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犬實驗動物
一、簡介
目前在獸醫醫學最常使用的實驗動物為小鼠及大鼠，其次是倉鼠、天竺鼠，
沙鼠及兔子等。犬歸屬非典型實驗動物，人醫醫學的試驗中雖然較少使用犬來擔
任試驗動物，但在某些研究領域犬隻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犬隻(Canis familiaris)
是由狼馴化而來，人類與犬隻的互動關係在距今 12,000 年前即開始。由於容易
取得、飼養照顧便利，犬科動物從生物醫學研究正起飛的十七世紀起為重要動物
模式的來源。犬科動物的心血管系統與人類相似，故被大量使用在相關研究。例
如：心血管開刀手術的訓練課程；中風病患的手術研究；人工器官-心、肺的研
究開發、人工心臟瓣膜及動脈的臨床試驗，人工髖關節及膝關節的臨床試驗，心
律調整器、導管等的研究開發。此外，由於犬隻好發腎臟疾病，因在腎臟疾病的
相關研究中也大量利用犬來擔任實驗動物。世界第一例成功的腎臟移植手術即在
犬隻。人類白內障、水晶體等疾病治療的研究開發也大多使用犬隻來進行初步試
驗。
因為犬隻被廣泛運用在各項研究開發上，動物的生理研究也相當受到重視，
對於動物本身的認知逐漸加強。例如了解如何改善其營養狀態、疾病診斷及治
療、手術技術的改良、動物行為學的研究等。這些了解對於寵物犬的壽命延長、
生活品質的提升等，都具有正面意義。了解犬隻行為學對於教導犬隻學習服從、
協助身心障礙人士或特殊工作目的的犬隻，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除擔任試驗動物及伴侶動物外，目前犬隻也被運用來改善某些病患的病症，
藉由與犬的相處、飼養、接觸等動作，許多患者在這樣的互動之下，病情有顯著
的改善。為了解犬科動物在研究上的運用、飼養管理及操作技術等，分述如各章
節。
二、犬隻飼養管理
(一)犬隻之運送與檢疫
1.一般中小型犬隻運送應以不落地為原則，以合適犬隻大小之運輸箱，
其大小應足可讓犬隻於籠內自由迴旋並抬頭無礙。
2.新到之實驗犬隻應於報到處辦理相關手續，並提出來源證明與狂犬病
疫苗施打記錄。由獸醫師初步檢視其健康狀況，登記簽收後，暫時運
送至檢疫舍中觀察三週。
3.實驗犬隻於檢疫期間無任何異樣，於期滿後運送至指定籠舍飼養，並
開始進行實驗。
(二)飼料與飲水
1.不同廠牌飼料，由獸醫師依動物年齡及體型制定建議用量，，記錄於
表上，工作人員依此量給予實驗犬。餵以乾燥顆粒飼料為主，動物對
乾飼料反應不佳時，方使用少量之罐頭飼料調味。
2.飲用水使用過濾或煮沸過的乾淨水置於飲水盆中，一般情況下應隨時
提供正常飲水。
3.一般於每日上、下午各更換飼料及飲水一次，以罐頭調味之飼料若未
吃完，需於 1 個小時後收走，清理乾淨。
187

4.工作人員需每日觀察實驗犬隻之精神及食慾狀態，並記錄於實驗犬隻
健康記錄表（如附表）。
(三)犬舍環境衛生維護作業
1.清潔籠舍步驟
(1)犬籠舍之清潔
(a)以動物不在時為原則，將犬隻放入運動場後才進行清潔工作。
(b)清潔籠舍，以乾式清潔法為主，遇有排尿或下痢之情形時，方使
用拖地或灑水的方法清潔。
(c)每日固定清潔兩次，遇下痢時視情形隨時清潔，清潔之前應通知獸
醫師檢視下痢的情形。
(d)清潔的順序依現場環境調整，但遇有下痢或動物狀況稍有異常
時，該籠最後才清理，清理完成後，工作人員需以消毒水消毒後
才離開該籠舍。
(e)清潔後之污水都進入排水溝後，將排水溝內用水沖洗乾淨，需確定
沒有糞尿之殘餘。
(2)工作人員需將觀察到動物排便及排尿的情形記錄於健康記錄表上。
(3)當實驗結束後，空出的籠舍需作徹底的清潔與消毒。建議以瓦斯槍
進行消毒，最後噴灑消毒水後空籠數日。
(4)獸醫師若於籠舍內進行醫療行為，需確實清點醫療用品，勿留下任
何醫療用品或廢棄物。
2.平時犬舍的維護
(1)犬舍內部設施每日皆需定時清潔，並檢查冰箱，空調等設備運作是
否正常。空調設備失常時則置入備用電扇及抽風設備以維持通風。
(2)犬舍內、外部工作走道及接收實驗動物之區域，除清潔外每日應以
消毒水處理一次。
(3)剩餘飼料及排泄物的收集桶需上蓋密封，每日定時清運，以防止蒼
蠅老鼠滋生。罐頭使用後需清洗收集置於資源回收桶，亦須上蓋或密
封，定期回收。
(4)冰箱內部、冷氣機之濾網、風扇至少每星期清潔一次。
(四)犬舍一般廢棄物之清理
1.一般廢棄物指垃圾、糞屎、動物屍體或其他非事業機構所產生足以污
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2.一般廢棄物清除範圍，指本犬舍建築內外或土地與公共衛生有關者，
以及四公尺以內之公共巷，衖路面及水溝，由相對建築戶或相鄰建築
戶分別各半清除。
3.在指定清除區內，由本舍使用人或管理人負責清除之，並於適當地點
及公共場所，設一般廢棄物貯存設備，並做好其分類，便於資源回收。
4.一般廢棄物之清運，由實驗動物設施或委託經核准之公、民營處理機
構處理。
5.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不易清除、處理、含
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含有害物質之成分，或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性
質之一般廢棄物，皆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應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
器之製造、輸入、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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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犬隻屍體之清理
1.將動物屍體裝入塑膠袋中，以冷凍方式暫時儲存。
2.將相關資料與以記錄。
3.冷凍櫃中累積一定數量時，委託具有環保署執照的廢棄物處理公司處
理。
4.具有感染性動物屍體或組織器官等，應先予以肢解，並經高溫高壓滅
菌處理，再冷凍。

