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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濃度嗜甲烷菌以不同餵飼方式對臺灣雄黑羽
土雞甲烷排放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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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試驗之目的係探討餵飼方式與低濃度嗜甲烷菌液對臺灣雄黑羽土雞甲烷排放量之影
響。以土雞為試驗動物進行四個試驗，分別採行不同餵飼方式及給予低濃度嗜甲烷菌液，以
體內法或試管法探討臺灣雄黑羽土雞甲烷排放量之影響。結果顯示，試驗一：以絕食後復飼
處理組之雞隻具有最高的累積甲烷排放量，其次為任飼處理組，而絕食處理組則為最低（P
< 0.05）。試驗二：嗜甲烷菌株加入雞盲腸內容物以試管培養 24 h，添加 0.1 mL 嗜甲烷菌
（5 × 105 及 5 × 106 cells /mL）處理組之甲烷產生量與對照組比較，僅 5 × 106 cells /mL 劑量
在培養 12 h 有顯著降低甲烷產生量的效果（P < 0.05），然而在培養 16、20 及 24 h 後，則
無此效果。試驗三：雞隻餵飼前或後之不同時間點下灌食 20 mL × 108 cells/mL 之嗜甲烷菌，
發現處理組餵飼前灌食及餵飼後灌食菌液之雞隻，其 4 h 後之甲烷累積排放量均顯著高於對
照組（P < 0.05）。試驗四：雞隻盲腸經注射 5 mL × 108 cells/mL 嗜甲烷菌液後，在體內法
試驗進行後 5 ~ 6 h 始顯現嗜甲烷菌抑制雞腸道甲烷排放量（P < 0.05）。綜合上述，試驗一
絕食後復食雞隻有較高甲烷生成量，試驗二試管法低濃度嗜甲烷菌雖有降低甲烷生成量之效
果，但無法持續，試驗三以體內法雖提高嗜甲烷菌濃度，卻無降低甲烷生成量效果，試驗四
直接注嗜甲烷菌入雞隻盲腸，則有降低甲烷生成量效果。因此不同餵飼方式及各種嗜甲烷菌
之添加方法會影響臺灣雄黑羽土雞甲烷之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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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溫室氣體或稱溫室效應氣體，是大氣中促成溫
室效應的氣體成分，普遍被認為是氣候變遷之重要的影響因子。自然溫室氣體包括水
蒸氣（H2O），水蒸氣所產生的溫室效應大約佔整體溫室效應的 60 ~ 70%，其次是二氧
化 碳（carbon dioxide, CO2） 大 約 佔 26%， 其 他 還 有 臭 氧（ozone, O3）、 甲 烷（methane,
CH4）、 氧 化 亞 氮（ 又 稱 笑 氣，nitrous oxide, N2O）、 以 及 人 造 溫 室 氣 體 氯 氟 碳 化 物
（chlorofluorocarbons, CFCs）、 全 氟 碳 化 物（perfluorocarbon, PFCs）、 氫 氟 碳 化 物
（hydrofluorocarbon, HFCs），含氟氯烴（hydrochlorofluorocarbos, HCFCs) 及六氟化硫（sufur
hexafluoride, SF6）等。造成氣候變遷之溫室氣體以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全氟化碳、
六氟化硫與氫氟碳化物等為主（World Bank, 2012）。雖然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較甲烷排放
量高，但甲烷的全球暖化能力（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為二氧化碳的 23 倍（IPCC,
2001）。在人為排放甲烷之中，包括稻米耕作、掩埋場、廢水處理、礦業、石化與畜產動物
等，而甲烷最主要的來源係來自畜產動物，佔 27%（IPCC, 2007）。王等（2003）指出家禽
動物飼養過程中之溫室氣體主要來自腸內發酵產生之甲烷。而家禽盲腸是甲烷主要產生之
處，依 Chen et al.（2003）研究顯示，鵝經盲腸切除術後，其甲烷產生量約可減少 92%。在
有色肉雞腸道之甲烷排放係數為 8.482 × 10-5 kg/ head/ life cycle（Wang and Huang, 2005）。
嗜 甲 烷 菌（Methanotrophic bacteria or methanotroph）， 也 稱 為 甲 烷 氧 化 菌（methane
oxidizing bacteria, MOB）。透過生物反應過程，甲烷可以在適合條件下被甲烷氧化菌或甲烷
單氧化酶（methane monooxgenase）以高專一性氧化成甲醇（Park and Lee, 2013）。嗜甲烷
菌能夠在有氧條件下通過甲烷單氧化酶利用甲烷作為碳和能源（Wang et al., 2018）。土壤
中甲烷氧化細菌的氧化作用，經評估可減少大約 1 ~ 58 Tg/yr 或達到 10% 全球大氣甲烷減量
（Holton et al., 2003）。目前已知自然界主要係透過好氧性氧化與厭氧性氧化（aerobic and
anaerobic oxidation）降解環境中之甲烷，而嗜甲烷菌對地球大氣甲烷降解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色（Singh, 2011）。Wang and Huang（2005）研究顯示，有色肉雞的甲烷排放量受到冷熱季
節影響；但上述研究的發現不能確定是否與氣溫高與低所致之採食量改變有關；另外，如何
有效降低甲烷溫室效應是現在氣候變遷之重要議題，嗜甲烷菌對肉雞甲烷排放量是否有降低
之效果，其相關文獻闕如，故本試驗採探討餵飼方式與低濃度嗜甲烷菌液對臺灣雄黑羽土雞
甲烷產生量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動物及試驗處理
（一）試驗 1：不同餵食方式對臺灣雄土雞甲烷累積排放量之影響（in vivo）
1. 試驗動物：31 週齡臺灣雄黑羽土雞，共 9 隻，平均體重為 4.1 ± 0.1 kg，分成任飼、絕飼
及復飼處理組。
2. 分組試驗設計：
