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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雞在台灣飼養年代久遠，其風味深受人民喜好，肉質適合本省家庭主
婦烹飪方式，在向用雞市場一直仿有一半以土的市場。由主雞屠體和白肉雞比較
可發現腿部比例較大但胸肉比例較小，在歐美的觀念以為胸部飽滿才是好的﹔但

對中國人而言雞腿較大才是好雞。雞肉質硬度較低、肌纖維較細、剪斷質較高﹔
也就是民間認為土雞肉較具嚼惑且肉質較細的原因。另一方面土雞肉較鮮紅，較
具商品吸引力，且其蛋白質多、脂肪少，是適合現代人的健康食品。適應台灣濕

熱環境及抗病力較洋雞強，如對於烏立克為（鄭， 1987 ）、新城雞瘟（趙，
1987 ）、球蟲惑祟（花， 1988 ）、抗住血原蟲性白冠為（躁， 1989 ）。

一、臺灣土雞種類的發展經過
嚴格上來講，壹灣並無原種雞，所有飼養的雞程都是由外地所引進。在開發

中國家，農村均飼養本地雞，民國 50年以前，臺灣所消費的肉雞大多為飼養在後
院的地區性雞種，而商業生產的白肉雞在民團 50 年早期首先輸入。至此，臺灣土
雞發展過程可分為四期來說明：

（一）式微期
民因 52 年左右，白色肉雞在台登陸，由於白肉雞的飼料效率佳且生產
成本較低，而被廣泛專業飼巷，至民國 60 年就佔有 80% 以上的肉雞市場。

（二〉成長期
1 由於白肉雞的利潤所趨，專業化飼養白肉雞、飼料工業與動物蔡品

等相關事業、飼養技術等，使育成率、生長速度與飼料效率都有長足的進

步。
2 但大部分的臺灣消費者認為其肉質太軟且風味不住，所以對後院飼

養的雞隻又再度產生興趣。養雞者剎用白肉雞與本地雞雜交，後代的生長
效率會改進，但是後代雞隻帶有白色羽毛，仍被消費者認為是品質較低的
雞。因此就有人利用進口紅羽、黑羽交配生產有色羽雛雞（當時稱 $， 兩

雞）供氏家飼養。此種類似土雞的雞隻就被稱為、仿土雞／／ j先稱吧仿仔
雞H

。

3 民問 60 年左右，問始有人在全省農村各地蒐集本地雞程，而開始雜

交配種改良，希望改良本地雞隻生產性能並仍能係持其優良肉質。這類雞
隻著重於 外表類似本地雞，具有金黃豆支紅色羽毛，鉛色 腳腔，大紅而直立
單冠，細 小緊實的軀體，因此稱烏土雞。因為土雞都是 飼 養至有性成熱外
徵才出售 ，類似本地雞，因此廣受消費者歡迎。

（三〉巔峰期
l 從民圓 65 年五 74 年這十年左右，土雞與仿土雞等兩種有色雞在臺灣
肉用市場幾乎年年都有 70% 的佔有率。但因為近年來臺灣外令人口激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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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業興起，白肉雞的消費量有回弄的情形，但有色難能佔一半以土的市

場，而大部分的有色雞種多為土雞，由此可知，仿土雞漸漸的在走下坡。
2 目前的土雞在飼料效率方面雖有很大的進步，可是卻犧牲了原有最
重要的優良品質 。 這可能均與大量引用外固有色肉雞基因有關 。 土雞索者
認為只要具有金黃色羽毛、鉛色腳趣與大而直立的單冠就能讓消費者認為

是土雞，其餘的就只是要改善生長妓率 。 然而羽色、腳經顏色與單冠都是
由簡單遺傳基因控制的，很容易將之改變。因此造成土雞體型變大與肉質

變差 。
目前土雞種類繁多，加上一故土雞仍然沒有品牌，消費者無法從外觀分辨品

質好壞，優良肉質的土雞也沒有生產的價值。

二、臺灣現有的土雞種類
臺灣的肉用雞大約可分為白肉雞、仿土雞與土雞三種。目前一般所稱為的土
雞並不是一個品穗，而是大家對本省一類雞隻的稱呼。他通常是具有大而直立的