附表一 實驗犬隻健康記錄表
編號:

房舍編號:

動物姓名:
日期

食慾

動物別:
精神

大便

品種:
小便

咳嗽

日期:
年齡:

歲

鼻、眼、生殖器分泌物

性別: □雄
噴嚏

嘔吐

□雌
甩頭
搔耳

體重:
跛行

kg
搔癢

籠舍:
工作人員簽名

註: N-正常,V-是, X-否
A-厭食、急躁、無便、無尿、膿樣分泌物
S-禁食、虛弱、硬便、寡尿、水樣分泌物
P-不佳、抑鬱、軟便、頻尿
M-中等黏便、血尿、黏液樣分泌物
W-水痢、排尿困難

三、犬之麻醉、止痛、外科手術及安樂死
(一)前言
基於倫理科學，應將實驗導致動物的疼痛和痛苦減至最低或進而完全排除。
外科手術引起的疼痛可藉由適當的麻醉技術來防止。術後疼痛及非外科實驗步驟
引起的疼痛，應給與止痛藥物來緩解。
(二)麻醉
麻醉是一種可逆且可控制的狀況，可分為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全身麻醉是
指給與藥劑後可以引致動物失去意識和疼痛感，而局部麻醉可使身體局部區域的
感覺變得遲頓。在表 1 列出在犬隻較常使用之麻醉劑和相關藥物的劑量。至於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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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選擇依所要施行的手術步驟、手術所需時間、研究者的經驗及實驗目的而
定。而且不同動物種之間的麻醉方式也不適用，因此不可以用推測的方式來進行。
1.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可以區分為四個階段：失去知覺(入眠)、失去感覺功能(止
痛)、骨骼肌鬆弛及反射活性受抑制。全身麻醉是可以單獨給與一種藥劑來
完成，如使用吸入性麻醉劑 halothane 或 isoflurane；或注射式麻醉劑如
pentobarbital 或 propofol。當使用平衡麻醉法(balanced anesthesia)時，每
個麻醉藥物的劑量相對可以較低，以減少過量的危險和副作用。而平衡麻
醉的一個可能不利之處是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出現，因此有必要在施
行麻醉之前要能完全了解該藥劑的藥理作用。
2.局部麻醉(Local anesthesia)
局部麻醉僅能在維持動物仍有意識下影響身體的某個部位。局部麻
醉可以有許多方式，以達到不同程度(局部/區域)的麻醉。(1)表面麻醉：直
接塗敷局部麻醉膠或噴霧至黏膜面，或在皮膚上直接塗敷局部麻醉軟膏，
來麻醉局部區域。(2)局部浸潤：將局部麻醉劑浸潤至組織中，來麻醉較深
層組織。(3)局部神經阻斷：藉由注射麻醉劑至神經周圍，來麻醉較大範圍
的組織。(4)區域麻醉：更大區域的麻醉，可將局部麻醉劑注入脊髓(spinal
cord)的附近或單一枝的神經叢中來達到。最常用到的局部麻醉劑包括
procaine、lidocaine、bupivacaine 和 prilocaine。
3.麻醉前的準備工作
確定所選擇的麻醉法是適當的，確定動物在術前健康狀況良好且無
任何可見的疾病。在施行大型手術之前，先進行血液學和血清生化學檢
查。術前要先禁食 12 至 16 小時，以免動物在回復期間發生胃內容物返流
和吸入。
麻醉前給藥：例如給與抗膽鹼藥物 atropine，可以減少支氣管和唾液腺分
泌物的量，並且能阻斷不利的自主神經反應。而鎮靜劑的投與是可以減少
動物緊迫且利於保定。但大多數的鎮靜劑是沒有止痛效果的。
4.全身麻醉的誘導和維持
全身麻醉的誘導可以藉由靜脈內、皮下、肌肉內或腹腔內等途徑或
吸入揮發性麻醉劑來達成。
5.麻醉深度的評估
最重要的是要能夠監測麻醉深度，以確定麻醉不會太輕而出現痛
感，或過量而有生命危險。可以用來判定麻醉深度的參數包括有反射活性
的改變、呼吸速率和深度、心跳速率和血壓的改變及其他對疼痛刺激的反
應。麻醉的分期包括：第一期，誘導期(induction stage)：此期動物仍有知
覺，但有輕度的止痛和鎮靜，對刺激的反應較為遲緩。第二期，興奮期
(excitation stage)：動物失去知覺、過大的反射活性和肌肉運動、瞳孔擴張、
淚液和黏液產量增加、眼睛呈現不協調運動。第三期，外科期(surgical
stage)：呼吸頻率減少與深度增加、眼瞼和角膜反射消失、肌肉張力和反
射反應降低，對外科手術或其他刺激沒有反應。第四期，缺氧期(hypoxic
stage)[毒性期(toxic stage)]：腦中樞受抑制的程度已造成呼吸和心跳減慢且
甚而停止、瞳孔擴張且並對光線無反應。大多數實驗的麻醉都需要到外科
期。為了判定動物是否已有足夠的麻醉深度，可以由以下之反射反應來評
估：
（1）翻正反射(righting reflex)，
（2）眼瞼反射(palpebral reflex)，
（3）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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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反射(pedal reflex)，
