠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勇骨狀」確實可增加動物的

骨質密度以及提昇運動的能力。 

 

(6-2) 討論與結論： 

本實驗選擇含中藥龜鹿二仙膠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勇骨狀」，對於停經母鼠

給予 8週的連續餵食，實驗結果顯示中藥龜鹿二仙膠確實可增加停經後母鼠之骨

質密度。龜鹿二仙膠主要藥材包括龜板與鹿角，另外加入枸杞、人參熬製成膏狀。

古籍《醫方集解》記載，「龜為介蟲之長，得陰氣最全，鹿角遇夏至即解，稟純

陽之性，且不兩月長至一、二十斤，骨之速生無遇於此者，故能峻補氣血。兩者

皆用氣血以補氣血，所謂補之其顏色。人參大補元氣，枸杞滋陰助陽。」也就是

說，龜鹿二仙膠取其「陰陽交補」之功，達到補氣血、大補精髓、益氣養神的效

果。從現代醫學角度來看，龜板有免疫調節、延緩衰老及中樞神經影響作用；鹿

角富含膠質、碳酸鈣、磷酸鈣等元素，可增加血紅蛋白、紅血球及白血球，以預

防骨質疏鬆症，並增強免疫力；人蔘可興奮中樞神經、加強免疫力及造血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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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疲勞和強心；枸杞則具有增加造血機能、提高免疫力及抗衰老作用，也有明目、

保肝之效。由此可知，中西醫對於龜鹿二仙膠的見解若合符節。綜合上述，實驗

結果證實含「勇骨狀」，確實有助於老化動物骨質密度之增強。 

(7) 研發「有增強貓狗等伴侶動物心肺功能與肌耐力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

添加劑」 

(7-1) 實驗結果 

本子計劃利用小鼠模式驗證並篩選可以有效增強心血管與運動功能之先導動物

保健飼料添加劑，本研究利用含活血補氣機能「心脈佳」中藥配方之動物飼料。

實驗結果顯示： 小鼠餵食含有「心脈佳」之飼料，運動與協調功能顯著促進，

當小鼠餵食含有「心脈佳」之飼料，肌肉收縮力量增加，且疲勞情形大幅減少。

此外，利用小鼠模式驗證並篩選可以有效增強心血管與運動功能之先導動物保健

飼料添加劑，本實驗結果顯示：小鼠餵食含有「心脈佳」之飼料，心臟功能顯著

改善，皮下組織微循環顯著促進。這結果顯示「心脈舒」可有效增強心血管與運

動功能。 

 

圖 7-1：小鼠餵食含有「有增強貓狗等伴侶動物心肺功能與肌耐力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

心脈佳」，可以顯著改善皮下組織微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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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小鼠餵食含有「有增強貓狗等伴侶動物心肺功能與肌耐力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

心脈佳」，可以顯著改善心臟功能。 

 

圖 7-3：小鼠餵食含有「有增強貓狗等伴侶動物心肺功能與肌耐力保健功能之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

心脈佳」，可以顯著增加肌肉收縮力量，且疲勞情形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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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討論與結論： 

本實驗選擇含生脈散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心脈舒」，對於飛行賽鴿以及小鼠

各給予四週的連續餵食，實驗結果顯示含生脈散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心脈舒」

確實可增強心血管與運動功能。關於生脈散的應用，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逐漸

拓寬的。張元素在《醫學啟源》中對其描述的簡單直接「補肺中元氣不足」。由

此可見，這個方子最早是用於治療氣陰兩傷、氣短、汗多，或自汗、久咳等肺虛

病症。從單味藥分析，人參含有人參皂苷，能強心氣、補肺氣；麥冬含有麥冬多

糖體及魯斯可皂苷元，能滋陰清熱；五味子具有收斂作用，能預防元氣耗散。整

體而言，生脈散對心臟、血管、血液流速、中樞神經系統、內分泌功能都有正面

的影響。臨床上對於冠心病、心律不整、心肌梗塞、慢性心血管等疾病，確實有

一定的治療效果。現代藥理學進一步證實，生脈散能增強心肌的收縮力，有類似

毛地黃的強心作用，不過生脈散的好處是有毛地黃的強心效果，卻沒有毛地黃中

毒的疑慮。生脈散能增加冠狀動脈的血流量，改善心肌供血，在增強心肌收縮力

的同時，並不會增加心肌和氧的消耗量；相反的，還可以調整心肌細胞的新陳代

謝，以及降低氧氣的消耗量。綜合上述，實驗結果證實含生脈散之動物保健飼料

添加劑「心脈舒」，確實有助於心血管與運動功能之增強。 

 

