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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5 年度動物認養計畫成果報告 

 

 

食肉目與無尾熊常見重要傳染性疾病之分子篩檢與 

免疫狀態監控計畫 

 

 

計畫編號：105 保研 10 

計畫項目：□ 動物福利   保育研究  □ 環境教育 

計畫主辦人：國立臺灣大學林辰栖副教授 

參與人員： 劉邦弘、陳薇安、謝宜臻、鍾廷芳 

 

執行期間： 105 年 03月 10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核定數： 300,000 元 

經費執行數： 300,000 元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內外公出或研習心得報告 0 種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 0種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 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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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5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 106 年 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本計畫為延續型之計畫，起因為在 104年度的計畫中，我們建立了針對食肉獸與無

尾熊的重點傳染性疾病（含犬瘟熱、副黏液病毒、犬小病毒、及反轉錄病毒等）的

分子檢測技術，以利園方針對現有及新進動物進行例行的健康檢測。在進行篩檢病

原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若能針對園內動物進行定期的檢測及長期的資料追蹤，除了

能監控動物的健康狀況外，對於疾病診斷、飼養管理、以及病原的傳播路徑均能較

為全面的理解。在此年度計畫中，送件之檢體普遍均進行犬瘟熱、副黏液病毒、小

病毒、腺病毒以及貓冠狀病毒之篩檢，經分子診斷為犬瘟熱病毒(CDV)陽性動物共

計有 11/15(隻)、犬(貓)小病毒(PAV)陽性動物有 10/15(隻)、腺病毒(ADV)陽性動

物有 2/15(隻) 、副黏液病毒(Para)陽性動物有 10/14(隻) (黑熊未檢驗副黏液病

毒)、以及貓冠狀病毒(FC)陽性動物有 4/14(隻) (黑熊未檢驗貓冠狀病毒)。對於

送檢結果有高的犬瘟熱病毒與犬貓小病毒陽性結果，除了因新進動物或野外動物帶

毒與病毒血症所造成外；疫苗所造成的干擾現象亦須透過完備的引子對設計來屏除

之。 

Abstract： 

This project was previously developed to routinely detect several deadly viruses to zoo 

carnivores. Zoo carnivores often suffer from fatal pathogen infection such as canine 

distemper, parvovirus, or adenovirus. Due to carnivores are the major compositions of 

zoo animals, establishing a standard screening protocol to detect these pathogens 

become necessary. For protecting these animals from deadly viral infection, we intend to 

set up viral detection system by proper primer design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he results showed our molecular detection system performed by PCR is 

applicable for canine distemper (CDV), parvovirus (PAV), and paramyxovirus (Para) 

detection. There were over 12 species and 49 samples were detected for the potential 

infection of these viruses. There were 11 CDV-positive and 10 PAV-positive cases 

among the 15 animals tested. This result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possible infection 

carried by newly quarantine animals or wild animals outside the zoo. Animals received 

routine anti-CDV and parvovirus vaccines could also interfere with the diagnosis. 

Further validation is needed to confirm the diagnostic results.   

關鍵詞： 
食肉目、犬瘟熱、副黏液病毒、犬小病毒、貓冠狀病毒 

Keywords： 

Carnivora, canine distemper virus (CDV), paramyxoviridae, parvoviridae, feline 

coronaviridae 



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計畫編號：105保研 10 

計畫名稱：食肉目與無尾熊常見重要傳染性疾病之分子篩檢與免疫狀態監控計

畫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林辰栖副教授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

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字為限）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研究之目的在建立常態性監測台北市立動物園內食肉目動物病毒性疾病

之分子診斷系統。於計畫執行期間，能即時針對需要診斷之病例提供病毒

確診之工具。於學術發表之價值上，可朝兩方向進行：方向一為配合其他

診斷資訊或是病理診斷，針對特殊病例進行病歷發表；或是方向二累積大

量診斷結果進行全面性之分析。目前我們正在朝方向二進行資料之統合與

撰稿中，希望此發表能為動物園之健康管理提供確實有用之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