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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北市立動物園圈養許多珍稀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Nonhuman primates, NHP），由於此

類動物與人類親緣關係相近，因此有許多病原和人類具交叉感受性，又因圈養之非人靈長類頻

繁與人類接觸，大大增加交叉感染的風險。過去文獻中指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收容

中心收容之大型靈長類約有41%之長臂猿及22%之黑猩猩呈現B型肝炎（Hepatits B virus, HBV）

血清抗體陽性（Huang, Chiang et al., 2009）。而A型肝炎（Hepatits A virus, HAV），廣泛流行

於全世界，泰國約有64.7%之獼猴、85.7%之葉猴、28.4%之長臂猿及94.6%之紅毛猩猩皆可在在

血清檢出HAV抗體（Sa-nguanmoo, Thawornsuk et al., 2010）。本研究在建立大型靈長類病毒性

傳染病之監測平台，利用化學冷光微粒免疫分析法（CMIA）及巢式聚合酶連鎖反應（Nested 

PCR），分別檢測血清中B型肝炎表面抗體（HBs Ab）、核心抗體（HBc IgM）及HAV IgG含

量，及檢測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 Ag）核酸片段。本研究共檢測20隻圈養非人靈長類動物，

結果顯示，血清抗體檢測有一紅毛猩猩檢體呈HAV IgG陽性，但肝功能指數ALT及AST呈現正

常，推測其曾經感染過HAV現已復原；在核酸樣本PCR檢測結果皆未有陽性檢出。本研究成功

建立HAV及HBV監測平台，檢測結果提供園方臨床工作人員資訊，進行後續醫療，及飼養管理

改善，以保障工作人員及參觀大眾之健康。 

Abstract： 
    Some of the nonhuman primates (NHPs) kept in Taipei city zoo are endangeous species. Due to 

close phyloge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NHP and human being, zoonosis is commonly present. Risk of 

zoonosis should be highly concerned in the daily practice in the zoo. From literature review (Huang C. 

C. et al, 2009) that 41% of gibbons and 22% of great apes were tested positive for serologic marker of 

hepatitis B virus (HBV) from Pingtung rescue center. In addition, hepatitis A virus (HAV) is a 

worldwide endemic disease. There were about 64.7% of macaque, 85.7% of langurs, 28.4% of 

gibbons and 94.6% of orangutans showed serologic positive for HAV in a specific 

study(Sa-nguanmoo, Thawornsuk et al., 2010).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monitoring platform of these 

zoonotic viral diseases, we have used the chemiluminescent microparticle immunoassay (CMIA) and 

neste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Nested PCR) to test the HBs AB, HBc IgM, HAV IgG, and the part 

of DNA sequences of HBs Ag, respectively. Twenty blood samples from captive NHPs have been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ly one orangutan sample was serologic positive for HAV IgG. 

Further biochemistry result revealed normal level of ALT and AST in this individual suggested the 

animal had infected HAV and was recovered. The results of the nested PCR are all negative in the 

tested samples. The present project has established a monitoring platform of HAV and HBV.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this system is beneficial for clinicians to improve medical and animal 

management, and is also ensuring the health of the animal, zoo workers as well as public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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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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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非人靈長類動物因具有高度基因相似性，故對許多病源具交叉感受

性，而 A型肝炎（HAV）及 B型肝炎（HBV）為重要人畜共通病毒性疾病，

且調查顯示台灣圈養大型靈長類動物也曾有高檢出率（Huang C. C. et al, 

2009）。台北市立動物園為北台灣圈養數量最多且種類最多的非人靈長類動

物的展覽場所，且該環境部分為開放展示空間，大大增加人猴接觸的機會，

使 HAV及 HBV的監測更為重要。本研究成功建立 HAV及 HBV檢驗方法，能

利用科學方法篩選出感染的個體，並提供園方作為臨床治療的參考；除此

之外，更能保障園方工作人員及遊客的身體健康。本研究雖已成功建立檢

驗方法，但由於配合血清庫及健檢動物來收集血液樣本，本年度的檢體數

目及種類較不足涵蓋整個園區動物。未來應逐年完成全面性的監測，建立

動物園大型靈長類重要病毒性疾病之資料庫，除血液樣本外，更可採集粘

膜拭子樣本，了解及監控動物排毒情形。而其他重要人畜共通性疾病，如

獼猴疱疹病毒及反轉錄病病族群，這些皆在台灣野生或圈養之靈長類動物

有檢出報告，未來亦須包含上述重要病毒性疾病建立監測系統，達到動物

保育及公共衛生安全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