(1) 任飼狀態：雞隻平飼，環境溫度 21.7 ~ 34.7℃，取三隻雞隻皆於 24 h 採食商業飼料（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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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16%，代謝能：2,780 kcal/kg），水與飼料任飲食，然後進入呼吸室。
(2) 絕飼狀態：取三隻雞隻皆進行 12 h 絕食控制，然後進入呼吸室。
(3) 復飼狀態：取三隻雞隻皆絕食 12 h 並恢復供飼商業飼料（同任飼狀態）12 小時，水與飼
料任飲食，然後進入呼吸室。
3. 動物呼吸室之設計：
動物呼吸室又稱密閉式呼吸室（respiratory chamber），其設計之概念主要是參考 Chen
et al.（2003）的研究報告，再加以修改調整。動物呼吸室之體積為 60 cm × 60 cm × 90 cm，
動物呼吸室之溫度維持於 25℃，外面配有管線與氧氣瓶（O2）連接，當動物呼吸室內之氣
壓低於一大氣壓時，會經由壓力表（press gauge）偵測及補充氧氣以維持含氧量及壓力，動
物呼吸室之空氣以幫浦（pump）輔助循環，而動物呼吸室內之二氧化碳（CO2）及水蒸氣
（H2O）則分別以 10 N 氫氧化鉀（KOH）與乾燥劑（氯化鈣）吸收。
4. 採樣時間：分別於雞隻放入呼吸室後 0、0.3、1、2、3 及 4 h 取樣，每次取樣 50 mL 氣體。
（二）試驗 2：以試管法（in vitro）添加嗜甲烷菌液於臺灣雄黑羽土雞盲腸內容物對甲烷排
放量之影響
1. 試驗方法：
盲腸來自臺中肉品市場屠宰 120 日齡之臺灣雄黑羽土雞（20 隻），雞隻腸道以刀割離
後，放入冰桶低溫貯藏，再迅速運送至實驗室，以解剖刀劃開盲腸並把內容物擠至小燒杯
後，以藥杓攪拌使內容物均勻混合，取 0.3 g 盲腸內容物放入 15 mL 血清瓶中，分為 3 處理
組；即對照組（不添加嗜甲烷菌）、添加 100 μL 之 5 × 105 cells /mL 嗜甲烷菌（Methylomonas
sp., THUA）係由黃與羅（2015）二位研究者從東海牧場乳牛瘤胃分離，並命名為 THUA 且
獲有專利；處理組一）與 100 μL 之 5 × 106 /cells mL 嗜甲烷菌（處理組二），每個處理 3 重
複每隔 4 h 採樣；即分別 0、4、8、12、16、20 與 24 h，每個血清瓶並添加 2.8 mL 混合營
養緩衝溶液（Salvador et al., 1993）培養，以橡膠塞塞住瓶口並以鋁環壓瓶器密封，試驗期
共進行 24 h，每 4 h 時採樣並注入 0.2 mL 氯化汞中止反應，以氣相分析儀（GC）分析甲烷
產量。
2. 菌株培養、繼代與保存
本研究使用硝酸無機鹽培養基 (Nitrate mineral salt medium, NMS) 進行嗜甲烷菌菌株培
養。NMS 組成如下 (g/L)：CaCl2 • H2O，0.2；MgSO4 • 7H2O，1；KNO3，1；KH2PO4，0.27；
Na2HPO4，0.28；FeSO4 • 7H2O，0.005；微量元素溶液，10 mL；維生素溶液 10 mL。培養基
配置好後分裝於厭氧血清瓶並以 n-butyl 橡膠塞和鋁蓋密封進行高溫高壓滅菌（121℃、1.2
kg/cm3、30 min）。滅菌後之 1X NMS 培養基可儲存於室溫，培養前以針筒組吸取 89% 甲
烷注入瓶頂空間，作為菌株培養的碳源。培養時以菌液：培養基 = 1：10 比例注入菌液作為
植種。繼代與保存用同樣培養基。
（三）試驗 3：雞隻餵飼前後灌食低濃度嗜甲烷菌液對臺灣雄黑羽土雞腸道甲烷排放量之影
響（in vivo）
1. 試驗動物：31 週齡臺灣雄黑羽土雞，雞隻平飼，平均體重為 4.2 ± 0.1 kg，共 9 隻，分成
對照組、試驗 A 組及試驗 B 組。雞隻商業飼料（粗蛋白：16%，代謝能：2,780 kcal/kg）下
任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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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驗設計：
(1) 對照組（Control）：取三隻雞隻皆絕食 12 h 時並恢復供飼 12 h 後，然後進入呼吸室（同
試驗 1）。
(2) 處理組 A：取三隻雞隻絕食 12 h 後餵食雞隻嗜甲烷菌並恢復供飼 12 h 之後，然後進入呼
吸室。嗜甲烷菌之劑量：以注射針筒灌餵各雞隻 20 mL × 108 cells/mL 之嗜甲烷菌。
(3) 處理組 B：取三隻雞隻皆絕食 12 小時並恢復供飼 12 小時後，餵飼雞隻嗜甲烷菌，然後
進入呼吸室。嗜甲烷菌之劑量同處理組 A。
3. 採樣時間、菌株培養繼代與保存：採樣時間同試驗 1，菌株培養繼代與保存同試驗 2。
（四）試驗 4：盲腸注射嗜甲烷菌菌液對雞隻腸道甲烷排放量之影響（in vivo）
1. 試驗動物：34 週齡臺灣雄黑羽土雞，平均體重為 3.8 ± 0.1 kg，分成兩個處理組；即對照
組（假手術） 與試驗組（盲腸注射嗜甲烷菌株），每處理 3 隻，共使用 6 隻，分成對照組
及試驗組。
2. 試驗設計：
(1) 對照組：三隻雞隻皆同時絕食 12 h 並恢復供飼 12 h 後，進行試驗，先腹腔開創手術找出
盲腸，各雞隻之左與右側盲腸分別以注射針筒注入 5 mL 之 0.9% 生理食鹽水後，迅速將傷
口縫合，並直接進入呼吸室，手術步驟詳如下述手術方法。
(2) 試驗組：三隻雞隻皆同時絕食 12 小時並恢復供飼 12 小時後，同對照組進行手術，找出
試驗組雞隻之左右二側盲腸，分別以注射針筒注入 5 mL × 108 cells/mL 之嗜甲烷菌液（菌株
培養、繼代與保存：同試驗 2），手術步驟詳如下述手術方法，手術完成後雞隻直接進入呼
吸室。
3. 手術方法：參考陳（2003）盲腸切除手術法，以布繩綑綁固定於手術臺，麻醉後先腹部拔
毛，並使用酒精棉花及優碘於創口部位消毒，以解剖刀腹腔開創並經止血後，尋找並掏出
盲腸注射生理鹽水或嗜甲烷菌培養液入內，縫合後雞隻進入動物呼吸室。使用戊巴比妥鈉
（sodium pentobarbital）為麻醉藥，從翼下靜脈緩慢注射，劑量參考 Karasawa et al.（1988）
所述並改為 10 mg/kg BW，並在注射 10 ~ 15 分鐘後進行手術。
4. 檢測時間：取樣於雞隻放入呼吸室後 0、0.3、1、2、3、4、5 及 6 h，每次取樣 50 mL 氣
體，總檢測時間為 6 h。

