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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璀璨   住在臺北多幸福

動物之於臺北市市民，是朋友、是伙伴，甚

至是家人。

從多項數據顯示，臺北市動物保護處（以下

簡稱動保處）改制成立四年，不論是臺北市民、

保育團體或動保相關單位，對待寵物的觀念、關

心程度、飼養環境的要求、動物管理政策等各方

面，都有明顯的進展，也為未來政府與民間的相

互對話與合作，奠定良好基礎。

隨著都會型態的改變，經濟動物在臺北市

逐漸式微，寵物反而成為都會市民生活的重要伙

伴。倡導愛護動物、深化飼主責任觀念、保障動

物健康與福利，以及防止虐待動物、解決都會區

流浪動物問題，成了現代市民的普遍話題。

經濟動物的管理，首在動物疫病的防治、疾

病檢驗及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自從犬、貓成了

家庭寵物後，其衍生的健康維護、飼養環境，甚

至生命權的議題，引發諸多關切，寵物管理益增

見其複雜性。動物保護與防疫兩大目標等同重要

且相與並行不悖。

動保處於99年1月28日改制成立，秉承「動

物保護、防疫檢驗」並重目標，擴及保育野生動

物棲息環境的守護、生物多樣性環境的維護等全

方位服務，提供動物生、老、病、死、育、樂等

各項產業輔導措施，以落實動物保護工作。

對生命的關懷、建立人與動物和諧共處的關

係，是動保處堅持的核心價值。動物之家改建之

後，無論空間及硬體上均獲得改善，提供動物較

佳品質的收容環境，有效提升動物認養率、延長

收容時間，為每隻動物尋找新的生活歸屬與生命

的價值。

四年多來，動保處透過具前瞻性、全面性

及創新的思維研擬動物福利政策，諸如：流浪

犬貓的移除、認領、認養、安置與終身照護、

走過60年 打造友善動物城市
傳承防疫  動物保護新啟航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嚴一峯處長

動物生命急難救助、推動街貓TNR計畫(Trap捕
捉-Neuter絕育-Return回置，簡稱街貓TNR計

畫）社區化、落實執行「動物保護法」精神、飼

主責任的教育宣導等各面向的紮根等，都交出亮

麗的成績單。

而其中最為社會大眾所關注的流浪犬、貓安

樂死執行，頭數逐年下降；繫留犬隻的平均在養

天數也延長為目前的32.7日，不僅遠高於法定公

告的12日，同時也是全國各地方政府收容時間最

長者。

動保處信守成立初衷，營造動物與市民健康

安全的生活環境、建立優質動物產業環境，保障

市民消費及寵物健康權益、建立良好的動物管理

與生態環境保育，促進人與動物和諧共處關係，

提升民眾的滿意度與動物關懷意識，讓動物們也

能感受到住在臺北市多幸福！共築「人與動物優

質和諧發展」的社會大環境。

今日動保  營造友善

動物城市

動物之於人類，從經濟動物、寵

物到伴侶動物，視同家中一分

子的「毛小孩」，因彼此之間互動關係的轉變，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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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動物福利日益受到重視，人類對動物管理的思維

也逐漸在改變……。

在動物權、動物福利日受重視的今天，要

提升人與動物的和諧關係，除了飼主的用心與維

護，還有賴公部門以創立法案及積極的作為來保

護動物、教育民眾。

動保處於99年1月28日改制成立，以「動物

保護、防疫檢驗」並重目標，透過具前瞻性、全

面性及創新的思維研擬動物政策，希望營造動物

與市民健康安全的生活，積極打造優質的動物產

業環境，建立良好的動物管理與生態保育環境，

促進人與動物的和諧共處。

四大目標　全方位服務理念

為順應全球動物保護趨勢及推廣動物福利

政策，兼顧自然生態的維護，強化動物防疫、檢

驗的功能，並推動前瞻性、預防性、整合性功能

的動物保護政策，動保處訂定「健全完善動物管

理」、「保障人與動物健康」、「開創寵物產業

新局」、「營造永續動物環境」四大施政目標，

為營造友善動物城市而努力。

在健全完善動物管理方面，必須倡導愛護動

物、飼主責任的觀念，進而解決流浪動物問題。

在保障人與動物健康方面，必須貫徹執行動

物疫病的防疫與檢驗及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防治。

在開創寵物產業新局方面，提供動物生、

老、病、死、育、樂等各項相關產業的輔導措

施。

在營造永續動物環境方面，包括保育野生

動物棲息環境的守護，以及生物多樣性環境的維

護。

動保處秉持上述全方位服務理念落實動物保

護工作，提供市民公共衛生安全環境，以保障市

民消費及寵物健康權益，提昇民眾的滿意度與動

物關懷意識，建立「人與動物優質和諧發展」的

社會大環境。

動物管理  健康安全人性化　

隨著都市國際化與產業物流的快速發展，動

物的防、檢疫，除了本土的疫病防治，境外移入

的動物傳染病，更直接攸關全國民眾的生活安定

與生命安全，比如：臺灣是目前全球少數的狂犬

病非疫區國家，可見臺灣整體防疫網已達國際公

認的成效。

臺北市除了持續進行狂犬病預防注射作業

與宣導外，另外諸如乳牛、羊結核病、布氏桿菌

病、貓弓蟲病、高病原性禽流感等法定人畜共通

傳染病的防疫與宣導措施，也都步步為營、落實

執行，以維護健康城市的形象。

寵物的管理與流浪動物的處理，是近年來國

內外動保組織極為關注的課題，臺北市家犬、貓

登記觀念也日漸受到飼主的重視，尤其在臺北市

轄區內200多家民營獸醫診療機構，運用其與飼

主的影響力與良性互動，協助政府推廣流浪犬、

貓的認養與收容，績效卓著。

其他諸如流浪犬、貓的移除、安置與終身照

護；動物生命的急難救助；街貓TNR計畫；「動

物保護法」的落實執行；飼主責任教育的向下紮

根等，都有了亮麗的成績單。因此動保處於100
年、101年、102年連續三年榮獲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簡稱農委會）全國動物保護業務及動物收容

業務的雙料「特優」獎。

美麗臺北　生物多樣性城市

臺灣是個美麗之島，維護它特有多樣的生物

資源與生態環境，已被列為「愛生態、救地球」

的重要指標。動保處所經營管理的關渡自然公

園、華江雁鴨公園及華江、關渡自然保護（留）

區，已經把都會型的臺北市妝點成生物多樣性的

自然生態城市。

100年9月，關渡自然公園通過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的審核，認證為全國第一所環境教育場域；

接著，101年12月榮獲在杜拜舉行的「2012年國

際最適宜居住城市與社區競賽」自然環境類的銀

質獎，便是最佳的代言。

具體成果全民分享' 數字

會說話

數字是最好的證明。動保處以具體數字

紀錄行動與成果，用數字執行動物管

理、落實動物保護目標、證明全方位服

務理念的堅持。

為確保人畜健康與安全，動保處延續動物防

疫業務，持續進行畜牧場管理及動物疾病防治，

加強防範境外移入動物傳染病，施行人畜共通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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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動物預防注射，並推動動物保護政策，加強

寵物源頭管理。

動物疾病防疫

隨著交通發達、兩岸交流頻繁，走私大陸農

產品事件不斷，加上全球氣候環境變遷，許多跨

物種、危及人畜的傳染病伺機侵犯，動保處莫不

謹慎以對，不容絲毫懈怠。

禽流感防疫工作

為預防及監控高病原性家禽流行性感冒

（HPAI），動保處於關渡自然公園、全市家禽批

發市場、養禽戶、公園綠地、市售鳥園等94處設

立監測點，100年、101年與102年分別採集野鳥

排遺檢體4,000件，檢驗結果均為陰性，顯示臺北

市無高病原性禽流感疫情。

狂犬病預防注射　

狂犬病是全球死亡率最高的人畜共通傳染病

之一，人類致死率高達100％。根據防疫規範，

狂犬病預防注射率必須達70％以上才能發揮防疫

效果。

為維護臺灣為世界上狂犬病零發生淨土的光

榮紀錄，以確保人畜生命安全，動保處採行多項

積極措施同步進行，包括：派員赴各校園、鄰里

舉辦教育宣導，以灌輸民眾每年應為犬貓施打疫

苗；全市各區里公園實施注射稽查；委託轄內民

營動物醫院辦理寵物登記與狂犬病預防注射、進

口動物追蹤檢疫等，每年預防注射接種頭數已超

過6萬頭。

臺北市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101年注射總

數為61,278頭，獲「全國狂犬病預防注射業務

評比」第二名；100年的注射頭數為63,306頭，

獲「全國狂犬病預防注射業務評比」第一名。截

至102年底止，本市家犬貓在動物狂犬病疫苗效

期保護內之累計隻數達12萬1,011隻，施打率達

72.2％。

牧場動物傳染病防疫

雖然臺北市經濟動物減少，但防疫工作一樣

不能輕忽。目前轄內禽畜飼養農戶僅有81戶、飼

養數約計7,009頭，動保處仍不定期派員訪查畜牧

場，必要時採取動物傳染病相關自衛防疫措施。

101年完成訪查畜禽場與飼養戶計582次，分別

完成口蹄疫、豬瘟、羊痘、牛流行熱、破傷風、

日本腦炎等預防注射接種；另實施草食動物結核

病、布氏桿菌病檢測、馬傳染性貧血（EIA）檢

測及環境衛生消毒輔導。

動物源頭管理

為落實寵物源頭管理，減少棄養造成流浪動

物問題，動保處除了鼓勵飼主辦理寵物登記及絕

育，並辦理家犬貓絕育補助優惠措施。同時持續

與動保志工、團體合作辦理街貓誘捕絕育回置方

案（TNR），以減少街貓造成的社區環境衛生問

題。

寵物登記

臺北市自88年開始實施寵物登記，寵物犬貓

登記數逐年上升，每年以行政委託授權北市動物

醫院及相關業者設立寵物登記站；並自97年6月
1日起率先全國施行「免徵寵物登記規費」之優

惠措施，飼主只要繳付晶片植入手續費250元即

可。近年來犬貓寵物登記數每年約16,000頭，至

101年底完成寵物登記之總數高達23萬7,671頭，

位居全國之首。

據101年北市犬貓數調查結果，流浪犬約

2,464隻、流浪貓5,058隻，犬貓飼養戶約有14萬
餘戶，家犬飼養數估計為12萬6,073隻、家貓8萬
1,246隻；動保處每4年定期進行全面清查，以確

實掌握臺北市動物實際在養數。

犬貓絕育

動保處每年編列家犬貓絕育補助預算以提升

執行成效，101年編列新台幣495萬元補助款完成

6,085頭家犬貓絕育。自88年起實施補助至101年
底，臺北市完成家犬貓絕育總數計47,460頭，犬

貓絕育率推估約達37％。

流浪犬貓認養

對生命的關心，建立人與動物和諧倫理關

係，是動保處首要核心價值。此觀念具體在動物

之家的動物收容業務中展現，進而影響收容的飼

主，推展寵物的認養品質。

經過軟硬體的改善，動物之家提供較佳的

收容環境，提升動物的認養率，盡力延長收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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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每隻動物尋找生活歸屬與生命的價值。

動保處積極推廣流浪動物認領養措施，102年底

止，犬貓認領數575隻，認養數3433隻，總認領

養率已達66％，較100年犬貓平均認領養率45％
提高21％，認領養率自93年的32.7%增加至102
年的66%，已認領養犬貓數量高達33,723隻。

目前仍透過各項宣傳活動及諸多認養配套措

施以提升犬貓認養率，未來將朝向提升犬貓認領

養數量及品質為工作目標，期以降低動物人道處

理數量。

幸福犬貓VIP認養計畫

為提高犬貓認養率，建立多元認養管道，

101年1月起，動保處每週日舉辦「幸福犬貓VIP
認養活動」。101年參與「幸福犬貓VIP認養活

動」認養的犬貓共計883頭。動保處同時辦理

「提升收容動物認養推廣計畫活動」，在網路臉

書（Facebook）社群網站上建置「臺北市動物認

養APP」推廣動物認養，並不定期至各社區舉辦

動物認養活動，101年共推廣認養犬貓314頭。

動物認養APP 

動保處首創全國與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合作，

於101年9月推出「臺北市動物認養App」（智

慧型手機下載應用軟體），民眾可以不受時空限

制上網查詢動物認養資訊，同時可以從「影片播

放」的功能中，瀏覽已開放認養動物的生活點滴

互動影片。

「臺北市動物認養App」為全國第一個公

私立動物收容所動物認養資訊瀏覽共用平台，並

獲APP Store上架最佳5星級好評。至101年底為

止，有超過26,999人次下載使用「臺北市動物認

養App」，有363隻狗、467隻貓、15隻兔經此管

道順利被人認養，找到牠們溫暖及幸福的『小確

幸』家庭。

動物保姆計畫

100年5月1日起，動保處推動「臺北市動物

保姆計畫」(Foster Care)，委託民間動物保護團

體、動物收容所志工與市民協助執行犬貓中途照

顧，亦即無償代養機制。將6個月以下的犬貓委

由愛心志工帶回家照顧，讓抵抗力較低的仔犬仔

貓在較單純的環境中，避免受到病菌感染，也能

得到較好的照顧，提升生存率。

為了提高認養率，動保處開放收容犬貓於

法定公告12日期限內接受認養，認養人只要加填

「認養歸還切結書」，即可完成認養手續，減少

犬貓在動物收容所內遭到疾病感染的風險。

長期照護計畫

有鑒於動物收容所空間有限，為解決收容捕

獲的流浪動物因無人認養，或長期收容於收容所

造成動物福利品質不佳等問題，動保處自99年推

出「獎勵補助民間長期收容照護流浪動物計畫」

（簡稱長照計畫），與民間力量通力合作，讓流

浪動物有更多機會安養終老。長照計畫一推出，

立即獲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的響

應，100年時，向動保處申請收容了47隻大型流

浪犬的長期照護，101年時，又再申請長期照護

156隻流浪犬；而多棻工作室也在101年申請認養

了20隻流浪貓；長照計畫不僅有效提升動物收容

所動物認養比例，也大大提升動物福利品質，成

效卓著。

流浪犬貓收容

動物收容所針對所收容的犬貓，有植入晶片

者積極協助飼主認領，逾期無主認領者，透過各

種宣導方式與民間動保團體協助認養，給動物找

一個新家，加強建立「養牠、愛牠、就不要遺棄

牠」正確的寵物飼養觀念。

歷經多年的努力已見具體成果，認領與認養

動物數每年超過2,500頭以上，自88年至101年
止，累計已認領養49,026頭；人道處置數目則逐

年漸減之中，彰顯社會大眾對動物的愛心與關懷

正在提升。

101年動物之家收容的6,063頭動物中，有

3,345頭獲得認養，並協助890頭犬隻由原飼主認

領，僅有813頭因重病、重傷、年老體衰或其他

特殊健康因素給予人道處置。

如何有效地增加動物認、領養數目與降低動

物遭到人道處置數目已然成為動保處一直亟待努

力的重要施政目標。

流浪動物管制及動物救援

動保處針對未依規定完成寵物登記、網路販

賣寵物、設置捕獸鋏及虐待動物等違法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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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派員至轄內寵物店、假日花市、運動公園等地

點執行動保稽察，101年執行1,089件（次），查

獲違規裁罰者52件。

成立動物保護警察

99年，臺北市議員提案要求市府增設動保警

察，以加強執行並嚴加查緝動保法違規事項。 9
月，郝龍斌市長依議會議決，指示動保處與臺北

市政府警察局合作，創全臺之先，任務編組成立

「動物保護警察」，執行動物保護勤務。初期由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的14個分局，每一分局甄選兩

名（計28人）偵查隊員警擔任種子教官，接受動

保法令專業訓練，平時留在原單位，若遇到個案

發生，則專責處理動保業務。動保警察訓練逐年

增加，截至101年，已增至120位員警完成「動保

法」的專業訓練。

據統計，101年接獲動保案件共1,055多件，

其中不乏貓、狗、雞、豬甚至是松鼠等動物的被

虐待案。虐待方式有下毒、腳踹、棍打、車撞、

灑強力膠、火燒、捕獸鋏等。

為減少虐待動物情事的發生，以往動保人員

在處理虐待動物案件時，受限於行政調查權，即

使聽到民宅內正發生虐待動物情事，也無法入屋

查處，如今兩單位合作，對動物保護違規案例查

緝工作有如虎添翼。

動保處自99年1月28日掛牌成立以來，持

續以流浪動物不再流浪、挨餓、受虐的精神為重

點工作，積極轉型為「動物救援、介入保護（管

制）、查察教育」，藉由統一事權來達到提升動

物保護與管理行政效率目的，促進人與動物和諧

共存關係，讓市民養成「尊重動物生命，保護動

物權益」觀念，並在有限人力下，執行最大的效

能，連續三年（100、101、102）榮獲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辦理全國「動物保護業務績效評鑑」

及「動物（犬、貓）收容、捕捉業務評鑑」雙料

「特優」，此等殊榮是全體市民的榮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每年辦理全國23縣市「動