（4）吞嚥反射(swallowing reflex)，
（5）尾巴捏夾反射
(tail pinch reflex)。以上這些反射在進入外科期後皆會消失。其中以翻正反
射和足縮反射是最有用的評估標準。
6.氣管內插管
氣管內插管是指將一氣管內管插入氣管內。插管僅能在動物已麻醉狀態下
才能執行。執行插管時，有時還需要喉鏡的協助。動物必須在足夠的麻醉
深度下才能將口打開和將舌頭拉向前而不會引發咀嚼或舌嚥反射。這也可
使操作者能看清楚會厭和聲帶。
7.人工換氣
當使用人工換氣時，可以藉由人為壓力或自動換氣機，將新鮮氣體
灌入肺內。若施行胸腔切開術或使用肌肉鬆弛劑時，應給與動物人工換
氣。為了確立適當的呼吸功能，一般使用的潮氣量(tidal volume)為 10-15
ml/kg。犬之呼吸速率可定為每分鐘 10 至 15 次呼吸。
8.生命機能的監視
在整個麻醉過程中，應該評估動物的生命機能，基本評估包括簡單的
觀察，如可視黏膜的色澤、呼吸模式和速率、心跳和脈搏速率。或建議使
用生理監視儀來監測這些生命機能，因為有些參數如血氧量、二氣化碳濃
度和體溫等是無法以簡單觀察即能得知。為防止動物在麻醉過程中體溫過
低可能引起的危險，應在術前佈置恆溫墊以維持動物體溫。提供靜脈內輸
液回補因呼吸道和手術過程中失去的水分。一般建議術中輸液速率為
10-15 ml/kg/hr (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若發現動物在麻醉過程中，眼
睛仍未閉合，應給與眼藥膏或人工淚液防止角膜乾燥。
9.麻醉的併發症
大多數麻醉劑都會有一些藥理副作用，偶而會因生命器官機能受抑
制而發生嚴重的併發症，更嚴重的甚至造成動物休克及死亡。麻醉的併發
症包括呼吸抑制和呼吸停止、心因性心律不整和心跳停止、心衰竭和低血
壓、反流(regurgitation)、低溫。
10.術後看護
所有的監測程序在術後也應持續，直到動物能平順回復。特別重要
的是要維持體溫，包括恆溫墊和加溫燈。氣管內管在動物回復吞嚥反射後
應儘快移除，但仍需持續注意其呼吸功能直到完全回復。所有外科程序後
皆應給與術後止痛藥(表 2)。明顯的疼痛症狀包括行為異常、姿勢改變、
攝食和飲水減少、體重減輕等。
(三)外科手術程序
會在實驗動物身上執行外科手術程序的理由包括技術教學、外科手術技
術或物質的測試、或作為病理生理學模式的研究。施行外科手術步驟是需要
有特殊技術的，因此須事先在設備良好且在有經驗人士的指導下獲取訓練的
基礎。
1.衛生和無菌：每個外科步驟都會有感染的危險。因此必須作到無菌(在滅
菌狀態下防止污染)和消毒。要使用滅菌過的包巾與器械、手術服、手套，
面罩和手術帽等。
2.器械：基本的外科手術器械包括：手術刀、直或彎的組織鉗、直或彎的外
科鉗、直或彎的外科剪刀(雙尖或一尖一鈍)、洞巾夾、動脈鉗、持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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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縫針、皮膚鉗和外科縫線等。
3.出血：有些外科手術期間的出血是不可避免，但嚴重的失血可藉鈍剝組織
與避開含血量高的組織來避免。也可藉電燒或結紮血管或血管夾協助止
血。
4.外科縫合：在外科手術程序最後要將創口閉合時要重建原有的解剖學位
置。例如腹壁切創時，要將腹膜、腹部肌肉、皮下組織和皮膚縫合，但不
能產生皮下空腔。最基本的縫合方式有間斷縫合法和連續縫合法。雖然連
續縫合法的速度比間斷縫合法快，但是若縫線斷裂時則會完全解開，因此
不推薦使用在較大的傷口。正常情形下，傷口多少會有一定程度的腫脹。
外科縫線可分為可吸收線和不可吸收線。可吸收線包括 catgut、vicryl 或
dexon，被吸收速率不同。不可吸收線有 cotton、silk、mersilene、nylon
或 stainless steel。縫線還可分為單股或多股，和不同直徑大小從 5 至 12-0
USP，5 號最粗而 12-0 最細。依組織和張力的不同來選擇不同直徑的縫線。
在體內一般建議使用可吸收線，除非要特殊用途且需維持較長的時間才使
用不可吸收線。縫針則可分為有針眼的或無針眼帶線。縫針也有不同大小
和彎曲度、圓針或角針。角針用在比較堅硬的組織如皮膚，圓針通常用在
軟組織如腸道。
5.創口處理：創口須每天檢視。若創口懷疑有污染且預期會有滲出液時，可
以放置引流管。放置的引流管可在術後 2-3 天內拆除。術後的感染可以抗
生素來治療。若癒合良好，縫線可在術後 7 至 10 天拆除。
6.術後看護：若動物在術中失去過多的血液或水分，則術後一定要給與輸液
治療。預防體溫過低，可以使用恆溫水墊或保溫燈來維持體溫。
7.術後止痛：見先前之說明。
8.具侵入性的技術
(1) 切除手術(Ectomies)：實驗動物外科手術程序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在創造一
個特別的動物模式(animal model)。要能達到此目的的重要技術就是切除
手術。切除手術意謂移除一器官或器官的部分。施行此步驟的理由大多