2. 已發表國內研討會論文 3篇 

(1) 「轉大豬飼料添加劑」替代抗生素於保育豬飼養 。(109年中國畜牧學會年會)  

(2) 利用人類大腸癌細胞株 Caco-2 細胞模式評估臺灣天仙果區分物對腸道細胞

鈣離子吸收的影響。(台灣食品科技學會第 49次會員大會暨研討會) 

(3) 飼糧中添加螺旋藻來源之膽綠素相似物對肉雞腸道菌相之影響。 (109年中國

畜牧學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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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發表國外研討會論文 5篇 

(1) Multi-targeting therapeutic mechanism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Herbal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2)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lleviates excessive exercise induced damage of mic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Herbal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3) Ficus formosana promotes calcium absorption in Caco-2 cells monolayer model. 

(2020 IFT annual meeting and food expo). 

(4) Ficus formosana enhances Calcium transport in the huma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aco-2 cells via ameliorating transcellular absorption pathway. (2020 IUFost). 

(5) Effects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Hydrastis canadensis on laying performance, 

egg quality,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nd cecal microbiota in laying hens.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al and Food Science (2020 4th ICAFS) 

 

4. 已發表國外 SCI論文 5篇 

(1)  Wu CH*, Wang SE, Hsu CH, Hsu YT, Lu CW, Chuang WC, Lee MC (2019) 

Reproductive Regula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Allevi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rapy in Ovariectomised Mouse Model.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Volume 2019, Article ID 5346518 

(SCI) 通訊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2)  Chuang TY, Lien CY, CH, Lu CW, Wu CH* (2020)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lleviates Thyroidectomy-Induced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Dysfunction in 

Rats.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Volume 2020, 

Article ID 9415082. (SCI) 通訊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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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u CH*, Lin CL, Wang SE, Lu CW (2020) Effects of imidacloprid, a 

neonicotinoid insecticide, on the echolocation system of insectivorous bats. 

Pesticid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163:94-101. (SCI) 通訊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4)  Chuang TY, Lien CY, Tsai YC, Lin KF, Hsu CH, Wu WJ, Su LY, Lu CW, Wu 

CH* (2020) Oral treatment with the Chinese herbal supplements B307 enhances 

muscle endurance of ICR mice after exhaustive swimming via suppressing 

fatigue,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Food Science & Nutrition, Accepted. 

(SCI) 通訊作者 

(5)  Lien CY, Lu CW, Hsu CH, Chuang TY, Su LY, Wu WJ, Jheng YS, Lee MC , Wu 

CH* (2020) Chinese veterinary medicine B307 promotes cardiac performance 

and skeletal muscle contraction via enhancing calcium influx and neural 

electrical activity in animal and cell models.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Volume 2020, Article ID 9064824. (SCI) 通訊作者 

 

5.  準備發表國外研討會論文 4篇 

(1) Wang CH, Wang SE, Lu CW, Wu WJ, Su LY, Jheng YS, Wang PH, Wu CH* (2020) 

Alternative antibiotic herbal feed additives alleviating allergy and respiratory 

symptoms in weanling piglets. Animal F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paration) (SCI) 通訊作者 

(2) Wang CH, Lu CW, Wang SE, Wu WJ, Su LY, Jheng YS, Wang PH, Wu CH* (2020) 

Alternative antibiotic herbal feed additives improving digestibility and growth in 

weanling piglets. Animal F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paration) (SCI) 

通訊作者 

(3) Su LY, Wu WJ, Jheng YS, Lu CW, Wang SE, Wang CH, Wang PH, Wu 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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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antibiotic herbal supplements alleviating pneumonia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weanling piglets.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In preparation) (SCI) 通訊作者 

