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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10702 

計畫屬性： 

族群管理___% ■保育繁殖 20 % ■域內保育 5 % 

■國際交流 20 % □動物醫療___% ■照養管理 30 % 

□行為豐富化___% ■教育推廣 5 % ■人才培訓 10 % 

■動物營養 10 % □其他：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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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  年 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本計畫延續往年研究，以圈養穿山甲為對象進行人工飼糧精質化與

營養、域外保育繁殖技術建立及生物學基礎研究等，並將多年成果進行

整理，檢視國內穿山甲保育研究進展，著力與國際合作交流並共同編寫

相關書籍；研究成果科普化後透過教案及培訓課程進行教育推廣以深化

穿山甲保育工作。在飼糧精質化的部分，本年度進行疣胸琉璃蟻（稱複

合式飼糧，簡稱 TDDT）餵食實驗，結果顯示使性狀良好的排遺（性狀

3）比例下降，且部分個體出現水便（性狀 1），停止餵食後 8 成個體未

再出現水便，但整體來說餵食前後與排遺性狀並無顯著差異。導致腹瀉

的原因是否與疣胸琉璃蟻有直接關聯仍需要再釐清。透過實驗的過程，

也探討了醫療操作與飼養環境變動對排遺性狀的影響，結果顯示採血並

不會導致穿山甲軟便或腹瀉，與過往的認知有些不同。環境的變動對穿

山甲排遺性狀的影響較明顯，大多個體移除墊料初期，有軟便（性狀 2a
與 2b）的現象，約 4 天後排遺性狀有所改善，可作為了解動物對環境變

動後所需的適應時間長度。保育繁殖為本計畫的重點，本年度雄性穿山

甲「動保」與人工哺育雌性「芎梧」成功配對，產下第二胎「梧尊」。

搭配血液賀爾蒙的監測，持續開發排遺賀爾蒙的分析技術，本園的排遺

賀爾蒙檢測技術於今年度進行技術調整後，監測的準確度提升，其結果

可做為現場照養時動物生殖狀況的評估之一。在保育繁殖的部分本年有

另一大進展，為本年度成功協助 3 隻幼獸進行食物轉換。一般個體透過

人工飼糧注入蟻窩、飼糧混合螞蟻與飼糧水提供幼獸食物轉換，人工哺

育個體則以飼糧奶協助轉換。透過詳細記錄穿山甲食物轉換訓練的技術

發展及動物反應，累積數據並從中歸納出規則，若能突破食物轉換訓練

的限制，將對於穿山甲救傷及域外保育工作有巨大的幫助。致力與國

內、外進行合作交流，保持本園於穿山甲研究領域的活躍度，如與 IUCN 
Collection plan specialist group（CPSG）及 Pangolin Specialist Group（PSG）

專家群共同編寫書籍；與國內學者合作將 105 與 107 年穿山甲消化率研

究成果投稿於國際期刊；持續參與國際會議，增加本園的國際曝光度並

交流穿山甲照養意見，如前往美國芝加哥「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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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olin care and conservation 」國際研討會，與北美穿山甲聯盟（North 
American Pangolin Consortium）建立關係。本年度在教育推廣方面，特

別規劃設計教案，並辦理種子教師培訓研習營、志工教育訓練課程等，

培育生力軍，將穿山甲的保育訊息以深入簡出的方式傳遞予民眾，以廣

化並深化民眾對穿山甲保育工作的認識，期望能喚起民眾的關心與支

持，亦使大眾更了解動物園的保育角色。 
 
關鍵詞：臺灣穿山甲、營養、繁殖管理、國際連結、教育推廣 
Abstract：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nutrition, conservation breeding management 
and the basic biological research of captive pangolins. The results of many 
years of research are reviewed and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e by 
published.Those research will be promoted through the lesson plan or 
activity design to deepen the pangolin conservation work after the 
popularization. In the nutrition of the diet, the feeding experiment of the 
ants,Dolichoderus thoracicus (called compound diet, TDDT) showed that the 
feces of good traits (trait 3) decreased, and some individuals have diarrhea 
(trait 1). After stopping feeding, 80% of the individuals recovered, but 
overall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et and the traits of 
feces. Whether the cause of diarrhea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nts still needs 
to be clarified.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medical operations and captive 
environment on the traits of feces were also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lood collection did not lead to pangolin soft stools or diarrhea, which 
wa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past cognition.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have obvious effects on the feces traits of pangolins. Most individuals have 
soft stools (traits 2a and 2b)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moval of substrate then 
improved fter 4 days. It can be used a reference the length of adaptation time 
required for animals to change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breeding program 
is the focus of this project. This year, we were successfully pair and breed. 
With the monitoring of blood hormones to develop the technology of the 
hormones analysis from feces. After some adjustment, the accuracy of the 
monitoring were improved, and the result can be used as one of the reference 
to evaluations the animal reproductive status. There has been another major 
result this year. We successfully assisted three subadult in food-transit. 
Accumulate data and generalize the rules by recording the training 
developments and animal reactions. Try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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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transit training, it will be of great help to pangolin rescue and 
extraterritorial conservation work. Cooperating with IUCN Collection plan 
specialist group (CPSG) and Pangolin Specialist Group (PSG) to write 
pangolin book. Increase the international exposure of Taipei Zoo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on pangolin husbandry.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angolin care and conservation in Chicago,USA.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orth American Pangolin Consortium. We promoted 
the education and conservation project. Planning lesson plans, seed teacher 
training camps, volunteer education training courses, etc. Transmitted to the 
public to broaden and deepen the public's learning of the pangolin 
conservation work, and hope to arouse the public's concern and support. 
Keywords ： Formosan pangolin, nutrition, conservation reproductive 
menegement,Husban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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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計畫編號：10702 
計畫名稱：穿山甲之族群評估、照養管理與保育教育推動（四）-營養及繁殖管

理發展與保育連結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組羅諠憶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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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國內學者合作，將 105 與 107 年之穿山甲消化率研究成果投稿於國際期刊，發表文章

投稿審核中。其發表題目及作者群如下： 
Digesta retention time and remain rates of ant and termite in Taiwanese pangolin ; 
Nick Ching-Min Sun , Hsuan-Yi Lo , Bo-Ye Chen , Hsuan-Ya Yu , Chun-Chieh Liang , Chung-Chi 
Lin , Shih-Chien Chin , Hou-Fe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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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臺北市立動物園經由野生動物救傷工作，協助國內保育主管機關收容民間拾獲之穿山

甲。在救傷及收容的過程中，深感該物種的相關知識不足，導致救助及照養上的困難，因此

除了給予救傷治療累積穿山甲醫療專業也從收容期間持續進行穿山甲資料蒐集，逐步建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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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促進飼糧精質化，使圈養個體更健康穩定，搭配親緣資料、血液賀爾蒙、超音波產檢監

測等，做出最適配對繁殖嘗試擴大族群（Yang et al, 2007），目前已繁殖 14 隻個體，並人工

哺育 2 隻幼獸，加強域外保育族群之根基。此外，也長期致力於穿山甲展場設計規劃及保育

教育推廣工作。推廣穿山甲的保育教育，喚起民眾對該物種的重視及保育行動。不僅於國內，

近年來本園也將計畫累積持續尋求國際合作與經驗交流，建立穿山甲保育研究工作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