物保護業務」及「動物收容捕捉業務」評鑑，

102年其評鑑項目包含動物保護業務的「寵物登

記績效」、「寵物業管理績效」、「執法及行政

績效」及「推廣犬貓絕育績效」四大項，與動物

收容、捕捉業務的「動物收容行政資源」、「收

容所管理」及「動物管制業務管理」三大項，競

爭十分激烈，「動物保護業務」評鑑部份，動

保處在「寵物業管理績效」、「執法及行政績

效」及「推廣犬貓絕育績效」三大項目，名列全

國第一，全國總裁罰185件，本市裁罰件數即高

達69件，遙遙領先第2名的29件，裁罰率佔全國

37.3%；「動物收容、捕捉業務」評鑑部份，動

保處則在「動物收容行政資源」及「動物管制業

務管理」項目，名列前茅。連續三年獲評定雙料

「特優」，足見臺北市對動物保護、收容、人道

捕犬任務的持續努力與付出，獲得高度肯定。

率先推廣街貓TNR  

解決街巷滋擾問題

為解決臺北市街貓引

起的噪音、跳蚤、疾病等衛

生及繁殖迅速數量激增等問題，動保處與動保團

體合作，於95年4月率全國之先推廣街貓TNR計

畫。

95年起在大安區、96年在大安區、士林區及

文山區，2年間共為272隻街貓進行絕育手術。經

委託調查，實施區域內居民有7成以上認為：街

貓TNR計畫有效改善生活品質及促進社區和諧。

有了正向的回應，動保處善用民間資源及志

工人力，自97年起編列預算補助合法登記的民間

團體執行街貓TNR計畫，申請補助的團體數及實

施的區域數均逐年增加，99年有12個行政區、超

過100個里，101年更超過200個里，佔全市456
個里的45%。

執行街貓TNR計畫，全部仰賴政府經費成效

畢竟有限。與動保處配合執行街貓TNR計畫的民

間團體，除了接受補助外，也開始自籌經費以擴

大執行效果。自95年至101年底，動保處共投入

1,557萬餘元經費，補助8,386隻街貓之TNR，各

民間團體亦自籌867萬餘元，自費執行4,771隻街

貓之TNR，合計13,157隻。

推行街貓TNR計畫，有效解決街貓滋擾街巷

問題，並使社區及街貓同時受惠。一般情況下，

可使流浪貓隻數目減少30%至40%，而個別情況

下更能減少高達70%。透過街貓TNR計畫為街貓

絕育的數目、個別地區街貓數量變遷、北市街貓

人道處置數字（較95年實施前減少928頭）、實

地視察及監察申訴數字的下降，均是街貓TNR計

畫成效的指標。

根據美國人道協會統計，具有繁殖能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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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貓平均1年生產3次，每隻懷孕母貓平均可生產

4~6隻小貓，平均1年可存活10隻，故動保處推動

街貓TNR計畫，至101年底已有效減少7萬隻幼貓

出生。

隨著計畫的擴展，動保處不斷對計畫成效及

社區支持進行檢討及監督，包括發展新系統用以

處理數據、追蹤領域位置、增加志工人手進行鄰

里領域巡查及排解糾紛；亦持續購置誘捕貓籠及

設施、晶片及除蚤藥供應志工所需。動保處期望

街貓TNR能夠持續發展，並且與各民間動保團體

更緊密地合作，一同改善街貓管理及福利事宜。

拯救臺北市野生動物  

療癒重返自然生活

對於部份人來說，臺北市

是座「水泥森林」；事實上臺北

市的野生動物種類豐富，包括超過86種鳥禽類、

19種哺乳類動物、55種兩棲爬蟲類動物品種，足

可滿足富研究精神的自然學家。

動保處從99年起承接拯救受傷和遠離原居地

的野生動物方面業務，至101年底總共收容6,158
頭的野生動物。其中約63%動物經檢視正常或經

療養康復後，放歸自然，重過野外生活。 

在接獲「野生動物受傷」通報時，動保處

動物救援隊往往是第一時間到達現場的人；處理

時以減少動物不必要的痛苦為最大準則，並為牠

們提供棲息處和照料。這些野生動物遇上的麻煩

通常是因人類引起，如被車撞到、飛撞玻璃窗、

被困於人造建築物，有些則是在遷徙時因氣候而

被迫降落，或因本身無法在物競天擇的環境下生

存。 

動保處在捕獲野生動物後，先進行評估，如

是受到重大創傷，要防止牠們再次受傷和受苦；

如有康復的可能，就近送去合約動物醫院接受治

療；另如有重症的保育類野生動物，多後送臺北

市動物園進行即時救傷、診療照護、暫時收容。

待等動物體能恢復，如為鳥類，則請社團法人台

北市野鳥學會依其生活習性於相似棲息地野放；

若為兩棲爬蟲類，則請臺北市立動物園收容；而

其他動物或外來種動物則請新竹市立動物園、屏

東科技大學保育類野生動物收容中心、國立宜蘭

大學動物科技學系、中興大學獸醫教學醫院等協

助收容。

自99年至101年，動保處總計轉交1,120頭
野生動物至後續收容中心協助收容，包括由蘇卡

達象龜以至絨鼠等44種不同品種。有些獲救的品

種例如杜梅瑞氏蚺和遊隼，已被國際自然保護聯

盟列為「瀕危品種」。 

從99年至101年底，動保處收容的3,900頭
的野生動物成功返回大自然，當中包括猛禽類動

物如大冠鷲、鳳頭蒼鷹，也有一些哺乳類動物如

山羌、穿山甲。這些成功案例表示，收容的野生

動物中大部分都能回歸自然，動保處在協助臺北

市野生動物重獲自由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專業關懷效率和諧  

嶄新的動物保護處

秉持全方位服務理念，提供動物

生、老、病、死、育、樂等各項產

業輔導措施，落實動物保護工作，

建立「人與動物優質和諧發展」的

社會大環境，打造對動物友善之城

市。

為因應臺北市經濟動物產業式微，加上少

子化、高齡化社會來臨，很多市民都把寵物當家

人看待，對於媒體報導動物虐待、救援、收容、

寵物食品衛生安全、寵物醫療糾紛及寵物新興服

務產業管理等社會爭議事件，民眾展現高度的關

切，也給了臺北市政府施政團隊越來越大的壓力

與期待。

臺北市為全國政經中心，無論在寵物產業與

消費市場、畜禽產品消費市場，以及野生動物進

出口數量上皆為全國首位，伴隨而來外來生物入

侵、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動物源頭管理及保護

與野生動物保育等工作益顯重要。

97年3月11日，郝龍斌市長在市政會議中重

申對處理流浪動物的重視，並明確指示相關單位

針對受虐動物的安置及保護研提具體解決方案，

同時針對權責單位─「臺北市動物衛生檢驗所」

組織編制與人力配置進行全盤檢討，以落實臺北

市政府保護動物之施政目標。

幾經市府內部縝密評核，達成共識：為統

合臺北市動物各項業務，建立權責統一的動物管

理機構，同意動檢所組織再造提昇為「處」級位

階，以統籌辦理臺北市動物保護業務。同時，承

接環保局之遊蕩犬貓捕捉業務，並將之轉型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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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救援業務，原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原建設

局)的保育自然資源、保護野生動物等項業務，也

一併承接，以統一動物事權。

99年1月28日，由「臺北市動物衛生檢驗

所」轉型升格為全國首建的動物保護專責機關

「臺北市動物保護處」，正式掛牌成立，由嚴一

峯所長升任首任處長。

成立後的動保處，共設置防疫檢驗組、動物

管理組、動物收容組、產業保育組及動物救援隊

等四組一隊，編制55人。

防疫把關  維護健康安全環境

為確保人畜健康與安全，進行畜牧場管理及動物疾病

防治，加強防範境外移入動物傳染病。辦理各項宣導

活動，引導市民共同營造安全生活環境，維護健康城

市的形象。

60多年前，臺北市轄區內存有許多農、牧

場與飼養農戶，42年成立的「臺北市家畜防疫

隊」，正是臺北市最早的動物疫病防治單位，也

是臺北市動物保護業務工作最早的行動。

傳承60年　任務與時俱進

隨著時代的推演，在都市化的進程中，農

牧產業因結構改變，機關的銜稱從最早期的「臺

北市家畜防疫隊」，歷經四次變更：「臺北市家

畜疾病防治所」、「臺北市家畜衛生檢驗所」、

「臺北市動物衛生檢驗所」，至99年改制升格

為「臺北市動物保護處」。每階段業務隨需求調

整，但「防疫檢驗」始終是機關的重點工作之

一，傳承至今逾60年。

動保處防疫檢驗組任務在於經濟動物的防疫

保健、獸醫公共衛生檢診的推展。隨著消費者意

識及健康養生觀念提升，市民對食品衛生逐漸重

視，動保處堅守為畜產品衛生安全嚴格把關，加

強動物用藥品及飼料的管理，透過宣導、稽查、

充實檢驗設施及強化檢診能力，提供市民最適切

的服務與保障。

隨著動物保護意識抬頭，加強寵物食品的檢

驗，確保衛生安全的品質外，逐步建立動物虐傷

及非疾病死亡的鑑識作業標準及檢驗技術，提供

調查所需相關事證，以有效遏止虐傷動物的犯罪

行為，逐步達成建立臺北市為動物友善之都。

跨單位合作  建構防疫網

臺北市逐步發展成為都會化的國際型城市，

農業用地面積不大，畜牧業經營多為小型牧場，

飼養動物頭數有限。隨著國際間交通發達，兩岸

三地商旅交流頻繁，大陸農產品走私事件時有所

聞，加上氣候環境的變遷，許多跨物種、新起的

高危害性動物傳染病，仍有伺機入侵臺北市的可

能，疫情的把關不容忽視。

因應不斷變異的病毒，臺北市政府跨局處組

成疫情緊急應變小組，制定重大惡性動物傳染病

防治計畫，模擬各項動物疫病進行實務演練，處

理大量的病材採樣、疫苗注射等工作。如每年進

行4,000件鳥禽排遺檢體採集送驗，以監測高病原

性禽流感；全市設置208個狂犬病預防注射站，

已完成80,000隻畜犬狂犬病預防注射工作。

動保處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指導下，共同辦

理全國動物疫病監測工作，包括：協助辦理犬隻

狂犬病血清抗體監測及嫌疑狂犬病犬隻腦組織病

性鑑定監測，並為市民提供犬心絲蟲、犬艾莉希

體、犬萊姆病、馬型艾莉希體、弓蟲等病症血清

抗體之檢測與動物疫病解剖鑑定診斷等服務。

配合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建構的「全國

聯合動物傳染病防疫網」，動保處建立了「動物

傳染病防疫網及緊急應變機制」，及時提供動物

疫情、病因、死亡率等各項診斷檢測服務。兩者

的合作，分別在全國、地方的動物傳染防疫發揮

效能，達到動物疫病全臺聯防目標。

從動保處的防疫業務，到市府跨局處應變小

組、與行政院農委會合作，進行全國性的防疫工

作，建構動物傳染病防疫網，為民眾打造安心、

健康生活的城市與環境。

全民努力　杜絕狂犬病

狂犬病是全球死亡率最高的人畜共通傳染

病之一，人類致死率高達100％，所有的溫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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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犬、貓、蝙蝠、駱駝......等，都有機會

受到感染，疫情一旦爆發，就很難徹底根絕，事

前的防疫措施尤顯重要。值得慶幸的是，臺灣是

全球少數狂犬病非疫區國家，為維護並保持狂犬

病零發生淨土的美名，確保人畜生命安全，提升

疫苗注射率一直是動保處努力不懈的防疫工作。

臺北市民飼養犬、貓與各種寵物數日益增

高，臺北市犬、貓狂犬病施打率雖逐年提高，但

仍有持續加強宣導的空間。動保處透過校園、鄰

里等管道，進行狂犬病以及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宣

導，並在各區里公園主動出擊，辦理犬貓疫苗注

射稽查。94年間曾辦理「臺北市狂犬病防疫論

壇」，探討如何有效面對狂犬病的威脅。

雖自50年起，臺灣列為全球少數狂犬病非

疫區國家之一，但近年來國際交流頻繁，國內外

寵物輸出入頻仍，為預防狂犬病發生，特別呼籲

飼主應定期為畜犬施行預防注射，懸掛識別犬頸

牌。若未辦理者可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例」規

定，處以新臺幣1萬元至5萬元之罰鍰。

為寵物注射防疫是每一飼主的責任，民間

動物醫院更積極扮演推廣功臣，主動協助完成疫

苗的注射。唯有透過民眾、民間團體與政府間的

共同合作，才能維護臺北市所有市民與動物的健

康，維持狂犬病零發生的安全環境。

採樣監控  防堵禽流感

病原性禽流感是一種家禽流行性感冒，病毒

自然存在於鳥類的消化道中，病毒型繁多，依病

禽的死亡率可分為高病原性及低病原性兩類，一

般低病原性病禽不會發病，不會造成危機。若是

高病原性禽流感爆發，將導致高達8成以上的家

禽死亡率。

原始的禽流感病毒並不會傳染給人類，但自

西元1997年香港爆發首樁高病原性H5N1型禽流

感病毒由鳥傳人致死的案例之後，這種病毒血清

型禽流感也被列為人畜共通的傳染病之一。

93年初，臺灣曾出現家禽感染禽流感的案

例，臺北市家禽批發市場也曾驗出帶有H5N2病
株的雞隻；經過十分辛苦、驚險的清除工作後，

所幸最終平和落幕。雖然當時的疫情，並未帶來

嚴重影響，但仍然是臺北市防疫工作的一次震撼

教育。

為有效監控與預防禽流感的發生，動保處針

對家禽、鳥類聚集的場所，如自然公園、社區公

園、批發市場、商店等地方，定期且密集的進行

採樣檢驗，列管2處自然公園、1處批發市場、20
處公園，與30處禽鳥商店區，採樣送驗以H5N1
與H5N2兩種病毒為主。

動保處派遣防疫人員全年定期在上述各地

點循環輪流採樣，每週6-18人次赴臺北市各售鳥

園、禽鳥戶及公園等6-9個採樣監測點採集樣本送

驗，並委託國立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在關渡自

然公園、家禽批發市場等92個地點設置採樣監測

點，辦理禽流感採樣監測，以確保禽流感疫情的

控制與預防。

每年10月到隔年4月是候鳥過境臺灣的高峰

期，動保處委託臺北市野鳥學會針對關渡自然公

園與華江雁鴨公園進行候鳥排遺檢體採集，送至

農委會的家畜衛生試驗所進行檢驗。令人慶幸的

是，至今為止，尚還未有檢驗出高病原性家禽流

行性感冒病毒。

對於從事禽鳥相關第一線的行業如：養禽

戶、禽鳥店、家禽批發市場的從業人員等，動保

處透過訪查進行衛生教育的宣導，並且隨時提供

家禽流行性感冒防疫資訊。

另外，臺北市政府還建立了跨局處通報體

系－「臺北市高病原性家禽流行性感冒（HPAI）
監控、預警及通報作業流程」，以及「臺北市動

物保護處惡性動物傳染病緊急防疫作業程序規

範」兩種，專門處理緊急、重大的疫病事件。

畜牧產業　加強防疫管理　

為確保人畜健康與安全，動保處持續辦理畜

牧場的管理、動物疾病防治，不定期派員訪查畜

牧場，檢查場內的動物傳染病防疫措施，並配合

境外移入動物傳染病的防範。

在加強畜牧業登記管理方面，包含：推動畜

牧產業登記管理、建構動物飼養農戶衛星定位系

統資料庫、經濟動物的疫情採樣，以及臺北市畜

牧業農情調查；並建立疫情爆發管控、動物限制

移動、預防注射追蹤等即時通報能力。透過上述

方法的執行，確實掌握臺北市內畜牧產業的疫情

全貌。

在動物福利的推行方面，除了定期舉辦畜牧

產業、動物疫病防治講習及衛生教育宣導，其中

包括安全用藥與適當飼養環境，並強調經濟動物

生命福利的重要性之外，更透過定期追蹤檢查，

要求業者落實動物疫苗注射、畜牧場自衛防疫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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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斃死動物妥善處理工作，以建構畜牧產業的

安全防護網。

境外移入動物　追蹤檢疫　

隨著都市國際化與產業物流的快速發展，

動物的防、檢疫工作除了本土疫病的防治外，境

外移入的動物傳染病更直接攸關全國民眾的生活

安定與生命安全。目前臺灣仍為全球少數狂犬病

非疫區國家，更突顯臺灣地區整體防疫網的重要

性。

在全球化的浪潮下，臺北市與國際城市間互

動益加頻繁，進口動物的種類、數量亦漸增多，

其中絕大多數為犬隻，提高了狂犬病病毒跨國散

播的風險，動保處對進口動物採取嚴謹的篩檢措

施，多管齊下確保疫情不發生。

進口動物必須檢疫合格、經過行政院農委

會核准後，才得以進入國內。為掌握全臺北市進

口動物的健康狀況，確保不受病毒疾病威脅，對

於飼主設籍於臺北市的進口寵物進行追蹤檢疫。

來自疫區的動物，則先行強制隔離檢疫。來自非

疫區的寵物，就近透過轄區內的動物醫院協助檢

疫，將檢疫報告提繳動保處。

為寵物飲食安全把關

面對消費意識抬頭及健康養生的要求，市民

對食品衛生逐漸重視。動保處率先將寵物食品管

理納入臺北市自治條例，透過抽查上架商品、受

理檢舉消費爭議等工作，確保寵物食品安全。近

年來，檢驗業務擴及於經濟動物、寵物的飼料管

理與動物用藥、抽驗進口飼料的成分、稽查不法

販賣飼料業者等，以杜絕所有動物疫疾入侵臺北

市，保障民眾健康。

動物飼料如摻入對動物健康有害的物質如：

黃麴毒素、塑化劑、大腸桿菌等，對寵物會造成

一定程度的危害。如果餵飼的對象是經濟動物，

體內殘留的毒素物質將衍生對人類健康產生更大

危害，因此動保處對於動物用飼料的管理，不敢

掉以輕心。

替親密如家人的寵物選擇安全飼料，是每位

飼主的權利與義務。動保處為替寵物食品安全把

關，不定期派員至轄區內賣場、寵物用品店、動

物醫院抽購寵物飼料、零嘴等商品，進行寵物食

品衛生安全送驗；如果檢測出成分與產品標示成

分不符，或涉有違反商品標示法者，即移送主管

機關辦理。

查緝動物偽禁劣藥品

動保處辦理動物用藥品輔導管理、動物用生

物藥品查驗。對於市售及網路販售動物用偽禁劣

藥品進行不定時稽查。透過動物用藥品宣導、定

期申報及有效查緝，追查違法動物用藥品之來源

及流向等手段，杜絕動物用藥品違法濫用與藥物

殘留。

在飼料管理部分，藉由飼料輸入製造及販賣

許可證件核發，取締逾期使用證照或不當標示之

業者、加強飼料抽查及宣導，消滅黑心商品，確

實維護畜禽水產品食用安全與人體健康。

隨著網路發達，許多民眾圖方便直接在網路

上販售寵物藥品，殊不知此種行為已經違反「動

物用藥品管理法」，經查獲將處以9萬元以上的

罰鍰，動保處加強法令宣導，避免不知情民眾觸

法得不償失。

臺北市的綠寶石  關渡

自然公園 榮獲國際最

適宜居住社區獎'

