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百黴菌毒素研究室 

台灣年度結果 

2015 

We are the only mycotoxins pollution analysis focusing on Taiwan. 

©  2016 Life Rainbow Biotech. All Right Reserved. 



 
黴菌毒素檢出率調查研究 

 

  2015年度，生百黴菌毒素研究室共蒐集248個樣品進行黴菌毒素的檢測
調查，樣品來源是台灣現場隨機採樣的飼料或原料或。分析的毒素種類有
黃麴毒素、玉米赤黴烯酮、伏馬鎌孢毒素、嘔吐毒素，檢測方式採用免疫
親和吸附分析法(ELISA)進行檢測，為了提高檢測品質，我們使用從Romer 
Labs 購入的毒素檢驗套組。 
 

2015年度分析台灣248個飼料樣品 

飼料黴菌毒素的檢出率高達9成 

  整體而言，飼料黴菌毒素的檢出率皆高於60%，嘔吐毒素2015年的檢出率
更達90%。更可觀的是伏馬鎌孢毒素和嘔吐毒素的汙染平均值分別為1133 ppb
和655 ppb，已超過歐洲安全值標準3~5倍。 



  

    

     一旦生產地的天氣有非常態的變動，都會增加田野間黴菌毒素
的含量。根據2015年10月當月的美國黴菌研究報告指出: 在收成的
產地中，有許多地區的玉米和大豆原料遭檢出含有安全標準值以上
的黴菌毒素 

  

飼料中汙染: 從生產地開始 

 

台灣飼料原料 
多從美國及巴西進口 

產地氣候變動會增加黴菌毒素含量 

Fusarium  sp.

（鐮刀黴菌） 

Penicillium sp. 

青黴菌 

 

 

麥角菌屬
Claviceps sp., etc. 

Aspergillus sp. 

黃麴黴菌 



  

黴菌與黴菌毒素: 從產地開始 

 

  巴西的飼料原料還未建立常規性的黴菌毒素檢測報告，因此其污染
程度尚不確定，然而可以推知的是，近年來溫度氣溫變化如此不穩定，必
定對巴西穀物的收成造成影響，國外黴菌毒素研究室針對中南美洲國家的
研究報告指出:在63個玉米原料樣本中有高達72%的樣本含有超過750 ppb 
伏馬鎌孢毒素，巴西樣本最高含量還達到31784 ppb。57%的玉米樣品含有
超過200 ppb玉米赤黴烯酮毒素，巴西樣本最高含量達到3779 ppb。 

 

飼料原料(玉米、大豆) 在原產地(美國、巴西) 
都不可避免的會有少量或大量的黴菌毒素污染。 

 黃麴毒素 (Aflatoxin): 歐盟安全檢測值為50ppb;超出20 ppb 對寵物有害 

Georgia 超過100 ppb Texas  超過40 ppb 

North Carolina 超過100 ppb South Carolina 超過20 ppb 

Virginia 超過100 ppb Kansas 超過40 ppb 

伏馬鎌孢毒素 (Fumonisin): 歐盟安全檢測值為200 ppb 

Texas 超過 6000 ppb North Carolina 超過 7000 ppb 

California 超過 10000 ppb 

嘔吐毒素 (DON): 歐盟安全檢測值為200 ppb 

Missouri 接近2000 ppb Illinois 接近 1000 ppb 

Lowa 超過 1000 ppb 

更多關於美國黴菌毒素檢出量報告可上 
Neogen Mycotoxin Report查詢: 
http://www.neogen.com/blog/tag/monday-mycotoxin-report 

 

美國地區:收成玉米內含超標黴菌毒素(Oct. 2015) 



  
黴菌與黴菌毒素 

生長、運輸及儲存過程 

  根據美國官方(U.S. Grains Council)報告，美國2015年度的玉米
樣品中,99.5%的樣品黃麴毒素是驗不到(低於檢測下限)；嘔吐毒素的
檢出率則有87%是低於500 ppb (依舊高於歐洲標準值:200 ppb)。 
  
  然而,生百黴菌毒素實驗室驗到的黃麴毒素及嘔吐毒素的平均含量
皆高於上段所提到的數據，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收成-運輸-儲藏的過程
中，黴菌會持續增生並產生更多的黴菌毒素。 

 
潮濕高溫儲存，黴菌毒素增加飼料品質下降 

  收穫後的穀物其微生物仍活著，且在乾燥、安全的儲存狀況下緩慢
呼吸，若水份提高到15~19%(水活性0.75-0.85)時，真菌明顯增加呼吸活
動。然而玉米採收時水分通常大於14-15%。(中國畜牧會誌44(3)：
244~261,2015) 

 

