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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雛蛋公雞人道淘汰模式之建立
廖震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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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蛋雞生產的過程中，由於雛蛋公雞的經濟效益偏低，在其孵化後便會遭到淘汰。然
在臺灣，對於雛蛋公雞的淘汰方式，目前並無強制的規定。為了協助蛋種雞產業符合我國之
「動物保護法」，並與國際動物福利議題接軌，尋求適合我國實施之雛蛋公雞「人道淘汰」
模式，實為勢在必行之要務。本研究旨在於建立臺灣本土化蛋種雞場雛蛋公雞銷毀方式之規
範，以做為產業之示範與推廣。透過淘汰室的建構與雛蛋公雞淘汰實驗的實施，本研究結果
顯示：(1) 以氮氣進行淘汰，過程中雛蛋公雞並未顯露掙扎不適之行為表現；(2) 與二氧化碳
及氬氣比較，氮氣淘汰具有經濟的優勢，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法之一；(3) 淘汰室的建立確實
可以協助種蛋雞場快速、有效進行雛蛋公雞之「人道淘汰」。本研究以本土化之實施，進行
雛蛋公雞人道淘汰之資料收集，不僅對政府修正國內現有雛蛋公雞銷毁之操作方式，同時也
對蛋種雞場儘速建構因應方案、縮短產業適應期提供建議與方法。另外在文末，除了淘汰室
建構的改善與建議，本研究也對政府及業者提出相關人道淘汰 / 安樂死之建議。
（關鍵語：雛蛋公雞、安樂死、人道淘汰、氮氣、動物福利（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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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及其福利議題在國際農業相關會議中屢屢出現，同時在會中也訂定了相關動物
保護計畫與措施，例如：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自 2001 年起已將動物福利列入優先策
略計畫要項；此外 OIE 所公佈的陸生動物衛生法典（TAHC）中也已經完成陸路運輸、海路
運輸、人道屠宰及疾病撲殺等四項動物福利相關規範。而在臺灣，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下稱農委會）2016 年之「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中所整理出的七項發展重點即包含了「動
物福利（祉）提升與生醫用畜禽生產改進」。就畜牧業而言，重視經濟動物福利已成為重要
發展趨勢。由此趨勢來看，人道之議題勢必對我國畜產品之國際化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制
定符合動物福利與人道相關之政策，對我國畜牧業之發展實為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
根據農委會統計資料，2016 年畜牧業產值約 1,629 億元，其中家禽產值約為 521 億元，
而在副產品中，雞蛋就有 231 億元（李盼，2017）。然而，如此重要的產值伴隨而來的卻是
大量的雛蛋公雞銷毁。在蛋雞生產的過程中，種雞場所產出的雛雞中，其性別公、母機率各
占約 50%。由於雛蛋公雞長大後不產蛋，經濟效益偏低，因此在其剛孵化後便會被直接淘
汰。目前已知的雛蛋公雞淘汰方式有：頸椎脫臼、電擊、絞碎、缺氧、堆疊方式悶死，或隨
廢蛋丟棄，而所使用的工具包括有：電擊設備、絞碎機、氣體。其中許多種方式過度耗費人
力（例如，頸椎脫臼）或不為輿論接受（例如，電擊、絞碎）或是違反人道精神（例如，悶死、
丟棄），因而國際上不少專家學者致力於尋找替代的人道淘汰方式（Gurung et al., 2018）。
在臺灣，雛蛋公雞的淘汰到目前為止尚無強制之人道規範。為了協助蛋種雞產業在執行雛蛋
公雞淘汰時能夠符合我國之「動物保護法」，並且與國際人道趨勢接軌，建立適合我國國
情，可以用來實施的本土化雛蛋公雞「人道淘汰模式」實為勢在必行之要務。在國際上已
許多研究證實以氮氣處理一日齡雛蛋公雞，為有效的人道淘汰方式（例如 Leary et al., 2013;
Gurung et al., 2018），同時也被機構所推薦，例如人道屠宰協會（HAS）與美國獸醫協會
（AVMA）。本研究擬以構建雛蛋公雞淘汰室雛型為目的，並將以之做為未來臺灣蛋雞產業
雛蛋公雞人道淘汰之示範。因此，本研究不著力於驗證氮氣的撲殺效果，而是針對所設計之
淘汰室雛型，在種雞場中進行現場操作實驗來驗證其實務應用之適用性，並且在過程中尋找
淘汰室改善的依據。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商請種雞場協助，提供場地建造簡易淘汰室雛型與實驗所需之一日齡雛蛋公雞。
同時，根據 Pritchard（2015）的建議，將氮氣濃度的要求設定為 98%，並將雛蛋公雞暴露其
間持續 3 分鐘（HSA, 2006）。記錄實驗過程中淘汰室氮氣濃度從初始到 98% 濃度所需的時
間，並於充填期間觀察雛雞的姿勢變化，最後查看雛雞是否完全死亡。試驗過程中使用的設
施如下 :
（一）透明塑膠空箱（含蓋）1 只：用以觀測雛蛋公雞淘汰過程中的姿勢變化。
（二）設計淘汰室 1 座：尺寸為高 170 公分、寬 140 公分、深 100 公分。其內部空間可容納
兩臺運送推車，每臺推車可放置 9 個裝載塑膠籃，而每個塑膠籃可容納 100 隻雛蛋公雞。因
此每次氮氣充填之最大雛蛋公雞淘汰量為 1,80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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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氮氣濃度檢測儀與抽氣設備各 1 臺：用以監測氮氣充填期間淘汰室內的氮氣濃度
變化。
（四）運送推車與雛雞裝載塑膠籃：依據淘汰室的規格大小，備有推車 2 臺，高為 12 公
分；及裝載塑膠籃 18 只，其規格為長 56 公分、寬 40 公分、高 18 公分。
（五）氮氣鋼瓶 2 瓶：其規格為 6 M（約 6,000 公升）。另備有粗、細兩種輸氣管及氮氣流
量控制閥以供充填使用。

