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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經濟部工業局年度經濟部工業局年度經濟部工業局年度經濟部工業局 

「「「「農業生技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農業生技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農業生技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農業生技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 

「「「「生技研發成果產業化之生技動物用保健產業商機交流會生技研發成果產業化之生技動物用保健產業商機交流會生技研發成果產業化之生技動物用保健產業商機交流會生技研發成果產業化之生技動物用保健產業商機交流會」」」」 

台灣生技產品在兼具環保、能源、健康、美妝、預防醫學等需求下，具有龐大的

發展商機。政府已將生技產業列為「新兆元產業」，亦體認到發展生技產業之潛力與重

要性，本局配合政策推動並於 98 年 1 月 22 日公告訂定「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推

動輔導辦法」（針對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以生技研發成果為主推動產業化與商品化，

使生技產業技術創新及轉型升級。 

自從 2003 年 SARS 爆發後，加上同年底所爆發的禽流感，帶動近年來全球動物

保健市場的快速成長，而 2007 年歐洲北部爆發藍舌病疫情與今年從北美所爆發出的甲

型 H1N1 流感，使得動物保健產品的需求持續不墜。動物保健產業近年來快速成長的

主因，除了生技動物用產品不斷推陳出新外，政策方面的支持更推波助瀾此產業的發

展。由於不少疾病會透過動物傳染給人類，成為新興疾病並造成防疫上的漏洞，使得

人們逐漸重視新興疾病的發生。因此為確保人類健康福祉，如何有效地控制動物健康

及環境便成為全球化下所需面對的一項重點課題。 

有鑑於此，拓墣產業研究所特於 2009 年 6 月 18 日(四)假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舉

辦「生技研發成果產業化之動物用生技保健產業商機交流會」，為加速推動動物生技研

發成果產業化，加強跨領域管理能力與人才的交流，期望透過熟悉國內外生技動物保

健市場的專家業者之經驗分享，進一步認識相關產品之行銷運作機制、合作模式與行

銷效益等，並藉以強化產業鏈的建構，達到增進營收與利潤的目的，會後並以綜合座

談之方式達成產官學研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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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研發成果產業化之動物用生技保健產業商機交流會」 

生技動物保健品之技術開發與商業應用生技動物保健品之技術開發與商業應用生技動物保健品之技術開發與商業應用生技動物保健品之技術開發與商業應用 

生百生百生百生百興業有限興業有限興業有限興業有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方文祥博士方文祥博士方文祥博士方文祥博士 

    全球動物保健市場最近幾年成長十分快速，2003 年開始每年平均成長率約

有 9%，2006 年-2007 年則有 11%的成長率相當可觀。這樣的成長率有人認為是

由於人類對於動物疾病的認知和重視才有此成長，對於這方面的認知和重視是

由人類對於狂牛病和禽流感的瞭解開始。但是禽流感造成人類死亡在 1997 年，

這時期(1997-2003 年)市場規模並沒有明顯成長，狂牛病則更早在 1985 年就發

生，時間相去太遠，所以資料的解讀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各類動物保健品市場的成長主要來自於寵物，2006 年-2007 年即有 13%的成

長，2007 年約有 74.7 億美元，我們將前後的資料做連結解讀的話，我們可以瞭

解社會逐漸走向老人化的現象，單身貴族也逐年增加中，台灣亦有這種現象，

所以伴侶動物(寵物)也越來越多，寵物市場的增加是造成整個保健動物市場成長

的主因。寵物也有很多人畜共通的疾病，像是大家所熟知的狂犬病等等。尚有

很多疾病受到重視像是心絲蟲，心絲蟲的感染率越來越高。最近這幾年在台灣

偏遠農村地區的調查發現心絲蟲的感染率頗高，這種疾病會藉由蚊子傳染給人

類，必需要重視這種疾病，好好加以控制。以人類和伴侶動物的親近以及人類

對於動物疾病的了解和重視，動物保健市場的成長是可以瞭解的，寵物數目的

增加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歐美地區主要是飼養牛隻，亞洲地區則是飼養豬隻為主。動物類別中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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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相當大的比例約 26%，小型動物的市場約 27%市場還在增加中。台灣牛隻的

數量是較歐美來的少，我們主要還是以豬隻飼養為主，近幾年台灣豬雞的飼養

頭數並沒有增加的現象，豬隻維持在六七百萬頭左右；雞隻則在一億隻上下。

小型動物的市場是震盪走高，趨勢是往上走，在台灣，景氣的影響很大，景氣

好頭數增加，景氣差則流浪狗一堆，但整體而言趨勢是往上走的。全球動物保

健市場最主要的地區為北美和西歐，主要飼養牛隻，所以牛的市場大。亞洲地

區應該要有相當的成長，中國這個新興市場應該會帶動成長，但從這幾年的統

計數據來看並沒有如預期一樣的的非常的明顯成長，這個現象說明，這個市場

這些年可能只是經營形態的改變但總產值並沒有明顯增加。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動物保健品，2005 年動物用藥品占最大部分為 54%，