黴菌毒素問題是台灣飼料廠必須重視的淺在威脅 

  從美東港口運輸至台灣需要至少35天的航程；從美西港口也需要至
少25天的航程。船隻長期行駛在潮濕的海洋上也大幅增加黴菌繁殖及毒
素汙染的可能性。 

  此外，飼料原料進入台灣後，又必須在溫暖潮濕的環境下儲藏至使
用，稍微不甚，黴菌及其毒素汙染的問題便會影響飼料品質。 



  
黴菌與黴菌毒素 

生長、運輸及儲存過程 

 
台灣氣候溫暖潮濕，適合黴菌的生長 

台灣飼料黴菌毒素汙染率相當高 

  儲存試驗則採用2011年8月到港之北美洲玉米分至於台南及
台東，每個月採樣分析黴菌毒素及一般營養成分，為期六個月。
玉米於儲存期間會增加伏馬鎌孢毒素檢出率及部分樣品檢出濃度，
水分含量也有上升趨勢。(中國畜牧會誌44(3)：182~201,2015) 

 

黃麴毒素 

63% 
汙染率 

伏馬鎌
孢毒素 

66% 
汙染率 

嘔吐毒素 

90% 
汙染率 

伏馬鎌孢
毒素 76% 
汙染率 

玉米赤黴
烯酮毒素 

生百黴菌毒素研究室整理,2015 

黃麴毒素 玉米赤黴烯酮 伏馬鎌孢毒素 嘔吐毒素 
檢測樣品數 248 248 248 248 
檢出陽性數 155 189 163 222 
檢出陰性數 93 59 85 26 
檢出率(%) 62.5 76.2 65.7 89.5 
平均(ppb) 1.92 48 1133 655 
最大值(ppb) 10.12 362 >5000 2421 

表1   2015台灣飼料原料樣品黴菌毒素檢出率 

飼料黴菌毒素的檢出率63%~90% 



  目前台灣對飼料黴菌毒素的污染規範僅規定黃麴毒素在50 ppb以下，
下圖為我們參考歐洲的黴菌毒素的標準安全值進行比較。我們檢測出黃麴
毒素和玉米赤黴烯酮的汙染平均值分別為1.88和48 ppb皆在安全範圍中，
但是伏馬鎌孢毒素平均為1157 ppb，高達標準的五倍之上，而嘔吐毒素則
在標準的三倍以上。 

 

  
  

飼料汙染安全值和檢出值 

飼料汙染已超標安全值 

  根據檢測結果，黃麴毒素最大值為10.12 ppb，玉米赤黴烯酮362  ppb，

伏馬鎌孢毒素偵測極限5000 ppb，嘔吐毒素2421 ppb。 

 

飼料污染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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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飼料黴菌毒素汙染與歐洲安全值進行比較 
(藍色:安全值；紅色2015黴菌毒素平均值) 

 



 
  
 

常見飼料樣品檢出率 
  將常見飼料樣品玉米粉、哺乳料、母前料、其他完全飼料（如：中
豬料、小雞料）進行檢出率的比較。嘔吐毒素汙染率在不同分類樣品中
皆有80%以上。 

  
  

常見原料樣品檢出率 

玉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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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玉米粉黴菌毒素檢出率 

安全值 玉米粉 

黃麴毒素 玉米赤黴烯酮 伏馬鎌孢毒素 嘔吐毒素 

檢測樣品數 33 33 33 33 

檢出陽性數 13 16 14 27 

檢出率(%) 39.4 48.5 42.4 81.8 

平均值(ppb) 1.71 85 2131 819 

最大值(ppb) 4.34 362 >5000 2421 

  玉米營養價值高，是台灣使用量最高的飼

料原料。我們蒐集的玉米粉樣品數有33個，嘔
吐毒素檢出率高達81.8%。伏馬鎌孢

毒素的最大值超出偵測極限>5000 ppb。 

 表2.玉米粉黴菌毒素檢出率 

圖3.玉米粉黴菌毒素汙染與歐洲安全值進行比較 
(藍色:安全值；紅色2015黴菌毒素平均值。) 



 
  
 

  
  

常見飼料樣品檢出率 

保育豬料 

  保育豬料即是斷奶仔豬的飼料，保育豬料在歐美國家又稱「Starter」。我

們蒐集的保育豬料樣品數85個，每項毒素檢出率皆在60%以上，伏

馬鎌孢毒素最大值>5000 ppb。 

 

表3.哺乳料黴菌毒素檢出率 

圖4.哺乳料黴菌毒素汙染與歐洲安全值進行比較 
(藍色:安全值；紅色2015黴菌毒素平均值。) 

黃麴毒素 玉米赤黴烯酮 伏馬鎌孢毒素 嘔吐毒素 

檢測樣品數 85 85 85 85 

檢出陽性數 52 62 58 74 

檢出率(%) 61.2 72.9 68.2 87.1 

平均值(ppb) 1.71 44 1089 577 

最大值(ppb) 5.87 111 >5000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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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飼料樣品檢出率 