(4) Lu CW, Wang SE, Su LY, Wu WJ, Jheng YS, Lu CW, Wang SE, Wang CH, Wang 

PH, Wu CH* (2020) Natural products alleviating pneumonia via inhibition of 

ACE2 expressions in the respiratory tract of weanling piglets. Molecules, (In 

preparation) (SCI) 通訊作者 

 

(二) 產業成果 

1. 潛力合作業者：目前預計合作研究之業界單位 

(1) 勝昌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科學中藥大廠) 

(2) 財團法人台灣必安研究所 (臺灣科學中藥研究機構) 

(3)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科學中藥大廠) 

(4) 順博有限公司 (臺灣寵物飼料添加中藥大廠) 

(5) 萌創國際有限公司 (臺灣寵物健康食品販售公司) 

(6) 沅慶企業有限公司 (臺灣寵物食品及用品販售公司) 

(7) 定展有限公司 (臺灣寵物 零食 肉乾 罐頭 代工公司) 

(8) 健群生技科學有限公司 (動物用藥品批發業、飼料批發業) 

(9) 寶島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物用藥品製造) 

(10) 旭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動物藥品、動物疫苗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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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期商品雛形：(可附圖片) 

(1) 「轉大豬-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取代抗生素使用之離乳仔豬專用呼吸道

與腸胃道保健的飼料添加劑。 

(2) 「種豬寶-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取代抗生素使用之種公豬專用可促進公

豬陰莖勃起，以及增進生殖系統與精蟲性狀活性的飼料添加劑。 

(3) 「川枇健飼寶-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取代抗生素使用之藥渣製成之有保

健功能以及增強免疫力之飼料添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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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骨壯-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取代抗生素使用之伴侶動物(貓、狗等)

專用具緩解寵物骨質疏鬆等健康機能性之飼料添加劑。 

(5) 「心脈佳-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取代抗生素使用之伴侶動物(貓、狗等)

專用具增強心肺與肌力功能等健康機能性之飼料添加劑。 

 

 

3. 預期產出與產業現況比較： 

比較項目或 

計畫產出成果 
計畫執行前 計畫執行後 

伴侶以及經濟(禽畜)動物

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

專利 

預期伴侶與經濟動物的

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專

利申請一件 

正在申請伴侶與經濟動

物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

劑專利一件 

伴侶以及經濟(禽畜)動物

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

產品 

預期伴侶與經濟動物的

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產

品開發一件 

已完成伴侶與經濟動物

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

產品開發一件 

 (如有計畫執行前後之國際比較，請優先列出，並以表格方式呈現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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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及衍生成果 

為增進經濟(禽畜)動物與伴侶動物的健康與生長性能，並且減少傳統

化學藥物和飼料中抗生素等添加，本計畫擬邀集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

嘉義大學、以及東海大學之動物科學、獸醫學、生命科學、以及運動科學

之教授學者，提出跨校與跨界之具創新前瞻與國際競爭性之動物保健飼料

添加劑之創新產發計畫，希望從臺灣特有藥用植物、天然物、微生物及其

衍生物篩選出有效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藉此提高飼養動物對不良環境

的抵抗與保護能力，或是提升飼料利用率並降低飼養與治療成本。近年食

品安全及環境永續觀念深植消費市場，減用/ 禁用抗生素生長促進劑已是

產業趨勢，為了維持畜產動物之健康、提升經濟動物之飼養效率，許多替

代抗生物質飼料添加物隨之崛起，其中不乏天然植物及等同天然有效成分

等產品，且未來勢必有越來越多的產品投入市場。如何建立完善之風險評

估制度，並在不影響產業發展下，有效率地實質評估此類飼料添加物之飼

用、食品、使用、環境安全，將成為未來產官學研需持續深入探討之重要

議題。 

 

六、計畫整體 End-point及分年度 Milestone 

(一)  End-point (最終效益) 

本計畫從臺灣特有藥用植物、天然物、微生物及其衍生物篩選出

有效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藉此提高飼養動物對不良環境的抵抗與保

護能力，或是提升飼料利用率並降低飼養與治療成本。預計開發經濟(禽

畜)動物或是伴侶動物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至少各三件，這些研發成果

預期將完成申請專利保護並設法完成產業技轉，本計畫所衍生的商品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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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至少創造一千萬的海內外經濟產值。 

