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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10709 

計畫屬性： 
□族群管理___% □保育繁殖___% □域內保育___% 

□國際交流___% ■動物醫療 45 % □照養管理___% 

□行為豐富化___% □教育推廣___% □人才培訓___% 

□動物營養___% ■其他：公共衛生 55 %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系廖泰慶副教授 

參與人員：林怡君 

 

執行期間：107年 02 月 13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 

經費核定數： 350,000 元 

經費執行數： 333,974 元 

 

 

※ 本成果報告無其它應繳交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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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動物園  107 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成果報告 
日期：108 年 2 月 28 日 

中文摘要： 

Dirofilaria repens 是ㄧ種藉由蚊子叮咬傳播的絲狀蟲，成蟲寄生於許多食肉

目動物皮下組織，屬於無症狀的感染，母蟲在交配後釋出微絲蟲至血液中，經由

蚊子叮咬而傳播至下一為宿主；人是 D. repens 的意外宿主，其幼蟲無法在人體

發育成熟，但可寄生於人的數個部位的皮下及眼睛，造成物理性的傷害。以往台

灣被認為沒有 D. repens 的感染，但近年的田野調查分別在野生動物及流浪犬發

現到其感染，因此為了避免遊園民眾感染 D. repens，以及瞭解動物園圈養的食

肉目動物感染該絲狀蟲的情形，本計畫在執行期間不定期至動物園檢驗室收集到

46 個食肉目動物的抗凝血檢體作篩檢。所有檢體經溶血後製作抹片，以顯微鏡

檢視，均未找到微絲蟲；剩餘的細胞被用於萃取 DNA，並以聚合酶鏈反應(PCR)
作為篩檢工具，標的為 D. repens 的 CO1 基因，結果有 7 個檢體被判定為疑陽性

檢體；這些疑陽性檢體增幅的 PCR 產物被送定序，但結果均不是 D. repens，因

此本計畫期間收集到的 46 個食肉目動物檢體都未感染到 D. repens。 

Abstract： 
Dirofilaria repens is one of filarial nematode transmitted by mosquitoes. Their adult 
worms live in the subcutaneous tissue of many carnivores. Microfilaria are released 
into blood stream by adult female worms after copulation and are transmitted to next 
host through mosquito bite. Although humans may become infected as aberrant hosts, 
the worms fail to reach adulthood while infecting a human body. They will survive in 
subcutaneous tissue of several locations, and the eyes. Taiwan used to be thought is 
an area free of D. repens infestation. However, the infestation of D. repens was found 
in the wild animal and stray dog in the recent field investigation. To screen D. repens 
infestation for further preventing the infestation of visiting citizens, 46 anticoagulated 
blood samples from the carnivores of Taipei Zoo were collected and examined in this 
project. After lysis of red blood cell, microfilaria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smear of 
all blood sample. DNA was extracted from the rest cells of each blood sample and 
was used as template to amplify the fragment of CO1 gene. After PCR, 7 samples 
were interpreted as suspected infestation. The amplicons of all suspected infestation 
were cleaned and sent to sequencing for final confi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equencing, all the samples were not D. repens. In conclusion, 46 samples 
collected from carnivores of Taipei Zoo in this project were free of D. repens 
infestation. 
關鍵詞 Keywords： 
惡絲蟲(Dirofilaria repens)、食肉動物(Carnivores)、人(Human)、聚合酶鏈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CO1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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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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 

計畫名稱：動物園食肉目動物絲狀蟲 D. repens 感染的篩檢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系廖泰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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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計畫中規劃收集 50 個血液檢體進行篩檢，但由於檢體的來源只有兩

種，一為動物園為食肉目動物安排的定期身體健康檢查(今年度預定健檢的動

物有 32 隻)，其次為因特定因素(如懷疑有疾病)需要而抽血，無法為本計畫多

作採血，故截至計畫執行完成，僅收集到 46 個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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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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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成果主要在篩檢園區食肉目動物是否遭絲狀蟲感染，同時也確認目

前獸醫師施行的投藥計畫是否有效避免這種無外顯症狀的絲狀蟲感染；結果

顯示目前的投藥方式，有效避免園區食肉目動物感染絲狀蟲，應持續投藥，

以維園區工作人員及遊園民眾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