單冠、金黃豆紅色或其他花色（一般以金黃鳥多）的羽毛、鉛色的腳腔，而最重
要的是要有性成熱的外表才可土市。

按照遺傳形質與飼養方式，臺灣目前的土雞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土雞為遺傳與飼養環境方面都符合本地雞的要件，其數量拯少，除非
有心人士保存血統，否則均以混雜外來雞血統。此類雞在各地均有所不同，可能
自各地人民喜好不同，來因各地環境有所差別，因此各地土雞均有所差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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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臺灣各地區土雞的生長與繁殖性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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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土雞多飼於山坡地呆林間，平時雞隻有廣大的運動空間，所以肉質較

為堅實富彈性 。 在鄉村農家副業飼養的雞之多屬此類，且雞種在遺傳方面頗為混
雜。
第三類土雞則是 目前飼養數量最多的商業用雞。這類土難的飼 養環境類似白
肉雞，均為大群同齡難友一起飼養，並在五、去過齡捨于較大的空間 ﹔並在八週
齡2 母分飼，十三至 十五迫齡時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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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土雞育種之階段
本校從民圈七十一年起與行政院農黨委員會合作進行土雞育種工作，將土雞
育種工作以干列四個階段來進行。

第一階段：了解土雞之本質，其優劣點，各種重要性狀之遺傳原理，以確立
育種目標與方法。
第二階段：蒐集土雞並繁殖擴充以建立有種之基本族群。

第三階段：按定各種土雞，以進取優秀品係為選拔改良的對象。
第四階段：加強選拔改良各品係土雞，並雜交各品靜、以尋求最佳交配式。此
階段之選拔改良將持續不斷，帶改良有績效時，推廣其雜交後代。
土雞是本省特有的雞種，市場對其需求有別於白肉雞﹔因此在土難有種的第
一階段就是進行這些基本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以確立有種的目標與方法。擬定第

二、三、四階段工作之主要目的在充份利用雜交俊勢。因為只有種禽血緣較遠且
配合完美才能顯現充份的雜交優勢，育種必須擁有遺傅建定純係的親代族群，才
能確保其雜交後代每一代都有雜交優勢。

四、土雞生產特性
（一）生長速度慢，飼料妓牢差：
土雞的生長曲線成 S 型。比較土雞與白肉雞的生長達度，土雞之生長速
度極為緩慢，大約只有白肉雞的一半。不過最近的土雞土雞生長速率已有

改善，在出售時（約 14 週齡）生長速率仍持續上升。一般認為動物在接近
性成熟時體內會堆積脂肪，因此飼料效率會變差。白肉雞在生長最快速時
出售，因此飼料效率較好。目前商用土雞是否改善了飼料效率，而使肉質
像白肉雞一樣差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個體體重差異大，雞群整齊度差：
由體重的標準偏差來看，主雞與白肉雞並沒有多少差別，但是土雞體

型小很多因此就顯得參差不齊，這可由體重得變異係數得知。白肉雞在入
過動的體重變異係數在 8 . 0% 左右，可以堂批出售而土雞在土市時的變異係

數在 12% 以上，就需要分幾批次出售。造成雞群不整齊，血統拉雜遺傳組
成不整齊可能是原因之一，也可能是未能充分利用雜交優勢。而雞群的門
爭行為與飼養末期接近性成熟時的駕乘行為可能也是重要原因。