二、甲烷樣品之收集及測定
（一）甲烷樣品之收集：每隔採樣時間點，以針筒從動物呼吸室之出氣口收集樣品，約收集
100 mL，並迅速注入空氣採樣袋中保存。
（二）甲烷測定 : 使用氣相層析儀（Gas chromatography, GC, Shimadzu, model 14 B）測定氣
體樣品之甲烷含量。
1. 測定條件
(1) 設定該儀器烘箱溫度至 130℃，注入口（injector）溫度 200℃，偵測器（detector）溫度
200℃。
(2) 設定帶動氣體（carrier gas）空氣壓力為 5 kg/cm2，流速為 5 mL/min。
(3) 設定氮氣（N2）壓力為 4 kg/cm2，流速為 5 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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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氫氣（H2）壓力為 2 kg/cm2，流速為 5 mL/min。
(5) 管柱為 Rt®-Alumina BOND/Na2SO，30 meter × 0.53 mm ID × 10 μm df（Restek Co.）
2. 氣體稀釋與分析：取高純度甲烷（CH4 95.5%）與氮氣（N2, 98.5%）進行連續稀釋，稀釋
方法為將等比例之 CH4 與 N2 抽取注入血清瓶中，配得 1,000、500、200、100 及 1 ppm，取
已知濃度之甲烷標準品 0.5 mL 注入 GC，經由儀器測定所得之面積積分與濃度進行回歸分析
求得標準曲線，再由此標準曲線求得樣品中的甲烷濃度（黃與王，2000；王等，2003）。
上述試驗動物通過東海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審查（同意書編號：105-30）。