101年12月，「國際最適宜居住社區獎」

（LivCom Awards: The International Awards for 
Liveable Communities）競賽結果揭曉，臺北

市有4個案例獲得LivCom Awards獎項，包括：

關渡自然公園、花博新生三館獲得「個案類銀

質獎」，糖廍及白石湖社區獲得「全市類銅質

獎」。這4個獲獎案例，各自展現臺北市在環境

保育、綠建築、古蹟再生、社區再造的精彩工作

成果。

LivCom Awards於86年（西元1997年）開

辦，由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支持，是目前全球唯一

全面倡導環境管理和宜居社區建設的地方社區國

際競賽，主要獎項分為：Whole City Award（全

市獎）及Project Award（個案獎）及Bursary 
Award（補助獎）。在強調資源珍貴、環境永續

的21世紀，現代科技化的高樓建築群，不再是城

市進步的唯一指標，注重環保、訴求人與自然共

存共榮的居住環境，成為世人共同嚮往的目標。

LivCom Awards的評選標準包括：自然人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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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在地特色文化的保存、環保創新措施、

社區公眾參與及賦權、策略性規劃及未來展望

等。

關渡自然公園於90年由臺北市政府提撥經

費徵收私有土地建置完成，委託「社團法人台北

市野鳥學會」負責經營管理，99年1月28日起，

由升格成立的動保處接續監督輔導，適時給予支

援。

關渡自然公園是臺灣第一個經由政府徵收土

地而保留並整治、塑造的自然生態濕地環境，也

是第一個由政府與人民團體共同合作經營管理的

自然公園，更是臺灣第一座榮獲政府認證的環境

教育設施場域。90年開園以來，至100年8月累積

已超越100萬民眾入園。

維持珍貴的自然景觀

佔地57公頃的關渡自然公園，每年有超過

80種約8千隻的候鳥與過境鳥在此相遇，包括了

多種聯合國公布瀕臨絕種的鳥類如黑面琵鷺、

白琵鷺與東方白鸛等，是國際鳥盟（Birdl i fe 
I n te r na t i ona l）評定的重要野鳥棲息地 IBA
（Important Bird Area）。園區提供民眾專業環

境教育服務與生態環境保育工作，平均每年超過

12萬民眾前來拜訪，其間包含每年3萬名到此辦

理戶外教學的學生。

除了每年配合多個研究機關與大學進行環境

監測與棲地管理工作，關渡自然公園管理處並透

過專業志工的協助，每年進行32次的鳥類資源、

24次的昆蟲調查、24次的底棲生物調查工作、6
次水質檢測工作來監測環境狀況。動保處每年定

期召開2-3次專家顧問會議來確保生態的健康與多

樣性，根據監測資料與專家委員會的建議，每年

進行相關生態保護工程。

自然與人文和諧共存

關渡自然公園與當地的國小、國中、社團合

作辦理相關文化活動，由當地耆老指導學生瞭解

家鄉的傳統文化，並且實際種植水稻田。     

94年起，園區每年辦理自然裝置藝術活動，

以自然的素材、友善環境工法與無限的創意創作

大型作品，這些取自大自然素材完成的作品會在

6至8個月後自然分解成自然的元素或養分。社區

居民也可以透過工作坊創造自己的自然藝術品。

除了與國內、外保育團體學術交流外，更透過自

然及綠色環保生態之融入，創造出自然與人文、

藝術景觀之結合，把臺北市推升至國際舞臺。

維持完整自然生態風貌

88年關渡自然公園成立之前，據調查統計，

當時的度冬鳥類總數約2,000隻，99年園區成立

後至100年短短兩年間，維持6,000-8,000隻候鳥

前來園區棲息。這是關渡自然公園環境保育與教

育的具體成果。

在環境保育上，園區落實分區管理。70%以

上的面積劃為自然保護區，設立人工濕地，透過

人工濕地淨化水質，改善水域生態環境。設置河

川攔污設施，減少都市廢棄物對於濕地的影響。

逐年進行太陽能與相關節電設施汰換，減少對傳

統能源的依賴，持續進行生態監測與環境改善工

程，以確保環境的永續利用。

必要的開發與利用，則佔整體面積不到

10%，以維持民眾休閒遊憩與教育學習的最大空

間。

關渡自然公園透過對環境的調查監測，改善

濕地環境的健康狀況，並且適度運用生態工法改

善環境，設立多項水質改善設施來確保環境的健

康與生物多樣性。

在教育層面上，關渡自然公園設計20幾種不

同的教育活動項目，讓市民親自體驗生態保育。

同時前往學校、社區辦理講座與教育活動，以深

耕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的觀念。

關渡自然公園自90年成立以來，每年10-11
月舉辦臺北國際賞鳥博覽會，定期辦理鳥類保育

等相關觀念主題的國際性活動，邀集國外保育團

體與國內志工、民眾交流，已成為國內生態保育

界的大事。

貼近自然享受健康好去處

每天清晨五點起，就有附近居民來到園區運

動、散步，享受最悠閒的環境。園區每年提供各

種不同的環境教育活動，讓居民從多元教育活動

中認識大自然、體驗大自然。這樣的成果，讓關

渡自然公園在100年榮獲臺灣第一個經認證的環

境教育場域的殊榮，也成為其他單位申請環境教

育場域最佳的學習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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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  和諧共生的動物福利時代

臺北市從57年改制為直轄市以來，都市化

的社經結構不僅僅改變了市民居住環境的外在樣

貌，深深影響了社群與人際互動的形式，人與動

物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也起了微妙的變化。近半個

世紀間，層層的、漸次的、多元的交融與蛻變，

畜養的經濟動物已然走出都市居民生活圈，而另

一方面，飼養的寵物搖身一變成了家中的重要成

員。

動物問題，成了政府施政項目中不得不面

對的課題，尤其87年「動物保護法」公布施行

以後，有關動物權、動物福利、動物的生老病死

醫育遊…等相關問題的管理有了法源依據。12
年來，臺北市動物之家增建狗舍貓舍、迎風狗運

動公園的闢建、街貓捕捉絕育回置（TNR）、動

物救援隊成立、動物保姆計畫、流浪動物長期照

護計畫、動保警察的成軍等，無一不在落實動物

保護法的精神，都受到社會極高的評價，許多創

新做法已為其他縣市所仿效；而原本以技術服務

為主的「臺北市動物衛生檢驗所」，也因應於99

年升格、轉型為以管理服務為主的專責機構「臺

北市動物保護處」。「臺北市動物保護處」的成

立，揭示了國內動物福利時代的來臨。機關成立

的四大策略目標是：健全完善動物管理、保障人

與動物健康、開創動物產業新局、營造永續動物

環境，除強化臺北市原有動物防疫、檢疫的功能

外，進而整合動物管理與服務業務，朝前瞻、友

善、和諧的方向推動。

轉型、升格，顯示業務日益重要；業務性質

轉型，可以想見單位歸併整建的複雜過程；面對

具有「生命」的各類動物問題，管理的思維必須

多一些人道考量與柔軟度；尊重生命，建立與動

物和諧共處的環境…。凡此種種，既是動保處成

立的宿命，也是挑戰的開始。

動保處成立四年來，從跌跌撞撞到軟硬體

規模初具，還有許多可以進步的空間，是各地方

政府據以觀摩、仿效的目標，這也是我們兢兢業

業、力求創新、進步的動力，回首60年來，臺北

市民與動物關係的演變、動物管理轉型、業務規

模日增，足以串連成一部專屬臺北市民與動物互

動倚賴的感人詩篇，每一市民都是其中要角，政

府各級首長及工作同仁更是引領劇情發展的重要

推手，在每一蛻變階段成就當時應有的任務。



中化藥訊76期•2014•第一季     13

緣起

自2012年初開始，伴侶動物獸醫師在執行

業務治療動物時，因為動物專用藥物不足而使用

人用藥物，因為不符現狀以及國際慣例，在法規

限制之下引發一連串的爭議。本人現擔任台北市

獸醫師公會理事長和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聯會

副理事長，已具有25年資歷的臨床獸醫師，躬

逢其盛多次參與這件爭議事件的大小會議，本次

受到中化藥訊邀稿針對此一爭議事件發表看法。

在此特別感謝中化藥訊編輯群。

獸醫師依照執行業務對象動物不同區分為2
大類：一為經濟動物獸醫師，另一為非經濟動物

獸醫師也就是伴侶動物獸醫師(本文以下所稱之

醫師均為此類獸醫師)。顧名思義，經濟動物係

指此類動物將來成為人類蛋白質來源或是相關食

物、副食品、用品的動物，例如：家禽類、豬、

牛、羊、水產類…等。爰此經濟動物獸醫師執行

業務的大原則為：預防重於治療，一旦感染疾病

勢必會有經濟效益考量而將成本因素考慮在內。

此外，因為經濟動物大多數將成為人類食物，所

以在使用藥物時格外嚴謹，確實遵守不可使用對

人類有傷害的藥物、要遵守停藥期…等規範。

相對而言，伴侶動物(Companion animal)
在現代社會家庭中地位不斷提升，已成為家庭中

一分子，其重要性已不可同日而語，救治毛小孩

往往是不計成本的醫治。臨床醫師面對伴侶動物

診療時也更加格外小心謹慎！因為寵物主人的重

視及醫療技術相關配備提升之下，伴侶動物平均

壽命也一直提高，以犬貓為例，平均已達14-15
歲。導致高齡性疾病已占獸醫師平日診療工作

的大部分。據統計目前全台灣有1,600家伴侶動

物醫院(附件一，國內動物醫院VH家數統計)，
從事的獸醫師已達3,500位左右，占全部登記獸

醫師之62%。而服務的犬貓類頭數已有220萬隻

(附件二，歷年全國縣市別之家狗家貓飼養頭數

台北市獸醫師公會  楊理事長靜宇

調查資料)。

爭議事件始末

2012年元月，新竹台裕製藥公司在衛生局

的年度查核過程中，發現公司出貨單裡有販售

給動物診療機構(葡萄糖及林格氏液等點滴劑)的
紀錄，當場被查核人員因違反藥事法第50條：

動物診療機構非可銷售對象…因而台裕公司遭

受記缺失及罰款的處分。此一事件迅速在各藥

廠(進口商)傳播開來，引發多家藥品製造和進口

廠商為了怕被處罰而不敢把藥品賣給獸醫院；

在之後的數月當中台灣的臨床動物醫院普遍發

生了一些藥品短缺、訂不到藥品的危機。

此時，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以
下簡稱獸醫師全聯會)以及各地區的公、協、學

會均體認到此一事件的嚴重性，遂展開一連串

的爭端解決行動。此等自救的行動當中，除了

建議修改獸醫師法和動物藥品管理法之外也包

含有建議衛福部(當時溝通單位為衛生署食品藥

物管理局TFDA，當時局長為康照洲局長)修改藥

事法第50條，將非經濟動物診療機構可納入販

賣對象。

沒想到此一單純出發點為解決用藥問題的

建議，甚至於也拜訪位於民權東路上的中華民

國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以下簡稱藥師全聯會)，
冀望透過溝通取得共識尋求支持，但是卻遭到

藥師全聯會誤解…因而引發了所謂獸醫師VS藥
師的爭辯事件。

政府主管機關的處理應對辦法

爭議開始的時候正逢立法院在修訂--動物

保護法修正案，農委會 陳主任委員保基與立法

委員蘇震清、蕭美琴、陳其邁…等委員協商，

將非經濟動物(伴侶動物)獸醫診療機構，在診療

伴侶動物診療與使用醫代動
(人用)藥物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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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如果動物用藥不足時，基於動物保護和

動物福利(Animal Welfare)以及就醫權利(解決其

肉體及精神上之痛苦)，可以使用人用藥品的法

條，增列入動物保護法第11條條文內，同時也

在第33條修正罰則。

2013年4月在立法院由陳其邁、蕭美琴委

員所招開的公聽會中，當時TFDA 康局長曾經

親口承諾：動保法修法之後，TFDA就可以依法

開放人用藥品販售給動物診療機構使用…如今

組織再造，局長更換，所做的承諾是否依然有

效，有賴主事者智慧解決。

感謝數位關心動物健康和福利的立法委員

繼續在立院支持獸醫師團體，像是： 王育敏委

員、陳其邁委員、蘇震清委員、蕭美琴委員、

陳學聖委員、江惠貞委員、蘇清泉委員…的協

力幫忙之下，於今年的1/16和2/12日在立法院召

開公聽會決議：動保法尚未修訂前讓衛福部同

意放寬由農委會防檢局所提列的400多項藥品能

夠販售給動物診療機構解決缺藥的燃眉之急。

伴侶動物用藥的國際現況

本 人 代 表 台 灣 參 加 世 界 小 動 物 醫 學

會  ( W S AVA )和亞洲小動物醫學聯盟協會 
(FASAVA)，在詢問大部分會員國之後發現：

日本、香港、新加坡、歐盟、美國、英國…獸

醫師使用人用藥物基本上都是被認可的；甚至

於對台灣所面臨的用藥問題都表示相當匪夷所

思；以美國為例，美國飼養狗狗頭數有7,500
萬隻，貓咪有8,200萬隻，合計有1億5,000多
萬隻，即便是如此眾多的飼養量市場規模之

下，仍約有高達70%左右的醫療藥物是使用人

用藥物，而鄰近的日本，狗貓總數有2,100萬
隻，也有用到68%的人用藥品，反觀台灣，狗

貓類總頭數為220萬隻，因市場規模太小，許

多藥廠或是進口商在成本效益考量上也不願生

產/進口伴侶動物專用藥。

台灣目前動物醫院治療及用藥概況

如前所說，台灣目前因為飼養寵物觀念以

及醫療技術不斷提升；寵物平均壽命也一直向

上提高。反映在市場上的結果就是高齡化衍生

的疾病增加。例如：腫瘤、腎衰竭、心臟循環

系統疾病、內分泌疾病、白內障、青光眼…。

依照去年(2013)台大動物醫院、台北市獸醫師公

會和台北市動物保護處所做的台北市家犬10大
死亡原因調查顯示：家犬死亡原因前三名依序

是─腫瘤、心血管疾病、腎衰竭。

上述所提到的前三名疾病幾乎全數都是

使用人用藥物在治療，其中有：點滴劑、利尿

劑、降血壓藥、腫瘤化療用藥、離子平衡藥、

腹膜/血液透析(洗腎)用藥、抗生素、麻醉止痛

藥、治療藥…用量不大但是卻屬於不可或缺的

救命藥物。

此外，一般常用的皮膚病用藥、抗組織

胺、黴菌用藥、呼吸系統藥、消化系統藥、眼

科用藥、骨科用藥、神經系統藥、外科手術用

藥…種類非常多。總之：伴侶動物所需要的用

藥非常廣泛，但是用量卻並不大。台灣地小人

稠，飼養的寵物大多為中小型犬，體重大約在

10公斤以內，若使用抗生素而言，10公斤體重

狗狗每天服藥2次，至多也是用500MG的抗生素

1顆而已，亦即犬貓的使用量很少。

處理對策(解決方法)

依照本人淺見解決伴侶動物使用人用藥物

的問題可以區分為近程和遠程二途徑解決：

近程方法

加速通過動保法修正案，讓法律保障臨床

獸醫師購買以及使用藥品的權利，合法取得藥

品。現階段的權宜之計由主管機構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防檢局)以正面表列的方式，將使用藥

品清單函送衛福部經審核無虞之後再公布於防

檢局網站，讓藥商及獸醫院有所依循。眾人皆

知，獸醫技術與用藥日新月異，公布的清單並

無法全面涵蓋臨床所需，乃寄望主管機構能夠

盡快修法，確實保障獸醫師面對動物的用藥權

利。

此外，礙於獸醫專用之新藥和進口藥，完

成進口或製造許可證登記費時長久，有些藥品

在國外已經販賣達10年以上，無任何副作用報

告，但是在台灣登記平均常需要2-5年之久，很

多藥商根本不想在台灣申請輸入許可，也因此

間接造成對於人用藥品的依賴度。乃建議主管

機關加快以及簡化藥品登記流程，讓廠商有意

願辦理動物專用藥物進口，以紓解動物用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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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