（三）早熟：
土雞小女雞比白肉雞~仿土雞都早熟，很早長出小雞寇，同齡時華丸

比別的雞 $， 大，雄性荷爾蒙的分泌量也多。土雞的小母 雞比產蛋專用品種

的白色來航雞的小母雞約早 18 天產下第一個蛋。
（四）偏低的 產蛋性能：

土雞雖然早熟，但是產蛋性能不住， 1H1色性強，常 生 了一段時間就停
產，利用籠飼可成少 fA Ii色增加產蛋率。土雞不但產蛋少，蛋小且蛋型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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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蛋殼顏色為淡褐色，蛋殼品質較佳，比白色來航雞的蛋殼較堅固。土
雞蛋黃比率都比白色來航雞$， 大。

五、土雞的行為
土雞生產方式的改變，由家庭飼養改變為企業化生產，由放牧變為囡飼。但
土雞要性成熟才能出售不像白肉雞在六星期左右即可出售，幾乎無 2：母差異問

題、門爭及性行為，因此土雞圈飼一些問題也隨之出現，如門爭行為與性行為不
僅死亡率晶體重變異夫，羽毛不住的下雞過多，這些對於以活體出售土雞多會降
低商品價值。因土雞出售條件為性成熱而選拔早熟性也增加門爭行為只有以飼養
管理方鉤的改進來改善問題，而必須以行為研究作為改造依據。
土雞的個性本來說活潑好動，以前鄉下飼養皆採放牧的形式，也不需特別照

顧，並不像台肉雞需要圈飼。因此，許多人認為土雞好吃的原因在於其逕動量
大﹔根據我們調查，情況確實如此。觀察一過齡到十六適齡雞隻活動畸形發現：
在白天白肉雞有 60% 伏趴著休息睡覺﹔而土雞剛好相反，有 60% 的時間在活動，

到處走動、打門或沙浴，一刻也停不下來，採食時間雖比白肉雞長，但採食量卻

少了很多，可見白肉雞在採食土比土雞專心多了。土雞日間以清晨傍晚活動量最
大，而中午休息較多，活動量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土雞的打門頻率自五過起
直線土升，主1] l 0 週後囡社會地位之建立，才有緩和的排家﹔而土雞的好門性，可
能是造成早熟性主：雞在十過時便可採到精液，且血液中雄性素也較白肉雞高的原
因。另一方面白肉雞在性成熟前便出售﹔蛋雞佳飼養母雞﹔：種肉雞 2：雞數量亦不

多，因此較無打門畸形。土雞在這方面問題則很嚴重，造成社會地位低之難隻吃
不到飼科，這也是土雞大小整齊反差的原因。

土雞之日常作息接架對於土難行為的影響

當我們在雞舍置入棲架時，提供了雞隻休息的地方，由於天性雞隻很快會跳
土棲架尤其晚上幾乎都在棲架土睡覺。 2：雞休息頻率45% 增加 53% ’尤其在位母
分飼時。母雞休息頻率約為主：雞一半 23% 增加 31% 在父母合飼時更明顯。但降低
了母雞採時時間 25% ’棲架在另一試驗中使去雞性成熟時休息時間橫著地增加但
採食量有或少的趨勢在9 至 16 過增重咯減若棲架上添置飼抖桶則可改善，又性成

熟時過多門爭行為及性行為造成了體重登齊度下降羽毛嚴重受損嚴重降低了商品
價值棲架可有效降低性行為門爭行為減少羽毛受損的情形可能困在接架上無法站
主義的原因，但卻降低了採含量，可在棲架上加個飼料桶來改善。
添加色氯酸對土難的影響

色氯駿早已以玉米及大豆柏為 主 要原料之第二限制胺基酸在今日動物福利高漲
的時代大規模飼養造成行為土的問題越重視無但危害動物權豆豆且減 少人們收益，

原用於改善人類躁 鬱症的色胺暖亦被研究應用於改善密飼造成的問 題， NRC 推薦
量有較提高的傾向 尤其在亞熱帶及熱帶其效用及重要性有進一步了 解的必要。
銷糧中添加色 胺駿f史使雞隻活動量增加， 9 萃的迪在飼糧中添加 0.8% 色胺酸

