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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7 年度動物認養計畫成果報告 

 

國際焦點物種之繁殖技術與科學化照養之建立 

 

計畫編號：10704 

計畫屬性： 

■族群管理 15 % ■保育繁殖 20 % □域內保育___% 

■國際交流 10 % □動物醫療___% ■照養管理 35 % 

□行為豐富化___% □教育推廣___% ■人才培訓 20 % 

□動物營養___% □其他：______ 

 

計畫主辦人：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組王怡敏助理研究員 

參與人員： 陳玉燕、余珍芳、郭俊成、陳屹彪、趙蘭軒、林育

欣、彭賢庚、張祐佳、溫俐雯、劉晉廷 

 

執行期間：107年 01 月 0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 

經費核定數： 650,000 元 

經費執行數： 542,173 元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內外公出或研習心得報告__種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 2 種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__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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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7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 108  年  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動物園和水族館保存了世界上許多受威脅的物種，並藉由繁殖和飼養管理技

術，在域外保育上扮演關鍵的ㄧ環。本計畫監控園內瀕危物種(人猿和大貓熊)尿液

中 E1g (estrone-glucuronide)與 P4 (progesterone)的週期變化，以掌握最適配種時機。

在發情期期間大貓熊圓圓有出現攝食量降低、外陰開口、羊叫、舉尾等發情徵兆。

大貓熊圓仔則在 2016 年首次發情，而今年發情高峰日四天後出現 P4 高峰，並首

度針對圓仔發情期進行行為觀察。雖然成功進行人工授精，但圓圓仍未產下子代。

為了精進本園人工繁殖技術，因此與國內外單位合作，發展更完善的基因與生殖細

胞操作與保存技術。也持續透過動物訓練、電激採精、死亡或去勢動物的附睪採精

等方式，來採集雄性動物生殖細胞，今年冷凍保存物種增加 6 目 13 科 13 種。大貓

熊團團由於自幼沒有建立合適的腸道菌相，導致成年後每年均有腸道不適的記錄。

因此本計畫利用非侵入性的菌相分析技術進行長期監測，並純化來自腸道菌相較穩

定個體，利用模擬體外消化試驗測試其活性和穩定性，並發展大量產製技術，將大

貓熊圓圓的糞中乳酸菌製成粉末後，以試驗應用在大貓熊飼養管理的可能性。在大

貓熊牙科上，解決延宕已久的圓圓牙周囊袋問題，並在團團身上完成安裝鈦金屬牙

套的大貓熊全球首例。從繁殖與健康照護專科兩方面著手，強化本園的保育功能。 
Abstract： 
  Zoos and aquariums protect many endangered species of the world, and play an 
impoant roles in ex-situ conservation according to the breeding and husbandry. In order 
to increase population sizes in captive wildlife, this program validated the cycle patterns 
by monitoring urine E1g (estrone-glucuroride) and P4 (progesterone) of two endangered  
species, orangutan (Pongo pygmaeus) and giant panda (Ailuropoda melanoleuca), 
establishing the proper timing of breeding. The giant panda, Yuan Yuan, showed 
decrease in appetite, vulvar swelling, vocalization, scent marking and other signs during 
breeding season. A female giant panda, Yuan Zai, was observed that first showing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estrous signs in 2016. This year, it showed a peak in its 
urinary P4 on the fourth day after E1g peak, and we also conducted behavioral 
observation during her breeding season for the first time. Although the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was a success this year, the giant panda, Yuan Yuan, still did not get 
pregnant. In order to enhance breeding techniques in Taipei Zoo, we collaborated with 
institution from our country and abroad to develop germ cell manipulation and 
preservation techniques. Semen samples can be obtained by animal training, electro 
ejaculation, and epididymal sperm aspiration. This year, 6 orders, 13 families and 13 
species were added in semen cryopreservation. Additionally, the use of monitoring the 
bacterial flora as a non-invasive indicator was applied on a male giant panda, Tuan 
Tuan, It had less time to establish well-balanced bacteria flora from breastfeeding at 
young age, which compromised the balance of bacterial flora. We isolated lactic acid 
bacteria from feces of a healthy female giant panda, Yuan Yuan. We tested the stability 
of isolated lactic acid bacteria in vitro to confirm its potential effect, and made a large 
production for future studies. We also cured the periodontal pocket problem of the giant 
panda, Yuan Yuan, and made a titanium denture for the giant panda, Tuan Tuan. Our 
goal was to enhance conservation functions of Taipei Zoo by improving breeding 
success and animal health 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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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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 

計畫名稱：國際焦點物種之繁殖技術與科學化照養之建立 

計畫主持人：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組王怡敏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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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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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計畫針對國際焦點物種(大貓熊和人猿)為研究對象，發

展繁殖監控與人工繁殖相關技術，以及大貓熊飼養管理與醫療操

作。並且在圓仔方面，首度針對圓仔發情期進行行為觀察，建立

初步基本資料，並赴對岸洽談圓仔未來在繁殖上可能的合作方

向。在園內人工繁殖技術精進方面，除赴日建立交流平臺，發展



36 
 

園內更完善的基因與生殖細胞操作與保存技術外，也將上述國外

交流經驗與國內單位分享，進行豬電激採精、山羊胚胎移植內視

鏡試驗、表皮纖維細胞培養操作流程，以及家羊與家豬胚胎移植

操作標準化流程。在大貓熊飼養與醫療方面，由兩方面進行，其

一由臨床醫療角度，包含大貓熊牙科活髓治療、牙套、牙周囊袋

處理，解決延宕已久的圓圓牙周囊袋問題，並在團團身上完成安

裝鈦金屬牙套的大貓熊全球首例。其二由預防醫學研究上，除定

期進行腸道菌相追蹤，了解動物健康狀況外，也建立乳酸菌放大

凍乾的標準化操作流程，並製備出可供後續試驗進行的菌粉，將

畜產界廣泛應用的動物益生菌技術，引入動物園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