遠程方法

建議參照國外美日用藥制度，由食品藥物

管理署統合管理人用藥以及動物用藥。單一機

關統一管理如此可以避免本位主義延宕和增加

政府效率。

另外，將獸醫師用藥之法源寄放於動物保

護法當中，從立法本意來看並不妥適，應該直

接修改藥事法或是獸醫師法才是正本清源的做

法。因此呼籲立法諸公從長遠的角度來思考，

修改上述二法之一才是上策。

附件一、國內動物醫院VH家數統計

各縣市VH家�統計表 102.03.22

縣市別 VH家數 備註

基隆市 20

新北市 247

台北市 227

桃園縣市 117 中壢34、桃園市43

新竹縣市 44 新竹市31

苗栗縣市 18 苗栗市9

台中市 215

彰化縣市 58 彰化市17

南投縣市 21

雲林縣 55

嘉義縣市 68 嘉義市44

台南市 188

高雄市 240

屏東縣市 60 屏東市32

台東縣市 5

花蓮縣市 17

宜蘭縣市 17

澎湖縣 2

總計 1619

資料來源：各縣市(含五大都會區)獸醫師公會。

結論

政府每個機關都有各自的權責考量和監督

的責任。獸醫師們都明白法律規範，動物診療

機構購買/使用人用藥品(以現實面來說已經是

行之有年)的後端藥品流向管控是主管機關關切

的一件事，相信大多數的獸醫師們均會本著良

知以及專業技術為不會說話的毛小孩治療疾病

恢復健康，撫慰主人焦急的心情。只要規範清

楚，本人相信獸醫師們絕對會遵守，也會杜絕

藥品濫用疑慮，此乃人類及動物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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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歷年全國縣市別之家狗家貓飼養頭數調查資料

年度 全國總戶數 養狗總戶數 養狗家庭比例 每戶狗數 全國總狗數

2001 6,750,837 1,134,141 16.80% 1.49 1,790,179

2003 7,005,481 1,085,840 15.50% 1.48 1,355,213

2005 7,204,891 900,611 12.50% 1.54 1,131,374

2007 7,389,326 1,033,767 13.99% 1.55 1,321,438

2009 7,668,058 1,028,290 13.41% 1.50 1,271,920

2011 1,241,910

年度 全國總戶數 養貓總戶數 養貓家庭比例 每戶貓數 全國總貓數

2001 6,750,837 210,576 1.80% 1.71 171,157

2003 7,005,481 246,596 2.20% 1.71 217,081

2005 7,204,891 216,756 2.19% 1.67 217,049

2007 7,389,326 248,713 2.76% 1.67 280,638

2009 7,668,058 214,706 2.80% 1.59 281,600

2011 302,846

資料來源：農委會委託台大費昌勇教授調查資料(每2年統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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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的防疫

國立臺灣大學 獸醫專業學院 獸醫學系 教授 費昌勇博士

一、 狂犬病疫學概述

狂犬病是一種病毒性疾病，屬於棒狀病毒

科(Rhabdoviridae)麗莎病毒屬(Lyssavirus)。本

屬共有14種基因型，狂犬病是基因一型，基因一

型之內又有很多株(strain)，如犬株、浣熊株等。

無論是哪種株，凡屬於基因一型者，都屬於狂犬

病，可以跨物種感染所有之溫血動物。狂犬病分

成：(1)都市狂犬病與(2)野生動物狂犬病二大類。

前者主要是狗型(犬株)狂犬病毒在寵物圈流行；

後者主要是其他之野生動物病毒株在野生動物中

流行。歐洲與北美等富國，大多沒有犬株狂犬

病，主要是浣熊、臭鼬等野生動物之病毒株，發

生在森林，對人類沒有壓力；在中南美、非洲、

印度等窮國，主要是犬株發生在都市中的犬、

貓，故死亡人數多，日常生活中隨時會有被感染

之心理壓力(WHO資料)。台灣之鼠類、狗被鼬獾

跨物種感染是正常(意料中)之事，大家不要過度

驚慌。重要的是不要讓野生動物病毒進入都市！

作法：只要犬貓通通打疫苗，就可以建立防火

牆，將狂犬病疫情封鎖在都市之外。

感染過程

如，自然的感染是靠咬，因此傳播速度慢。

病毒藏在病畜之口水內，從咬的部位循神經上行

往腦前進，當到達腦後即大量增殖，然後再循下

行神經至各器官及唾液腺，於唾液腺中再增殖，

病毒主要是透過唾液傳染被咬的動物；除了咬，

病毒亦可由唾液透過舔之動作入侵傷口、黏膜而

建立感染。人在感染本病之後潛伏期之變異甚

大，主要是視咬的部位、病毒量、被咬者之免疫

反應而定。原則上，被咬之部位越近腦，發病越

快，一般之潛伏期為3~8週，但也有潛伏數年後

才發病，或發生急性腦脊髓炎猝死，連醫生都未

發現是狂犬病，以至於2005年美國醫師將帶狂犬

病病毒之器官移植給另四個人，結果此四人通通

發生狂犬病死亡。

保毒動物與病毒株

何謂保毒動物？錯誤的觀念是：[該動物不

發病，但會散佈病毒。] 事實上，所有之溫血動

物在感染狂犬病時，病毒必須在腦中繁殖後，唾

液中才會有病毒，因為病毒已經進入腦，故該動

物必定會死！保毒動物因為族群數大且繁殖力

強，死不完，可以一直從該族群中散佈病毒，故

稱為保毒動物。常見之保毒動物有六種：蝙蝠、

狗、獴、狐狸、臭鼬、浣熊，各有其基因型(株
strain)。大陸學者最近在病毒學雜誌提出鼬獾是

第七種保毒動物，目前尚未被國際正式承認。一

般肉食目動物因為牙齒尖利，在感染狂犬病後再

去咬其他動物時，咬的傷口很深，就會將病毒傳

給(感染)下一個動物。流行病學上，中型食肉目

動物是重要之病媒，為何是中型肉食動物而非大

型或小型肉食獸？此涉及族群之繁殖率、數量、

分布、食性、感染過程等。人牛羊豬馬當被病媒

咬到也會發病，但因為牙齒平坦，且不擅長咬(本
性也不具攻擊性)，不會將病毒傳出去，故在流行

病學上被稱作終死動物(dead end)，故一般牛羊

豬馬不打疫苗，因為不會傳出去。但貴重之馬、

種畜、動物園中之動物，或瀕臨絕種之動物，視

其重要性，也都可以打狗用疫苗予以保護。

防疫要針對保毒動物

在貓與狗都處於狂犬病流行之都市裡，若

狗的疫情得到控制，貓的疫情自然會消失。反

之，貓的疫情若被控制，狗的疫情不會消失。

(WHO Geneva June 1987. VPH/83.43 Rev. 1, 
p. 1. 29)。因為狗是保毒者，貓的感染是來自狗

(狂犬病沒有貓株)，故防疫要抓病毒源頭方可成

功控制。工作上有感染之風險者，如動物保護

員、獸醫師、動物檢疫官、動物美容師、山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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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美國與波多黎各自 2002 年至 2012 年人類狂犬病病例資料(主要是蝙蝠咬/接觸) 

症狀開始日 死亡日期 發生地點 年齡 性別 暴露因子 病毒變異型

2002/3/8 2002/3/31 加州 28 男 不明 Bat, Tb

2002/8/21 2002/8/31 田納西 13 男 接觸感染 Bat, Ps

2002/9/14 2002/9/28 愛荷華 20 男 不明 Bat, Ln/Ps

2003/8/23 2003/9/14 加州 66 男 咬傷 Bat, Ln

2004/4/27 2004/5/3 阿肯色 20 男 咬 傷 ( 器 官 捐
者) 

Bat, Tb

2004/5/25 2004/5/31 奧克拉荷馬 53 男 肝臟移植 Bat, Tb

2004/5/29 2004/6/9 德克撒斯 50 女 腎臟移植 Bat, Tb

2004/6/2 2004/6/10 德克撒斯 55 女 動脈移植 Bat, Tb

2004/5/27 2004/6/21 德克薩斯 18 男 腎臟移植 Bat, Tb

2004/10/12 存活 威斯康辛 15 女 咬傷 Bat, 不明

2005/9/27 2005/5/27 密西西比 10 男 接觸感染 Bat, 不明

2006/5/4 2006/5/12 德克撒斯 16 男 接觸感染 Bat, Tb

2006/9/30 2006/11/2 印地安那 10 女 咬傷 Bat, Ln

2007/9/19 2007/10/20 明尼蘇達 46 男 咬傷 Bat, 不明

2008/3/16 2008/3/18 加州 16 男 咬傷(墨西哥) Fox, Tb-相關

2008/11/19 2008/11/30 密蘇里 55 男 咬傷 Bat, Ln

2009/2/25 存活 德克撒斯 17 女 接觸感染 Bat, 不明

2009/10/5 2009/10/20 印地安那 43 男 不明 Bat, Ps

2009/10/20 2009/11/11 密西根 55 男 接觸感染 Bat, Ln

2010/8/2 2010/8/21 路易斯安那 19 男 咬傷(墨西哥) Bat, Dr

2010/12/24 2011/1/10 威斯康辛 70 男 不明 Bat, Ps

2011/12/3 2011/12/19 南卡羅來納 46 女 不明 Tb

2011/12/--- 2012/1/--- 麻薩諸塞 63 男 接觸感染 My sp

註1： 蝙蝠學名 Dr = Desmodus rotundus. Ln = Lasionycteris noctivagans. My sp = Myotis sp. 
Ps = Perimyotis subflavus. Tb = Tadarida brasiliensis.

註2：美國與台灣都沒有狗型狂犬病(台灣更無蝙蝠帶原) JAVMA, 241(6): 712-722, 2012.

表1. 肉食獸對不同物種狂犬病病毒之抗病力

動物別(A) 狂犬病病毒株(B) (A)欄動物對(B)欄病毒株之抗病力 註：中文說明

家犬 犬株 ± 抗病力極弱

家犬 火狐株 +++ 抗病力極強

黃� 黃�株 + 抗病力弱

黃� 犬株 +++ 抗病力極強

貉 貉(raccoon dog)株 + 抗病力弱

貉 犬株 +++ 抗病力極強

臭鼬 臭鼬株 ± 抗病力極弱

臭鼬 犬株 + 抗病力弱

火狐 火狐株 ± 抗病力極弱

火狐 犬株 +++ 抗病力極強

火狐 貉(raccoon dog)株 ++ 抗病力強

From: OIE, Jean Blancou The Evolution of Rabies Epidemiology in Wild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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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等等，也需要打狂犬病疫苗。所謂之「無症

狀帶毒(排毒)動物」，這是舊的錯誤觀念。基本

上一種病毒株在歷經長久的演化與天擇後會對某

一物種產生適應，此物種即為該病毒之保毒動物

(reservoir)。病毒株對相對應之保毒動物的致病性

極強，對於非相對應之動物，其致病性通常會較

弱(表1)。不同物種對不同毒株有不同的感受性，

如中國鼬獾株狂犬病病毒株感染狗要有10的6次
方病毒量方可感染成功，因為適應鼬獾之病毒株

對狗之體質不適應。然而，要注意的是，所有的

溫血動物都可能感染任何一種病毒株致死(只是比

率很低)，故台灣之鼬獾株也只成功地感染了一隻

狗與一隻錢鼠。

美國沒有狗貓傳染人的病例

根據美國CDC資料，自1995年以來，美國

已經沒有本土性狗貓傳染人的病例，這是因為：

(1)美國狗型狂犬病已經因為確實打疫苗而撲滅，

目前狗感染之狂犬病，都是流浪狗與野生動物爭

食垃圾感染，但感染之成功率低；(2)美國之狗

貓狂犬病疫苗注射率高，故大部分被感染狂犬病

之野生動物咬之狗貓都沒有感染，每年只有一百

多隻狗與五百多隻貓感染狂犬病，貓因為會捕食

蝙蝠，而狗的行為跟著人走，故貓感染率較狗為

高。美國平均每年有1~2人死於蝙蝠感染，沒有

狗貓感染致死之紀錄。

二、狂犬病防疫注射率需達到

70%~80%之原因

此一百分比之學術來源有三：

(一)經驗值

1. Korns and Zeissig (1948)二人在美國公

共衛生雜誌(AJPH 38: 50-65)發表之經驗值，說

明70%之注射率可以控制疫情；

2. Tierkel等(1950)在相同雜誌發表之經驗

值(AJPH 40: 1084-1088)則是當到達80%之注射

率時，感染數目突然下降，達到撲滅之目的(如下

圖)。

3. Anderson and Cameron (1955)在丹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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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80%疫苗注射率

圖1. 美國田納西州孟斐斯郡爆發狂犬病，當注射率達到80%時(紅色箭頭)，感染數目突
然下降，表示開始撲滅。Tierkel (1950). Am J. Pub. Health. 40:10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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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AJVH 45:1005-1010)：防疫成功主要是教

育、媒體教育、獸醫師配合打疫苗，注射率到達

70%~80%就可見效。

4. Awoyomi et al. (2007) Nigeria Veterinary 
J. 28:59-63：若要短期內撲滅，至少要有80%注

射率。風險高之狗群是：流浪狗、低收入飼主之

狗(混血狗)、沒有狂犬病知識之族群(人)、3個月

齡以下之狗(誤以為有移行抗體，但母狗未注射疫

苗)、不外放又不打疫苗之狗(以為不會接觸到野

狗，飼主反而疏於照顧，但仍有機會接觸到流浪

貓狗等)。

(二)理論值

Coleman and Dye(1996)以統計估算，當注

射率達到70%時，狂犬病有95%之可信度可以撲

滅，此估算之前提是假設所有狗之存在位置都平

均分布，可接受相等之感染機率(Anderson and 
May, 1991)。然而，在實際情況下狗不可能會按

照假設狀況平均分布。因此咸認為注射率應該要

比70%更高才有保障(Knobel et al, 2007. Rabies, 
2nd ed. pp. 573-594)。

(三)WHO建議

WHO提到若要提升疫苗效力，應該要用可

以使80%對照組之狗死亡之病毒毒力予以攻擊；

故疫苗注射率也同時建議要達到80%。(WHO, 
2007 pp. 7 and 27)

三、狂犬病之臨床症狀

(一) 犬

前驅期(prodromal phase)約有2天，性情

丕變，但常被畜主所忽略。發病時可分成兩型，

即狂躁型(furious)或呆滯型(dumb)，以呆滯型較

常見，但也有交替出現情形；呆滯型較快死亡。

前驅症狀結束後3到7天內死亡。狂躁型的狗，情

緒焦躁不安，若被拘禁，會不停的在籠內走動。

瞳孔散大、角膜喪失反射作用。出現警戒、茫然

或恐懼的表情(重要症狀)，無目標狂吠。吠叫聲

也會出現低沉之嘶啞聲吠叫。對疼痛不敏感。常

對周圍物品咬至牙齒斷裂或口腔撕裂。且會漫無

目的的跑，對有生命或無生命的目標狂吠。異食

癖，會吃石頭、木材或泥土等，在1至4天後，

會逐漸出現運動失調、抽搐及麻痺。呆滯型則較

為安靜，被觸怒時才會有攻擊動作，顯得疲倦、

躲於暗處、有恐懼之眼神。後腿因無力而顫抖。

末期之特徵症狀為下顎麻痺(下顎下垂)，舌頭因

麻痺露出口外，一直流口水，無法進食，很想喝

水，但無法舔喝水。畜主會誤認有異物梗塞在食

道而帶去看獸醫。犬隻沒有人類之恐水症狀。在

麻痺持續惡化下，數天內即因呼吸麻痺死亡。

(二) 貓

臨床症狀似犬，但狂躁型約占病例之75%，

且前驅期很少超過24小時，狂躁期會持續1到4
天。患貓通常會躲到暗處，當人或動物靠近時，

會兇猛地攻擊。瞳孔放大、弓背、伸爪，持續喵

叫，聲音沙啞。當進展到麻痺期，行動會顯著不

協調，接著後軀麻痺，頭部肌肉麻痺，昏迷死

亡。

(三) 牛

剛開始會出現沉鬱症狀及停止泌乳的情形，

伴隨喉部肌肉麻痺、磨牙及過度流涎，因此常被

誤診為食道阻塞症。常會發出低音調的吼聲。性

慾增加。有些病牛可能出現一次或多次的狂躁

期，會直接衝撞或用頭牴撞其他的動物或目標，

但很少會用咬的方式攻擊。至於其他未進入狂躁

期的病牛就少有此興奮症狀。隨著麻痺現象的出

現，常有蹣跚跌倒的現象。最後會無法站立，陷

入昏迷而死亡。

(四) 豬

病豬會站在陰暗的角落發抖，受到刺激時

會向外衝撞及亂咬。會去磨擦或啃咬受傷部位且

發出異常深沉的聲音。食慾降低。可能交替出現

活力旺盛或躺臥一旁的現象。母豬可能會咬死小

豬。接著呈現遲鈍、運動不協調與麻痺的現象。

(五) 其他的野生動物

臨床症狀差異極大。但最重要的共同點是，

喪失以往的本性，如對人類會害羞或恐懼等。如

果人類誤以為這是動物在表示友善，將極為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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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措施