是為了研究移除某特定荷爾蒙後的效應。最常使用在實驗動物的切除手
術為內分泌或免疫系統。其他包括：
(2) 瘻管(Fistula)：指在體內造一人工孔道，開口進入胃腸道、膽囊、或膀胱
的某個部位。
(3) 移植(Transplantations)：在實驗動物可進行肺臟、心臟、肝臟、腎臟和胰
臟的移植，目的在研究排斥反應，並測試用來防止排斥的藥物。
(4) 植入(Implantations)：植入指輸入某些物質或組織至動物體內。較常見到
的是植入腫瘤組織，植入位置經常是在皮下。
(5) 分流(Shunts)：分流指血管之間的連接，尤其是動脈和靜脈。
(6) 灌流(Perfusions)：灌流指以液體沖洗身體或一器官。先將血液從身體及/
或器官移除，以灌流液體來取代。此類的實驗動物並不會存活下來，除
非只灌流一器官(例如分離、灌流腎臟)。
(四)安樂死
當動物在實驗程序完成後，或仍呈現疼痛或痛苦時，應施以安樂死。若實驗
目的為獲取器官或組織作進一步實驗，或為觀察實驗的形態學結果時，則應先施
行安樂死後才可進行。其他施行安樂死的理由，包括出現無法治癒的疾病，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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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動物過多時。當動物要被施行安樂死時，要注意一些特殊要求，其中最重要的
是方法要人道，且操作時應小心不造成動物緊迫。再者，這些方法必須是可靠且
有效的、經濟的、操作容易、且對研究人員是安全的。施行安樂死的研究人員必
須經過適當的訓練。被施行安樂死的動物應單獨操作，不要在其他動物面前操
作，以免造成其他動物的焦慮或痛苦。目前採用的安樂死的幾個方法，可以區分
為二大群：化學藥物法和物理機械法。
1.化學藥物法：給與會導致動物死亡的藥物或化學化合物。最常使用的是給
與過量的全身麻醉劑，導致動物心跳和呼吸停止與死亡。其中最常被使用
的是靜脈內或腹腔內注射過量的 pentobarbital (100-150 mg/kg)，主要是因
為該藥相對的作用較快、給與容易且價格不高。但 barbiturates 藥物會引
起血管擴張和血液蓄積在器官內，因而會影響一些組織學研究。可以使用
於安樂死的吸入型麻醉劑有 ether、halothane、enflurane 或 isoflurane，但
會引致肺水腫進而干擾隨後的死亡研究。
2.物理機械法：因為化學藥物法很有可能影響到實驗的結果，故選擇使用物
理機械法。施行此法前亦須先鎮靜和麻醉動物。且要考量到此法是否會造
成施行人員的痛苦。這種方法包括頸椎脫臼法，但僅適用於幼犬。如果操
作熟練且快速是不會有痛覺的。
表 23-1 犬之麻醉藥物劑量
劑量
途徑
藥物
麻醉前給藥(抗副交感神經劑)
Atropine
0.05 mg/kg
SC
Glycopyrrolate
0.01 mg/kg
SC
麻醉前給藥(鎮靜劑)
Acepromazine
0.03-0.06 mg/kg
IM
Xylazine
0.5-1 mg/kg
IM
Medetomidine
0.03-0.05 mg/kg
IM
麻醉劑(短效，5-10 分鐘)
Propofol
5-7.5 mg/kg
IV
Thiopental
10-20 mg/kg
IV
Thiamylal
17.5-22 mg/kg
IV
Methohexitone
4-8 mg/kg
IV
麻醉劑(中效，20-60 分鐘)
Ketamine/diazepam
10 mg/kg
IV
0.5 mg/kg
IV
Ketamine/xylazine
15 mg/kg
IV
1 mg/kg
IV
Ketamine/medetomidine
5 mg/kg
IM
0.03-0.05 mg/kg
IM
Pentobarbital
20-30 mg/kg
IV
麻醉劑(吸入型，短/中/長效)
誘導濃度
維持濃度
Ether
15-20%
5%
Halothane
4-5%
1-2%
Isoflurane
4%
1.5-3%
Sevoflurane
8%
3-4%
Methoxyflurane
4%
0.5-1%
IM:肌肉注射, IV:靜脈注射, SC:皮下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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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術後緩解疼痛的止痛藥物劑量
藥物
劑量
Aspirin
10 mg/kg
Buprenorphine
0.01-0.02 mg/kg
Butorphanol
0.4 mg/kg
Flunixin
1 mg/kg
Ibuprofen
5-10 mg/kg
Morphine
0.5-5 mg/kg
Nalbuphines
0.5-2.0 mg/kg
Pentazocine
2 mg/kg
Pethidine
10 mg/kg
IM:肌肉注射, IV:靜脈注射, SC:皮下注射, PO:口服
四、犬之常見各類疾病(非感染性疾病為主)