結果與討論
由於現代選擇性的育種方式，蛋雞的品系與肉雞品系不同，在其成長後無法作為肉雞
（Blakemore, 2016）。而由於雄性蛋公雞不會產蛋，導致在蛋雞產業中理所當然將其視為無
用、多餘。因此，不管是人道飼養（放牧、平飼、豐富籠）、傳統飼養（格子籠）、或是有
機飼養，只要雛雞在孵化後一經性別判定，所有的雛蛋公雞都會被予以淘汰。
目前國際上最常見的雛蛋公雞淘汰方法有：
1. 絞碎法（Maceration）：將雛雞放入大型的高速絞碎機中進行淘汰（Saul, 2015）。此法可
以簡單且大量的處理淘汰任務，由於速度快，雛雞在還沒感到痛苦即死亡，完全符合美國獸
醫協會安樂死規定。但是，由於絞碎過程目視甚為殘忍，在國際上還曾引起動保人士抗議（自
由時報，2016；環境資訊中心，2018），因此本研究認為不適合臺灣民情。
2. 頸椎脫臼法（Cervical dislocation）：將雛雞的脖子一拉，使頸椎脫臼致死（Wikivisually.
com, 2019）。具有免設備的優點，而且只要施力 3 公斤以上，便能以人道的方式淘汰雛蛋
公雞。但是此一方法卻有處理量小、重複性工傷、及每一隻活禽都需要個別操作的諸多缺點
（Pritchard, 2015）。
3. 電擊（Electrocution）：將電流通過雛雞的身體，直至其死亡（Wikivisually.com, 2019）。
4. 窒息（Suffocation）：將雛雞放入塑膠袋中，使其窒息死亡（Saraswathy, 2015）。
5. 氣體或氣體混合物（Gases or gas mixtures）：例如，使用二氧化碳來誘發昏迷，然後致死
（Saul, 2015）。是目前較受國際推崇（Gurung et al., 2018）的方法。
其中，英國的主要使用窒息方法（Saul, 2015）、美國主要採行絞碎法（Blakemore,
2016），而荷蘭則是所有孵化場都使用二氧化碳來淘汰一日齡雛蛋公雞（Hatchability.com,
2017）。不管所使用的方法為何，美國獸醫協會（AVMA）指出：「對於需要淘汰的雛
雞、家禽和未能成功孵化的已破殼蛋應通過可接受的人道方法予以安樂死」（Wikivisually.
com, 2019）。所謂的人道方法，指的是那些使所涉及的動物的不適感降至最低的方法，包
括頸椎脫臼、絞碎法、氣體使用，而使用塑膠袋或容氣使其窒息死亡則不被接受（Kahler,
2006）。
本研究認為以氣體吸入來誘發雛蛋公雞昏迷然後致死，是最適合用來建立臺灣雛蛋公雞
人道淘汰模式的方法。根據世界各國對於動物福利的規範和研究，到目前為止，適用於雛蛋
公雞淘汰的氣體已被縮小為二氧化碳，氬氣和氮氣三種（HSA, 2006）。
正常的空氣成分按體積計算，CO2 約占 0.039%。CO2 在常壓下為無色、不助燃、不可
燃的氣體，同時在低濃度時，也是無味的。動物實驗證明，在含氧量正常（20%）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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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CO2 的濃度越高，動物的死亡率也越高。同時，在 100% 的 CO2 濃度下引起動物死亡，
較低氧所致的死亡更為迅速（張美華，1998）。
1995 年英國動物福利條例（WASK’95）通過以混合氣體吸入來殺死雛雞。其中一項便
是以百分百的 CO2 比例來淘汰雛雞。但是，當 CO2 濃度超過 25% 時，禽類明顯產生不適，
因此，對於百分百的 CO2 使用卻是人道屠宰協會（HSA）所不建議（HSA, 2006）。HSA