三、統計分析
試驗所得之各項資料透過統計分析系統（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 SAS, 2014）的套裝
軟體，依 GLM（General Linear Models） 程序進行變方分析，並以最小平方平均值（Least
Squares Means）估計並比較處理組間平均值的差異顯著性。

結果與討論
試驗 1：不同餵飼方式對臺灣雄土雞甲烷累積排放量之影響（in vivo）
測定不同餵飼方式對臺灣雄土雞甲烷累積排放量，絕食後復飼或任飼處理組雞隻之甲烷
累積排放量均隨時間之增加而增加；然而絕食處理組則無顯著的增加。在雞隻進入呼吸室後
0.5 h，以絕食後復飼處理組之雞隻具有最高的累積甲烷排放量，其次為任飼處理組，而絕食
處理組則為最低（P < 0.05）（圖 1），推測原因可能絕食狀態雞隻盲腸內無可發酵物質導
致甲烷排放量處於最低含量，但對復飼處理雞隻，則因其先經絕食過後盲腸已排空，而當恢
復餵飼時，可能會有大量的腸道內容物進入盲腸發酵。雞盲腸可產生揮發性脂肪酸，如乙酸、
丙酸、丁酸（van der Wielen et al., 2000）與甲烷（Tsukahara and Ushida, 2000）。而盲腸甲
烷之產生係甲烷生成菌可利用甲酸轉換產生甲烷（Chen et al., 2009）。因此，任飼處理組雞
隻可能腸道內容物進入盲腸的量可能減少，而導致盲腸內容物的重量較復飼處理組者為少，
故其與復飼處理組相比，則因盲腸內容物可發酵基質少而有較低的累積甲烷排放量，在試驗
4 小時後其甲烷累積排放量僅約絕食後復飼處理組者之 36%。此外，絕食後復飼雞隻腸道微
生物大量的增加（Shapiro and Sarles, 1949），這也是造成復飼處理組者有較高的甲烷產生量。
從本試驗 1 的結果說明，雞隻於動物呼吸室試驗，經絕食後復飼可得到最高甲烷排放量。另
一方面，也顯示雞隻採食量的多寡，影響其腸道內容物的量，所以餵飼方式與其腸道甲烷排
放量有關。

