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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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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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建三種螞蟻與一種白蟻之蟻類食餌供應系統之建立。
目前已於本研究以三種台灣穿山甲偏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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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硬雙針家蟻
(Pristomyrmex punctatus) 及長腳捷蟻 (Anoplolepis gracilipes)，於本研究室之養
蟲室中建立室內穩定的室內養殖族群，已調配完成適合此三種螞蟻室內養殖族
群之人工飼料配方 (SOP)，並進行黑棘蟻與長腳捷蟻幼蟲、蛹及工蟻之進行營
養成分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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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穿山甲具有挖掘台
灣土白蟻地下蟻巢的習性，本試驗收集來自五個地點、六個蟻巢、共 4,028 公
克的菌圃，測試穿山甲是否能透過氣味搜尋菌圃，並測試穿山甲是否取食菌
圃。結果顯示穿山甲可能藉由蟻巢中白蟻及菌圃氣味偵測蟻巢位置，具有搜尋
白蟻巢之能力。除此之外，穿山甲不僅取食白蟻、也可能取食菌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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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stomyrmex punctatus and
Anoplolepis gracilipes. Polyrhachis dives and Anoplolepis gracilip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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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noplolepis gracilipes were analyzed.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e worker of Anoplolepis gracilipes have higher proportion of amino acid than
other species. Pangolins of Taiwan excavate the subterranean nests of the
fungus-growing termite Odontotermes formosanus (Shiraki). We have collected
4,028g of fungus gardens of six nests from five localities. Pangolins may search the
termite nests by detecting the odors of termites and fungus gardens.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collect fungus gardens, and to test whether pangolins detect the
odors and feed on the fungus gardens. In addition, pangolins may feed on not only
the termites, but also the fungus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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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改善穿山甲人工飼糧的營養成分配方。並藉由螞蟻、白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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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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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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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可大量採集之台灣土白蟻個體及菌圃的技術，進一步添加於
園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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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