（2006）指出，高濃度的 CO2 具有刺激性，當家禽於清醒時吸入濃度超過 40 ~ 55% 的 CO2
時會感到痛苦，因此建議先以 40% 濃度 CO2 使家禽失去意識後，再用 80% CO2 令其快速致
死。
氬氣在地球大氣中的含量以體積計算為 0.934%，而以質量計算為 1.29%。氬氣無論是
氣態還是液態，都是無色、無味而且無毒。一般來說，氬氣對人體毫無危害，只是如果長
期暴露在高濃度的氬氣中會因為缺氧而窒息。另外，液態氬氣則可能造成爆炸及凍傷（John
and Gary, 1994）。而正是因為長期暴露在高濃度的氬氣中會因為缺氧而窒息，才使得氬氣
可以運用在雛蛋公雞的淘汰。Pritchard（2015）建議，使用氬氣進行禽類撲殺，其濃度的要
求為殘餘氧氣量需小於 2%。也就是氬氣至少應達 98%。
氮氣（N2），在常溫下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比空氣略輕，占大氣總量的 78.08%（以
體積來計算），是空氣的主要成份之一。人們呼吸時會吸入大量的氮氣，但由於它沒有刺激
性，因此幾乎感覺不到氮氣的存在。由於空氣中約有 78% 的氮氣含量，因此對人體的危害
並非來自接觸，而是因為如果空氣中的氮氣含量過高，會使吸入氧氣分壓下降引起缺氧，而
吸入高濃度，會使人迅速昏迷、因呼吸和心跳停止而死亡。由於氮氣不支援生物呼吸並可
使之迅速昏迷的特性，因此成為國際上人道淘汰雛蛋公雞的合法氣體之一。與氬氣相同，
Pritchard（2015）建議，使用氮氣進行禽類撲殺時，其濃度的要求為殘餘氧氣量需小於 2%。
也就是氮氣濃度至少應達 98%。
在本實驗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透明塑膠箱之模擬實驗，為的是觀察雛蛋公雞於氮氣充
填過程中姿勢變化之全過程，用以判定氮氣淘汰之人道與否。其次則為本研究所設計淘汰室
之實務適用性。
（一）透明塑膠箱模擬實驗
本項實驗共進行三次。實驗開始之箱內初始氮氣濃度為 79.19%（屬正常大氣中的氮氣
濃度），三次實驗皆在 1 分鐘左右，將氮氣濃度充填達 95%。此時雛蛋公雞之站立開始出
現踉蹌不穩，但無明顯呼吸不適現象。而在 2 分鐘內，箱內已達 Pritchard（2015）所建議的
氮氣濃度 98%。此時多數雛雞已靜止不動，在靜置三分鐘後，打開透明塑膠箱，確認所有
雛蛋公雞皆已死亡。
（二）淘汰室適用性實驗
首先，實驗小組將氮氣監測儀接上管路並延伸進淘汰室內，便於收集其內氮氣濃度。經
監測，初始氮氣濃度為 79.11%，而 4 分鐘內，室內的氮氣充填已達 98% 濃度的期望值。依
HSA（2006）的建議，在氮氣濃度 98% 的狀態下靜待 3 分鐘後打開淘汰室發現，用以實驗
的 1,600 隻雛蛋公雞盡皆靜止不動，並在通風 3 分鐘後，仍無清醒跡象，因而確認死亡。實
驗數據如表 1 所列。
二氧化碳、氮氣與氬氣都是以缺氧方式來致死雛雞。當三者被用來淘汰雛蛋公雞時，雛
雞失去姿勢開始踉蹌（失去知覺前的指標）所花費的時間差異不大（HSA, 2006），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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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失去知覺之前的行為表現來看，當 CO2 濃度超過 25% 時，對雛雞而言具有極高的厭惡性；
而氬氣和氮氣則不會引起任何明顯的呼吸不適。因此氬氣與氮氣為首選淘汰氣體。
表 1.

