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乳樂概況

．．有農會彰化鮮~L加且廠實習心得．． • • L.K.J. • • 

，，~聶亟：遮 J諦，誰﹒撼。直起慈J能忽悠緒。···！.＊必離而且~... e悠悠悠悠：.a-di義悠悠絃令－

f~I 臺灣乳業概況 ii
l鑑：~： 莘莘笨，~：~· ~·.、~· 草r軍官譜寫，~I貓貓．游客ι芳草街串串＂ ~··第 1響︱草書＇·續發「游「鴿︱

為期四通的實習，使我對畫灣目前的乳業概況，有

了初步的瞭解。畫灣近幾年來，各方面的經濟建設，發

展甚遠，唯獨畜敬業睦乎其後，究其原因，不外部街朝

野決策人士，對發展乳業決心不移﹔在民間方面，對畜

牧業之重要性尚少認識，而且？般人普遍缺乏對乳牛飼

養之基本知識，叫致影響國人對畜牧事業之投資興趣。

茲就見習所得，分述如下：

酪﹔反»l..況
＊省酪且是分佈於中、南、北部九個縣，而在中部則

佔大部分。就我們所看草屯與永晴雨地的酪農戶，都不

很集中，交通極為不便，放在聯絡，輔導反牛乳收購方

面的工作，進行不易。如其共間的情形如下：

1.乳牛專業多為農家副業：

以此經營則可利用農作物的剩餘價值，從利用空間

，但往往造良：＠經營不力而利潤不大﹔＠因牛舍設備

戌周圍簡陋，而影響所產牛乳品質﹔＠小規模經營。此

乃由於農民地少所致，當然，最好是能移大規模經營。

2.飼料配合不當：

在中部地戚，乳牛飼料據統計資料，每日每頭約需

會飼料的～60kg ﹔其中以狙尾尊為主，再加上部分的

稻草，甘藉蔓投空心菜，尚有利用鳳梨皮晒乾餵飼的。

另外精飼料每日每頭約需3～6旬，其中包括玉米、豆餅

、麵皮、米梅、甘諾娃、藏仁餅、骨粉、酵母粉1克豆腐

渣等飼料，再加添食鹽 1%～2彤。因其所配分量的多

寡，而影響乳牛的健康，間接影響其泌乳量，當然，過

多則太浪費，但和對的可能牛糞中取得肥料利潤，過少

更不用講。因此，就實際給予資料計算所得，真理論上

乳牛所需量此較，極要調節飼料中鈣、磷的含量，適應

乳牛所需，在經濟上則鞍合理。

3.產銷不能平衡：

往往在夏拳銷量大時 ，而產量均不移﹔而冬率則相

反。此種供銷不能配合之情形，下面會有設明。

二． 乳牛的飼養管理

飼養乳牛，為了不發生虧損，最重要的是要飼養優

秀而健康的乳牛。欲達此目的，除酪農經營的毅力外，

其他像畜養管理化，疾病的助治歧營養注意等，再配合

獸醫的工作，皆是成功的要素。茲就飼養管理方面，分

數項列舉其要點于下：

1.藉飼料的配製：

配製乳牛飼料，除考慮價格外，還讀注意：

＠飼料種額多，營養至于則較為平衡，同時要考慮飼

料中所合營養分。如乳牛所需之營養，除大部用來維持

牛體本身所需外，還得增加產乳的需要。

＠供應適當的礦物質：通常在精﹒料中加 1彩食鹽，

2% 骨粉反 1好石灰石粉。

＠飼料要有輕瀉性，使牛隻不致便祕。如麵皮具有

此種特性。

＠飼料要新鮮，腐敗或發霉的不可混入，免於中毒

。

＠鑽牛的飼料，獨隨年齡的增長而調盤，第一胃發

達後粗飼料的利用性增強，故應顧其所需，給予適宜的

組飼料投育飼料，自便費良優秀的乳牛。

2.鑽牛的管理：

＠飼龔小牛的目是希望放牛後可以連產，乳量高且

能出乳十年左右，基於此目的，提出三點飼養上注意的

地方：

a.不可節省飼料簣，同時要不惜金錢與努力，針

對乳牛所必蜜的飼料，充分給飼至放牛，方可

達到連產的目的。

b.能早配灣的體格是生後 15～16 個月，體重違

到 400kg 左右，如此 17～18 個月就可配種。

在三年內都無法配讀者 ，則失去經營價值。
＠小牛的飼料：小牛於產後12小時左右才想吃，故

不必太過餵初乳。初乳較之普通乳，其蛋白質含量為五

倍，灰分三倍，維他命 10～100 倍。雖不適於人類飲用

投加工，但對小牛卻有輕瀉作用 ，可使胎便排出，促進

消化機能。而最重要的是，初乳具有免疫素，可以增加

小牛對疾病的歡抗扣。生後三星期內餵初乳，其分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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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為體重的1/r～1/s ，以後慢慢改為脫脂乳，經過一星

