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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目的是以能改善以往所使用人工飼糧的食譜配方，以提高配方中使用穿山甲主要
食物白蟻與螞蟻的比例，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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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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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建三種螞蟻
與一種白蟻之蟻類食餌供應系統之建立。台灣的穿山甲具有挖掘台灣土白蟻地下蟻巢的習性，
其可能不僅取食白蟻、也可能取食蟻巢內的菌圃。目前已於本研究以台灣穿山甲偏好、族群
數量較大，且多蟻后族群與孤雌生殖的四種台灣淺山地區常見螞蟻黑棘蟻 (Polyrhachis
dives)、疣胸琉璃蟻 (Dolichoderus thoracicus) 長腳捷蟻 (Anoplolepis gracilipes)及懸巢舉尾蟻
(Crematogaster rogenhofe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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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適合螞蟻室內養殖族群之人工飼料配方。進行螞蟻與白蟻各階級之進行營養成分分析，螞
蟻工蟻都有較高的粗蛋白量。而在胺基酸成分分析上，而在胺基酸成分分析上，發現長腳捷
蟻工蟻的胺基酸量是最高。為了穩定穿山甲人工飼糧配方螞蟻數量的供應穩定，針對長腳捷
蟻與疣胸琉璃蟻設計可以採集到大量螞蟻蟻巢的人工蟻巢誘引盒/管裝置。分析穿山甲排遺中
的蟻類殘骸組成有助於了解其食性組成，亦可做為修正人工飼糧配方之參考，以白蟻與螞蟻
分別餵食穿山甲個體，收集並分析其排遺中的蟻類殘骸，發現大部分白蟻或螞蟻的殘骸皆在
一周內排出，白蟻在排遺中的殘留率為 0.35 ± 0.10%、而螞蟻則為 0.65 ± 0.04%，換言之，將
排遺中的白蟻數量除以 0.35、螞蟻數量除以 0.65，即可估算實際的取食量。穿山甲在餵食添
加螞蟻的人工飼糧後，腸道菌相物種多樣性均呈現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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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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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ant species are Polyrhachis dives, Dolichoderus thoracicus, Anoplolepis gracilipes. and
Crematogaster rogenhoferi. Then, the nutrition proportion of adult, larva and pupa of ants and termite
were analyzed.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e worker of Anoplolepis gracilipes have higher proportion of
amino acid than other species.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supply of ant for the artificial feed of the
pangolin artificial diet. The Artificial Ant colony trap box/ tube device capable of collecting a large
number individual of Dolichoderus thoracicus and Anoplolepis gracilipes nests. Quantifying the body
parts of termites and ants in feces is a method to assess the diet of pangolin i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ould be useful for the design of artificial diet. The diet assessment requires two additional
parameters, retention time and remain rate of termites and ants in digestive tract, which remains
unknown. In this study, fed termites and ants to four pangolin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ir feces. We
found that most of the body parts retained in digestive tract for one week. The remain rate of termites
was 0.35 ± 0.10%, and that of ants was 0.65 ± 0.04%. Based on this result, the diet composition could
be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number of remained termites by 0.35, and that of ants by 0.65. The
diversity of gut microbiota species increased after pangolin feeding artificial diets with ants added.

關鍵詞 Keywords：
穿山甲(pangolins)、螞蟻 (ants)、白蟻 (termite)、消化率 (digestibility)、腸道菌 (gut micr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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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已被 IUCN 列為極度瀕危的野生動物，本計畫主要學術與應用價值是
以台灣穿山甲田間與眷養環境中所獲得排遺上研究數據 (包括蟻類物種數
量資料、實際消化率計算、腸道菌相變化等)，對於穿山甲的食性能更加了解，
藉以能提供園方於眷養環境中改善穿山甲人工飼糧的營養成分配方。並藉由
螞蟻與白蟻之營養分析的數據，以提高配方中使用穿山甲主要食物白蟻與螞
蟻的比例，在優化穿山甲人工飼糧的方向上能調配出在眷養環境下最適合台
灣穿山甲改良式複合人工飼糧，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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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研究室中建立飼養的螞蟻族群與田
間人工蟻巢誘引裝置，可提供較穩定大量不同階級體內幼期個體 (幼蟲與蛹)
到成蟲階級 (工蟻)，並也建立可於野外可大量採集螞蟻與白蟻的技術。就由
收集之排遺則藉由改進後的穿山甲排遺分析方法計算白蟻或螞蟻之個體數
量，以蟻類碎片的實際數據並評估蟻巢內階級組成結構，重新評估穿山甲覓
食蟻類的實際生物量，藉此數據可以做為調整人工飼糧營養成分與餵食頻度
的依據。在穿山甲排遺菌相的研究方面顯示，眷養穿山甲在餵食添加蟻類
(長腳捷蟻與疣胸琉璃蟻) 的人工飼糧後，排遺菌相在菌盤培養與菌相次世代
定序 (NGS) 上，均有發現菌相多樣性有增加的趨勢。以上這些成果均能進
一步提供園方，對於目前已使用的人工飼糧上進行改良式複合人工飼糧的設
計與調配的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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