可改善雞隻過反攻擊行為但對生長會有不良影響會使女雞性行為頻率提高而去母

合飼母雞被駕乘的機率也土升。由以上結呆顯示雖添加色胺酸可改善攻擊頻率但
亦會影響生長，由此其添加量及時間仍需進一步探討。

對土難嶺花性觀察

識 i色原是雞隻繁衍下一代的行為，但一但抱抱即停止產蛋，且人工孵化方便
經濟因此教抱對人類的有損人類利益因此商業雞群島了提高產蛋率因此多無賴花
性。台灣土雞因不是商煮雞種沒有經人為改良因此精花性還很強所以產蛋率低。
中興大學L2 系母雞經九年選拔產蛋性能因此在籠飼很少看見箱花行為，但將L2母

雞平飼仍有 52% 母雞曾有輸花行為而童其飼養在籠土的只有 3% 有觀察到在平飼
雞隻產蛋丰平均無 71% 曾教花雞隻$， 52% 而籠飼執花難產蛋率為 51% 不為 j色者為
65% ，可見環境也會影響為免動機而使平均產蛋率下降籠飼 64.4% 平飼 $， 61.2

%。
剪爪對土雞日常作息之影響

在美圈飼養蛋雞時常將許多之母雞關在一個籠子內，在受驚嚇時常會因緊張
而擠在一堆造成背羽損失，另外土雞要養至性成熟駕乘也是造成光背的原因由於

雞在受驚嚇會擠成一回經試驗證明將腳趾去除可減少羽毛損失提高產妥成績根據
我們實驗雞將中趾與內趾由第一關節去除，並不會影響其出售體重、行動作息行

為、門爭行為或性行為，但可成少羽毛損失。

五、台灣土雞抗病能力之研究
在田間的飼養中發現，台灣土雞對於疾病有較強的抵抗能力。利用人工感祟

的方法，分別接種或攻毒綿羊紅血球、新城雞瘟疫苗、馬立克病毒、官腸型球蟲
卵以及雞位血原蟲，比較雞種間對於疫苗式病原之抵抗能力。試驗結果顯示，台
灣土雞對於以主疾病均有較住之免疫反應及較低之死亡率，說明台灣土雞雞群
中，係有某些抗病之最佳候選基因等待開發利用。
對於改善抗病能力與提高生產性能同之關係的了解也接其重要，以免某些經

濟性狀囡抗病力之提高而衰退。本文是將過去中興大學，以 台灣土難所做抗病研
究之綜合報告。

對綿羊紅血球之免疫反應
綿羊紅血球為一種複雜的多因于抗原，與大多數病原性微生物同樣具有援雜
的抗原結稽。以台灣土雞與單冠白色來航雞為材料，同一雞群分別於32 日齡、 61

日齡及 181 日齡，肌肉注射 20%綿羊紅血球0.5 ml .ii足其靜脈注射25%綿羊紅血球0 ..1
叫 。 結果無論肌肉注射成真靜脈注射綿羊紅血球，皆顯示台﹔弩土雞所產生的抗體
． 力﹛食品於單冠白色來航雞，同時，台灣土雞在第二次注射（61 日齡）後之7與 14 日，
其抗體力績顯著高於來航雞，可知土雞免疫記憶性較來航雞好。在第三次注射

(181 日齡），因 雞艾位 內已有抗性，放在接種後第 14 日土雞隻拉體 力價才鎮著高於

來航雞（趙等， 1991 ）。
抗新成雞垂疫 苗 之研究
新城雞瘟是 由晶1J 毒品液病毒所引起共高度惑：裝力及為政病力 之病毒性疾病，是

台灣養雞業界一 個負拉拉重之件祟病。以台海土品與平冠白 色來航雞$， 材料，相
同雞群分別於32 日齡、 61 日齡及時 1 日齡時，肌肉注射新城雞瘟銘膠咬著不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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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並於接種後第 7,14, 21,28 日，測定其抗體力償，結果顯示，土雞對於重被接
種疫苗後所產生的抗體力償，高於單冠白色來航雞 。
抗馬立克病之研究