給與途徑
PO 6 hourly
IM, SC, or IV 8-12 hourly
SC or IM
PO daily
PO 24-48 hourly
SC or IM 4 hourly
SC, IM 3-8 hourly
IM 4 hourly
IM 2-3 hourly

常見之實驗犬之非傳染性疾病涵蓋範圍極廣。動物飼養管理衍生之問題，犬
隻本身免疫反應力不良及遺傳性疾病為主要項目。本章列舉了皮膚系統、生殖系
統、消化系統、泌尿系統中發生頻率較高之幾種疾病。
(一)皮膚疾病
1.膿皮症：此病症多屬繼發性。發病原因很多，包括：(1) 細菌或特定病
原；(2) 皮膚保護機制受破壞（如營養 Vitamin A, E 及 Zn 缺乏）或；(3) 免
疫力不全或缺乏。此病症常有週期性發生的特性。
2.濕疹：長時間皮膚毛髮濕度過高，如淋雨、洗澡頻繁、長期下痢（誘發
肛圍濕疹）、慢性鼻溢液（誘發鼻孔部濕疹）、污垢蓄積（如：發汗及污
垢物蓄積而分解）、物理刺激（如：冰雪，凍傷，高熱，日光直射）、昆
蟲寄生或刺激（如：蚊，蚤，蝨）
、化學刺激（如：劣質洗毛精，汞軟膏，
石碳酸，石油）、消化系統疾病（如：常因異常食物發酵產物之吸收）、
皮膚薄弱（如：幼年換毛期，犬過食過肥，慢性病）
、內分泌失調（如：
性線分泌減少，皮脂分泌減少，被毛乾燥；睪丸發育不良，或腫瘤）
、異
位性或過敏性皮膚炎、內寄生蟲等。
3.疥癬蟲症：寄生皮膚時，會在真皮層穿孔造成皮膚隧道。疥癬蟲每日可
穿孔 2-3mm 於真皮內寄生，吸取淋巴液及皮膚細胞，造成嚴重搔癢和皮
膚抓傷導致皮膚發炎。被寄生部位被毛脫落變稀疏，皮膚變厚，曲皺並
蓋覆許多皮屑。較易發生於耳翼、肘部、後腳關節部、口唇和尾根部。
嚴重時可導致患犬虛弱消瘦甚至死亡。
4.毛囊蟲：一般在健康的皮膚上即可發現有少量毛囊蟲存在。當犬隻體弱
或免疫不全時，蟲體即大量繁殖，侵佔毛囊，而造成脫毛。如再遭受細
菌二次感染，會惡化為毛囊炎及膿皮症等。輕微的掉毛型，多發於臉部
及嘴角，大都可治癒；如病情惡化，則延及全身成為頑固的慢性皮膚炎。
5.異味性皮膚炎：好發於 1-3 歲犬（黃金獵犬、拉布拉多、中國沙皮、大
麥町、拉薩、西高地白更及特定混種犬等）
，在夏天及秋天季節交換時常
見。搔癢是患犬早期可見之現象，並有循環性搔癢-皮膚發炎-搔癢之情
形。輕微者由臉部磨擦、舔咬腳，演變嚴重者出現皮膚抓傷並出現紅腫、
丘疹（可轉變成水泡或膿皰）、皮屑、水腫、苔癬化及黑色素沉著等病
灶。病灶常見於眼睛及唇部周圍、前肢及趾間、腹部及脇部等。其它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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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症狀有外耳炎、油脂漏性皮膚炎及膿皮症（葡萄球菌外毒素引起）。
全世界有 10-30%（濕熱及都會地區更嚴重）犬隻罹患此病卻無法確診
而被誤認為其他皮膚病。
(二)生殖系統
雄畜
1.包莖症：先天性包皮腔出口過窄，導致陰莖無法伸出或伸出後無法縮回。
無法縮回之陰莖可給予冷敷，送醫治療。有此病歷犬隻建議以外科擴大
包皮腔之開口。
2.隱睪症：犬隻出生後 1 至 2 週睪丸由腹腔內下降至陰囊。部分犬隻需等
到性成熟才能確定隱睪症。若只有一側睪丸降到陰囊腔稱為“單側隱睪
症”。可嘗試以 GnRH 治療，但須在出生後不久的幼犬時期才有效，外科
治療效果常不彰。近一成公狗有隱睪症，其主要原因與遺傳有關，不應
繼續繁殖。
3.睪丸腫瘤：隱睪之睪丸易轉成腫瘤。最常見為“支持細胞瘤”，此種腫瘤
會產生過多雌激素使公狗雌性化（包括雙側對稱性脫毛、包皮過長、乳
房腫大、吸引其他公狗）。睪丸腫瘤即以外科手術摘除睪丸來治療。
4.前列腺肥大：高齡公犬前列腺會囊腫肥大或形成腫瘤而影響排尿及排
便。大部分成因是睪丸內分泌失調引起，可以去勢來治療。
雌畜
1.子宮積膿症：其病因為子宮對卵巢激素感受性增加，形成子宮內膜增生性
囊腫，再因細菌感染轉成子宮積膿症。感染後子宮腔充滿膿性液體，導致
毒血症，產生劇渴、嘔吐、無食慾、休克、死亡。 臨床症狀常在發情期後
4-6 週出現，多發生在 5 歲以上，分兩型：
(1) 開放型：子宮頸呈開放狀態，子宮腔內容物自子宮頸經陰道排出。
(2) 閉鎖型：子宮頸閉鎖，子宮內容物無法排出，母狗常呈現嚴重臨床症
狀。
2.卵巢囊腫：母犬發情後，持續自陰部排出血水。卵巢內成熟之濾泡不破裂
導致排卵而持續存在並繼續製造動情素，持續維持在發情狀態。
3.乳房腫瘤：母犬乳房腫瘤有惡性轉移也有良性。早期發現之病例，以外科
手術摘除可有效治癒乳房腫瘤。母犬有５對乳房，定期檢查有無乳房腫塊
有其必要。母犬在性成熟前或一次發情後將卵巢與子宮摘除可防止乳房腫
瘤之發生。
4.子宮炎：多發生在生產後，子宮之細菌感染。常因難產或助產導致。臨
床症為母犬呈現精神沈鬱、無食慾、自陰部排出血樣或黃綠色樣分泌物。
(三)消化系統
1.胃出血：病因為胃黏膜有潰瘍，急性或慢性胃炎、胃內有腫瘤、異物。另
外寄生蟲寄生造成之損傷、誤食化學藥品腐蝕胃黏膜。心臟，肺臟，肝之
循環障礙致使胃瘀血。吐血的顏色以在胃中存留的時間長短而呈現鮮紅或
暗褐色。
2.異物阻塞：胃異物常先停留一段時間，再進入腸道後會形成腸道異物堵
塞。臨床上犬隻呈現嘔吐無精神、腹痛及便秘。
3.直腸脫垂：嚴重便秘或下痢或直腸腫瘤未治療者常導致直腸脫垂。脫出之
直腸暴露於肛門外，脫垂部份體積可由櫻桃到香腸大小。直腸脫垂發現後
要即刻就醫，延誤會導致脫垂腸管組織壞死，必須以外科手術切除。
4.肛門囊腺阻塞：解剖學上肛門囊腺位於肛門口約在４點鐘與８點鐘位置各