(一) 對於狂犬病疑畜，我們的做法必須要很

小心。必須盡全力捕捉，然後以安全的方式拘禁

牠們。如果動物醫院有可疑病例，必須先住院隔

離觀察，且一定要有獸醫在一旁照料。如無法安

全的捕捉或拘禁疑畜，而對人或其他動物造成危

險時，就必須立刻撲殺。撲殺時必須注意，若要

採集腦部組織診斷，不可傷到頭部。

(二) 當執行驗屍工作或在實驗室操作狂犬

病活毒時，必須要穿戴可以簡易消毒的厚橡膠手

套、護目鏡、面罩以及塑膠或橡膠圍裙以預防感

染。死亡的屍體必須火化，而使用過的器具必須

先浸泡在四級銨消毒劑裡面，然後再煮沸或用高

溫滅菌釜(autoclave)消毒。

(三) 消毒：石炭酸(酚類)、酒精、鹵化物

或四級銨化合物，如市售之：滴露消毒藥水、

洛華盛消毒劑(alcoholic chlorhexidine)、碘

酒、優碘、Milton消毒液、沙威隆或烷基三甲銨

(Cetrimide)、一些氧化劑與界面活性劑(如：四

級銨化合物、肥皂與清潔劑)等均能消滅狂犬病

病毒的感染力。次氯酸鹽等氧化劑可用於環境的

消毒。四級銨化合物則適合用在人體的消毒。如

果發生意外的情形，如：人員被咬傷、唾液濺到

手或臉上，或是含有病毒的懸浮液溢出或濺出

時，必須立即進行緊急處置。如果在隔離中心、

實驗室、動物收容所、狗舍或家中的動物被證實

或疑似得了狂犬病時，在該隻動物死亡或遭撲殺

之後，被污染之區域應以溫肥皂水、次氯酸鈉溶

液、四級銨、強酸或強鹼溶液來進行清潔及消

毒。用來運送動物到拘留中心或實驗室的運輸工

具或車輛，必須定期清洗及噴灑上述任一種消毒

劑來加以消毒。

(四) 有病毒之唾液沾到狗毛可以存活2小
時，要注意。

五、 疫苗

(一) 狗貓滿3月齡接種：在初次接種28天之

後，狂犬病抗體力價會達到最高峰，該動物此時

可視為已免疫。

(二) 都市爆發之防疫：全面實施犬貓疫苗接

種；管制流浪動物；管制家犬家貓的行動，是都

市撲滅狂犬病最有效之標準程序。

(三) 野外爆發之防疫：視國家財力而定。基

本上一定要將疫情封鎖，不讓野生動物狂犬病進

入都市狗貓。視疫情發展，可以上山以誘捕、接

種疫苗與釋放(TVR)這方法是以誘捕籠方式誘捕

野生動物，再以肌肉注射方式施打疫苗後釋放，

效果良好，可以用在瀕臨絕種的動物或棲息在人

類居住區域的物種上面。也可以考慮口服疫苗空

投。

(四) 注射型疫苗歷史悠久、價廉、又因為有

佐劑，效果遠超過口服型疫苗，故歐美國家對寵

物都用注射疫苗。口服型疫苗無佐劑、免疫效果

差、又貴，是不得已才用的。

(五) 狂犬病疫苗最重要的抗原成分就是G蛋

白。這是在病毒外表之醣蛋白，凡是狂犬病病

毒，無論是哪一種病毒株，都有這一層醣蛋白外

膜。故疫苗只要有G蛋白成分，就可以抵抗任何

病毒株之狂犬病。目前之疫苗，無論是動物用或

人用，都有這個成分，故獸醫師在各種動物打狗

用狂犬病疫苗，照樣可以預防各種狂犬病病毒株

(包括鼬獾株)。目前人用之狂犬病疫苗也是只有

一種疫苗，但也是可以預防狗型與過去沒有的鼬

獾型等所有類型之狂犬病。口服疫苗可以防疫所

有之狂犬病病毒株，是因為將次單位G蛋白基因

序列殖入載體病毒(牛痘或腺病毒)。

(六) 被疑似或確定感染狂犬病之動物咬、

或抓傷等之狗、貓、雪貂、牛、馬、羊等動物，

無論是曾打疫苗但已到達有效期，或是最近已注

射疫苗者，均需立刻補強注射疫苗，並須觀察45
天。註：基本上只要是打過疫苗之動物均對狂犬

病有保護力，無須擔心。但是"萬一"該疫苗之效

力失效，或是動物免疫力不足，動物將會在45天
之內發病，故需要再觀察45天。(堪薩斯州狂犬病

州法 K.A.R. 28-1-14)。

(七) 萬一都市狂犬病爆發時，無論上次是何

時注射疫苗，都要立刻追加一劑(可立刻加強抗體

力價，不會有空窗期)。若是注射三年期疫苗，按

照仿單補強注射即可。政府說的每年打一劑是指

未爆發之平常時刻，目前台灣並未爆發都市狂犬

病，故每年追加一劑即可。

(八) 被狗貓咬到之處置：若是該狗貓已經注

射疫苗，就安全，不須治療；若未注射疫苗且台

灣是疫區，在該狗貓在主人同意下送交檢驗，主

人先打第一劑暴露後治療；若檢驗是陰性，主人

立刻停止治療；若是陽性，就繼續治療；若找不

到該狗貓，才不得已實施五劑之全程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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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有一篇被引用49次之SCI論文說：注

射狂犬病疫苗之狗，在過了12個月之後，尚有

97%之保護力！(Rev Infect Dis. 1988, 10 Suppl 
4:S697-702.)目前之科技所研發之狗貓狂犬病疫

苗品質較過去更好，狗貓飼主一定要帶狗貓去打

疫苗；狗貓安全，人類就安全。雖然鼬獾之狂犬

病病毒不是狗型狂犬病病毒，但狗貓被咬到後還

是可能會發病。故一定要帶狗貓去打疫苗。愛心

媽媽們也務必要帶你們養的流浪狗貓去打疫苗。

僅打家狗家貓是不夠的，流浪狗貓到處跑更是重

要。非洲疫區之調查發現，自稱不帶出門之狗貓

不去打疫苗，結果這類狗貓感染率最高！因為難

免會帶狗貓出門，如看病、美容、運動等。不打

疫苗的就是第一個被感染者，風險太高了！

六、狂犬病在台發生歷史

(一) 日本時代以前：根據日本學者佐藤新一

與洪蘭(1923)共同發表之研究，台灣原住民遭狂

犬咬傷後，會取狂犬膽汁與腸系膜糊藥(poultice)
塗在被咬傷口。經彼等之繼續研究發現除了狂犬

膽汁外，健康牛豬等動物之膽汁也都對狂犬病毒

有殺滅效果，故推測狂犬病在台灣其來有自。

(二 )  日本時代：依據台灣醫學會雜誌

(1902~)資料，光復前之狂犬病呈散發性，研究

學者主要是<山口謹爾>、<佐藤新一>兩人。

1903~1920s年台灣呈散發性發生，1920s~1945
年沒有發生紀錄。1945年台灣光復。

(三) 光復後：台灣地區狂犬病的官方記錄

是從1911年開始。除了1943至1945年戰爭時期

外，每年均有記載。1947年狂犬病自上海傳入台

灣，自1948年起至1958年，每年都有人因感染狂

犬病而死亡。台灣自1956年開始展開撲滅工作，

由行政院農復會策畫，台灣省衛生處執行，當時

台灣共有110,000隻狗。撲滅法：家犬全部注射

美國援助之狂犬病疫苗，無主野犬撲殺。四年後

(1960年)台灣即成為非疫區。台灣最後一個人的

本土病歷死亡日期是1958年12月28日，最後一個

犬隻本土病歷死亡日期是1959年3月8日。WHO
於1961年宣布台灣是非疫區。台灣於2013年7月
17日晚間11時48分通報OIE，台灣發生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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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動物用藥品實施GMP概況

我國管理動物用藥品的主要法律是民國

60年頒布施行的「動物用藥品管理法」，依據

「動物用藥品管理法」第16條之授權，經濟部

於民國61年訂定「動物用藥品製造廠(所)設廠標

準」。民國71年5月26日行政院衛生署及經濟部

依據「藥物藥商管理法」第42條及「動物用藥

品管理法」第16條之規定，會銜訂定「優良藥

品製造標準」，據以推動動物用藥品製劑及人用

藥品製劑之製造實施優良藥品製造規範（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至民國77年
底，我國動物用藥品製造廠全面實施GMP，與人

用藥品廠GMP之實施同步。之後，衛生署持續推

動人用藥品GMP製藥水準提升至現行藥品優良製

造規範 (Current GMP，CGMP)，逐步從無菌製

劑實施滅菌確效，至所有藥品之製造全面實施確

效作業，涵蓋設施設備、製程、分析方法與電腦

確效等。

在人用藥品推動CGMP時期，動物用藥品並

未跟進，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民國86年爆發豬隻口

蹄疫，為了控制疫情而大量撲殺豬隻，對畜牧相

關產業，包含動物用藥品產業之衝擊巨大，而實

施更嚴謹的CGMP製藥水準，必須仰賴更多資金

與人力的投入，方能大幅提升製造廠的軟硬體。

面對口蹄疫的衝擊，主管機關於政策上暫緩動物

用藥品CGMP之實施。至今，我國動物用藥品之

製造標準維持於早期的基本GMP，亦即尚未實施

確效。

二、 人用藥品實施PIC/S GMP歷程

如前述，我國於民國71年同步推動人用藥

品與動物用藥品GMP，於民國 77 年達成。民國 
84 年起衛生署分三階段推動確效作業，由無菌製

劑開始實施，至民國93年達成全面確效。CGMP

是現行藥品優良製造規範，亦即CGMP製藥標準

是隨著科技與時俱進的，隨著製藥科技的進展與

國際間的整合趨勢，國際 GMP 標準及法規趨於

一致化，逐漸地演變出一套國際共同標準與相

互認可的GMP查廠機制，於是形成國際醫藥品

稽查協約組織（The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nvention and Co-operation Scheme，PIC/
S），PIC/S的宗旨在於 GMP 標準及稽查品質的

一致化，是當前國際間公認的製藥標準，符合

PIC/S GMP便是藥品進入國際市場的先決條件，

此國際組織的會員數超過40，橫跨全球 5 大洲，

包含多數歐美先進國家的藥品主管機關。

面對藥品市場全球化的趨勢，衛生署進一

步推動PIC/S GMP，於民國 96 年12月19日公告

「西藥製劑製造工廠實施國際 GMP 標準 (PIC/S 
GMP) 之時程」，凡新設、遷移、擴建、復業、

新增劑型及新增加工項目之西藥製劑製造工廠均

應符合PIC/S GMP，既有藥廠應於民國99年元月

1日開始實施，衛生署並規定所有西藥製劑廠在

民國103年12月31日前應全面達到PIC/S GMP，
否則屆時即不得再繼續生產藥品。經過多年的努

力，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署（簡稱TFDA）於民國

102年1月1日起正式成為PIC/S組織的成員，代表

我國人用藥品GMP標準，與歐美等PIC/S會員國

一致，為現行國際間公認最嚴謹的PIC/S GMP標
準。

三、 動物用藥品GMP的國際趨勢

1. 全球化的GMP趨勢

基於消費者對藥品品質與安全的要求提升，

製藥科技的進步日新月異，國際間藥品GMP早已

進展至CGMP的“現行＂標準，也就是隨著當前

製藥科技進步演變的動態標準。國際現行GMP法
規與查廠的相互認證已經演進至PIC/S GMP的國

提升動物用藥品提升動物用藥品GMPGMP的必要性：的必要性：
從人用藥品實施從人用藥品實施PIC/S GMPPIC/S GMP的的
省思省思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 獸醫學系 教授 詹東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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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共通性標準，PIC/S組織也持續地壯大，紐西蘭

與我國TFDA於2013年同時成為會員，亞洲的會

員尚有印尼和馬來西亞，香港、智利和哈薩克皆

於2013陸續提出申請，顯見GMP規範的全球化已

是必然的趨勢。

2. GMP製藥標準涵蓋人用藥品與動

物用藥品

國際上多數國家對人用藥品與動物用藥品的

GMP規範是一致的標準，例如美國對人用和動物

用一般藥品的主管機關是FDA，而FDA也是PIC/S
會員。值得一提的是PIC/S會員中有二個國家的人

用藥品以及動物用藥品管理機構皆在其中，包括

英國的人用藥品MHRA與動物用藥品VMD，以及

捷克的人用藥品SUKL與動物用藥品ISCVBM，這

二個國家雖然人用和動物用藥品的管理有不同的

權責單位，但皆是PIC/S會員。由此可知，國際上

藥品GMP的標準一體適用於人用與動物用藥品。

進一步檢視PIC/S GMP規範的內容，分為總則I、
總則II 及附則等三大部份，總則I規範藥品製劑，

總則II規範原料藥，附則部份總共19 項相關規

範，針對特殊劑型之製造，如無菌製劑、人用生

物藥品及放射性藥品等，以及對於電腦化系統、

驗證及確效、對照樣品與留存樣品等之規範，而

其中附則4為非生物製劑動物用藥品的製造，附

則5為動物用生物藥品的製造，由此可知藥品的

GMP涵蓋人用藥品與動物用藥品。

四、 我國人用藥品提升至國際GMP的

效益

1. 提升我國製藥工業之國際形象

PIC/S GMP係當今製藥科技的國際公認標

準，TFDA領先日本韓國等許多鄰近國家，成為

PIC/S會員，代表我國人用藥品GMP管理法規及

稽查水準達國際之高標準，成功地和國際接軌。

2. 確保本土藥品的品質

PIC/S GMP的製藥規範是以風險管理為基礎

之品質系統，遠高於只進行產品品質管制的早期

GMP水準，遵循PIC/S GMP嚴謹製藥規範所生產

之國產藥品，其品質已達國際之標準，可有效保

障病患用藥的品質和安全性。

3. 增加本土藥品行銷國際的利基

由於PIC/S GMP是國際間公認的標準，國內

藥廠符合PIC/S GMP，所生產藥品之品質已達國

際通行之標準，衛生主管機關對國內藥廠的查廠

結果，也可被其他會員國家認可。因此，有助於

本土製藥業者擴展國際市場，從我國TFDA加入

PIC/S後，陸續已有一些通過PIC/S GMP評鑑的國

內藥廠，接受國際藥廠的委託製造。

4. 促進國內生技製藥產業發展

PIC/S提供會員參與國際GMP管理法規與標

準修訂的平台，會員國也可以參與跨國之聯合查

廠，此有利於TFDA能有效掌握國際間製藥技術

和規範的最新進展，將GMP製藥技術新知與觀念

導入本國藥廠。因此，藉由參與PIC/S的運作，有

助我國製藥技術與世界各國規範接軌，使國內產

業立足於國際共同標準下發展，較易推動國際合

作，並減少日後進軍國際之法規障礙。

五、 結語

有鑑於藥品市場全球化之趨勢，以及現今國

際製藥水準的提升及法規的調和，GMP 標準與法

規已經趨於一致化，藥品的製藥水準和管理必須

國際化，才能與國際市場接軌。我國人用藥品已

經成功實行PIC/S GMP，成為國際組織的一員，

後續對國內生技製藥產業所帶來的效益極大。如

前述，GMP之國際演進涵蓋人用和動物用藥品，

然而，我國動物用藥品仍維持於早期的GMP，
審酌當前製藥產業之國際趨勢，推動國內動物用

藥品CGMP勢在必行，唯有朝國際趨勢之GMP標
準邁進，方能提升國內動物用藥品之品質，建立

形象，進而增加國產動物用藥品之國際市場競爭

力，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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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養豬場寄生蟲防治策略台灣養豬場寄生蟲防治策略
及其效益評估及其效益評估

國立嘉義大學 獸醫學系  羅登源*、黃威棋、張銘煌、郭鴻志、陳秋鱗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李佳珍

前言

目前臺灣屠宰場的豬肝臟廢棄率一直偏高，

其中又以乳斑肝所導致的豬隻廢棄肝臟最為嚴

重。台灣地處於亞熱帶區域，高溫多濕提供了豬

場蛔蟲良好的發育環境，因此台灣的蛔蟲感染情

形也較其他溫帶地區國家嚴重，常造成臺灣養豬

產業巨大的經濟損失。

在豬場訪視調查時，可以發現廢棄肝臟比率

越高的飼養場，其環境衛生狀況、飼養管理模式

及驅蟲計畫的執行與落實往往不盡理想。為降低

豬肝臟廢棄比率，並提高養豬農民的經濟收益。

勢必需要擁有更加確實的環境清潔計畫及依據豬

場環境衛生及飼養管理等條件，擬定豬場豬隻常

見寄生蟲之驅蟲計畫，才能控制難纏的寄生蟲感

染症。

廢棄肝臟病因探討

在屠宰衛生檢查中豬肝臟廢棄的病因可分為

七大類：寄生蟲性、細菌性、病毒性、中毒性、

循環障礙、營養不良和先天畸型，其中以寄生蟲

性病因中的蛔蟲幼蟲移行造成乳斑肝而被廢棄的

比例佔絕大多數，其次為細菌性病因引起的肝包

膜炎，而其他病因的比例極低。

根據羅等人在2009年1至12月於台灣北中

南各區屠宰場進行豬屠體肝臟檢查，進行乳斑肝

病變嚴重程度觀察研究。共檢測20,067例肝臟，

其中有50.8%的豬肝臟呈現不同程度的乳斑肝病

變。要降低豬肝臟廢棄率，首當著重如何降低豬

乳斑肝的發生及修正豬蛔蟲感染的控制策略。

乳斑肝之介紹

如何預防乳斑肝的發生及降低經濟損失，

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即是暸解豬蛔蟲的生活史、

蟲卵特性以及瞭解豬蛔蟲感染對豬隻造成哪些危

害。

豬蛔蟲生活史

 

A
豬隻食入蟲卵，在小腸
孵化出幼蟲(第2期幼
蟲；L2)

B
於24小時內幼蟲移行至
肝臟 (第3期幼蟲；L3) 
造成感染

C

幼蟲在5～6天內移行
到肺臟 (第4期幼蟲；
L4)，易造成細菌及病
毒的繼發性肺臟感染

D

在14～21天時，幼蟲移
行經氣管因咳嗽、吞嚥
再度回到腸道 (第4期
幼蟲；L4)

E
在21～29天內，幼蟲於
腸道中發育為成蟲

F

在感染後5～8週，成蟲
產卵排出到環境中 (平
均每日可產出20萬顆蟲
卵)

G
蛔蟲卵於環境中發育成
具感染力之蛔蟲卵

10～14週後，第二次感染
大量排卵，爆發第二次豬
隻群體感染

*該表內時間皆自豬隻食入蟲卵後開始

寄生在豬隻小腸中的每條豬蛔蟲雌蟲最多每天

可排出100萬～200萬顆卵，每天平均可產20萬
顆，每條雌蟲一生可產3仟萬顆蟲卵，排蟲卵時

間共約二個月。蟲卵隨糞便排出後，其發育速度

會隨環境溫度而有所改變，如溫度低於14.5℃的

環境中，蟲卵無法發育成具有感染力的蟲卵，而

在16℃時則約須30天才能發育成具有感染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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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卵，而在31～33℃時僅需要8～9天即可發育