雞馬立克病為世界最常見的一種淋巴球腫瘤增殖的疾病，在台灣為僅次於新
城雞瘟的嚴重疾病。以台灣土雞、單忍白色來航雞、白色肉雞與其雜交雞，於一
日齡腹腔接雅馬立克病毒懸浮液 lml ，飼養至9週齡時之各項結果台灣土雞之存活

平與抗體陽性率均顯著優於單忍白色來航雞及白色肉雞，在剖控為變率與病毒為
止土數方面並未呈較佳的表現，主要係因均為耐過之個艘，撫言之，在各品種問仍

有抗病力佳之個體（鄭， 1987） 。
抗盲腸型球蟲之研究

台灣雞隻感祟球蟲中，有 95 . 1% 是屬盲腸型球蟲（Eimeria tenella）（ 曾， 1978），根
據曾 (1980）的報告指出，接型球蟲對於一般球蟲蔡只需經9至 15 代的繁殖即會產生

抗藥性，因此，雞場必須經常史換球蟲祟，造成極大之困擾。以球蟲卵進行人工
攻毒 12 日咎的台灣土雞與單冠白色來航雞，並於 19 日齡時測定各項性狀，結果如

表3 所列，台灣土雞受蟲卵志學後其失血率、盲腸病變值與卵案數，均低於單冠
白色來航難 。 充分顯示土雞對抗球蟲為之能力優於來航雞（花等， 1988）。
抗雞住血原蟲性白冠為之研究

雞位血原蟲性白冠病，是原蟲（l. caulle1yi） 經由中間宿主（荒 Jll 庫蒙，俗稱雞緣
故）吸血時傳祟。原蟲在進入雞體內後會被壞組織、器官及紅血球，造成貧血的症

狀甚至死亡。求南亞普遍都有發生，台灣經常出現在每年的 4 至 JO 月悶，尤其是
水稻插秩之後。本為目前尚無疫苗可供使用，除了加強環境衛生之管理外別無他
法。雞場一旦進感祟，必需使用藥物治療，然使用之學物常造成成留之問題

（陳， 1985 ）。在一項田間自然感祟的調查中發現，台灣土雞的死亡率及抗體陽性率
遠低於單冠白色來航雞（鄭 ， 1990） 。 以瓊脂膠於實驗室中繼代飼養荒川庫蒙，剎用
人工接稚的方式，感﹔長 21 日齡的台灣土雞、單冠白色來航雞與白色肉雞，接種等
量的原蟲花子體。試驗的結果如表4 ，台灣土雞在感祟後的死亡率顯著低於來航
雞與白色肉雞，同時，死亡雞隻的賤存時間亦較長，對疾病的耐受性較其他兩個

雞種好（陳等， 1991 ）。
在研究中也發現，台灣土難對於疾病抵抗能力的變異性很大，來航雞與白肉
雞之累加死亡率於同時間的比較均高於台灣土雞，並且在開始死亡的幾天內即接

近最終死亡率，而台灣土雞則是緩和的增加，顯示土雞的個體間有較大之變異存

在。黃（ 1992）以丰同胞之台灣土雞估算人工接種後死亡率之遺傳率為 0.26 ，同時，
抵抗本病的能力與生產性狀間遺傳相關之研究認為，選拔抗病力時將可以改善雞

隻的體重及減少育成期的 死亡率。

六、育種結系
中興大學土雞之育種工作，一方面自全閻各地蒐集土雞，一方 面研究土雞性
能以了解土雞的性質 ，並訂立有種方針，同時挑選優秀土豆制民據其，注能形成不同

品系進行閉鎖族群選拔改良。目前以形成2 系 5 系及母系 5 系﹔ 2 系為 6 、 s 、 H 、
W與Ny五個品系，以B 、 S$.J 主力﹔母系 $.JLJ 、 L2 、 y 、 D與C五個品系，以 D 、 L2