期後，完全改用脫脂牛乳。二到三過問起，可餵給良質

乾草草反濃厚飼料（生後三過問開始餵給少量的濃厚飼料

，一個月後，餵給 180g ，三個月後飯給 1125g），青

骨灰根葉類可自生按三個月開始給飼750～1125g ，並逐

漸增加份量。放牧大致在生f晨三個月開始，但須時則注

意預助蔚疾。此外小牛應有充分運動，體格才能粗健。

3. 、純振牛的管習：

在迪、乳中的乳牛，會將其體內!IT觀的維他命，礦物

質、脂肪技其他營養分，轉變為乳汁而泌出，體內幾達

枯竭的狀態。所以想分統一雙強壯的小牛，應先對舵振

牛飼養z好。在母牛分挽前須有 6～8 迎的休贅，以恢種

健康。若不給牠休養，一直榨乳下去，不但母牛營養不

好，在第三次泌乳期的乳量也將降低，甚而間接影響兒

的營養。

＠姬輝的徵候：

a.大致每三十一天顯現之發情告停丘。

b.位質、動作趨向於穩靜，食態增加，營養狀態

好轉，皮膚毛色增加光潭。

c.舵輝到了六個以上，右朦腹膨大，其後右下腹

部也大起來。尾根部之兩側凹陷。然而，初產

牛腹部之膨大，不若經產牛之顯著。

＠舵振牛分蛻前的注意事項：對初舵振牛，應養成

觸摸乳房的習慣，且舵振牛的運動很重要，飼料給予時

，不可使之過度肥胖，否則往往導致難產，尤其初產投

長久未受胎者﹒有此現象。因此每曰：須促其運動，但要助

血跌倒或衝突而流產。此外將其移廣大明亮而過暖的地

方，且用漂白粉混水將產房加以徹底消主義：臨近分兢時

應多鋪上乾燥之塾草，至3-蛻前應用溫水清洗外陰部，兩

股反乳房。

＠分蛻前母牛體之現象．．舵振後約經 285 天即行分

挽，正常的分挽乃是一種生理現象。

a.乳房略為腫脹〈亦有腫跟甚多者〉。

b.尾根凹下深度判斷。

c. 奶頭流出鮮乳。

d.陰部流出黏液，自透明而變簧色。

e.不吃草而吼吽 ， 接近分兢時。

f.尾巴高舉，生排糞姿勢。

g.開始陣痛不安。

h.前腳整理分挽場所〈拉草〉。

i.流出大量羊水。

＠正常的挽．．前腳先出，等到兩雙前闖出來以後，

才用手幫忙，母牛用力才可以拉，母牛沒有用力就自然

放鬆’，j、牛分挽後，擠帶連緊時，不必用剪刀，在離小

牛 7～Bern 的投置，有很易斯的地方，只須用指甲切斷

後，抹上碘酒即可。君子宮脫出來，應即用消毒紗布將

其包好，用溫水保溫外，還讀注意，不要使子宮變乾，

變泠反污染。

＠母牛分挽役，但給加若干酒之麵皮湯或醬湯一桶

，或用溫水加一點麵和鹽讓其自由吸食，不宜馬上餵精

飼料，四天後才慢慢增加精﹒飼料。

4.擠乳、去角、配種：

＠擠乳之前，先給予精料、擠乳時、先用溫水沈乳

房〈水中加漂白粉較為衛生〉，洗後即行擠乳，不論用

擠乳機或人工擠乳，工作者要溫和。擠乳時間每日每次

均有一定，每日三或三次，進行擠乳時，避免高聲喧嘩

嬉笑，而刺激乳牛，影響乳量，多產牛特別敏感，宜加

注意。

＠牛隻留角，管辦不便，因此生在是十天左右的鑽牛

應實施主角。其控為：在生角部位剪去其徑三公分圓形

的被毛，四周塗佈凡士林，然後用1k浸濕的苛性齣或苛

位錚棒，反覆在生角處據擦，直到皮膚傲自血為血，燒

去角生長點，破壞角的生長細胞，自此牛角不會再生長

出來。去角好處在避免牛群互毆外傷，且易管習。

＠生長女牛到十個月齡，有部份開始發情，但此時

配種過旱，最適配種年齡為 18 個月左右，即在出生後

27～28 個月生產為佳﹔其直接情徵候罵：

a.不穗定，眼中表現異常光輝，並有異於平常的

叫聲。

b.食慾減少，因為飼料有剩餘。如係泌乳中的牛

，乳量亦減少。

c.有時爬在他牛身上，或彎腰時，他牛爬其身上

時，亦不討厭。

d.觸摸其尾根b之外陰部，並不討厭。

e.外陰部較平常為紅並且腫大，且由陰郁流出話

液。

f.常流出少量的尿。

牛斐第一次發惰，每隔三星期左右費情一次〈懷

孕停ll:發情〉，每次發情繼續 10.5～30 小時，

在發情停ll:前一小時至終7後三小時內，受胎率

可達 93.3% ，因此飼餐者﹒應仔細觀察，把鐘適

當時間內行人工受精。

二酪泉、 ,l.會~消費者

就目前情形，酪農所擠得的牛乳有三條路徑可以銷

出去：＠自行加工﹔＠自味全公司收購﹔＠由省農會收

購。茲分別討論其優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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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加工者：其乃因交通不便歧不為商人剝削，

