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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育養豬產業

育種

營養

飼養管理

生物安全農民訓練

畜舍規劃

環保永續
HAMLET PROTEIN A/S, Denmark (HQ)合作社締造養豬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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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ES種豬
研究中心

核心場

繁殖場經銷商

人工授精站
(精液販售)

丹育(DanBred)育種公司

-- 基因管理中心結構

丹麥農業公司丹育國際控股公司



Landrace (L) ♂/♀ Yorkshire (Y) ♂/♀ Duroc (D) ♂/♀

Hybrid (LY / YL) ♀

Landrace (L) ♀ Yorkshire (Y) ♀

候選種畜性能測定

場外

場內

選擇性能優良公畜精液供應

L♂ / Y♂ / D♂

L♂ / Y♂

D♂

試情

育種策略

核心場

繁殖場

母豬場

肉豬場



性能測定程序

每年檢定~5,000頭候選公豬

• 30-100公斤日增重

• 瘦肉率

• 飼料轉換率

• 體型

• 淘汰率

每年檢定~100,000頭候選公/母豬

• 0-30公斤日增重

• 30-100公斤日增重

• 瘦肉率

• 飼料轉換率

• 體型

• 窩仔數

• 使用年限

場外 場內

AI-Stations

Production Herds

(Sow and Slaughter pigs)

Sow Herds

Breeding Herds

Multiplier 
Herds

Slaughter 
Pig Herds

Pig rings
Slaughterhouse

Central Testing Station

不包含育種目標之性狀選擇

• Number of teats (乳頭數)

• Against hernia (無赫尼亞)

不包含育種目標之單一基因

• Halothane gene: PSS

• RN- gene (酸肉基因)



基因選種

候選種畜

性能測試

育種目標

進行基因組

DNA分析

加權計算育

種指數

決定種畜選

留或淘汰

每年檢定~5,000頭候選公豬

每年檢定~100,000頭候選公/母豬

採集豬毛萃取基因組DNA

60K SNPs分析

根據選育性狀按經濟效益進行加權計算breeding index
G-BLUP統計模式

候選種畜breeding index每周更新

Breeding index>100選留

-- 應用基因組DNA資訊

https://culturacientifica.com/2017/03/17/la-predisposicion-genetica-padecer-enfermedades/



• 為提供養豬業者具高經濟價

值之重要性狀組合

• 約3~4年再次修正性狀比例

• 不同種畜性狀篩選條件有異

丹麥育種目標



(http://www.angrin.tlri.gov.tw/pig/prevention/TaiwanPigBreeding2015.jpg)

台灣種豬育種策略



遺傳檢測結果 (英文字母代碼)：

• 緊迫基因 (AA：正常型，AB：雜合型，BB：緊迫型)

• 多產基因 (MM：多產型，MN：雜合型，NN：一般型)

• 高肉質基因 (HH：高肉質型，HL：中肉質型，LL：低
肉質型)

• 增肌基因 (FF：增肌型，FG：雜合型，GG：正常型)

• 增長基因 (QQ：增長型，QR：雜合型，RR：正常型)

• 產精基因 (PP：產經型、LP：雜合型、LL：一般型)

體型評鑑經濟性狀：

• 平均日增重 (Average Daily Gain, ADG)

• 飼料效率 (Feed Efficiency, FE)

• 背脂厚度 (Back Fat, BF)

台灣種豬育種策略
http://www.angrin.tlri.gov.tw/indexs_all.htm

http://www.angrin.tlri.gov.tw/indexs_all.htm


2018 in Denmark2018台灣養豬統計手冊

Finisher (30-100 kg) Ave. Top 25

Feed conversion rate (%) 2.51 2.66

Average slaughter weight (kg) 86.8 87.3

Average live weight (kg) 113.7 114.4

Average lean meat (%) 60.6 60.8

Dead (%) 2.9 2.2

Reproduction Ave. top 5 Ave.

Weaned pigs per year per sow 39.8 33.3

Live-born pigs per litter 18.6 16.9

Weaned pigs per litter 17 14.6

Mortality during lactation (%) 8.5 13.6

Farrowing rate (%) 93.5 89.2

豬隻生產指數比較



合作創造競爭力

技術資源共享

資訊公開透明

優良種豬

提升台灣養豬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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