試驗 2：以試管法（in vitro）添加嗜甲烷菌於臺灣雄黑羽土雞盲腸內容物對
甲烷排放量之影響
從試管法證實，嗜甲烷菌株（Methylomonas sp. THUA）在雞盲腸內容物體外試驗培養
到 12 h 後，添加 5 × 106 cells/mL 嗜甲烷菌處理組之甲烷排放量與對照組比較有顯著降低甲
烷排放量的效果（P < 0.05），但之後培養 16、20 及 24 h 各處理組之間甲烷排放量卻無顯
著差異（圖 2），由於盲腸內富含各種微生物菌數（Barnes et al., 1972; Mead, 1989; Shapiro
and Sarles, 1949），Mattocks（1971）指出，鵝盲腸濕內容物每公克含有 2.7 × 109 個嗜腖鏈
球菌屬（Peptostreptococci）、1.7 × 108 個梭狀芽胞桿菌屬（Clostridia）、2.0 × 107 個鏈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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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Streptococci）、9.0 × 104 個非病原性腸桿菌屬（Bacteroides）及 2.3 × 104 個乳酸桿菌屬
（Lactobacilli）。van der Wielen et al.（2000）指出，雞盲腸厭氧微生物可高達 1010。本試驗
2 結果顯示，嗜甲烷菌株在雞盲腸體外試驗培養僅在 12 h 有顯著降低盲腸內容物之甲烷排放
量，其他時段則無抑制甲烷排放量之效果，造成此現象之原因可能與所添加嗜甲烷菌之菌種
或數量過低，導致於盲腸內與其他菌群競爭，不具優勢（Holzapel et al., 1998）。

圖 1.

不同飼養方式雞隻在呼吸室內於 4 小時累積甲烷排放量 ( 體內法 )。

Fig. 1. Accumulative methane emissions of chickens fe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respiration
chamber for 4 hours (in vivo).
a, b, c
Means within the same time point without the same alphabet differ significantly (P < 0.05).

圖 2.

添加嗜甲烷菌對臺灣雄黑羽土雞盲腸內容物甲烷排放量之影響 ( 試管法 )。

Fig. 2. Effect of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in Taiwan male black-feather native chicken cacum
content on methane emissions (in vitro).
THUA: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THUA.
a, b, c
Means within the same time point without the same alphabet differ significantly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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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 3：雞隻餵飼前後灌食低濃度嗜甲烷菌液對其腸道甲烷排放量之影響
由於試驗 2 添加嗜甲烷菌之雞隻甲烷產生量之結果發現 0.1 mL 之 5 × 106 mL 嗜甲烷菌
與腸道其他的微生物之競爭力可能較弱，因此試驗 3 所添加之嗜甲烷菌量提高至 20 mL，濃
度提高至 108 cells/mL；又雞隻於復飼狀態下具有最高甲烷產生量，故將雞隻經絕食後，再
恢復供飼狀態下進行試驗。試驗 3 雞隻餵飼前或後之不同時間點下灌食 20 mL 之嗜甲烷菌
(108 cells/mL)，發現處理組復食前 (B) 灌餵及復食後灌餵 (A) 嗜甲烷菌，接著雞隻進入呼吸
室後之 1、3 與 4 h 甲烷累積排放量均顯著高於對照組（P < 0.05）（圖 3）。此顯示，灌食
雞隻嗜甲烷菌濃度提高至 108 cells/mL 並沒有顯著降低雞隻甲烷之排放量，推測原因如下：
1. 灌食嗜甲烷菌量培養液可能有利於甲烷生成菌繁殖，或還有其他原因，不過此種推測仍需
進一步試驗以闡明。2. 可能與砂囊 pH 值太低有關，由於本試驗嗜甲烷菌培養液 pH 值為 7，
而禽腺胃為 pH 4.26 ~ 4.65 與砂囊為 pH 2.97 ~ 3.47（Mabelebele et al., 2014），故推測當嗜
甲烷菌經過家禽腺胃與砂囊時，因無法承受酸性環境，故有部分的嗜甲烷菌已被胃酸破壞，
導致進入雞隻盲腸之嗜甲烷菌殘存數量過低。尤其餵飼後再灌食嗜甲烷菌其甲烷產生之累積
量與對照組之間的差異量比餵飼前灌食嗜甲烷菌處理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差異量少，此說明可
能進食後，其內容物可稍加中和腸道酸性或提供類似包覆之保護作用。3. 灌食嗜甲烷菌並
未完全進入盲腸；邱（1977）指出，雞小腸內容物僅有 6 ~ 10% 進入盲腸。尤其盲腸為家禽
發酵甲烷產生之主要處所（Chen et al., 2003）。4. 植入總菌數量低，Barnes et al.（1972）及
Mead（1989）指出，家禽盲腸內之微生物菌數多為 109，Holzapel et al.（1998）指出，腸道
原有微生物會藉由營養分競爭及黏膜黏附扮演屏障對抗外來微生物。故本試驗灌食雞隻 20
mL 之嗜甲烷菌（108 cells/mL）可能無法與家禽腸道內菌群競爭；另外，也可能係檢測時間
過短，嗜甲烷菌可能尚未適應腸道環境而大量的增殖，因此無法看到預期的效果。因此，若
期望嗜甲烷菌要能降低雞隻腸道甲烷排放量，可能得先克服砂囊酸性環境對嗜甲烷菌的影響
或提高嗜甲烷菌之濃度到達 109 cells/mL 為目標。

