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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6 年 0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本計畫目的是期望能改善以往所使用人工飼糧的食譜配方，提高配方中

使用穿山甲主要食物白蟻與螞蟻的比例，以更健全動物園內穿山甲圈養與收容技

術、並提升穿山甲救援時的成功率。目前台灣有發現接近 300 種螞蟻與 17 種白蟻

種類繁多，因此本年度計畫目標所提規畫的蟻類(螞蟻與白蟻)，將以往昔研究中發

現台灣穿山甲可能偏好且營養較高，族群數量較大，較適合採集與室內蟻巢建立的

蟻類為主，目前已建兩種螞蟻與一種白蟻之蟻類食餌供應系統之建立。目前已於本

研究以兩種台灣穿山甲偏好、族群數量較大，且多蟻后族群與孤雌生殖的兩種台灣

淺山地區常見螞蟻黑棘蟻（Polyrhachis dives）與堅硬雙針家蟻  (Pristomyrmex 

punctatus)，於本研究室之養蟲室中建立室內穩定的室內養殖族群，已調配完成適

合此兩種螞蟻室內養殖族群之人工飼料配方 (SOP)，並進行黑棘蟻（Polyrhachis 

dives）幼蟲、蛹及工蟻之進行營養成分分析，工蟻有較高的粗蛋白量。而在胺基

酸成分分析上，發現黑棘蟻成蟲與幼蟲有 9 種胺基酸成分比例相似，而在幼期個體 

(幼蟲與蛹) 在天門冬胺酸 (Asp)、胱胺酸 (Cyst) 、離胺酸 (Lys)、麩胺酸 (Glut) 與

色胺酸 (Try) 有較高的比例。為了大量採集台灣土白蟻飼養穿山甲，四種採集方

法，包括大型地下陷阱、小型地下陷阱、直立式陷阱與直接在樹皮表面採集白蟻，

結果顯示直接在樹皮上採集的效果最好，但是仍然相當費力，效率不足以用來直接

飼養穿山甲。我們同時分析白蟻與菌圃的胺基酸與脂肪酸組成，兩者的胺基酸組成

相當類似，但是脂肪酸組成則非常不同，白蟻菌圃有成為穿山甲替代食物的可能性。 

Abstract：This project expects to create a more suitable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rescue for pangolin.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the anthropogenic 

fodder has been improved b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ants and termites. There are 

300 different species of ants and 17 species of termites in Taiwan. Previous studies had 

pointed out that pangolin prefer to the species which are high nutrition, large population, 

easy collect and with their nest are most indoor. Hence, two ant species and one termite 

species feeding bait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in present. The two ant species are 

Polyrhachis dives and Pristomyrmex punctatus. Polyrhachis dives is polygeny and with 

large population in the field, and Pristomyrmex punctatus is parthenogenesis and also 

contain a large population. To maintain these two species in laboratory stably, 

anthropogenic fodder prescriptions for these two species had accomplished (SOP). 

Then, the nutrition proportion of adult, larva and pupa of Polyrhachis dives were 

analyzed. Our results indicated both adult and larva of Polyrhachis dives contain 9 

similar amino acid composition. The brood stage (larve and pupa) have higher 

proportion of amino acid (Asp, Cyst, Lys, Glut and Try) than worker. For mass 

collecting Odontotermes formosanus Shiraki to feed pangolins, four collecting methods 

including, large underground trap, small underground trap, vertical trap, and directly 

collecting termite from tree bark,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collecting termite from 

the trunks is the most efficient method, but which is still not good enough to collect 

enough termites. We also analyzed the amino acid and fatty acid compositions of termite 

and its fungus comb. Their amino acid composition profiles are very similar but the fatty 

acid composition profile is very different. Fungus combs may be an alternative food for 

pangolin. 

關鍵詞 Keywords：穿山甲(pangolins)、螞蟻 (ants)、白蟻 (termite)、菌圃 (fungus 

comb)、營養成養成分 (nutrient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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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野外穿山甲排遺中絕大部分殘骸均為螞蟻與白蟻 (比例超過 99.9%)，也可

證實野外穿山甲食性上的專一性。餵食實驗研究結果顯示，約有 65%的白蟻大

顎會在穿山甲的消化過程中損失，而糞便中的白蟻殘骸數量對穿山甲實際取食

的白蟻數量有一定的預測力。已於建立兩種螞蟻(黑棘蟻與堅硬雙針家蟻)室內

穩定的室內養殖族群，並已調配完成適合此室內養殖族群之人工飼料配方。黑

棘蟻幼蟲、蛹及工蟻之進行營養成分分析，工蟻有較高的粗蛋白量。而在胺基

酸成分分析上，發現黑棘蟻成蟲與幼蟲有 9 種胺基酸成分比例相似，而在幼期

個體 (幼蟲與蛹) 在天門冬胺酸 (Asp)、胱胺酸 (Cyst) 、離胺酸 (Lys)、麩胺

酸 (Glut) 與色胺酸 (Try) 有較高的比例。為了大量採集台灣土白蟻研究結果顯

示，直接在樹皮上採集的效果最好。白蟻與菌圃的胺基酸與脂肪酸組成，兩者

的胺基酸組成相當類似，但是脂肪酸組成則非常不同，白蟻菌圃有成為穿山甲

替代食物的可能性。中脂肪酸容易在通過白蟻腸道時被吸收，因此降低新菌圃

上原材料的脂肪酸比例。由於新菌圃及老菌圃的胺基酸濃度及脂肪酸組成相

似，兩者作為穿山甲人工飼料補充物應有相近的營養價值。老菌圃的胺基酸組

成變異小，且與台灣土白蟻的胺基酸組成更相近，老菌圃應更適合作為穿山甲

人工飼料的營養補充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