一個。肛門囊腺的排泄出口在肛門口，當排泄管堵塞會導致整個腺體腫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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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犬會不停舔肛門或以坐姿肛門著地施行。嚴重時會發生肛門出血或
破損。
5.急性肝炎：一般肝病發生時症狀不明顯，因肝臟具有極大的儲備功能，需
要８０％以上的肝臟組織受損，才會呈現肝功能不足的症狀。一般症狀
有：(1)腹痛；(2)無食慾；(3)嘔吐；(4)發燒；(5)黃疸；(6)齒齦出血；(7)
糞便變灰白，及(8)尿液顏色變深。
6.胰臟外分泌功能不足：先天性疾病使胰臟外分泌組織發育不良或胰臟疾病
傷害外分泌組織，兩者均無法製造或提供脂肪消化吸收所需酵素。 臨床
症狀：(1)體重減輕；(2)糞便量增加，呈油膩灰白色；(3)毛髮乾燥。
7.脾臟腫瘤：狗脾臟腫瘤常見，常會導致出血到腹腔。其一般臨床症狀有：
(1)腹部腫脹；(2)突然虛弱；(3)口腔粘膜蒼白。脾臟可完全摘除對生命無影
響。
(四)泌尿系統
1.尿毒症：病因概分有腎因性：因高度腎炎而使蛋白分解產物，血氮蓄積。
腎後性：因尿路或排尿受阻礙（尿石，尿道狹窄）
，而使尿液成分再吸收
於血液循環內。症狀：(1)精神遲鈍，昏睡，呻吟；(2)食慾減退，嘔吐，
下痢，口炎，胃腸炎；(3)呼吸困難，呼氣有尿臭；(4)體溫上升，後降至常
溫；(5) 發汗帶尿臭，犬常皮膚劇癢。
2.排尿失禁：膀胱空虛，括約肌弛緩，不能蓄尿，尿液隨時流出。病因有(1)
脊髓變性，水腫或出血；(2)膀胱括約肌麻痺或損傷(手術，結石)或因老年
喪失收縮力；(3)蓄尿過久；(4)膀胱炎；(5)卵巢摘除後內分泌擾亂。臨床症
狀出現排尿頻繁。
五、犬之常見感染性疾病之預防及治療
(一)犬瘟熱 (Canine Distemper)
此為犬隻最高傳染性傳染病之一，沒有適當抗體的犬隻都可能被感染。早期
的病情不易與其他疾病區分，較常見的病徵：發燒、無食慾、精神不振、眼分泌
物多、流鼻涕、咳嗽、硬蹠症、腹部皮膚膿皮疹、肺炎、牙齒琺瑯質發育不全…….
等現象。末期因腦炎、脊髓炎，而出現抽筋、麻痺、行動失調等複雜神經狀態。
此病死亡率很高，萬一倖免於死，也將有嚴重的後遺症。目前並無特效藥，
只有依賴周全的防禦計畫來預防。正常接受母乳的幼犬，於 6~7 週齡時，即應開
始給予預防針，以後毎隔 3~4 週打一針，直到 15~16 週齡，幼犬打三針以上，效
果較可靠，以後每年應追加一針，才能維持預防效果。沒有初乳抗體的幼犬或身
體尚不適合接種疫苗時，可給合適犬熱瘟血清，作短期保護。
(二)犬小病毒出血性腸炎（Parvovirus Enteritis）
近年發生的急性傳染病，犬小病毒對自然環境頗有耐力，而能長期存活，它
能直接或間接傳染給沒有適當抗體的犬隻，而侵害其腸管、白血球，但少數幼犬
病例侵及心肌。感染初期有發燒、食慾廢絕、精神不振等與感冒相似的病症，接
著發生食慾不振及下痢，因腸管黏膜廣泛受損出血，導致排泄物帶血又具惡臭。
如果該犬未能及時送醫治療，會引起急性脫水、休克、死亡。
目前沒有特效藥來消滅該病毒，使犬隻迅速康復。病犬應儘早送醫治療，包
括點滴輸液療法，補充流失的水份及電解質，控制嘔吐及下痢病預防續發性感
染。患犬如倖免於死者，亦需經 5~7 天的治療，才能耐過，再經 2~4 週療養，才
能逐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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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染性肝病（Infectious Canine Hepatitis）
致病原是腺病毒第一型，此病毒能直接或間接經由器皿及衣服傳染，感染幼
犬較多，其病情輕者有明顯的腹痛及扁桃腺腫大。嚴重者，於發病後 12~14 小時
之內死亡，復原的犬隻，常有眼角膜水腫而呈藍眼的症狀。預防上，疫苗通常與
犬瘟熱合併使用，幼犬於 6~7 週打針，隔 3~4 週追加一針，連打三針，以後每年
追加一針，可保持預防效果。
(四)鉤端螺旋體症（Leptospirosis）
（此病原可以感染人類及其他動物）
大部分的感染病徵無明顯的症狀，而只能由血清檢查出來，這些犬隻成為帶
菌者，而於尿中排出病原體。病原體以黃疸型及出血型較常見。在發病病徵上，
黃疸型主要感染腎臟，引起各種程度的間質性腎炎，約有 15％的病例引起嚴重
的肝損害，發生黃疸。而出血型似乎較嚴重，有高燒，厭食，眼屎以及胃、腸、
腎、肝受損有關的病徵。70％的病例發生黃疸、粘膜出血。感染方式：病畜尿中
可排出病原體，進入飲水或食物中，經口或破損的皮膚傳染。
預防上，經常與犬瘟熱、傳染性肝炎倂用之三合一的疫苗。但於十週齡時，
才給即第一針，此後 3~4 週追加一次，週歲後，每年追加一針，以保持預防效果。
(五)犬冠狀病毒腸炎 (Canine Coronavirus Enteritis)
犬冠狀病毒感染症是一種高傳染性的腸道疾病，患犬以下痢及嘔吐為主要臨
床症狀(其症狀類似犬小病毒感染症)，偶而可見呼吸道症狀。犬冠狀病毒腸炎的
一般症狀：會突然發病、間歇性的嘔吐、厭食、輕微發燒、抑鬱、下痢，通常便
為淡橘色且經常伴有惡臭，排泄物從軟便或下痢便至橘色泡沫半固體狀甚至為含
有粘膜和血液之噴射水樣痢。犬冠狀病毒傳染性極高，一般可藉糞便、嘔吐物、
被糞便污染的食物或器具等傳播，造成犬之嘔吐，下痢之出血性腸炎。
犬冠狀病毒最易與犬小病毒複合感染，而造成死亡率高達 89％以上之腸炎
複合症，最好同時施打犬冠狀病毒疫苗，則能同時預防犬冠狀病毒及犬小病毒出