淘汰室適用性實驗數據與結果

Table 1. List of data and result of elimination room applicability
Initial N2 concentration

79.11%

Time to reach maximum N 2
concentration (98%)

3’45”

Amount of experimental chicks

1,600

Experiment results

After waiting for 3 minutes at a concentration of N2 of 98%, all
experimental chicks were ley flat, ventilating 3 minutes, death
was confirmed

以安全性來看，氮氣與氬氣，與設計正確的設備一起使用時，對操作人員的危害最小，
比起 CO2 相對安全。另外，市面上氬氣為三者中最高價，而氮氣比起其它二者相對便宜。
故利用氮氣來對雛蛋公雞進行人道淘汰，應是可行且成本較低的模式。只是氮氣比空氣輕，
操作時若由上向下充填可能較難達到所需高濃度，建議氣體充填方式宜由下向上進行，以確
保達到所需的濃度。本研究將所有的比較表列於表 2。
表 2.

淘汰雛雞適用氣體比較

Table 2. Comparison of applicable gases for chick elimination
Event

CO2

N2

Ar

NT 1,000

NT 800

NT 1,300

Density

Higher than air

Lower than air

Higher than air

Time required before
losing posture

Not significant

Not significant

Not significant

Yes
(at high concentration)

No

No

Lower

Higher

Higher

Reference price (6,000L)