成具有感染力的蟲卵。當蟲卵隨飼料或飲水被豬

吞食後經胃酸作用，在小腸中孵化出第二期蛔蟲

幼蟲，幼蟲由腸黏膜侵入肝門脈系統，隨血流被

带到肝臟變成第三期幼蟲，在肝臟停留幾天後，

再繼續沿腔静脈、右心室和肺動脈而移行至肺臟

變成第四期幼蟲。幼蟲由肺泡微血管進入肺泡

腔內，之後經細支氣管、支氣管，再沿著氣管上

行，隨黏液至會厭，造成患畜咳出幼蟲或將其吞

入，最終至小腸發育為成蟲。從感染到再次回到

小腸發育為成蟲排卵，共需1.5～2個月。成蟲以

腸黏膜表層物質及腸内容物為食。在豬體内寄生

7～10個月後，即隨糞便排出。

蛔蟲卵具高耐受性，除了抗紫外線及抗高壓

外亦耐乾旱，故可在養豬場及周邊環境存活達數

年之久。Johnson等人於1998年研究指出，污水

處理槽29星期仍有42 ~ 49 %的蛔蟲卵具有感染

力。

乳斑肝的影響

豬蛔蟲感染長久以來皆受全世界養豬業者

所重視 [李，1986]，其不僅對中、小型豬場危害

嚴重，即是在管理良好、設備先進的大型豬場也

有不同程度的影響，雖沒造成明顯豬隻大量的死

亡，但嚴重感染卻會引起經濟損失 [Alexa et al., 
2007]。豬蛔蟲造成豬肝臟的乳斑肝 (Milk spots) 
，又稱為白色蛔蟲斑 (Ascarid scar) ，乃因蛔蟲

幼蟲移行對豬肝臟的傷害，受傷害的肝包膜及

肝組織進行修補後產生纖維化 (Fibrosis) 的痕跡

就是肝乳斑 [Iwata et al., 2008] 。目前蛔蟲污染

的程度仍然嚴重，有些養豬業者往往忽視由蛔

蟲所帶來的感覺不明顯但實際是嚴重的經濟損失 
[Jourquin, 2008]。

內寄生蟲的感染除了造成宿主組織的傷害

外，亦會減低豬隻的飼料換肉率與日增重，延遲

豬隻上市販售時間並降低豬隻免疫力而使其易感

染其他疾病，造成經濟上的巨大損失 [Pearce, 
1999]。美國曾統計其國內單是因感染豬蛔蟲

所造成的豬隻飼料換肉率損失，每年可高達

一億五千萬美元 [Stewart and Hale, 1988]。

豬蛔蟲對豬隻的危害

豬蛔蟲對豬隻的危害可依二大部份進行討

論，分別是：一、蛔蟲不同生長階段對豬隻的影

響；二、感染蛔蟲幼蟲後對細菌感染的影響為

何？

蛔蟲幼蟲對豬隻的影響

幼蟲移行至肝臟時，因傷害肝組織引起出

血及肝細胞的變性、壞死及嗜酸性球浸潤，隨後

肝包膜及肝組織結締組織增生、纖維化及慢性炎

症細胞浸潤形成雲霧狀的蛔蟲斑，表面及切面間

呈現乳白色網絡狀或斑駁狀，肝包膜局部增厚但

不突出表面，嚴重白斑成片狀，觸感堅硬，刀切

時有韌性，肝小葉呈暗紅色或出血灶。若併發細

菌感染常見肝包膜炎，急性有絲狀纖維素樣物粘

著或慢性絨毛狀白色結締組織增生。蛔蟲幼蟲移

行至肺時，引起寄生蟲性肺炎。臨床呈現咳嗽、

呼吸增快、體温升高、食慾减退和精神沉鬱等症

狀。病豬俯臥在地，不願走動。幼蟲移行時會引

起嗜酸性球增多，並出現蕁麻疹和某些神經症

狀。

成蟲對豬隻的影響

成蟲寄生在小腸時機械性地刺激腸黏膜引

起腹痛。蛔蟲數量多時常凝集成團，堵塞腸道，

導致腸破裂。有時蛔蟲可進入膽管，造成膽管堵

塞，引起黄疸等症狀；成蟲能分泌毒素，作用於

中樞神經和血管，引起一系列神經症狀。成蟲奪

取宿主大量的營養份，使仔豬發育不良，生長受

阻，被毛粗剛，常是造成“石頭豬＂的一個重要

原因，嚴重者可導致死亡。

乳斑肝對細菌感染之影響

Pearce (1999年) 的研究證實豬隻感染豬蛔

蟲會造成宿主免疫力下降。Jourquin (2008年) 研
究指出在使用呼吸道疾病疫苗時，蛔蟲感染會使

抗體力價降至30 %以下。依據羅等人在2009年所

收集的820例豬隻乳斑肝樣本，同時進行蛔蟲幼

蟲感染引發乳斑肝與細菌感染的相關性探討，依

嚴重程度分成不同等級的乳斑肝進行細菌分離，

其結果顯示，隨著豬隻豬蛔蟲幼蟲感染引發乳斑

肝越嚴重者則細菌檢出率越高，並可能造成豬隻

免疫力下降導致細菌性疾病增加，使豬場防疫上

的難度提高 [羅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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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肝臟防治方法

飼養管理及環境衛生之相關性探討

由於臺灣屠宰場豬隻乳斑肝廢棄率一直偏

高，嚴重影響豬場經濟效益，為實際瞭解臺灣各

養豬場究竟是何種原因，會造成乳斑肝廢棄率偏

高之現象，因此於2010年，羅等人針對雲嘉南地

區豬隻飼養場進行田間訪視調查分析，瞭解究竟

是那些重要的因子會影響到養豬場乳斑肝廢棄率

發生偏高的現象，進而擬出一套有效解決辨法，

達到降低乳斑肝廢棄率之發生，使養豬業者減少

經濟損失。

針對雲嘉南地區等60戶田間養豬場進行問卷

調查，以瞭解其個別養豬場飼養環境、管理及防

治計劃差異對豬肝臟廢棄率的影響，分別對不同

的飼養規模的豬場進行田間訪視調查，其中調查

項目包含：豬場飼養規模及種類(母豬、肉豬)、
驅蟲劑種類(Ivermectin及Flubendazole)、驅蟲對

象 (哺乳豬、保育豬、生長豬及肥育豬)、驅蟲藥

給予方式 (飼料添加及注射)、使用劑量、驅蟲總

次數 (母豬+肉豬驅蟲次數)、有無定期驅蟲、地

板形式 (實心地板及條狀地板)、有無浸水區、飼

養環境因子之優劣 (很不乾淨、不乾淨、一般、

乾淨及很乾淨)及豬肝臟廢棄率等。並將上述各項

調查項目進行分析。

由研究分析結果可知母豬群飼養規模大小、

不同驅蟲對象、驅蟲藥給予方式、驅蟲總次數、

有無定期驅蟲及飼養環境因子之優劣均確實與豬

肝臟廢棄率之發生有相關。如母豬群飼養規模

較小時，較易進行驅蟲因而肝臟廢棄率之發生較

低；而在不同飼養階段的肉豬進行驅蟲方面，由

結果發現於豬隻早期如哺乳豬及保育豬實施驅

蟲，具有顯著性降低肝臟廢棄率的效果，豬隻如

果有定期驅蟲，較易達成降低肝臟廢棄率；在驅

蟲藥給予方式，則以注射方式比飼料添加方式給

予，較會降低豬肝臟廢棄率；最後關於豬場飼養

環境的優劣，亦會明顯影響到廢棄率的發生，豬

場環境的優劣包含是否有無定期打掃環境，環境

隨時保持乾淨與否，將會影響到廢棄率的發生。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發現，若要降低豬肝臟廢

棄率，未來應首重豬蛔蟲防治工作，因此建議政

府相關單位對於豬隻飼養戶加強宣導豬場飼養環

境之清潔工作、增加豬場驅蟲次數及徹底有效落

實驅蟲防治計畫，以期降低養豬戶豬隻肝臟廢棄

率，進而增加養豬戶之收益。

寄生蟲防治

一般市售的驅蟲藥 (anthelmintics) 對驅除蛔

蟲幾乎都有效。但是驅蟲藥無法控制本病，主要

是驅蟲計畫；如果無法配合徹底執行環境清潔，

效果則無法達到百分百。因蛔蟲產卵量極大，在

環境中抗乾旱力強，存活期間又長，可在環境中

重複地感染。而且大部分的驅蟲藥無法殺死幼

蟲，只能殺腸道內的成蟲。故驅蟲藥只治標不治

本，需配合徹底清潔豬舍及減少蛔蟲卵在環境中

存在是控制豬蛔蟲病唯一的治本方法。

目前市面上常用藥物有以下幾類，包括

piperazine、benzimidazole、imidazothiazole、
有機磷化合物及巨環類。其中piperazine為阻斷

乙醯膽鹼 (acetylcholine)，使蟲體肌肉神經傳導

產生障礙，進而促使蟲體麻痺，失去運動力而隨

著腸蠕動被排出體外；benzimidazole類驅蟲劑會

抑制蛔蟲對葡萄糖的攝取而干擾被動運輸，使蟲

體的肝糖儲存量耗盡而無法產生腺嘌呤核甘三磷

酸 (ATP)，致使蟲體死亡；imidazothiazole類驅

蟲劑可刺激T細胞及巨噬細胞活化免疫力，對蟲

體的延胡索酸還原酶 (fumarate reductase) 有抑

制作用，降低蟲體腺嘌呤核甘三磷酸 (ATP) 的生

成，而致使蟲體麻痺排出體外；有機磷化合物會

抑制線蟲的膽鹼脂酶阻斷神經傳導至肌肉的訊息

而使寄生蟲中毒；巨環類驅蟲劑為神經傳導性驅

蟲劑，干擾神經傳導物質γ-氨基丁酸 (GABA)，
使寄生蟲麻痺、癱瘓，甚至死亡 [劉等，2008]。
然而，欲使用驅蟲藥時，應設法將環境中的蟲卵

清除是斷絕寄生蟲循環感染的最佳方法。

６３驅蟲計畫說明

防制對策研擬

依據田間豬場寄生蟲感染種類、生活史、

有效藥物的種類，及驅蟲時間點的優劣，進行

防治對策之研擬。根據台灣目前最主要的寄生

蟲危害為蛔蟲、鞭蟲及疥癬蟲的感染，所以豬

場驅蟲計畫對象，應涵蓋內外寄生蟲。而內寄

生蟲以蛔蟲為主，其生活史約1.5～2個月為一週

期，及外寄生蟲以疥癬蟲為主，其生活史約3個
月為一週期，而藥物的選定，根據臨床藥物使用

種類以Ivermectin來治療內外寄生蟲，以及利用

Flubendazole來防治蛔蟲及鞭蟲感染為主，故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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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６３驅蟲計畫。

1.實行方法

種公/母猪驅蟲計畫：

每 2 個 月 給 予 1 次 F l u b e n d a z o l e 或

Ivermectin、一年6次。

給予方式：

Flubendazole：飼料添加30 ppm、7天/
次。

Ivermectin：肌肉注射1 mL/33 kg BW或飼

料添加Ivermectin 10 ppm、7天/次。

肉猪驅蟲計畫：

離乳豬：肌肉注射 Ivermectin 1 mL/33 kg 
BW. 或飼料添加 Ivermectin 2 ppm、7天/
次。

生長期肉豬：飼料添加Flubendazole 30 
ppm、7天/次。

肥育期肉豬：飼料添加Flubendazole 30 
ppm、7天/次。

2.給藥方式

藥物注射法之優點可確保吸收足夠的劑量，

缺點是耗時間、成本較高且豬隻體型大時不易注

射。

飼料添加法可能有食入驅蟲劑的劑量不足的

豬隻，導致蛔蟲殺滅不完全，而繼續汙染環境，

造成重複感染。

輔導豬場驅蟲計畫執行實例說明

根據羅等人( 2011年) 研究，選定9場一貫化

養豬場進行田間試驗，實施63驅蟲計畫的投藥前

及投藥後第1～6個月每月的肝臟廢棄率，所得結

果為9場上市肉豬驅蟲前肝臟廢棄率之平均值±標

準偏差為30.6±12.8%，經驅蟲後第1～6個月肝臟

廢棄率之平均值±標準偏差分別為25.2±14.6%、

27.2±16.8%、25.4±21.7%、17.9±15.4%、

15.1±9.5%及11.3±6.8%，由結果顯示於驅蟲後

肝臟廢棄率具有逐漸下降的趨勢，直到驅蟲後第

5及6個月後，與驅蟲前比較期肝臟廢棄率有極顯

著性的差異 (圖1)。

另外，由現場訪查時得知，其中6個養豬

場先前有定期投藥但投藥間距超過蛔蟲生活週

期，經修正驅蟲計畫後，驅蟲前及驅蟲後第1～
6個月肝臟廢棄率之平均值±標準偏差分別為

29.7±14.45%、20.4±10.15%、19.1±7.25%、

13.3±5.85%、11.8±3.42%、10.1±5.62%、

11.0±7.19%，其結果顯示於驅蟲第3個月後(第二

次投藥後)肝臟廢棄率有極顯著性差異（圖2）。

另外針對3個養豬場先前豬隻未曾驅蟲或

未定期投藥，在投藥前後肝臟廢棄率平均值±標

準偏差為32.3±11.41%，於3次投藥後其肝臟廢

棄率平均值±標準偏差分別為平34.8±19.65%、

43.4±20.10%、49.7±21.69%、30.0±24.36%、

25.0±7.99%、13.5±3.75%，結果顯示肝臟廢棄

率直至第3次驅蟲後皆與驅蟲前無顯著性差異 (圖
3)，由此可知若無定期投藥，肝臟廢棄率並無法

明顯的下降。

豬蛔蟲感染導致之經濟損失

根據Fei (2007年) 指出，豬隻感染豬蛔蟲後

會導致生長減少2.5kg、飼料增加18kg、屠體品

質降低5%及額外抗生素的使用1～2次等損失，

折合新臺幣後約為472元，另外再加上蛔蟲感染

所導致的乳斑肝，每個廢棄肝臟價值60元，總損

失為532元。 

評估 損失(新臺幣)

生長減少 -2.5 Kg 163

飼料增加 +18 Kg 270

屠體品質降低 - 5 % 17.4

額外抗生素使用 1 ~ 2 次 21.4

總額 472

 ( Fei, 2007 )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Ivermectin
Flubendazole種豬驅蟲計畫

Ivermectin
Flubendazole肉豬驅蟲計畫

出生 1月齡 2月齡 3月齡 4月齡 5月齡 上市

哺 乳 豬 肥 育 豬生 長 豬保 育 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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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廢棄肝臟價值 60元

• 每隻豬的損失472元

• 每隻豬的總損失472＋60＝532元

範例

300頭母豬場，每頭母豬每年分娩2胎
次，每胎肥育出售8頭，該場每年可出

售肥育豬4,800頭(300×2×8) ，若肝臟

廢棄率為20%。

 A：每年因蛔蟲感染，損失金額約

4,800 × 0.2 × 532 ＝ 510,720元

每頭損失金額510,720元÷4,800 = 106
元/頭

驅蟲計畫之成本計算

驅蟲藥的成本計算，我們可依照上述內外寄

生蟲感染的驅蟲藥物使用情形進行分析。並且以

母豬300頭及一年上市肉豬頭數4,800頭 (300母豬

× 2胎/年×8頭/胎)，進行計算每年每頭肉豬平均驅

蟲費用。

針對內寄生蟲感染，使用Flubendazole驅蟲

藥費用 (飼料添加30ppm，7～10天)，肉豬飼料

添加1包價格約500元/T，每公斤飼料藥物成本0.5
元。

故驅蟲藥費用為：
母豬飼料添加：4 kg/sow/天 ×7天× 6次/
年 = 168 kg× 0.5元/kg = 84元/頭

肉豬飼料添加：仔豬 (1 kg/天×7天)+生

長期肉豬 (2 kg/天×7天)+肥育期肉豬 (2.5 
kg/天×7天) = 38.5 kg × 0.5元/kg = 19.25
元/頭

A：母豬驅蟲費/年：84元/頭 × 300頭母

豬 = 25,200元

B：肉豬驅蟲費/年：19.25元/頭 × 4,800 
= 92,400元

A+B=25,200元+92,400元 = 117,600元

117,600元÷ 4,800頭 = 24.5元/頭/年

針對內外寄生蟲感染，使用Ivermectin
驅蟲藥費用 (飼料添加：母猪10 ppm、
肉猪2 ppm，7-10天/次)：

母豬飼料添加5包價格約2,500元/T，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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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驅蟲前後豬場肝臟廢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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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00元÷4,800頭=38.5元/頭/年