(二)  Milestone(里程碑規劃) 

年度 年度 Milestone(查核點) 達成情形 

107年度 

完成伴侶以及經濟(禽畜)動

物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的

研發至少 1件 

完成伴侶以及經濟(禽畜)動

物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的

研發至少 1件 

108年度 

累計完成伴侶以及經濟(禽

畜)動物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

劑的研發至少 2件 

累計完成伴侶以及經濟(禽

畜)動物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

劑研發至少 2件，提出專利申

請至少 1件 

109年度 

累計完成伴侶以及經濟(禽

畜)動物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

劑的研發至少 3件 

累計完成伴侶以及經濟(禽

畜)動物的動物保健飼料添加

劑研發至少 3件，提出專利申

請至少 2件，獲專利至少 1

件 

八、計畫人力結構 

執行 

情形 

108年度 

研究員 

級 

副研究 

員級 

助理研究

員級 
助理級 

技術 

人員 
其他 

總人力 

(人年) 

原訂 5 2 1 1 1 1 11 

實際 5 2 1 2 1 1 12 

差異 0 0 0 +1 0 0 +1 

 研究員級：研究員、教授、主治醫師、簡任技正等，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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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3年、或碩士滿 6年、或學士滿 9年以上之研究經驗者。 

 副研究員級：副研究員、副教授、助理教授、總醫師、薦任技正，若非以上職稱

則相當於博士、或碩士滿 3年、或學士滿 6年以上之研究經驗者。 

 助理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講師、住院醫師、技士，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碩士、

或學士滿 3年以上之研究經驗者。 

 助理級：研究助理、助教、實習醫師，若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學士、或專科滿 3

年以上之研究經驗者。 

 技術人員：指目前在研究人員之監督下從事與研究發展有關之技術性工作。 

 其他：指在研究發展執行部門參與研究發展有關之事務性及雜項工作者，如人

事、會計、秘書、事務人員及維修、機電人員等。 

 

八、績效指標 

此部分指標請請參閱「行政院計畫 KPI- excel檔」附件。 

九、後續研發規劃 

(一) 尚需補強之科研重點 

(1) 研發臺灣特有藥用植物中藥作為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缺乏政府相

關單位製訂法規規範，因此讓臺灣潛力合作業者有所顧慮，限制

了中藥作為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的產業發展。 

(2) 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研究成果與研發產品缺乏產業分析、產值推

估、產學媒合、智權布局或媒體露出等媒合平台支援。 

 (二) 產業化過程所需之協助 

(1) 請農委會畜產管理與動檢等相關單位針對特有藥用植物中藥作為

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製定法規規範，並提供獎勵措施，以利臺灣特

有藥用植物中藥作為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的產業發展。 

(2) 為提升台灣飼料添加物研發價值，俾使學校及各試驗研究單位之研

發成果，轉化為產業能承接之生產技術，並將產品行銷國際。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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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農業委員會提供產業趨勢、研發技術與行銷經驗等，冀能橋接創

新研發與商業推廣，加速產品開發，以提昇整體競爭力，並促成產

學研合作模式之良性循環，達到飼料添加物產業深耕獲利之多贏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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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科技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109 年 5月 1日 

科技部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108年度 【 利用臺灣特有藥用植物、天然物、微生物

及其衍生物研發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之創新產發計畫】 

計畫主持人：吳忠信         

計畫編號：MOST 108-2321-B-003-001- 領域：農業科技 

研發成果名稱 

（中文）轉大豬保健飼料添加劑 

(離乳仔豬抗生素替代飼料添加劑) 

（英文）Health care feed additive for pig growth  

(Antibiotic feed additives for weaned piglets) 

成果歸屬機構 

科技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發明人 

(創作人) 