試驗 4：盲腸注射嗜甲烷菌菌液對雞隻腸道甲烷排放量之影響
在上述試驗 3 之嗜甲烷菌在砂囊酸性環境可能導致嗜甲烷菌無法耐受低 pH 值，或進入
盲腸之菌數不多，導致其無法減少甲烷排放量。因此，試驗 4 採行手術，將嗜甲烷菌直接注
入盲腸。注射量為 5 mL（108 cells/mL）之嗜甲烷菌進入雞隻盲腸，考慮其在雞盲腸的適應
需時間，故每小時採樣，並把採樣期間拉長至 6 h。結果顯示，前 4 h 的採樣，對照組與處
理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而在試驗進行至 5 到 6 h 階段，處理組與對照組相比，皆顯示其有
較低之甲烷排放量（圖 4）。處理組雞隻要在試驗進行後 5 h，才顯現嗜甲烷菌抑制雞腸道
甲烷排放量，此可能因直接注射嗜甲烷菌至盲腸之中，於試驗之初，由於本試驗嗜甲烷菌培
養液 pH 值為 7，而 van der Wielen et al.（2000）的研究顯示，肉雞盲腸 pH 值為 5.5 ~ 6.0。
另外，Mabelebele et al.（2014）指出，雞盲腸 pH 值在白肉雞 Ross 308 為 6.62，地方土雞
Venda 為 6.73；由於盲腸是禽類的發酵槽（Annison et al., 1968; McBee, 1968; Clemens et al.,
1975），產生短鏈脂肪酸，主要是乙酸、丙酸與丁酸（陳等，1992），其 pH 值未超過 7（Duke,
1986）。因此，若以 pH 值而言，本試驗所培養的嗜甲烷菌可能需時間來適應盲腸較低 pH
值之環境；此假設現象呼應試驗 3 之推論，致使抑制甲烷產生量之效果需至 5 h 才有顯著差
異（P < 0.05），另外，也證明砂囊之低 pH 值環境確實可能會影響嗜甲烷菌在腸道之生存，
例如灌餵嗜甲烷菌進入盲腸之量不足，導致嗜甲烷菌在腸道無法立即顯現抑制甲烷產生之效
果。由於盲腸長度與體重呈正相關（McLelland, 1989），儘管雞隻個別體重有差異而導致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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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容積不同，致令甲烷產生量受到影響，因此若能考慮以單位體重甲烷產生量為試驗基礎，
便可排除體重因素所造成之誤差，由圖 4 顯示，盲腸注射嗜甲烷菌處理組亦具有抑制甲烷產
生量之效果（以公斤體重為單位）。由於本試驗嗜甲烷菌注入量達 5 mL，且注入土雞盲腸
後需至 5 ~ 6 小時才有明顯降低放量之效果，因此若能提高嗜甲烷菌數將可得到快速的抑制
雞隻盲腸甲烷之產量；即注入盲腸嗜甲烷菌總菌數提高，未來可藉由濃縮培養液濃度，即提
升至 109 cells/mL。另外，考慮飼養場之應用與實用性，未來擬添加嗜甲烷菌於飼料之中，
規劃可朝向把嗜甲烷菌培養液製成乾燥粉末及膠囊化，尤其羥丙甲纖維素（Hydroxypropyl
methylcellulose, HPMC）材質的膠囊來抗酸（Al-Tabakha, 2010），以降低砂囊低 pH 值對嗜
甲烷菌的破壞之方向去努力實現。

圖 3.