故若單純針對於內寄生蟲感染，單獨使用

Flubendazole進行驅蟲，每年每頭肉豬驅蟲成

本為24.5元；若針對內外寄生蟲感染，單獨使用

Ivermectin進行驅蟲，每年每頭肉豬驅蟲成本為

45.5元；而如果針對內外寄生蟲感染，搭配使用

Ivermectin及Flubendazole進行驅蟲，每年每頭

肉豬驅蟲成本為38.5元。

驅蟲藥選擇 效用 每年每頭肉豬成本

Flubendazole單獨使用 內寄生蟲感染 24.5元

Ivermectin單獨使用 內外寄生蟲感染 45.5元

Flubendazole及
Ivermectin搭配使用

內外寄生蟲感染 38.5元

驅蟲計畫之經濟效益

案例一

彰化縣某一貫化養豬場，該場母豬飼養頭

數為180頭、肉豬飼養頭數1,500頭，飼養環境

為磚造地面，並有浸水區，無定期驅蟲紀錄。

在執行63驅蟲計畫前，全場豬隻平均肝臟廢棄

率約為45～50%，於100年4月開始配合63驅蟲

計畫。以下為該場執行63驅蟲計畫後，每月肝

臟廢棄率柱狀圖：

由於該場之前並沒有完善的驅蟲計畫，以

及正值夏熱季，因溫度較高導致蛔蟲感染率上

升，在執行後8個月肝臟廢棄率即下降至10%以

下，最終維持於5%左右。

公斤飼料藥物成本2.5元

肉豬飼料添加1包價格約500元/T，每公

斤飼料藥物成本0.5元

母豬飼料添加：4 kg/sow/天 ×7天× 6次/
年 = 168 kg× 2.5元/kg = 420元/頭/年

肉猪飼料添加：仔猪 (1 kg /天 ×7天)+
生長期肉猪 (2 kg /天 ×7天)+肥育期肉
猪 (2.5 kg /天 ×7天) = 38.5 kg× 0.5
元/kg =19.25元/頭

A：母豬驅蟲費/年：420元/頭 × 300頭
母豬 = 126,000元

B：肉豬驅蟲費/年：19.25元/頭 × 4,800 
= 92,400元

A+B=126,000元+92,400元 = 218,400
元

218,400元÷ 4,800頭 = 45.5元/頭/年

根 據 ６ ３ 驅 蟲 計 畫 計 算 ， 以
Flubendazole及Ivermectin搭配使用，
驅蟲費用如下：

（６）母豬驅蟲藥費用：

飼料添加Flubendazole 4 kg/sow ×7
天×2次 = 56 kg× 0.5元/kg = 28元/
頭；

飼料添加Ivermectin 4 kg/sow ×7天
×4次 = 112 kg× 2.5元/kg = 280元/
頭；300頭母豬場：300 × 308元/頭 
= 92,400元

（３）肉豬驅蟲藥費用：

飼料添加Ivermectin 仔豬 (1 kg×7天) 
= 7 kg×0.5元/kg = 3.5元/頭

飼料添加Flubendazole 生長豬 (2 
kg×7天)+ 肥育豬 (2.5 kg×7天) = 
31.5 kg× 0.5元/kg = 15.75元/頭

4,800頭肉豬：4,800 × 19.25元/頭 = 
92,400元

※全場每年執行６３驅蟲計畫肉猪平均
每頭驅蟲費用為：

92,400 + 92,400=18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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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豬蛔蟲感染的經濟損失及驅蟲藥物成

本計算：

收入 (減少之經濟損失)：(45%～50%) × 
180 × 2 × 8 × 532 = 612,864元/年

支出 (驅蟲藥物成本)：180 × 2 × 8 × 38.5 
= 110,880元/年

每年63驅蟲計畫效益為：612,864元 - 
110,880元 = 501,984元 (約50萬元)

案例二

雲林縣某一貫化養豬場，該場母豬飼養頭

數為1,400頭、肉豬飼養頭數20,000頭，飼養環

境為水泥地面，無浸水區，有定期驅蟲紀錄，但

投藥間距超過蛔蟲生活週期。在執行63驅蟲計畫

前，全場豬隻平均肝臟廢棄率約為25%，於100
年5月開始配合63驅蟲計畫。以下為該場執行63
驅蟲計畫後，每月肝臟廢棄率柱狀圖：

 雖該場投藥初期，肝臟廢棄率仍有些許起

伏，但在第三次投藥後已降至10%以下，並且持

續維持於5%以下。

將此數據進行驅蟲效益計算後可得：

收入(減少之經濟損失)：(20%～25%)× 
1,400 × 2 × 8 × 532 = 1,787,520元/年

支出 (驅蟲藥物成本)：1,400 × 2 × 8 × 
38.5 = 862,400元/年

每年63驅蟲計畫效益為：1,787,520元 
-862,400元 = 925,120元 (約9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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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豬蛔蟲感染雖不會造成豬隻的急性死亡，但

其引起豬肝臟廢棄率偏高及造成的嚴重經濟損失

往往被忽視，而此種間接的損失可能會佔據經濟

效益中很大的一部份；由上述案例可以得知，若

持續定期執行63驅蟲計畫，必可為豬場帶來更高

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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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13年10月開始，台灣從入冬後因幾波冷氣團與

寒流來襲，各地區養豬場陸續爆發豬隻嚴重下痢疫情，所

有豬齡豬隻均會感染，發病率mobility 100%。肉豬、母豬

感染後出現嘔吐、下痢和無食慾，5-7天後恢復。剛出生的

哺乳仔豬因為沒什麼抵抗力，結果嚴重下痢、脫水，7-10
日齡內死亡率mortality 90-100%。經診斷後罹患豬流行性

下痢病毒(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Virus; PEDV)，此與

在中國大陸、美國(2013年4月份首次爆發)、菲律賓大爆

發疫情的病毒株同屬於高病原性，傳播力強[3];惟在2014年
2月美國俄亥俄州農業部(Ohio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ODA) [7,15]，發布採集自該州爆發下痢農場的豬隻糞便

檢體，經聚合酶鏈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發現並不是豬傳染性胃腸炎病毒(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Virus; TGEV)和豬流行性下痢病毒PEDV，
且經動物疾病診斷中心(Animal Disease Diagnostic 
Laboratory; ADDL)基因序列分析，證實是一新的病毒，

稱為豬Delta冠狀病毒(Swine DeltaCoronavirus; SDCV) 

[14,22]，此與2012年在香港發現的冠狀病毒息息相關[22]。而

這新的病毒-豬Delta冠狀病毒是否就是爆發此波大流行的

元凶，則有待更進一步的研究。

豬流行性下痢為非法定動物傳染病，所以各國沒有

對世界衛生動物組織OIE通報的義務，而且病毒只對豬感

染，對人類不會造成食品安全問題，所以沒有貿易上進出

口的管制[2];在自由化、國際化的豬肉市場，掌握資訊的肉

商於國內肉豬不足時，考量進口成本，將可能改以國外進

口替代需求。所以養豬業者必須要調節出豬頭數，以維持

產銷平衡，避免豬價動盪。

台灣這次PED疫情爆發，讓產業重新正視「生物安全

bio-security」的重要性，猶如當年爆發口蹄疫FMD的翻

版，全體總動員，嚴格厲行「隔離、清潔、消毒」措施。

實際上，現代豬隻生產經過多年持續發展已經變得非常複

雜，必須以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來保護豬群健康是絕對必

要的，一旦生物安全措施出現漏洞必將造成龐大的經濟損

失。生物安全措施做得好，豬場育成率就會提高，生產成

本自然會下降，可讓豬場獲利大幅提升，產業永續經營。

茲以問答方式做一描述豬流行性下痢的病因與防治，

供參考。

對豬流行性下痢的認識與產業因應對策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動藥處產品群經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畜產學碩士 吳明勳 獸醫師

1. 何謂豬流行性下痢病毒PEDV?

豬流行性下痢病毒僅感染於豬，不會感染人類

和其他動物。是屬於單股single strand，去氧核

醣核酸RNA，冠狀病毒coronavirus[17]。此病毒

在4℃，pH5.0-9.0和37℃，pH6.5-7.5之間穩定
[18]。PEDV於50℃時適度穩定，但在實驗室培養

於60℃，30分鐘，可使其失去感染力[19]；PEDV
是一種高度傳染性疾病，以引起所有豬齡豬隻嘔

吐、下痢和食慾不振為主徵。

2. 豬流行性下痢病毒是從哪裡來的?

豬流行性下痢於1971年在英國首次報導[6,16]，隨

後分別在加拿大、德國、中國大陸、韓國和日

本，發生病例報導。然而，現在嚴重的豬流行性

下痢在歐洲爆發是非常罕見的。這是由於病毒的

流行特性和母豬移形抗體的乳汁免疫lactogenic 
immunity保護初生哺乳仔豬。最近，爆發嚴重的

豬流行性下痢和高死亡率，可追朔至1993年在西

班牙、韓國和日本被報導[5]。台灣和美國在2013
年爆發豬流行性下痢，美國是首次爆發，且經實

驗室證實這些病毒株與於2010-2012年在中國大

陸流行的病毒株相類似[13]。其實近年來發生在日

本的病毒株與美國病毒株遺傳相似度更高，台灣

發病的病毒株亦相同[2,3]。2008年於泰國及2009
年後於越南發病的病毒株都屬變異株[2]。

3. 豬流行性下痢病毒如何傳播?

糞便-口腔fecal-oral是唯一和直接的傳播途徑。且

僅侵犯於小腸和大腸粘膜細胞，不會經由母體胎

盤垂直感染和從公豬精液傳播。而豬場間的高發

病率是藉著間接傳播途徑，藉由污染之人、卡車

(運豬車、飼料車、化製車和貨運車)、鞋子、鳥

類、貓、狗、蒼蠅、老鼠或其他可攜帶病毒之器

具進入感染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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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豬流行性下痢的流行病學?

本病整年皆可發生，但盛行於較低溫的冬末和春

初。基本上，豬流行性下痢病毒在溫度28℃以下

即能活化。由於保育豬和肥育豬隻腸管較哺乳仔

豬容易感染和複製。因此，通常保育豬和肥育豬

會先出現嘔吐和下痢之臨床症狀。倘若首次爆發

本病或病毒株屬於高病原性，則會感染豬場所有

豬齡豬隻，發病率100%，7-10日齡內哺乳仔豬

死亡率90-100%。

5. 豬流行性下痢的致病機制?

致病機制是經由糞-口途徑，侵犯主要標靶器官:
小腸和大腸，且在腸上皮細胞感染和複製增殖，

造成腸上皮細胞變性，絨毛萎縮和脫落，乳糜管

消失，腸壁變薄，消化和吸收不良，導致腹瀉。

哺乳仔豬的小腸剖檢組織病變，分別如圖一、圖

二、圖三。

6. 豬流行性下痢的臨床症狀?

豬流行性下痢與豬傳染性胃腸炎的臨床症狀相類

似，所有豬齡豬隻嚴重水樣下痢[7,15]、嘔吐和高死

亡率-離乳前哺乳仔豬幾乎100%。其發病率與死

亡率變異性也許很大，此與豬隻免疫性和豬場疾

病流行性有關。實驗證明PEDV的潛伏期約36小

時[8]。當PEDV入侵豬場，約4-5天出現下痢典型

臨床症狀，其潛伏期比TGEV長。一般PEDV會排

毒7-9天[19,21]，但是有些豬隻持續排毒3-4週。

哺乳仔豬

首先，嘔吐帶有黃白色粘液或剖檢可見如豆

花之未消化乳汁之胃內容物，然後出現嚴重水樣

下痢，最早於初生後12-24小時發生。<7-10日齡:
感染率100%，水痢，脫水，代謝性酸中毒，死

亡率90-100%。>14日齡:感染率100%，水痢，

死亡率20-30%。初生哺乳仔豬高死亡率的原因:

(1)易感受性細胞較多→有較長的絨毛和許多

成熟的腸細胞enterocytes，利於病毒複製，所以

在出現下痢臨床症狀的第12-18小時是排毒量最

大的時刻，其同單位的排毒量是母豬或死亡仔豬

的10,000倍[20]。

(2)恢復緩慢→存在於腺窩crypts的腸上皮細

胞，再生更新的時間比年長豬隻慢。

( 3 ) 未 成 熟 的 免 疫 恆 定 性 i m m a t u r e 
homeostasis→初生哺乳仔豬腸道功能尚未成

熟，對於酸鹼、電解質失衡和水份重吸收的代償

作用低。

(4)未消化乳的滲透壓→粘膜上皮細胞被破

壞，降低酵素活性，攝入乳汁無法完全消化，未

消化乳增加腸道內的滲透壓。因此，吸引身體內

的水份進入腸道和從糞便排出[20]。

保育豬/肉豬

離乳保育豬下痢可持續維持約2~3週，而

新引進豬隻可能引發系統性疾病；肉豬感染一週

內呈現下痢(絮狀和惡臭，沒有帶血的下痢便)，
豬隻略微食慾不振、沉鬱；肥育末期豬隻呈現水

樣下痢，嚴重腹絞痛，通常於7~10天後恢復，

1~3%死亡率[18]。

女豬/母豬

帶有惡臭的脂肪痢steatorrhea[6-7]，持續性

下痢1-2天，嘔吐和食慾廢絕，少乳甚至無乳。感

染後 7-10 日恢復。

7. 豬流行性下痢的診斷?

圖一

圖左：正常呈白色的乳糜
管清楚可見。

圖右：乳糜管不見了且腸
管變透明。

圖二
圖左：正常腸絨毛

(x10)。
圖右：小腸感染PEDV，

腸絨毛萎縮和脫
落(x20)。

圖三

電子顯微鏡下的小腸絨
毛
圖左：正常腸絨毛。
圖右：小腸感染PE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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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流行性下痢無法單獨靠臨床症狀診斷，且於

急性爆發期時感染所有豬齡豬隻，包括哺乳仔

豬下痢，無法與豬傳染性胃腸炎在臨床上加以

區別。實驗室的病因診斷etiologic diagnosis
是必要的，最常用的診斷方法就是直接區分

PEDV和TGEV[12]。實驗室用來鑑別PEDV的方法

有：免疫螢光試驗(immunofluorescence test; 
IF)、免疫組織化學技術(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s)、電子顯微鏡和反轉錄核酸聚合酶鏈

反應(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11]。

8. 豬流行性下痢的免疫/保護情形?

雖然PEDV和TGEV同屬於冠狀病毒，但是兩者之

間並沒有交叉保護力cross-protection。

母豬曝露感染後，產生粘膜保護抗體 IgA，透

過初乳(乳汁免疫提供保護腸粘膜之免疫球蛋白

IgA)，保護初生仔豬直到4~13日齡，可使初生仔

豬獲得相當有效的保護力。

沒有任何一個保護力是持久的，若沒有做好隔

離、清潔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豬群可能再度爆

發PED。

9. 爆發PED疫情時的處理措施?

當場內爆發疫情時的控制措施[1]:

1. 反飼:分娩前，3-6週期間的懷孕母豬。

2. 新女豬於隔離舍中禁止移動。

3. 確認新女豬有立即正確反飼。

4. 場內停止進豬6週的時間。

5. 經產母豬:一定要繼續按照批次流程執行目標

配種。

6. 嚴格的生物安全與統進統出。

7. 訂購確認為PED陰性的新女豬與公豬。

10. 豬流行性下痢母豬反飼  

Feed-back目的?

讓女豬、母豬曝露感染:口服接種病毒感染腸道

→病毒在腸道複製→腸粘膜辨識和免疫刺激→淋

巴細胞遷移migration和同時刺激乳腺淋巴細胞

→增加乳汁中的IgA抗體→保護初生哺乳仔豬[20 

]。

一般反飼後約2至3週可產生抗體，在第一次反飼

時，母豬出現下痢比例通常較高，可達70-80%；

有些母豬雖無下痢，但會有精神沉鬱、厭食，1
至2餐不攝食。此屬正常現象，可以不予處理。

在曾感染過本病的豬場，反飼後母豬下痢的比例

通常較低，一般約30%左右[1 ]。

讓女豬、母豬產生足夠的抗體量，正確的反飼操

作十分重要。製作過程中須注意事項，包括取

樣(感染PEDV之7日齡內的活哺乳仔豬)、低溫操

作，避免病毒死亡和接種足夠的病毒濃度。此

外，若哺乳仔豬混合感染芽孢梭菌症、豬瘟、藍

耳病PRRS和球蟲等[1 ]，反飼有可能會散播這類病

原體危害豬場，需特別注意。

11. 豬流行性下痢的處理原則?