吳忠信、 

王佩華、 

王喆宣 

技術說明 

（中文）本發明關於一種轉大豬保健飼料添加劑，其包含漢方中

藥萃取物，主要原料為桂枝、人參、甘草、白朮及乾薑，添加於

剛斷乳仔豬之飼料，有助增強仔豬之心血管功能、維護其呼吸系

統及消化系統，預防豬隻常見疾病並改善其生長性狀，可取代抗

生素的使用。 

（英文）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a health care feed additive for 

pig growth, which compris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ract. The 

main raw materials of the extract are cinnamon twig, ginseng, licorice, 

atractylodes and dried ginger. The addition of the additive to the feed 

helps to enhance the cardiovascular function of the weaned piglets, 

maintains thei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digestive system, prevents 

common diseases in pigs and improves their growth traits, and can 

replace the use of anti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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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農業科技-動物保健產業 

技術/產品應用範圍 

1. 創新研發具健康機能性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 

2. 創新研發可提升飼料利用率並降低飼養成本之動物保健飼料添

加劑。 

3. 創新研發可取代抗生素之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 

技術移轉可行性及預期

效益 
促成產學合作案例並創造國內經濟與畜牧業之龐大商機。 

     註：本項研發成果若尚未申請專利，請勿揭露可申請專利之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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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文件 

 



-44- 

附件三 研發成果新聞媒體露出 

公共新聞：專家研究發現 科學中藥可用於寵物保健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83243 

民視：毛孩高齡化！師大教授推「動物長照 2.0」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0616L06M1 

中央社：台師大研究：科學中藥可活血補氣 延緩寵物老化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6160091.aspx 

經濟日報：台師大研究：科學中藥可活血補氣延緩寵物老化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4638692 

中時電子報：漢方寵物食品 寵愛毛小孩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616002570-260405?chdtv 

台灣蘋果日報：高齡毛孩子也能樂活台師大用科學中藥研製寵物健康食品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ife/20200616/FYB5SSOQQ2AL6PSZUWHCVWY6GA/ 

自由時報電子報：台師大跨校團隊研發寵物漢方實驗可強骨健身延緩老化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199124 

中央廣播電台：守護毛小孩 台師大推中藥製健康食品【央廣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MGRF0wtSo 

ETtoday 東森新聞雲：毛小孩高齡化！ 台師大推「動物長照 2.0」用中藥製寵物健康食品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616/1738856.htm 

教育廣播電台：臺師大研究發現 吃中藥可延緩寵物器官老化 

https://www.ner.gov.tw/news/5ee83d1c73657b000625994e 

民視：毛小孩高齡化！師大教授推"動物長照 2.0"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0616W0042 

中天快點 TV：漢方寵物食品寵愛毛小孩 

https://gotv.ctitv.com.tw/2020/06/1308758.htm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83243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0616L06M1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6160091.aspx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4638692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616002570-260405?chdtv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life/20200616/FYB5SSOQQ2AL6PSZUWHCVWY6GA/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1991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MGRF0wtSo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616/1738856.htm
https://www.ner.gov.tw/news/5ee83d1c73657b000625994e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0616W0042
https://gotv.ctitv.com.tw/2020/06/13087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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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日報：科學中藥製寵物食品 延緩毛小孩老化 

https://www.ydn.com.tw/News/386654 

 

 

https://www.ydn.com.tw/News/386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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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x and neural electrical
activity in animal

研討會論文 5

(1) Multi-targeting therapeutic
mechanism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Herbal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2)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lleviates excessive exercise
induced damage of mic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Herbal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3) Ficus formosana promotes
calcium absorption in Caco-2 cells
monolayer model. (2020 IFT annual
meeting and food expo).
(4) Ficus formosana enhances
Calcium transport in the human
intestinal epithelial Caco-2 cells
via ameliorating transcellular
absorption pathway. (2020 IUFost).
(5) Effects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Hydrastis
canadensis on laying performance,
egg quality,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nd cecal microbiota in laying
hens. 202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al and Food Science
(2020 4th ICA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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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延續上年度計畫，繼續研發具健康機能性之伴侶與
經濟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各一件，並且完成上述成果專利
申請與尋求產業技轉。我們期能將本計劃研發之動物保健
飼料添加劑產業技轉給業界開發成為商業產品，創造出全
球動物保健飼料添加劑市場的高經濟產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