血性腸炎複合症。
(六)犬副流行性感冒 (Canine Parainfluenza)
由犬副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引起，會造成呼吸道的感染，引起卡他性鼻炎、壞
死性支氣管炎，是引起「犬舍咳」之主要元兇之一。通常會與傳染性支氣管炎病
毒等其他呼吸道病毒、細菌合併感染；混合感染時這些病毒、細菌，通常藉由接
觸病犬的鼻分泌物散播。臨床症狀為：雙側或單側性水樣鼻分泌物，間歇性咳嗽，
病程可長達數週，少數會引起支氣管炎而死亡，偶而也會導致慢性支氣管炎及支
氣管擴張。預防注射通常和犬瘟熱、傳染性支氣管炎等混合疫苗一同使用，以提
供更廣效、更周全的保護。
(七)犬傳染性支氣管炎 (Infectious Tracheobroncheitis)
犬傳染性支氣管炎，又稱喘哮病，為複雜之犬呼吸道傳染病；最常見於犬舍
或動物醫院等犬之經常出入的場所，本病為犬呼吸道疾病之總稱，主要為犬腺狀
病毒第二型 (Canine Adenovirus Type 2) 造成，最常與副流行性病毒一同感染。然
而，其他造成環境因素如寒流、溼度過高及氣候變化等，都是本病的引發因素；
此外，劇烈的運動或興奮也會使病情惡化。本病潛伏期約 5－10 天最常見的臨床
症狀為；陣發性、強而有力的乾咳，體溫大多呈現正常，但後期若有細菌感染時，
則會微微升高。病情一般持續 10-20 天。
(八)犬舍咳 (Kennel Cough)
有許多病原體可混合感染造成犬舍咳。有病毒：犬副流行性感冒，犬腺病毒
及犬瘟熱；也有細菌：博德氏菌（Bordetella）
。本病的傳染非常的快速，特別是
在犬舍犬隻密度較高的地方。臨床症狀有間斷性的咳嗽，體溫正常或升高、流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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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病情可達數週之久。併發感染者可能引發嚴重呼吸道發炎而死亡，如果沒有
併發感染，大部分都會自然痊癒。預防上，疫苗的注射可減少本病的感染及發病，
例如犬腺病毒和犬副流感性感冒疫苗注射。
(九)常見外寄生蟲
1.跳蚤：會造成犬隻不同程度的搔癢，有時候會引起過敏的現象。跳蚤附在
犬身上吸血，吃飽後跳到環境中交配產卵，所以環境也是一個重要
的傳 染源。
2.壁蝨：壁蝨附在犬身上吸血，可存活多時不易根除。大量寄生時可能引起
貧血。該蟲亦為一些疾病的傳染媒介，嚴重威脅犬隻的健康。
3.疥蟲：有幾種疥蟲會對犬隻造成影響。疥蟲常會導致耳翼、肘腹部等處的
劇癢，患犬抓癢而有局部性脫毛及皮屑現象。
4.毛囊蟲：在動物和人類都算是一種常在的寄生蟲，但只有在狗的免疫系統
出了問題時，蟲體才會快速繁殖而影響健康。蟲體寄生在毛囊，
本身不太會引起皮膚搔癢，但伴隨有二次性感染時，則會引起搔
癢等不舒服的症狀。
(十)外寄生蟲的驅除及控制
1.犬體和環境應同時進行驅蟲。
2.璧蝨、跳蚤等殺蟲劑，應遵照獸醫師之指導使用，以免中毒或沒有效果。
3.疥蟲的診斷須經獸醫師做皮毛檢查，治療則應根據處方及指示，才能有效
根治。
(十一)常見內寄生蟲 (腸内寄生蟲)
1.蛔蟲：是犬隻最常見的寄生蟲，幼犬感染率較高，大都是懷孕母犬傳染給
胎兒。蟲體寄生在小腸，攝取營養，使患犬發育不良，出現下痢、
嘔吐和脹氣等症狀。
2.絛蟲：最常見的瓜實絛蟲，頭節吸附腸黏膜，吸收養分，造成犬隻營養不
良。節片隨糞便排出，所以飼主常可看見米粒般大小白色的節片，
有時會造成下痢。絛蟲由跳蚤傳染給其他犬隻，所以控制跳蚤對避
免絛蟲感染也很重要。
3.鉤蟲：經胎盤、口腔和皮膚感染，寄生在小腸，吸食血液，常造成患犬下
痢、嘔吐、消瘦、糞便帶有黏液及血絲，嚴重感染者引起貧血。
4.球蟲：是一種原蟲。犬隻吃入具有感染力的卵囊，然後侵入小腸黏膜細胞
大量繁殖。在幼犬引起比較嚴重的腸炎症狀，甚至有血樣下痢。
(十二)腸內寄生蟲的驅蟲和控制
幼犬出生三、四週齡開始可以驅蟲。市面上雖有一些驅蟲藥的販售，仍應
由獸醫作糞便檢查判定為何種寄生蟲而分別投藥，同時依其情況建立驅蟲計
畫。這樣才是最安全的做法。一歲齡以後每半年檢查一次，維護犬隻健康。為
了避免重覆感染，應注意以下幾點：
1.排泄後儘快清理糞便，不要讓犬隻吃下糞便。
2.定期糞便檢查及驅蟲，如果家裡不只養一隻狗，應同時檢查，以免交互感
染。
3.控制跳蚤、壁蝨(tick)及蝨(lice)的感染。
(十三)血液寄生蟲
1.心絲蟲：特別是蚊子活動的春夏季節。幼蟲經蚊子叮咬進入血液中，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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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成蟲最後移行到心臟及肺部動脈增加心臟的負擔，導致心肺功能受
損，最後死亡。心絲蟲除末期腹部腹水增加而腹部膨大外，通常不會有明
顯的徵候，直到體內主要器官受損（心、肺）
，於是有咳嗽、食慾減少、活
動力降低及運動不耐等症狀，所以早期篩檢和預防非常重要。
2.焦蟲症(Babesiosis）: 犬焦蟲症經壁蝨媒介於犬之間傳播，它會侵入並破壞
紅血球，易發生於熱帶，亞熱帶及溫帶地區。焦蟲有兩種，種類依地理位
置之不同而異，如 B. canis 可見於世界各地，而 B. gibsoni 則主要發生於亞
洲及非洲。臨床上可見超急性、急性及慢性型病例，超急性極少見，患犬
突然休克並迅速死亡。急性型則可見到嗜睡、食慾喪失及發燒、脫水、嘔