Does it cause chick
discomfort
Relative security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由於 CO2 並不被建議用來處理雛雞（HSA, 2006），而市面上氬氣價格相對於氮氣昂
貴。對於蛋農而言，能以較低的成本來處理原本就無經濟效益的雛蛋公雞，其接受度會更
高。因此做為產業之示範與推廣，本研究選擇用氮氣來進行人道雛蛋公雞淘汰實驗，希望能
對政府未來動物福利議題提供施政參考，並協助產業完成我國人道淘汰模式的建立，而與國
際同步。
本研究於種雞場現場設計建造淘汰室雛型，並於現場執行雛蛋公雞淘汰操作實驗。就結
果來看，本研究提出以下兩個論點：
(1) 歐洲議會 1009/2009 強調，使用氣體淘汰動物時不應造成動物燒傷、凍結或因缺乏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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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動物激動，並應待在適當氣體濃度直到死亡；同時其也表明氮氣可使用於家禽撲殺。另
根據 HSA（2006），雛雞失去姿勢（踉蹌）是其失去知覺的重要指標，當使用氣體執行「人
道淘汰」時，在踉蹌發生之前不可有不適、痛苦、明顯掙扎的狀態發生。藉由透明塑膠空箱
模擬實驗結果，本研究確認了高濃度氮氣對雛蛋公雞而言，不會有上述不適狀態，且雛蛋公
雞的死亡過程平和，農民執行淘汰任務時可降低其心理負擔，符合臺灣普遍之善良民情。
(2) 經過本研究的淘汰室實驗確認，本研究所設計的淘汰室雛型能在 4 分鐘內將內部氮氣濃
度提升至 98% 的建議值（Pritchard, 2015），在靜置 3 分鐘後致死所有雛蛋公雞。換句話
說，只要 7 分鐘就能執行一次人道淘汰任務。如此將能更有效率地協助種雞場快速完成大量
雛雞人道淘汰任務。此建置不但能使種雞場符合臺灣未來之畜牧業之經濟動物福利規範，同
時可與國際人道標準同步，更不會增加人力工時的負擔。

結

論

本研究以實務觀點出發，主要目的是為了因應歐盟及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所倡議之經濟動
物飼養趨勢，並配合我國動保法之規範來找出適合本土化國情之人道雛蛋公雞淘汰模式。以
往，在沒有相關知識及設施設備的情況下，蛋雞產業對於淘汰雛蛋公雞作法完全無依據可遵
循。雖然國際上有不同的人道淘汰方式，但是在國情、民情不同的考量下，並不能直接適用
於臺灣現況。而以氣體進行人道淘汰在國際上雖已成共識，但對臺灣種雞場及蛋農而言卻是
全新領域。
在強調經濟動物福利的世界潮流中，制定雛蛋公雞人道淘汰辦法刻不容緩。本研究實際
於蛋種雞場進行實驗操作，除了配合「動物保護法」及國際雛蛋公雞人道淘汰方式來彙整資
料，修正現有國內雛蛋公雞淘汰操作方式外，並依據理論配合國內產業現況，進行蛋種雞場
雛蛋公雞銷毀設備建置、規劃並進行測試，用以建立本土化雛蛋公雞淘汰方式規範相關配套
措施。本研究之研究結果不僅為臺灣蛋種雞產業找到適合的方法；同時，所設計與建構的淘
汰室雛型操作簡便、兼具易用性與有用性，除了可供政府進行產業示範、推廣、建構因應方
案及縮短產業適應期；同時還可強化我國蛋種雞從業人員人道飼養觀念及專業職能，落實政
府政策、提生產業形象與效益。

誌

謝

本研究承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國文化大學【強化動物福利管理政策計畫】之經費補
助，謹致謝忱。另協辦種雞場對本次實驗的協助不僅是提供場地與一日齡雛蛋公雞，還包含
了淘汰室的建造，本研究於此對其表萬分謝意。同時期刋主編與匿名審查人對本研究提供諸
多寶貴的修正建議，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6。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2019 年 9 月 7 日，https://www.coa.gov.tw.