酪農則將少部份自行加工，直接替予消費者，以獲得較

多的利潤﹔但酪農加工設備較差，品質不得保障，對公

眾營養喃生影響至鈕，故為7保證牛乳之優良品質，應

儘量多于大規模的加工廠為宜。

＠由陳全公司股購．．目前殊全的乳葉，遍佈全省，

酪康生產大部份由其收購，且其有私人牧場，對酪農生

活＆盈虧，較無顧慮，且行情有所升降，酪農逐受其影

響至深。且對乳價控制過餒，劉營利為目的。當然，為

酪農檀益保障若想，則由農會收購爵佳。

＠由省農會收購為佳．．農舍的組織，其主要的目的

，在保障農民權益，改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村經濟。基

於此目的，遂有配合農家生產生活的供遷，銷業務。歷

年多為農產品的供、遷、銷，家畜方面，僅毛搗歧肉醬

較多，而乳業鹿為省農會的一新業務。在南授、 "if.屯饋

農會收鱗酪農生乳，製成學童乳歧保久乳，索有卓效。

最近，也省農會新建一新式加工廠，為本省最新之鮮乳

加工廠，以收購中部地膩的酪農生乳，且輝常被獸醫歧

畜牧人員和酪農連絡，替其義務診斷牛雙﹒提供飼料及

營養之改進方法，以現行之小型酪麓，當以加入農會保

民組織，以便壯大力量，接得保障，方能爭取較高利潤

，故酪腿之生乳，交給農會負責，實為一上策。此外，

反會常組織各種講習會，示範組，指導會等，和酪農討

論技街，改進知識，增長投入方針，以便酪產量飼養告的乳

牛，頁加健壯，產乳童提高，飼料費相對降低，達到收

入增加，改善酪庭生活的目的。消費者對物品的要求，

自牛乳乳而言，不外＠合乎日常需要﹔＠價錯公道﹔＠

品保置。垃l第一點而言，則有待捏倡。本省同胞多認為

牛乳很貴，一向馬馬弱孩童的食品，並非一般的飲料，

沒有簣＇Ji史喝牛奶的習慣，此需極力推廣才行。至於第二

、三點，則非由單是會負責不可，因為君主會並非專以營利

藹目的，其自故府主持，價錯必定合乎一般7)(準，品質

在嚴格控制下生產（此點在底下一筍有較仔細說明〉。

所斟酪食生產的牛乳，交付農會建立的加工廠加工，再

供應廣大的消費者？費為一理想的途徑。

四 本有特L加且素 是自室最富麗宇鮮

目前酪農鮮乳加工廠的設備，可以說是本省最新的

，其主要的備有仆為爐 ，自動說瓶機，袋填封罐機，減

菌塔、肘乳槽、冷卻聆聽器，均質機從分離襪等，另有
泠凍室、化驗室及各種必要附風機構。其最大特點，乃

靄揖菌塔的連續消毒系統，為本省首創第一座。茲將酪

直堅所產的生乳，交與集乳站，經品質檢查後，再全部送

至加工廠加工，其製成各種鮮乳反乳油的過程述之如下

＠殺菌鮮乳製造程序：

生乳→乳質檢查→集乳→過稱→清淨化→泠卸→
肘乳→預熱誠菌→均質化→泠翱→摸摸→檢查→

消費

＠滅菌鮮乳（永久乳〉即在殺菌鮮乳裝與後，再經

滅菌塔之連續式滅菌後→檢查→消費。

＠誠菌乳油製造程序．．

乳品檢查→肘乳→乳泊至于離→預熱減菌→均質化

→裝填→連續式溺菌→檢查→消費。

＠調味乳製造過程．．

原料→稱量→混合調味→殺菌→均質化→冷均→

要是填→檢查→消費。

經以上各種過程後，則由品 180c.c. '240c .. c. 之

鮮乳＆500c.c.保久乳，鮮乳消毒在加工廠則自 135。c2

較為理想，捨去的。c30’之方法，同高溫滅菌，錢可達

於無菌狀態， 500c.c 之保久乳則在施農後，再跑誡菌

塔之連續式滅菌，可自保有六個月斟上﹔而鮮乳之含脂

率等 3.0彤，故若生乳含脂率為 3.3%～＇3.6% 時，其

在經分離機時，可將多餘的脂肪提出，使其含 3.0%即

可，所提出之脂肪，再製成乾酪（cheese）、奶油 c

butter）反冰淇淋等副產品，增加收入。而省農會加工

廠乃Qt製造鮮乳＆保久乳為方針，白適應國民所需。

在省農會未推廣新產品之前， 1P宙土鮮乳大部分為

咪全＊苟所獨估，而福樂公司則僅供應美軍而巴，故省

直是會鮮乳加工廠的設置，不是畜牧業推廣上的一葉明燼

