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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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動物受到棲地破壞、獵捕壓力等威脅，造成數量下降，更甚者則面臨

絕種的危機。圈養環境下因空間大小、繁殖個體數量少，常面臨不容易自然繁

殖或有近親交配的問題，遂難維持或增加個體數量，以熊科、巨猿類等大型動

物尤為嚴重。本計畫運用了動物訓練、副睪及直腸電擊採集精子並進行冷凍保

存，目前典藏物種種類為 5 目 17 科 28 種。然動物訓練所採集到的黑猩猩和人

猿的精液，遇到空氣會凝結為膠體而無法繼續利用，本研究初步結果顯示運用

隔水加熱方式可得到具活力的精子。季節性單次發情的動物，發情期受到光照

和溫度的影響，掌握發情高峰點有助於進行自然交配放對操作及人工授精工作

的排程，從 2012-16 年間觀察發現大貓熊圓圓於發情前期有出現竹葉攝食量和

糞便量下降的現象，發情中期有蹭陰、過水、外陰開口等表徵，高峰期會出現

羊叫、鳥叫、舉尾和俯伏，分析 2013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3 年室內展示場溫

度和雌性賀爾蒙的濃度關係，發現在溫度持續上升後的第 21 日，尿液中的 E1G

亦會開始上升，室內溫度調控確實對於大貓熊發情有一定的影響。臺北市第一

隻出生的大貓熊圓仔，於 2016 年首次發情，具有外陰開口腫脹，尿液中 E1G

和 E2 兩種雌性荷爾蒙代謝物也有出現高峰值，為典型的發情狀態，並於 7 月出

現活動量下降、食慾減少等假懷孕徵狀。 

Abstract： 

Many species of wild animal populations have declined because of habitat 
destruction and poaching. If the populations declined continued, the species may 
be going to be extinct. While captive breeding programs are essential to the survival 
of the species, getting animals to mate and raise healthy cubs in captivity is often a 
complex process. In captive, because of the limit of space and the numbers 
breeding pairs, it is hard to let them breed naturally without loss of gene diversity. 
The situation is even worse in Ursidae and Great Ape. In this research, by animal 
training, epididymal sperm aspiration, and electoejaculation, we obtained semen 
samples from sexually mature male mammals (5 orders 17 families 28 species). 
However, by animal training, the semen samples obtained from chimpanzee and 
orangutan would transfer to gel-like clumps and globules once with air and have no 
value to be used in the future. This research has developed a method of using 
double boiler to restore the semen active again. The estrus cycle of seasonally 
mono-estrus animals is influenced by light and temperature. It is important to let 
them breed naturally or perform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t the time of estrus peak. 
From 2012 to 2016, the female Giant Panda Yuan-yuan had showed decline of fecal 
mass and ate less bamboo leaves during the pro-estrus period. Next will displaying 
the behavior of bathing in the water and rubbing anogenital area etc. Finally, she 
makes lamb and bird sounds during the heat of estrus cycle. By analysis the 
enclosure temperature of the year 2013、2015 and 2016, it showed after the da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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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ing up the enclosure temperature (regarded as the first day), the 
estrone-glucuronide in urine rose at the day of 21th. The Juvenile Giant Panda born 
in 2013 had showed estrus cycle in 2016 with swelling in external genitals and peaks 
of estrone-glucuronide and estradiol. And she had showed pseudopregnancy in Jul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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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動物受到棲地破壞、獵捕壓力等威脅，造成數量下降，更甚者則

面臨絕種的危機。圈養族群基因多樣性之維持，為日後因應保育而生之野

放策略奠下重要基石；然而圈養環境下因空間大小，可繁殖個體數量少，

常面臨不容易自然繁殖或有近親交配的問題；就族群管理觀點，人工繁殖

技術勢必成為園內參與保育之重要發展方向，本研究將大貓熊人工繁殖技

術部分基礎，應用在其他物種身上，對於雄性動物精子之採集保存進行標

準化流程之建立，尤其是巨猿類採集精子膠體凝集之突破，希望未來能就

遺傳貢獻佳之配對個體進行配對或人工繁殖，達到圈養族群之族群管理目

標，更有助於未來動物園保育策略之擬定與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