營養飼料添加物次之為 20%，生物製劑為 16%。從較新的資料(2006 年和 2007

年)看來生物製劑的市場有成長的趨勢，約為 23%，整個防疫上面，慢慢著重從

預防的角度來處理健康的問題，而最有效的處理方法就是生產疫苗、生物製劑。

寵物市場的成長會加速生物製劑市場成長的趨勢，其他類別的動物保健品可能

都持續維持在變動不大的相當穩定的範圍。有個有趣的現象，藥用飼料添加劑

的問題在全球都受到重視尤其是歐洲國家，因為有抗藥性和藥物殘留等問題，

所以很多國家都已逐漸禁止使用藥用飼料添加劑，不再長期添加，故理論上市

場用量應該明顯的下降，其他產品類別應該增加。但從過去幾年的資料來看並

沒有明顯的下降，這裡面可能有很多弔詭的問題存在，有些藥品實際上的應用

可能和在規範裡面的用法有出入，並不見得真的照規範使用。在歐洲國家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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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藥用飼料添加劑已禁用，例行的添加量減少了，但是真正用來治療的用量反

而提高，整個整合起來並沒有真正減少用量。 

    台灣政府單位對於藥物所做的分類，飼料添加劑分成含藥和非含藥兩類，

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又分為抗菌劑類、抗寄生蟲劑類和抗黴菌類；飼料添加物分

為乳酸菌類、酵素類、飼料保存劑和碘化蛋白。從產品開發的角度來看，含藥

物飼料添加物開發的費用相當高，需做很多確效試驗、安全性試驗、安定性試

驗和組織殘留試驗等等，須花費相當高的費用且有一定難度在。而動物保健品

的分類，由另一個角度來看，從營養的角度來琢磨，營養品為維持生命所需的

物質，如胺基酸、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等，非營養性物質並非維持生命所需的物

質，但通常對於維持正常的生理作用和健康有幫助，且有些有助於營養分的吸

收和利用，如酵素、益生菌、益生素和酸化劑等。營養性物質，如含有胺基酸、

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的產品的開發在生物科技領域上可以有所著墨。如代謝型的

維他命 D3，維他命 D3 無法直接利用，須在肝臟和腎臟轉化後，才會變成有活

性的物質，目前有很多廠商朝這方面發展。微量元素像鉻可以提高產乳量、瘦

肉率和用於血糖的控制。微量元素與有機質結合後會提高微量元素的吸收。非

營養性的部分，很多在酵素、益生菌、益生素、酸化劑和中草藥等等有所著墨，

而飼料保存劑等則沒有太多變動。 

    從全球主要動物保健公司來看，第一大的 Pfizer 和第二大的 Merial 主要產

品以生物製劑、抗感染劑和抗寄生蟲劑為主，表示市場上生物製劑、抗感染和

抗寄生蟲劑需求相當大。第三大的 DSM 以營養性或食品、飼料為主，Inter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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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ayer 亦以抗感染劑和抗寄生蟲劑為主，Schering-Plough 偏向生物製劑。由這

些廠商的主要產品可瞭解生物製劑和抗感染劑有相當大的市場。回過頭來看台

灣動物保健品市場，從有製劑生產單位營業額最大的永信和中化來看，台灣本

島銷售值各別大約一年 2 億多台幣，與全球前 10 大動物保健品公司中銷售額最

低的公司(第十大)一年 8 億美金比較仍有一大段的差距。 

對於全球動物保健食品產業有所了解後，接下來以生百公司研發的產品「六

畜旺 Toxi-free」為例，來說明生技動物保健品之技術開發和商業上的應用。 

    家畜在飼養上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其生長、健康和經濟效益。這可以大體上

歸類為五大影響因素，包括品種、營養、防疫、畜舍和管理(圖一)，均有其重要

性。動物要維持健康和減少防疫上的問題。禽畜易感染病毒性的疾病造成免疫

抑制，譬如家禽易受到 IBD、豬隻受到 PCV2 感染，遭到感染後禽畜飼養不易且

更容易感染其他疾病，這些現象都是因為免疫抑制所造成。另一個很重要但容

易被忽略的因素是黴菌毒素，黴菌毒素也會造成免疫抑制，黴菌毒素引起的問

題還包括繁殖力下降、產蛋率下降、肥育率下降等等其他問題。接下來將重點

放在黴菌毒素與免疫抑制，以及如何處理黴菌毒素這兩點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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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農場最低成本五大控制要素以及黴菌毒素群對免疫抑制 