臺灣雛蛋公雞人道淘汰模式之建立

367

自由時報。2016。絞碎小雞的 聲音成 夢魘 法男揭 露虐殺動 物真相。2019 年 9 月 7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673923。
李盼。2017。智慧畜禽產業發展現況與個案營運模式分析。農業創新科技前瞻國際論壇，高
雄展覽館，11 月 9 日。
張美華。1988。二氧化碳生產及應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環境資訊中心。2018。不用再絞碎小雞！ 全球第一批零殺戮雞蛋上市。2019 年 9 月 7 日，
https://e-info.org.tw/node/215688。
Blakemore, E. 2016. Egg Producers Pledge More Humane Fate for Male Chicks. Accessed Jun. 8,
2019,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egg-producers-pledge-more-humanefate-male-chicks-180959394/.
Gurung, S., D. White, G. Archer, D. Zhao, Y. Farnell, J. A. Byrd, E. D. Peebles, and M. Farnell.
2018.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Euthanasia Methods of Neonatal Chickens. Animals (Basel)- 8
(3): 37.
Hatchability.com. 2017. Culling of day-old chicks. Accessed Jun. 8, 2019, https://www.hatchability.
com/Culling.php#.
Humane Slaughter Association (HAS). 2006. Gas Killing of Chicks in Hatcheries. Accessed Jun.
9, 2019, https://www.hsa.org.uk/downloads/technical-notes/TN14-gas-killing-of-chicks-inhatcheries.pdf.
John, M., and B. Gary. 1994. Welder's Helper Asphyxiated in Argon-Inerted Pipe. Accessed Jun. 9,
2019, http://www.hss.state.ak.us/dph/ipems/occupation_injury/reports/docs/94ak012.htm.
Kahler, S. C. 2006. Executive Board meets pressing needs. Accessed Jun. 10, 2019, https://www.
avma.org/javma-news/2006-09-15/executive-board-meets-pressing-needs
Leary, S., W. Underwood, R. Anthony, S. Cartner, D. Corey, T. Grandin, C. B. Greenacre, S.
Gwaltney-Bran, M. A. McCrackin, R. Meyer, D Miller, J. Shearer, and R. Yanong. 2013.
AVMA Guidelines for the Euthanasia of Animals.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Schaumburg, IL.
Pritchard, D. G. 2015. New developments to improve animal welfare during stunning and killing of
poultry for disease control. 家禽流行性感冒預防與控制國際研討會議程，臺北，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Saraswathy, M. 2015. Unilever working to end the culling of male chicks. Business Standard.
Accessed Jun. 12, 2019.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companies/unileverworking-to-end-the-culling-of-male-chicks-114100400651_1.html.
Saul, H. 2015. Hatched, discarded, gassed: What happens to male chicks in the UK. Accessed Jun.
12, 2019. https://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food-and-drink/hatched-discarded-gassedwhat-happens-to-male-chicks-in-the-uk-10088509.html.
WikiVisually.com. 2018. Chick culling. Accessed Jun. 12, 2019. https://wikivisually.com/wiki/
Chick_culling.

J. Chin Soc. Anim. Sci. 48(4): 361~368, 2019

Establishment of a humane culling
model for male chicks in Taiwan
Chen-Yuan Liao (1), Jhong-Min Yang (2) (4) and Shu-Yi Chen (3)

ABSTRACT
In the operation of laying hens, because the low value of male chicks, they are culled soon
after hatching. However, in Taiwan, there is currently no compulsory regulation on the method
of eliminating male chicks. In order to assist the laying hen industry to comply with the Animal
Protection Law and to align with international animal welfare requirements, it is imperative to
find a humane culling model of chicks that is suitable for implementation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a norm for culling chicks in local breeder farms in Taiwan as a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for the industr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ling roo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ck culling experiment, we found that: (1) the chicks did not show
struggling signs or discomfort during the culling process when nitrogen was used; (2) nitrogen
culling had a relatively economical advantage over carbon dioxide or argon and is one of the most
feasible methods at present in Taiwan; (3)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ulling room can indeed help
the breeder farm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humane culling" of chicks. This study used
localized implementation to collect data on the humane culling of male chicks. It will not only
help the government to revise the existing method of culling chicks in the country, but als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breeder farms to quickly build a response plan and shorten the industry adaptation
period and methods. In conclusion, in addition to the improv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ulling room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relevant humanitarian culling / euthanasia
recommend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industries.
(Key Words: male chicks, euthanasia, humane culling, nitrogen, anim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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