PEDV是屬於一種粘膜病原mucosal pathogen，
主侵犯腸道粘膜。一旦爆發，必須(1)儘速讓豬

隻曝露感染，特別是女豬和母豬。口服接種足夠

的病毒濃度直接刺激母豬腸道粘膜，產生粘膜免

疫生成IgA。透過奶水供應給哺乳仔豬後，可中

和仔豬腸道內的PED病毒，並阻止PED病毒粘附

到仔豬腸道絨毛；進而防止PED病毒破壞仔豬腸

道絨毛引起的下痢、脫水及死亡[1]。(2)對已感染

的豬隻實施對症支持療法。(3)實施生物安全bio-
security措施，防堵初生哺乳仔豬再度感染。

各階段豬隻推薦之處理方法:

哺乳仔猪
1. 第一次感染爆發P E D，出生 7 ~ 1 0日齡

內仔豬，死亡率1 0 0 %，除了“安樂死

euthanized＂取全腸道作為接種攻毒用外，

無治療的價值。

2. 爆發時其他日齡哺乳仔豬實施對症支持療

法:(1)緩解腸道過度蠕動。(2)腸粘膜消炎。

(3)腹腔注射，補充水分與電解質(特別是補

充＂鈉離子＂)。(4)儘早離乳。

3. 爆發後施行步驟:(1)產房厲行嚴格隔離、清

潔和消毒作業，特別是空欄。(2)避免讓初生

哺乳仔豬攝入環境中殘存病毒，防止復發re-
break。(3)儘可能讓初生哺乳仔豬攝入更多

的初乳(Ig A)。(4)加強保溫。 

緩解腸道過度蠕動: 速免痢 50mL + 舒美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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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50mL，1:1混合後，肌肉注射1~1.5mL/
頭，每天一次，連續2天。或速免痢 50mL + 抗
菌寧口服液25mL，混合後，肌肉注射1~1.5mL/
頭，每天一次，連續2天。

腸粘膜消炎:蔘果葳 水溶性散劑 Sangrovit 
WS 5gm/l 蒸餾水或5%葡萄糖，口服1~2 mL/頭/
天，每天一次，連續三天。

輸液補充(腹腔注射；IP):若抗菌寧口服液已

施行肌肉注射則輸液補充可省略

乳酸林格爾氏液5 0 0 m L +抗菌寧口服液

10mL+複方維他命B注射液 50mL+重曹(小蘇

打；Sodium bicarbonate) 20mL。10日齡以上哺

乳仔豬10~20mL，腹腔注射，依脫水嚴重程度，

每日實施1~2次。腹腔注射部位，如圖四。

離乳仔猪
1. 緩解腸道過度蠕動。

2. 添加抗生素預防細菌性感染 :  安蒙西林 
Amoxicillin、賜福素散 Cephalin。 

3. 電解質和水溶性綜合維生素補充。依推薦

比例:每噸飲水添加電解質“得舒 Detoxol＂ 
2 公 斤 和 水 溶 性 綜 合 維 生 素 “ 益 肥 王 
Ephapan＂ 1公斤。

4. 添加酸化劑，選擇綜合有機酸和有包覆的緩

釋型酸化劑-中化酸寶 Acidtec 401，有助於

腸道清潔、衛生保健和腸絨毛發育。

5. 添加蔘果葳 Sangrovit 60 0.5公斤/噸飼料或

飲水給予蔘果葳 水溶性散劑 Sangrovit WS 
100ppm，可弱化疾病縮短病程，讓受損

的腸粘膜儘速恢復健康；雖然豬隻已停止

下痢，但是其受損的腸道粘膜尚未完全恢

復，蔘果葳的消炎作用與提高氨基酸利用率

圖四

哺乳仔豬腹腔注射部位。以肚臍中線及兩側乳
頭為基準，位於兩個箭頭範圍內。

特性，讓受損的腸粘膜屏障功能gut barrier 
function迅速恢復，不僅提高了飼料換肉率

FCR，同時也可防止腸道二次感染。 

6. 加強保溫。 

�肉猪(30kg~上市)

1. 限飼 1-2天，7日內即可耐過，無需特別治療

處理。 

2. 必要時，添加抗生素預防細菌性感染(選用

廣效性且停藥期較短的抗生素) :林可黴素 
Lincomycin、可賜興Cotusin-220、泰妙素 
Tiamulin 20%。

3. 或添加具消炎和促進生長的抗生素:可立使淨 
Colistin-110、多欣 Doxin-200、羥四環素 
Oxytetracycline-220。

4. 或併用蔘果葳 Sangrovit 60 0.5公斤/噸飼

料，讓受損腸粘膜儘速恢復健康，恢復生

長。

5. 或添加益生菌probiotics，倍多保 Bacispore
具有整腸和提高蛋白質利用率特性。

母猪
1. 隔離未來三週內將要分娩母豬，和即將分娩

母豬移入分娩舍前:外部豬體-清洗、消毒乾

淨。內部腸道-添加中化酸寶 Acidtec 401 
3-5kg/噸飼料，清潔腸道、衛生保健。

2. 感染母豬持續3~5天發生嚴重下痢和食慾廢

絕，少乳/無乳，施行對症療法。注射＂非類

固醇消炎藥-特威鎮Tolvetin＂，具有消炎，

鎮痛和解熱的特性。肌肉注射，8 mL/每頭

母豬，每二天注射一次。

3. 必要時，注射抗生素預防產後無乳症候群 
Postpartum Dysgalactia Syndrome，PDS，
即乳房炎mastitis、子宮炎metritis和無乳症

agalactia。

4. 注射“賜靜寧 stresnil＂，讓初生仔豬攝入

更多初乳(特別是腸道免疫抗體 Ig A)。分

娩母豬排出胎盤後，深部肌肉注射(約4公
分或1 3/4英吋注射針)，1mL/20kg體重(約
8-10mL/每頭母豬)，使出生仔豬都能獲得充

足的初乳，提高育成率。

5. 提高母豬發情穩定度和排卵數:離乳後第1
天，欣血清哥娜 1000IU→第3天，欣哥娜 
1000IU→24-48小時後發情配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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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離乳後發情週期時間已經混亂之母豬:肌肉

注射前列腺素PGF2α→第2天，欣血清哥娜 
1000IU→第4天，欣哥娜 1000IU→24-48小
時後發情配種。

12. 如何實施PEDV的消毒作業?

PEDV屬於封套病毒enveloped viruses，對市售

大多數的消毒劑都有效[19 ]。

1. 石碳酸類→是一種廣泛使用的消毒劑，常用

於較髒物品表面的消毒，因為它們不會被有

機物影響活性；然而，細菌芽孢對該類消毒

劑有抵抗力，在硬水中會產生沉澱，有很強

毒性，且氣味持久不散；例如酚類Phenol、
甲苯酚Cresol、來舒Lysol等[4]。

2. 鹼類(鹼片，氫氧化鈉 NaOH)→3-5%可泡製

於進出口消毒池，需浸泡20秒以上，安定且

較不受有機物影響;2%即可殺滅PEDV[19 ]。

3. 酸類→衛可Antec Virkon S，消毒範圍廣，

應用於家禽畜畜舍及設備的消毒。

4. 甲醛類→福馬林1%燻蒸消毒，應用於密閉

空間消毒，如水濂式豬舍。毒性及刺激性

大，在使用時必須小心，使用時房間內不能

有人員及動物。

5. 界面活性劑(肥皂類)→陰離子界面活性劑:例
如一般肥皂，洗淨力強。

陽離子界面活性劑:例如“安期B-25消毒劑

Anti B-25＂，屬於四級銨類(Benzalkonium 
chloride，BKC)，其他如Benzethonium 
chloride，BTC、Pacoma、Roccal DT等；

對細菌、病毒及真菌有良好的殺滅效果，但

是對細菌芽孢無效，在溫度37℃，pH 9.0-
10.0條件下，消毒效果更佳。

兩性界面活性劑:毒性及刺激性較低，常用於

洗手消毒，但是會受到有機物影響其效力。

6. 鹵素類→碘製劑 :例如含有磷酸的“百潔

碘-30消毒劑Biodyne-30＂。對細菌芽孢有

效，於高環境溫度下易蒸發流失，且受有機

物影響大。在溫度20℃，消毒效果較佳；臨

床應用上常與陽離子界面活性劑搭配，輪替

使用。

13. 何謂生物安全措施，如何施行?

生物安全Bio-security過去在畜牧現場作業上稱

為「自衛防疫」；生物安全措施就是以較經濟有

效的疾病控制手段，防止致病性病原（例如：病

毒、細菌、真菌及寄生蟲）侵入畜群，降低和消

除豬場內的病原微生物，以確保動物健康安全的

防範措施[4]。簡而言之，就是確實執行「隔離、

清潔、消毒」作業。例如在PED疫情流行時，防

檢局建議的生物安全預防措施[3]：

1. 每日自主觀察豬隻健康情形，類似症狀應立

即處置。

2. 批次生產、統進統出配合全場淨空消毒，有

助於阻斷場內持續傳播問題。

3. 加強人車管制與使用器械之消毒。

4. 從已知陰性豬群購買女豬與公豬，避免引入

病毒。

14.PED疫情對後續肉豬產銷的影響

與如何調節?

依中央畜產會透過養豬協會、防治所及化製管

道，調查仔豬死亡數量，以防治所提供資料推估

1月份全國仔豬死亡頭數約8萬頭，以育成率75%
計算，將減少上市肉豬頭數約6萬頭，又2月份疫

情轉趨緩和，因此預估本年7月及8月可供應肉豬

頭數將分別減少5-10%[2 ]。

未來因應方式，因1至6月的供應頭數充足，原預

定6月上市的毛豬可調移部分至7月上市，5月上

市的毛豬可調移部分至6月上市，以此類推，將

春節後至端午節前的肉豬往後挪移;又中秋後豬源

較充裕，預定9月上市的毛豬可調移部分至8月上

市，10月上市的毛豬可調移部分至9月上市，也

就是讓肉豬提早上市，以避開11月及12月的低價

期[2 ]。

15. 防檢局對PED疫情的輔導防治

措施如何?

1. 籲請養豬場嚴格執行生物安全措施並通報疫

情。

2. 針對化製及運輸車輛等高風險媒介傳播點防疫

措施與監控指標。

3. 疫苗研發評估[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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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速免痢注射液 Smelin Inj.

主成分Benzetimide是一種副交感神經抑

制劑，具有類似atropine作用的特性，在治療劑

量下能夠很有效地抑制整個胃腸道的蠕動及分

泌，在與胃腸道障害首選病因治療劑“舒美淨33 
1/3%＂或“抗菌寧＂合併使用，其止痢效果比單

獨使用病因治療劑更為迅速有效。

賜靜寧注射液 Stresnil Inj.

是丁醯苯系列的精神安定鎮靜劑，有效成分

Azaperone，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藉由阻斷腦

部多巴胺接受體，以及抗腎上腺素的特性而達到

鎮靜效果。臨床上對於狂燥豬和分娩中的母豬、

防止豬群鬥爭以及簡單外科處置時的鎮靜均能發

揮優異的藥效。此外，藉由抑制下視丘-腦下垂體

層的泌乳抑制因子(PIF)，產生促進乳汁分泌的作

用，並進而提高生殖道的黃體化狀態以及乳腺的

刺激作用。

母猪生產管理工具
試驗數據證明，母豬產後肌肉注射賜靜寧，

觀察在整個哺乳期間，賜靜寧組母豬會保持或變

得安靜、側躺並表現出較佳的母性能力，允許仔

豬靠近乳房，在其出生後關鍵的第一小時有著

較為頻繁的吮乳次數，以及較為平均的初乳攝取

量，對仔豬在哺乳期間的存活率和生長性能具有

正面影響。此外，遭母豬壓死的仔豬比例相對較

少，離乳體重相對增加，而使得每頭仔豬的生產

與上市成本降低。

欣血清哥娜 Serotropin 1000®、

欣哥娜 Gonatropin 1000®  

注射劑

發情週期
下視丘分泌GnRH→腦下垂體前葉分泌黃

體生成素LH、激濾泡激素FSH→卵巢雌性素

estrogen增加，而LH、FSH的濃度受到抑制素

inhibin的影響，當抑制素濃度升高會抑制下視丘

GnRH的分泌造成LH、FSH分泌下降，稱為負回

饋作用(negative feedback)。若是於發情週期

雌性素很大量的分泌，促使LH、FSH分泌升高

→發情→卵巢濾泡成熟及排卵，稱為正回饋作用

(positive feedback)。

欣血清哥娜Serot ropin  1000 ®主成分為

PMSG(孕馬血清賀爾蒙)具有類FSH之作用。於發

情週期正回饋作用時期，促使卵巢濾泡成熟，大

量亦有排卵作用。

欣哥娜Gonatropin 1000®主成分為HCG(人
類絨毛胎盤賀爾蒙)具有類LH之作用。促使卵巢

黃體化及排卵。

特威鎮注射液 Tolvetin inj.

主成分Tolfenamic acid是一種屬於fenamate
群的非類固醇消炎藥物(NSAID)，具有抗發炎，

鎮痛和解熱的特性。其消炎活性是由於抑制環氧

化酶而導致主要的發炎介質 – 前列腺素和血栓素

的合成減少之故。

注射給藥後，短時間，約10分鐘即能達到

血中最高濃度。且持續作用力長，超過48小時。

藥物在組織分布廣泛，以高血漿濃度分布於消化

道、肝、肺和腎臟等所有器官中，然而在腦部的

濃度卻相當低。Tolfenamic acid大部分以原劑型

排出，主要經糞便(~30%)及尿液(~70%)排出體

外，不會通過胎盤障壁和發生蓄積的情形。

本劑臨床上除了做為消炎，鎮痛和解熱外，

可與抗生素搭配治療母豬產後無乳症候群。

蔘果葳 Sangrovit�

蔘果葳Sangrovit®是100%純天然植物性產

品，萃取自具有非凡抗病力的多年生植物-罌粟科

博落迴屬Macleaya cordata，具有消炎和提高營

養物利用率的效果。四苯菲里啶類(Quaternary 

Benzophenanthridine Alkaloide，QBA)和普羅托

品類(Protopine Alkaloide，PA)生物鹼是主要的活

性物質。

這活性成分含有苦味物質能刺激唾液分泌

和刺激胰臟和肝臟等消化器官的作用，促進消化

提高營養物吸收和營養份的利用率，釋出更多可

利用氨基酸到動物的組織器官作為肌肉生長。同

時，抑制由腸道微生物所分泌的氨基酸降解酶

amino acid degrading enzymes，AADE)，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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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氨基酸之利用率，特別是離氨酸(Lysine)和色氨

酸(Tryptophan);消炎(Anti-infl ammation)是蔘果葳

另一項獨特的能力，通過抑制身體發炎的主要調

節物質-細胞核轉錄因子(Nuclear Factor-Kappa 

B，NF-kB)，迅速消除各種腸道炎症，包括營養

性、細菌性和病毒性等引起的腸粘膜發炎。

蔘果葳提高飼料採食量和消化性能以及消除

腸道發炎降低對能量和營養素的消耗，改善飼料

換肉率和屠體品質，對於提高禽畜生產性能具顯

著的經濟效益。使動物發揮最大的生長和生產潛

能，使健康的動物更健康。

中化酸寶401  Acidtec 401

是協同組合的綜合有機酸 :包括富馬酸

Fumaric acid、乳酸Lactic acid、甲酸Formic 

acid、丙酸Propionic acid、檸檬酸Citric acid，

總酸量達到70%以上;以載體噴霧乾燥後形成精細

粉粒狀，具有良好的分散性，能在消化道的每一

個部位增加酸的解離數量，胃釋放20%、小腸釋

放55~65%和大腸釋放15~25%。

新一代＂緩釋型酸化劑＂-中化酸寶401不僅

是酸化劑，更具有抗微生物特性，抑制病原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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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牧場 總經理高大牧場 總經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畜產學碩士 陳東杰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畜產學碩士 陳東杰

高大乳業的演進

台灣在日據時代，由日本政府設立了好幾

個乳牛場，其中也有一個是高雄牧場，位於壽山

底下的龍目井，即後來台泥旁邊，附近有圓亨

寺。該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賣給日本左營

海軍，但在大戰結束前消失。高大乳業的創辦人

陳行貶先生，於民國2年曾受雇在高雄牧場（日

據時代）擔任工職，經過一年的努力工作，其認

真負責的工作精神受到日本人城先生（日本伊勢

人）的賞識，建議他自創事業，配送瓶裝牛乳，

並幫忙申請牌照，因此陳行貶先生於民國二十二

年在橋頭設置牛乳處理設備，並從原來的老闆高

雄牧場購買鮮乳，經過加工裝瓶，販售到橋頭、

楠梓、岡山、左營等地，全盛時期曾經僱用送乳

人員三人，利用腳踏車配送牛乳。第二次世界大

戰末期，高雄牧場消失，陳行貶先生改向大社酪

農組合（日本時代成立），購買生乳加工，這種

工作非常辛苦，所以到台灣光復的那一年決定

停業。而民國三十五年在考慮的結果，認為自己

養乳牛自產自銷或許比較好做，於是開始購買乳

牛一頭，命名為『初興』；在橋頭成立全乳社，

從事牛乳生產與加工販售，當時陳行貶先生在橋

頭地區被稱為『牛乳明』。這段時期由父親陳行

貶先生與長子陳益雄（一面送乳，一面上學）配

送牛乳到橋頭與岡山地區，陳行貶先生負責飼養

管理與擠乳，並送牛乳到高雄市區販售，母親負

責牛乳殺菌與裝瓶，至民國四十一年，乳牛（大

小）增加到48頭，牛乳已可配送到高雄地區。民

國四十二年牧場搬到高雄市三民區灣仔內民族路

改名為『高大牧場』，牛乳加工設備則設於建國

二路，高雄火車站附近；民國六十二年乳牛增至

198頭，再遷移至屏東鹽埔佔地15公頃，牛乳加

工仍在高雄。現在高大乳業已傳至第三代，老大

陳東杰先生負責牧場管理，老二陳鴻璋負責牛乳

工廠，老三陳鴻興負責相關業務。

生產履歷創造高大牧場永續經營的

未來

國產鮮乳及牛肉既然有優勢，如何讓國產鮮

乳及牛肉在安全議題上加乘發揮，並在世界潮流

接軌，就能使國產鮮乳及牛肉走出與進口競爭的

陰霾，甚至走出台灣。

『產銷履歷』是政府近年來積極推動的輔導

方案，而這個動作將改寫高大牧場永續經營歷史

命運。進口國家因為地大、牛隻飼養數量也過於

龐大，『產銷履歷』讓每隻牛都有自己身分證的

概念，大型牧場推行不易，而台灣飼養方式多為

小型精緻牧場，擁有推動『產銷履歷』的優勢。

2007年第一家積極爭取導入『產銷履歷』的

高大牧場，多年前看到開放美國液體乳及牛肉進

口，已預期未來將是擋不住的趨勢，而開始思考

在台灣如果不在安全問題上與進口液體乳及牛肉

區隔，台灣鮮乳及牛肉的未來幾乎沒有競爭力可

言。於是總經理陳東杰積極與農委會配合，導入

『產銷履歷』的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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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每天都要上網記錄實際飼養與管理的過

程，甚至還要爲牛隻的血統做記錄及拍照，但是

陳東杰認為，當安全議題浮出檯面時，堅持安全

品質的業者就能被人一眼識出，並且他堅信，提

供消費者鮮乳及食肉的安全保障，將成為台灣的

競爭優勢。『產銷履歷』講起來很容易，做起來

並不容易;然而，一旦產品出現問題，透過『產銷

履歷』就能追蹤掌控，並快速將問題解決。在食

品安全成為全球性議題的今天，『產銷履歷』的

全面化導入，是高大牧場跨足高消費市場的第一

步，因而讓高大牧場鮮乳成為名符其實『鮮乳界

的LV』。

榨乳人員與榨乳過程一切依照產銷履歷的
規範嚴格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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