    黴菌毒素的種類相當多，在談黴菌毒素處理前，先了解如何來控制黴菌。

黴菌本身和黴菌產生的黴菌毒素處理方式不一樣，黴菌若在畜舍器具上可以使

用消毒防腐劑，在飼料中的話會添加飼料保存防黴劑如丙酸鹽。若黴菌已經產

生黴菌毒素，處理黴菌本身是沒有效用的，須處理黴菌毒素才能治本，如使用

黴菌毒素吸附劑或降解劑。黴菌本身也會造成動物的感染引起疾病如黴菌性皮

膚病，這時就需要使用抗黴菌劑來改善。 

    我們現在來談黴菌毒素的處理，花生或玉米容易被黃麴毒素汙染是大家耳

熟能詳的，也大多能了解其重要性。穀物除了會遭到黃麴毒素汙染外，還有其

他的黴菌毒素也會污染穀物，其他有些黴菌毒素的發生率遠高於黃麴毒素，所

以必須針對常見的黴菌毒素做處理才能真正去除黴菌毒素造成的問題。黴菌毒

素是由黴菌產生，較常見的黴菌毒素是由麴菌屬和新月型毒素群所產生。產生

的黴菌毒素有黃麴毒素、赭麴毒素、F-2、T-2 毒素等等，少量的黴菌毒素即可

品種品種品種品種 

防疫防疫防疫防疫 

畜舍畜舍畜舍畜舍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營養營養營養營養 
黴菌毒素黴菌毒素黴菌毒素黴菌毒素 

豬豬豬豬:PRRS+ PCV2 

家禽家禽家禽家禽: IBD 

免疫抑制免疫抑制免疫抑制免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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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免疫抑制或生理上的問題。黃麴毒素會造成肝臟的病變，赭麴毒素除了一

般的生長抑制也會造成腎臟的病變，F-2 對生殖系統方面較有影響，如生產力下

降和母豬流產等，外觀症狀常見陰唇腫大，嘔吐毒素會造成腸道的傷害等等。

黴菌毒素造成的病變相當多，但除非外觀症狀明顯否則常常被忽略掉。 

    處理黴菌毒素的方式，包括在飼料中添加礦岩(鹽)類黴菌毒素吸附劑、添加

微生物並藉其生長時所分泌酵素以分解黴菌毒素、或使用基因選殖的酵素以降

解黴菌毒素。礦岩類雖價格較便宜但僅對黃麴毒素較有效，微生物培養部分較

容易受到侷限，須在適當的環境下才能生長並分泌酵素，基因選殖的酵素能專

一且明確的降解黴菌毒素。水合矽酸鋁鈉鈣鹽礦物(hydrated sodium calcium 

aluminosilicate ,HSCAS)是最常用來吸附黴菌毒素的礦鹽類，它對於黃麴毒素的

吸附能力較明顯，但對其他的黴菌毒素效果似乎沒那麼明顯。生百公司所開發

的六畜旺 Toxi-free，利用基因選殖酵素專一性的降解不同黴菌毒素，選殖可有

效降解黴菌毒素的酵素的基因，插入質體內透過轉型、轉殖基因複製的過程，

培養出會產生有效的、專一性降解黴菌毒素酵素的酵母菌。基因轉殖酵母含有

三種酵素，環氧化還原酵素(epoxide reductase)可降解新月型黴菌毒素群，去酯酵

素(esterase)可將酯鍵去除使 F-2 毒素失去活性，胜肽酵素(peptidase)可切斷赭麴

毒素的胜肽鍵結破壞毒素結構(圖二)。 

  不同的黴菌毒素對於豬隻不同器官造成傷害，黃麴毒素會影響生長和使免

疫受到抑制、使病原菌更容易侵入；F-2 毒素會造成生殖系統方面的傷害如流產

等；伏馬鐮孢毒素會造成肺水腫；赭麴毒素會造成腎臟的傷害、脫水和免疫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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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等。每一種黴菌毒素對每種器官有不同程度的傷害，如圖三照片中豬隻因

伏馬鏈孢毒素中毒死亡，豬隻肺部有明顯水腫的現象。 

 

 

圖二、六畜旺 Toxi-free 含專一性降解黴菌毒素酵素的酵母菌 

 

 

圖三、豬隻因伏馬鏈孢毒素中毒引起肺水腫 

 

 