為主力。父系以選拔早熟性為主，以雞冠面積為選拔指標。母系的 2：雞也是以選
拔早熟性，但母雞則是選拔40週齡以前的產蛋數。各品系各經過不同的世代的選

拔，益經過母系問全互交與三品系雜交試驗，目前以決定以品系 L2 與 D之雜交一
代為種母雞，在交配品系 S 與B之雜交 2：雞以生產內用雞並推廣之。這些內用推廣
土雞具有體型小，頭腳小骨架細緻’羽毛緊密。經過旗山台糖官司的飼養，飼料

效率在3.0 左右。目前土雞將邁入與廠商建教合作以推廣至民間。

七、土雞未來發展的晨三主
土雞的優點是有目共睹的，不但肉質優美且抗熱抗病能力位，在加入 GATT
後雞肉市場大概只有土雞才能與之抗衡。但進口雞肉較便宜很多必定會吸引部分

消費者進而提高白肉雞消費量相對法少或少土雞消費﹔另一方面電宰制度花行後
消費者無法由以前經外觀來判定是否為純土雞，也會減少土雞肉消費量。以及將

來大陸地方雞若准詐進口以其優良的品質及廉價的優點必街擊本省養雞索。因此
雖然知道台灣土雞的優點若不去增加其商業競爭力否則空有土雞優良品質在加入
GATT 後可能制的比白肉雞還快。因此今後我們必須努力的目標是增加其商黨競
爭力，我們可分為兩方面來講：即建立品牌及調整生產連銷。

為什麼要建立品牌？現今以羽色來代表好球，但羽色改變很容易一陣子市場
全部都是這種顏色，一些不好吃的也改成這種顏色，這樣大家都認為這種顏色的

雞是球雞這樣業者又要改顏色改來故去不知何去何從。又以後故以電宰消費者亦
無法以毛色分辨土雞，因此我們要建立品牌係去係證品質，有了品質係證’就可
以區隔較低品質的是品進而提高價錢增加收入，防止其他低品質雞肉以低價競
爭。且在高售價高收入的利誘干將會鼓勵業者投入更多心力去提昇品質。那如何

維持品質及建立品牌？首先建立純系雜交體系（配套生產制度）來生產的土雞，
如此雞群整齊度才好，才能係證世世代代的品質才不會變壞。整齊度良好的雞
群，飼接管理容易，適合自動化生屋，適合電宰。另外垂直統合經營：育種場，

原源殺雞場、種雞場、肉雞場、電宰場、專賣店（販售商）等都要密切配合。
（以大企業統合經營或各專業間的契約產銷）如此才能擴大市場，因為育種場維

持純系的成本很高，必須有足夠市場分攤成本。飼養二千隻原源種雞（ GP ）一年
可生產一于其隻肉雞。加上政府大力輔導（政策、宣導、經費）、研究單位技術
文援、產黨界誠心合作才能建立一個係證品質的品牌。

在生產上我們要降低生產成本。鼓勵一些生產成本較高的小場轉業，建立組
織（合作社）擴充產銷開發市場、交換資訊、調節生產數量等防止生產過剩，改
進技街加強自動化成少人工提高效率、共同採賤、產黨統合經營以降低成本增加

競爭力。建立正確防疫及用藥觀念並強管理以減少用祟 ， 一方面可或低成本又可
生產無蔡物成留 之高品質雞肉，這方面政府也要強槍驗以自召去 信 。產銷制度土建
立產品規格、品 牌、 CAS 及國產品制度以吸引消費者﹔健全運銷 體制減少運銷層

次防止中悶剝 削 ﹔﹔加強電宰以改善衛生及建立產品規格以方便行銷管理。建立國

產品低溫倉儲 配售系統，一方面可提高衛生程度、新鮮皮又 可 區 F品進口冷 J泉肉
品。並研發方便 衛生可口新產品加工品以提高附加價值及增加 消 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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