在不同餵飼時間點灌食嗜甲烷菌對雞隻於呼吸室 4 小時累積甲烷排放量之影響（體內
法）。

Fig. 3. Effect of infused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at different feeding time points on the
accumulative methane emissions of chickens in respiration chamber during 4 hours of
period (in vivo).
Control: Chickens were fasted for 12 hours and refed for 12 hours.
Trt B: Chickens were fasted for 12 hours, infused with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before refeeding
for 12 hours.
Trt A: Chickens were fasted for 12 hours, infused with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after refeeding for
12 hours.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amount: 20 mL × 108 cells /mL.
a, b, c
Means within the same time point without the same alphabet differ significantly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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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嗜甲烷菌對臺灣雄黑羽土雞於呼吸室 6 小時間累積甲烷排放量之影響（以公斤體
重為單位，體內法）。

Fig. 4. Effect of injected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on the accumulative methane emissions of ceca
in Taiwan male black-feather native chickens in respiration chamber during 6 hours of
period (as kg body weight basis, in vivo).
THUA: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THUA, 5 mL × 108 cells /mL.
a, b
Means within the same time point without the same alphabet differ significantly (P < 0.05).
綜合上述結果顯示，試驗一雞隻絕食後復食有較高甲烷生成量，此可能與雞隻腸道內容
物多而有利於腸道發酵，試驗二試管法低濃度嗜甲烷菌雖有降低甲烷生成量之效果，但無法
持續，試驗三以體內法雖提高嗜甲烷菌濃度則無降低甲烷生成量效果，可能腸道環境仍有諸
多影響因子，試驗四直接注嗜甲烷菌入雞隻盲腸，則有降低甲烷生成量效果。因此不同餵飼
方式及各種嗜甲烷菌之添加方法會影響臺灣雄黑羽土雞甲烷之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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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concentrations of methanotropic
bacteria in different feeding modes
affect methane production of taiwan
male black-feathered native chickens
Neng-Wen Lo (1), Ching-An Cheng (1), Chi-Yu Huang (2),
Shu-Yin Wang (3) and Yieng-How Chen (1) (4)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eeding modes and low concentrations
of methanotropic bacterial solutions on methane emissions of Taiwan male black-feathered chickens
(TMBCs). TMBCs allotted for four experiment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eeding
methods and low concentrations of methanogens on the in vivo or in vitro methane emissions of the
chicke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ickens in the re-feeding group after fasting had the highest
accumulative methane emissions, followed by the ad libutum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fastingtreated group (P < 0.05; Experiment 1). In Experiment 2, the methanotropic bacterial strain THUA (5
× 105 and 5 × 106/mL) were added to the cecal contents of TMBCs and cultured respectively for 4, 8,
12, 16, 20 and 24 hours in vitro. The amount of methane produced in cecal contents after adding the
5 × 106/mL of methanotropic bacteri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12-hour treatment group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However, this effect was not observed in the other treatment
groups. In Experiment 3, the TMBCs were first fasted for 12 hours and refed for 12 hours (Control),
or infused with 20 mL of methanotropic bacteria (108 cells/mL) prior to (Treatment A) or after
(Treatment B) refeeding. It was found that accumulative methane emissions of the chicken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before and after refeedin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In Experiment 4, after the injection of 5 mL of methanotropic bacteria (108 cells/mL)
into the ceca of the chickens, the methanotropic bacteria reduced the intestinal methane emissions
5 hours after injection (P < 0.05). Taken together, the TMBCs undergoing fasting had a higher
amount of methane production than those untreated. Additions of low-concentrations methanogens
had a short-term effect of reducing methane production. Direct feeding of methanogens showed
no effect of reducing methane production, most likely due to poor adaptation of the microbes in
the digestive guts. Direct injection of methanogens into the cecum of the TMBCs on the contrary,
showed significant effects of reducing the methane production. In summary, different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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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various methods of adding methanogens will affect the methane emissions of Taiwan's
male black-feathered chickens.
(Key Words: feeding mode, methanotropic bacterium, methane, native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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