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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小型豬及其血液產品推廣實施要點

第一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以下簡稱本所) 為推廣各類優良選育之小型豬種及其

血液產品，提升本土種原之應用範疇，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小型豬品種包括蘭嶼豬保種品系 (Lanyu 200)、蘭嶼豬 GPI-CRC-PGD 基因型純合品

系 (Lanyu 300)、畜試花斑豬 (Lanyu 100)、畜試迷彩豬 (Lanyu 50) 與賓朗豬 (Lanyu

400)。推廣豬隻分種豬、實驗動物用途豬與一般用途豬三種：

一、種豬：為本所小型豬隻，個體具備系譜、性能檢定與基因檢測等證明資料。

二、實驗動物用途豬：為本所供實驗動物用途之各類小型豬隻，具備品種特性介紹及血液

生理參考值等資料。

三、一般用途豬：為本所各類小型豬之其他用途，供應豬之公豬以摘除生殖腺為原則。

第三條 小型豬血液產品分為全血、血漿及血清，皆取自本所 (臺東種畜繁殖場) 飼養之小型

豬。

第四條 推廣豬隻及其血液產品來源須為發育良好、外觀正常，並完成法定疫苗接種之各類

小型豬。豬隻疫苗使用種類及推廣體重，均遵照「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及其施行

細則等相關法令規定。實驗動物用途與一般用途豬推廣價目，見附表一，英文見附

表三 (Annex 3)；小型豬血液產品推廣價目表，見附表二，英文見附表四 (Annex

4)。

第五條 種豬推廣採專案授權行銷，對象包括：

一、具畜牧場登記之豬場。

二、配合政府機關、法人機構或產業團體執行業務所需者。

三、國內外大學研究機構。

第六條  實驗動物豬推廣對象為具備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或小組) 之國內外單位。

實驗動物豬隻及其血液產品供應，依登記先後順序供應足量，並以預購者優先供應

為原則。購買單位應於本所供貨後一個月內完成付款程序。

第七條 一般用途豬隻推廣對象為觀光休閒農場。

第八條　各類用途豬隻及其血液產品推廣辦法：

一、種豬：品種授權行銷事宜逕洽本所技術服務組。

二、實驗動物用途豬：申請單位應繳驗

1. 單位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或小組) 核可文件影本。

2. 實驗動物用途豬申購表，中文見附表五，英文見附表六 (Annex 6) 。

3. 實驗動物用途豬使用規範切結書，中文見附表七，英文見附表八 (Annex 8))。

三、一般用途豬：申請單位或申請人應先向業務承辦人登記，提領豬隻時，應繳驗休閒

農場登記證影本、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四、小型豬血液產品：申請者應填具申購表，中文見附表九，英文見附表十 (Annex

10)。

第九條  各類用途豬隻及其血液產品經提領後，不得請求退還或更換，倘有意外損失由申請

人自行負責。

第十條  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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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實驗動物用途與一般用途豬推廣價目表

推廣品種與代碼 月     齡 推 廣 價 格 (不分性別)

蘭嶼豬保種品系 (Lanyu 200)
蘭嶼豬 GPI-CRC-PGD 基因型純合品系
(Lanyu 300)
畜試花斑豬 (Lanyu 100)
畜試迷彩豬 (Lanyu 50)
賓朗豬 (Lanyu 400)

5.5 月齡以內
(含)

9,000元/頭 (國內)

18),000元/頭 (國外)

5.5 月齡以上

10,500元/頭，其後每逾 1 個月，加收
1,500元／頭

(國內)
21,000元/頭，其後每逾 1 個月，加收

3,000元／頭
(國外)

註：以國內出售為例，假設豬隻為大於 5.5 月齡小於 6.5 月齡 (含)，則價格為 10,500元/頭；

大於 6.5 月齡小於 7.5 月齡 (含)，則價格為 12,000元/頭，以此類推。1 個月以 30 日認

定。

附表二：小型豬血液產品推廣價目表

產品種類 推廣單位 推 廣 價 格

全血

以 10 mL 為單位

450元/10 mL (國內)

900元/10 mL (國外)

血漿
900元/10 mL (國內)

1,8)00元/10 mL (國外)

血清
1,100元/10 mL (國內)

2,200元/10 mL (國外)

每張訂單採樣費用
500元 (國內)

1,000元 (國外)

註：每張訂單採樣費用，並無採樣隻數的區分，僅以訂單張數為準。

提供文件：
品種特性資料、防疫注射紀錄、健康監測紀錄。
國外申購者另提供輸出動物健康證明書。

供應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臺東種畜繁殖場
電話：（08)9）224634 分機 219
傳真：（08)9）229211
地 址：95444 臺東縣卑南郷賓朗村 27鄰 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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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 Price of Laboratory and general purpose Minipigs

Breed Age Price (NTD)

Lanyu pig conservation line (Lanyu 200)
Lanyu pig GPI-CRC-PGD homologue 
genotype line (Lanyu 300)
Spotty Lanyu pig (Lanyu 100)
Mitsai pig (Lanyu 50)
Binlang pig (Lanyu 400)

≤ 5.5 month old
9,000 /head (Domestic)

18),000 /head (Oversea)

> 5.5 month old

10,500/head
Additional 1,500 NTD for each month

(Domestic)
21,000/head

Additional 3,000 NTD for each month
(Oversea)

Note: Taking domestic sales as an example, if pig is older than 5.5 months and less than 6.5 months 

(inclusive), the price is 10,500/head; if pig is older than 6.5 months and less than 7.5 months 

(inclusive), the price is 12,000/head. 1 month = 30 days.