酯鍵去除 

環氧化還原酵素 



7/15/2009                                       11 

  在細胞試驗方面，當伏馬鐮孢毒素濃度越高，巨噬細胞存活率越低，六畜

旺可有效降解黴菌毒素且不影響巨噬細胞的存活率（圖四）。T-2 黴菌毒素會造

成皮膚的病變；F-2 在生理上的功能與動情素相似，所以會造成動物發情的情

形，引起外生殖道紅腫的情形。從母豬的角度來看 F-2 嚴重影響胚胎的發育和著

床(圖五)；公豬的部分 F-2 會使精蟲活動力降低，且精蟲與卵子透明帶結合能力

降低。當人乳癌細胞株 MCF-7 與 F-2 毒素共同培養時，發現人乳癌細胞株 MCF-7

有增生的情形，經六畜旺降解 F-2 毒素後對人乳癌細胞株 MCF-7 並無增生的情

形，故六畜旺可有效降解 F-2 毒素(圖六)。 

 

圖四、利用六畜旺 Toxi-free 效降解黴菌毒素後對巨噬細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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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F-2 毒素對胚胎發育率的影響 

 

圖六、利用六畜旺 Toxi-free 降解 F-2 毒素後人乳癌細胞株 MCF-7 細胞增殖能力

分析 

    台灣目前養豬市場上的在養種母豬頭數有六十幾萬頭，每頭母豬每年平均

生產力(到上市)為 11.66 頭。歐美地區每頭豬每年平均生產力(到上市)為 17 頭

-23.4 頭，台灣的平均生產力明顯落後很多，若加上拍賣市場外的頭數台灣年平

均生產力約有 15 頭遠遠落後歐美國家。若每年每頭種母豬增產 2 頭肥豬，在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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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萬頭種母豬可增加 120 萬頭肉豬，以目前豬價來計算一年要增加 84 億絕對不

是難事，只要從免疫方面著手就足夠。研究發現每噸飼料添加 1 公斤六畜旺降

解 F-2 毒素後對母豬繁殖力的影響(圖七)，包括提高配種率、分娩率和活仔存活

率，分娩率約提高 13%(每頭每年節省飼料 130 Kg)、每胎平均活仔頭數增加一

頭，一年則可以增加 2 頭肥豬。將資料換算，每頭每年節省飼料 1300 元 (1300

元/130Kg 節省飼料/每年)、增加兩頭小豬 2400 元，收益共為 3700 元，添加六畜

旺成本 350 元/年，所得到的經濟效益約為 10:1，投入 1 元成本可獲利 10 元，效

益十分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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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六畜旺 Toxi-free 降解 F-2 毒素對母豬繁殖力之影響 

    黴菌毒素對於雞隻的影響，如赭麴毒素引起腎臟的傷害、嘔吐毒素影響腸

胃道問題造成飼料效率差、黃麴毒素引起肝臟病變等等。黴菌毒素危害肺泡巨

噬細胞免疫功能，使巨噬細胞凋亡。試驗發現嘔吐毒素會使巨噬細胞存活率降

低，但經六畜旺降解毒素後對巨噬細胞存活並無影響。土番鴨每噸飼料中添加

5-10 ppm 嘔吐毒素以及 0.5-1.0 kg 六畜旺，評估嘔吐毒素攻毒下六畜旺對土番鴨

毒害後緩解效果。試驗結果發現飼料中添加 0.5-1.0 kg 六畜旺能有效降低肝臟傷

害，故膽紅質、AST 和 ALT 均明顯下降(表一)。在嘔吐毒素攻毒下六畜旺能明

顯改善土番鴨抗家禽霍亂抗體力價(表二)。土番鴨場使用六畜旺後，平均終重增

加 0.25Kg，飼料效率改善 0.22。經濟效益的換算後可知道收益 20.2 元成本僅需

1.26 元，經濟效益達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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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六畜旺 Toxi-free 改善在嘔吐毒素攻毒下土番鴨的血液生化值

 

 

表二、六畜旺 Toxi-free 改善在嘔吐毒素攻毒下土番鴨抗家禽霍亂抗體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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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Gadd 依據處理黴菌毒素所投入的成本計算在哺乳仔豬的經濟效益，其

額外花費收益(return on extra outlay ; REO)為 18:1，且 PRRS 及 PCV2 的問題使

得離乳仔豬易受到黴菌毒素免疫抑制的危害。使用六畜旺(Toxi-free)黴菌毒素降

解劑添加於飼料，改善母豬配種率及淨生產率，其 REO 約為 10:1。改善肉鴨上

市體重及飼料效率，其 REO 為 16:1。由上述可瞭解六畜旺能專一性、有效的降

解黴菌毒素並可提高經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