母豬前期料 

  母前料即母豬生產前的飼料(就是母豬懷孕期飼料)，在歐美國家稱為「Dry 

sow」意思是乾乳期的母豬。我們蒐集的母前料樣品數有93個，每項毒素檢
出率皆在60%以上，黃麴毒素最大值10.12 ppb，伏馬鎌孢毒素最大值

3171 ppb。 

 
 
表4.母前料黴菌毒素檢出率 

圖4.母前料黴菌毒素汙染與歐洲安全值進行比較 
(藍色:安全值；紅色2015黴菌毒素平均值。 

黃麴毒素 玉米赤黴烯酮 伏馬鎌孢毒素 嘔吐毒素 

檢測樣品數 93 93 93 93 

檢出陽性數 61 66 60 79 

檢出率(%) 65.6 71.0 64.5 84.9 

平均值(ppb) 2.02 44 1159 612 

最大值(ppb) 10.12 147 3171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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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飼料樣品檢出率 

其他完全飼料 

  其他完全飼料(如：中豬料、小雞料等)除了黃麴毒素，其他三種毒

素檢出率皆達70%以上。 

 

 
 表5.其他飼料黴菌毒素檢出率 

圖5.其他飼料黴菌毒素汙染與歐洲安全值進行比較 
(藍色:安全值；紅色2015黴菌毒素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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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值 

其他 

黃麴毒素 玉米赤黴烯酮 伏馬鎌孢毒素 嘔吐毒素 

檢測樣品數 26 26 26 26 

檢出陽性數 13 19 19 25 

檢出率(%) 50.0 73.1 73.1 96.2 

平均值(ppb) 2.13 39 841 533 

最大值(ppb) 
4.91 70 1984 1082 



 
  
 

本研究在分析豬隻迴腸的沛細胞，在飼料中添加100 ppb玉米赤黴烯酮，結果顯示玉
米赤黴烯酮會降低病毒和腫瘤的抵抗力（抑制NK細胞增生和IFN-γ分泌。 

 

黃麴毒素 

伏馬鐮孢毒素 

伏馬鐮孢毒素 

新月毒素 

玉米赤黴烯酮 

赭麴毒素 A 

嘔吐毒素 

黴菌毒素對豬隻的影響 



 
  
 

討論 

毒素 建議安全值 

黃麴毒素 50 ppb 

赭麴毒素 50 ppb 

玉米赤黴烯酮 200 ppb 

伏馬鐮孢毒素 200 ppb 

新月毒素 200 ppb 

麥角毒素                0.10% 

From : Pig progress  Vol.24  No.7 2008         作者:John Gadd 
 

表6  影響豬隻生長表現的各種黴菌毒素安全值 

   

嘔吐毒素及伏馬鐮孢毒素驗出平均值 
  皆高於安全值數倍(表5)。 

這兩種毒素的極性(polar)皆不高，無法有效被傳統吸附
劑處理，許多動物攻毒研究指出:長期餵食豬隻含過量嘔
吐毒素的飼料原料會顯著降低離乳小豬飼料利用效率及生
長效率。(D.Prelusky et al.1994;Y.Cheng et al.2006) 
嘔吐毒素也會造成疫苗失效 (P.Pinton et al.2008) 
 
伏馬鐮孢毒素會攻擊豬隻肺泡巨噬細胞及單核細胞(J.P. 
Wang et al. 1998)進而降低豬隻免疫力，增加其受細菌
病毒的感染率。 



 
  
 

討論 

   

絕大多數飼料樣品含有2種以上黴菌毒素 

我們所檢驗的樣品中，多數都含有超過2種以上的毒素，多
樣的毒素會使毒性加成，全面性的影響豬隻生長性能、免
疫能力、及母豬繁殖性能。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黃麴毒素，其他三種毒素因結構關係，
極性(polar)皆低，傳統吸附劑只對該毒素有不專一且微弱
的處理效果。 

Kabak et al., (2006) 

黃麴毒素 玉米
赤黴
烯酮 
 

嘔
吐
毒
素 

赭麴毒素 

表7  各式吸附劑對多種黴菌毒素吸附效果 

% 



 
  
 

結論 

   

    在2015年所驗的248個豬隻飼料樣品中，
多數含有超過1種以上的黴菌毒素，且最高驗
出值皆超出安全建議值；兩種黴菌毒素驗出的
平均值也高出安全建議值(嘔吐毒素及伏馬鐮
孢毒素) 
 
    建議飼料廠及養豬戶除了傳統吸附劑外，
可選購具有專一性且可有效分解F-2及嘔吐毒
素的酶解毒素產品，全面增加生產效率及豬隻
健康。 

歡迎來信索取文獻探討及黴菌毒素相關資料 

六畜旺 
10年研究開發 
農委會菁創獎 
眾多用戶肯定 
 

=全台唯一開發= 

酶解黴菌毒素分解劑 



  

全波域吸收光微盤分析儀 Romer Lab 毒素檢驗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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