。此外，牛乳接種乳酸菌，使其廠酵後，單單自如賽樂多

，可爾必思及佳酪等之助消化飲料，亦是一種新興的加

工法，但其營養，則此不土鮮乳，故鮮乳榜的廣，軍途

頗為樂觀。至於乳粉的製造，未在見習之內，不加討論

。但本省奶粉除「味全J 獨刃生產外，多與外國合作或
由國外輸入，造成外匯外流，故此則有賴本省奶業加工

改進擴大市場，使全國人民對於飲用牛乳蔚成風氣後，

但戚畜牧業的發展，方可自改變此種情形。

五 牛乳之季節性產銷〈訟中部地區足為倒〉
前面略有提過，此就所得資料，再設明如下：

就圖一，我們可眼看出， 味全的銷售商於省農會很

多，究其原因有．．＠味全乃以全省資料統計﹔＠省農會

僅缸中部為主事，同時其主要是銷售學章說，市百上的鮮

乳佔少部分﹔＠酪農困農會需要量有限，故亦將部分牛

乳交與線全收購﹔同時在寒暑假 C三、七、八日〉’是要

』－ ,g6 ~ 



畜駛學報

會未供應學童乳，故酪農生產量全交興味全，使得味全

銷售量驟烈上升。

而造戲本省牛乳供銷不正常曲線之原因很多，不外

有＠乳牛夏季泌奶量降低﹔＠冬填乳牛泊、乳量雖寓，但

市場需要量均降低﹔＠牛乳故本過高，如飼料，人主改

附闡

運銷等﹔＠乳牛飼養技術欠佳，尤自飼料配合不當為最

﹔＠市場不穩定，此由國人飲食習價所致。

自圖立，可拉l清楚看出，七月泌乳量最少，自後逐

漸上升至十一月最高，四月叉開始下降。如何使乳牛誼、

乳量平衡且高，實為當前乳業上的重要課題。

一．中封封賢：~~L量、全南省量居多！給量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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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闡三

..：.中~揖區」接頭草t.if多H 中均已杖，L量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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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所示乃生乳品質之比較，而以乙級乳為最多，

就學童鮮乳而言，在農場衛生一項，從見習所得，中部

現有酪農，能列入甲級者， 真是微乎其微，勉強列入己

級者居多，此乃因本省鄉村璟境凌亂所致，有待政府加

強的。而合脂傘，高的達 3.8好～3.2彩，低者3.0.略以

下，此由飼養、管理、技術諸因素配合是否得當所致，

畜牧業當然不舉措乳業一頂，其他尚有餐館，發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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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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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肉牛等等家畜，家禽之飼養與幸lj用，而養購、事每當之

推廣情形，已經可見一般，唯獨乳牛，肉牛難以推廣。

但時代代是進步的，抵要我們能飼養2管理上，極力的改
善，再配合政軒的鼓勵與推廣， 相信鮮乳飲料將鹿為本

省國民日常之食用品的，像酪農鮮乳加工廠的建立，可
說是＊省畜牧業逐漸發展的佐諱 。

by-L. K. 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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