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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5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 106 年 2月 28日 

中文摘要： 

臺灣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為臺灣特有亞種，列為珍貴稀

有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因其穴居夜行的習性難以進行詳盡的野外研究，因此對

於該物種尚有許多未知。本計畫延續往年，以圈養穿山甲為對象進行營養、行為

及生理等研究，並發展國際合作與交流。三個不同年度人工飼糧分析結果顯示，

總熱量無顯著差異，然而不同年度人工飼糧的胺基酸及脂肪酸含量皆有顯著差

異，表示目前本園的人工飼糧可能無法提供穿山甲穩定的營養。比較本園人工飼

糧與白蟻共生菌圃胺基酸含量，結果顯示兩者皆有高含量的精胺酸、麩胺酸與天

門冬胺酸。脂肪酸百分比比較結果顯示，人工飼糧與白蟻菌圃皆有高比例的亞麻

油酸和棕櫚酸。本年度結合域內及域外研究，與中興大學昆蟲系合作，進行穿山

甲蟻類消化率實驗，透過鑑定排遺中的螞蟻種類並推估各種類的採食量，幫助了

解穿山甲對蟻類的消化狀況，有助於野外穿山甲食性研究進展。相關營養分析成

果可作為人工飼糧調整之參考及野生動物營養學的背景資料。繁殖生理於本年有

指標性成果，呼名「枇杷膏」於懷孕期間，團隊第一次完整記錄到各個面向的指

標，包含行為、賀爾蒙、胎兒成長監測、產前徵兆等；完整記錄臺灣穿山甲總懷

孕期為 230~237天，為估算穿山甲懷孕期最為精確的一次。本年度協助一仔獸度

過離乳期，成功轉換食物。 

國際合作及發表於本年度有多項成果，執行穿山甲域外族群管理與保育繁殖

計畫，成功將一對穿山甲運送至德國萊比錫動物園，並針對穿山甲保育繁殖工作

與萊比錫動物園園方進行深度交流。此外，於國際研討會中口頭發表 2篇研究成

果，並於國際期刊投稿，促進穿山甲研究進展，並於國際上奠定臺北市立動物園

的學術地位。同時亦透過展示場與解說設施更新、動物保母說故事、網站社群行

銷、保育教育活動等，推動穿山甲的保育教育，並持續參與野外穿山甲的救傷收

容。 

 

關鍵詞：臺灣穿山甲、繁殖、營養、行為觀察、懷孕期、國際合作 

Abstract： 

Formosan Pangolin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is one of the endemic 

subspecies in Taiwan as well as endangered species. It is hard to do the field research 

because of their burrowing and nocturnal habits. This study was focused on the 

nutrition,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of captive pangolins at Taipei Zoo. The analysis of 

nutrition of 3 years artificial die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otal calories among different years, but were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on amino and 

fatty acid. It indicated that the current diets couldn’t supply stable nutrition for captive 

pangolins. The fungus garden of termites and artificial diet of Taipei Zoo both 

http://tw.rd.yahoo.com/referurl/dictionary/knowledgeplus/found/view/*http:/knowledge.yahoo.com.tw/question/question?qid=1609110107340


 II 

contained high concentration Arginine, Glutamine, Aspartic, Linoleic acid 

(9,12-cis-Linoleic acid）and Palmitic acid. The nutrition study can be very important 

references to modify the artificial diet. 

We collaborated with the teams of university to understand the digestive ability 

of pangolin on ants and termites. We recorded many details of a pregnant female, 

including behavior, reproductive hormone, monitoring of cub development and signs 

before parturition, and speculated exactly the days of gestation is 230~237. We also 

help the pangolin cub moved on weaning stage from nursing stage successfully. 

We exported a couple of pangolins from Taipei Zoo to Leipzig Zoo for the 

promotion of ex-situ conser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of pangolins. We published our 

research results 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nd gave oral present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egarding pangolin to be at the head of pangolin 

conservation’s profession in the world. We renewed the exhibition areas of pangolin 

and promoted the conservation by using the education activities, broadcasting 

program, media, Facebook and Youtube, and kept practicing the rescue program to 

participate the in-situ conservation of pangolin. 

Keywords：Formosan pangolin, nutrition, reproductive hormone, behavioral 

observation, parturition, gestation, conservation, education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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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105保研 2 

計畫名稱：穿山甲之族群評估、照養管理與保育教育推動（二）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吳松霖研究助理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

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字為限）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 

本研究分析穿山甲野外常見食物資源黑翅土白蟻及其共生菌圃的營養

成分，開發更適合穿山甲營養需求之人工飼糧，讓圈養的環境跟野外穿山

甲食性做更密切的結合。透過長期照養經驗與技術的累積，包括協助圈養

之穿山甲仔獸轉換食物，順利成長等，建立穿山甲仔獸之成長發育與照養

環境需求條件等相關資訊，了解懷孕個體之生理、行為變化等，以更完整

的提升各階段的飼養繁殖技術，從基礎面加強鞏固穿山甲域外保育的基石。 

國際合作及發表於本年度有多項成果，執行穿山甲域外族群管理與保

育繁殖計畫，成功將一對穿山甲運送至德國萊比錫動物園，並針對穿山甲

保育繁殖工作與萊比錫動物園園方進行深度交流。此外，於國際研討會中

口頭發表 2 篇研究成果，並於國際期刊投稿，促進穿山甲研究進展，並於

國際上奠定臺北市立動物園的學術地位。 

計畫持續協助國內保育主管機關收容民間拾獲或救傷穿山甲，收容期

間給予救傷治療並累積穿山甲醫療專業，同時進行穿山甲食性、營養、生

理、行為等資料蒐集，逐年建立臺灣穿山甲圈養狀態下的生態習性與活動

模式，以彌補野外穿山甲研究上的困難及不足。藉由國際及國內合作進行

穿山甲保育展示與教育活動的推動，傳達穿山甲的危機與現況，喚起民眾

對於穿山甲的重視，也樹立本園在穿山甲域外保育工作的專業地位與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