Annex 4: Price of Blood Products

Blood Products Volume Price (NTD)

Whole blood

10 mL/unit

450 per 10 mL (Domestic)

900 per 10 mL (Oversea)

Plasma
900 per 10 mL (Domestic)

1,8)00 per 10 mL (Oversea)

Serum
1,100 per 10 mL (Domestic)

2,200 per 10 mL (Oversea)

Sampling fee per order
500 (Domestic)

1,000 (Oversea)

Document provided:
Breed characteristics data, Vaccination record and Pathogen-monitoring record
Export Animal Health Certificate will be provided for oversea order.
Supplier:
Taitung Animal Propagation Station,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No. 30, Binlang Vil., Beinan Township, Taitung County 95444, Taiwan, R.O.C. 
http://minipigs.angrin.tlri.gov.tw

TEL: +8)8)6-8)9-224634
FAX: +8)8)6-8)9-229211

http://minipigs.angrin.tl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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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臺東種畜繁殖場
實驗動物用途豬申購表

一、計畫主持人及研究計畫相關資料 (必填)

姓名： 單位： 職稱：

電話： 傳真：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計畫名稱 (中文)：

計畫編號：
經費來源：□ 科技部  □ 國家衛生研究院 □ 衛生福利部 □ 中央研究院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其他：____________                       

實驗地點：

執行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二、預計申購量及相關資料

品種與供應批次 供應日期 數量與性別 動物月齡 備註

1.       ♂      ♀  

2.       ♂      ♀   

3.       ♂      ♀   

4.       ♂      ♀   

5.       ♂      ♀  

供應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臺東種畜繁殖場

地址：95444 臺東縣卑南鄉賓朗村 27鄰 30號

電話：(08)9) 224634 分機 219 傳真：(08)9) 229211

備註：收到申購資料後，將有專人與申購單位聯絡人確認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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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6

Order Form of Laboratory Minipigs
Taitung Animal Propagation Station,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Ⅰ. Basic information

Applicant/Position

Institute/Company

E-mail address

Phone

Address

Project Title

Experiment Location

Experiment Period From             (mo)/            (yy)           to            (mo)/             (yy)

Ⅱ. Quantity and Demand

Breed Quantity & Gender Age (month) Required Date

1.        ♂      ♀

2.        ♂      ♀

3.        ♂      ♀

4.        ♂      ♀

5.        ♂      ♀

Supplier:
Taitung Animal Propagation Station,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No. 30, Binlang Vil., Beinan Township, Taitung County 95444, Taiwan, R.O.C.
http://minipigs.angrin.tlri.gov.tw
TEL: +8)8)6-8)9-224634
FAX: +8)8)6-8)9-229211

http://minipigs.angrin.tl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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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實驗動物用途豬使用規範切結書

茲為研究、實驗之目的，立切結書人　　　　　　於     年度

經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臺東種畜繁殖場申請購買之試驗用

小型豬種，進行如申購表所載之生物醫學相關之動物試驗研究，並同

意遵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小型豬及其血液產品推廣實施要

點與授權技轉規定，如有違反，致使畜產試驗所權益受損，立切結書

人願負法律責任。為避免影響及損害供應單位之品種育成權益，所購

入之試驗用豬只限使用於原申請研究目的之試驗用途，保證遵守不將

具有繁殖能力的種原流出、不自行繁殖以及不進行研究目的外之衍生

利用之協議。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立切結書人（簽章）：　　　　　　　　　　　         　　　　　　　

地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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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8)

Letter of Consent for using Laboratory minipig

TO: Taitung Animal Propagation Station,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he recipient of minipig (breed code: Lanyu _______) do hereby consent to the 
follows:

1. The animals will be used strictly for our research only and not for commercial       
 purpose.

2. We will not reproduce, resell, lease, transfer, give or grant the animals to any third
 party for any purpose.

3. We will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promo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minipigs and blood products of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If there is any violation of the contents to damag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the clients will bear all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cknowledged and accepted by: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yped Name and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stitute or Compa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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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臺東種畜繁殖場
小型豬血液產品申購表

一、訂購單位相關資料 (必填)

姓名： 單位： 職稱：

電話： 傳真：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訂購目的：

二、預計申購量及相關資料

血液產品種類 供應日期 數量 (mL) 寄送方式 備註

1.□全血□血漿□血清 □常溫□冷藏□冷凍

2.□全血□血漿□血清 □常溫□冷藏□冷凍

3.□全血□血漿□血清 □常溫□冷藏□冷凍

供應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臺東種畜繁殖場

地址：95444 臺東縣卑南鄉賓朗村 27鄰 30號

電話：(08)9) 224634 分機 219 傳真：(08)9) 229211

備註：收到申購資料後，將有專人與申購單位聯絡人確認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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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0

Order Form of Laboratory Minipig’s Blood Products
Taitung Animal Propagation Station,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Ⅰ. Basic information

Applicant

Institute/Company

E-mail address

Phone

Address

Purpose

Ⅱ. Quantity and Demand

Blood Products
Preferred date
of recciving

Volume
(mL)

Shipping method Comments

1.□Whole blood □Plasma □Serum
□Room-temperature

□Cool  □Frozen

2.□Whole blood □Plasma □Serum
□Room-temperature

□Cool  □Frozen

3.□Whole blood □Plasma □Serum
□Room-temperature

□Cool  □Frozen

Supplier:
Taitung Animal Propagation Station,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No. 30, Binlang Vil., Beinan Township, Taitung County 95444, Taiwan, R.O.C. 
http://minipigs.angrin.tlri.gov.tw

TEL: +8)8)6-8)9-224634
FAX: +8)8)6-8)9-229211

http://minipigs.angrin.tlri.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