吐、黃疸、血紅素尿、淋巴腺病及脾臟腫大為常見的症狀。嚴重感染動物
會立刻呈現休克症狀。慢性型感染則呈現食慾減退，間歇性發熱及體重下
降。偶而可見本症侵犯神經的情形。
六、經由犬媒介之人畜共通傳染病
(一)寄生蟲
1.鉤蟲（Ancylostoma caninum）在犬的生活史，第一期仔蟲由卵中孵化後經
過兩次蛻皮成為第三期仔蟲並由泥土裡鑽出到草地上而感染狗。狗可經口
或經皮下感染鉤蟲，食入第三期仔蟲後，仔蟲會穿過小腸壁，並在此處進
行兩次蛻皮，成為成蟲並且附著於腸壁吸取血液。皮下感染時，會在感染
後 24 小時內於肺臟、喉部與氣管內發現第三期仔蟲，44-72 小時候，在氣
管、喉部、咽部與腸管發現第四期仔蟲，在腸道進行第二次的蛻皮，在感
染後第 6 天則可發現未成熟的成蟲。在感染後 12 到 17 天時蟲體成熟，通
常 14 天後可以在糞便中發現蟲卵。引起人類幼蟲移行性皮膚炎。
2.犬蛔蟲（Toxocara canis）是一種寄生於犬小腸的病原性寄生蟲，尤其是幼
犬。母犬食入感染性蟲卵後，仔蟲便穿過腸壁經血行移行至全身各臟器，
母犬妊娠後期 20 日經胎盤而感染。或於分娩前再移行至乳腺，幼犬常由吸
吮含有仔蟲的初乳而感染。因此幼犬於 30-45 日齡時，於糞便中可檢出蟲
卵。另幼犬亦可經食入感染期蟲卵而感染。引起人類幼蟲移行性肝脾腫大、
肺部浸潤肺炎、侵入中樞神經及眼疾。
3.犬心絲蟲（Dirofilaria immitis）是一種寄生於犬肺動脈及右心室的病原性寄
生蟲。經由病媒蚊媒介，造成心肺衰竭。血中微絲蟲被病媒蚊吸入於其體
內發育至第三期幼蟲再叮咬其他犬於其組織發育至第四期再移行至肺動脈
發育至成蟲排出微絲蟲。引起人類幼蟲性肺部肉芽腫。
4.糞桿線蟲症(Strongyloides stercoralis) 是一種寄生於犬腸道的病原性寄生
蟲，尤其是幼犬。生活史分自由世代及寄生世代。寄生世代為第一期仔蟲
由卵中孵化後經過兩次蛻皮成為第三期仔蟲並由泥土裡鑽出到草地上而感
染狗。狗可經口、經胎盤、乳汁或經皮下感染。感染第三期仔蟲後，仔蟲
經血行或淋巴系移行至全身各臟器，最後到肺經氣管、咽喉、胃至小腸寄
生。引起人類幼蟲移行性臟器炎、肺部浸潤肺炎及皮膚炎。
5.浣熊蛔蟲（Baylisascaris procyonis）一般寄生於浣熊的小腸，亦可寄生在犬
的小腸。蟲卵隨糞便排出，感染人時可能侵入腦部造成腦炎。
6.包生絛蟲 (Echinococcus)，包括單包絛蟲 (E. granulosus)、多包絛蟲 (E.
multilocularis） 及 E. vogeli，是一種寄生於犬及狐腸道的病原性寄生蟲。
卵內六鉤幼蟲經由中間宿主食入於其體內形成囊蟲再被終宿主食入於其腸
內發育成蟲。引起人類肝囊蟲症、肺囊蟲症及侵入中樞神經之腦囊蟲症。
7.隱孢子蟲（Cryptosporidium parvum）是一種經口感染寄生於犬腸道的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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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寄生蟲。犬食入感染性卵囊而於腸道上皮細胞刷狀緣寄生，造成下痢。
在人類引起下痢。
8.赤痢阿米巴 (Entamoeba histolytica) 是一種經口感染寄生於犬腸道的病原
性寄生蟲。犬食入感染性囊體而於腸道或肝寄生，造成下痢。引起人類下
痢或肝膿瘍。
9.賈第氏滴蟲 (Giardia lamblia，G. canis)是一種經口感染寄生於犬腸道的病原
性寄生蟲。犬食入感染性囊體而於腸道寄生，造成下痢。引起人類下痢。
10.滴蟲 (Pentatrichmonas hominis)是一種經口感染寄生於犬腸道的病原性寄
生蟲。犬食入感染性囊體而於腸道寄生，造成下痢。引起人類下痢。
11.大腸纖毛蟲(Balantidium coli) 是一種經口感染寄生於犬腸道的病原性寄生
蟲。狗食入感染性囊體而於腸道寄生，造成下痢。引起人類下痢。
12.肺孢子蟲(Pneumocystis carinii) 是一種經空氣傳染之病原性寄生蟲。引起免
疫不全的人肺部浸潤肺炎。
13.錐蟲(Trypanosoma cruzi) 是一種經皮膚傷口感染錐鼻蟲排泄物而寄生於犬
內臟及血液的病原性寄生蟲。引起人類肝脾腫大、心肌炎、肺部浸潤肺炎、
侵入中樞神經及眼疾。
14.利仕曼原蟲(Leishmania spp.) 是一種經白蛉(Phlebotomus spp.)叮咬感染而
寄生於犬內臟、骨髓細胞及血液或皮膚型的病原性寄生蟲。引起人類肝脾
腫大、骨髓炎及皮膚炎。
15.疥癬蟲(Sarcoptes scabiei) 是一種經皮膚接觸性感染症。引起犬皮膚丘疹、
皮漏、增生性皮膚炎。蟲卵經蛹期、幼蟲至成蟲需 14 天。於犬真皮層寄
生。引起人類皮膚丘疹而劇癢。
16.璧蝨叮咬(Tick, Ixodes spp., Dermacentor spp., Rhipicephalus spp., Amblyoma
spp.) 是一種經皮膚感染。可傳播病毒、細菌、原蟲及立克次體等病原。
17.跳蚤叮咬(Flea, Ctenocephalides canis) 是一種經皮膚感染。犬蚤發育史約
2-4 週。引起人類過敏。
18.恙螨(Cheyletiella yasguri) 是一種經皮膚接觸性感染症。引起犬皮膚丘疹性
皮膚炎。引起人類皮膚丘疹而劇癢。
(二)病毒
1.狂犬病(Rabies)由 Rhabdoviridal Lyssa virus 引起的一種病毒性疾病。此病毒
會攻擊所有溫血動物（人、犬貓、蝙蝠、鼠、狐、狼等) 的中樞神經系統，
造成急性腦炎而死亡。感染後的死亡率極高，為法定人畜共通傳染病。人
類被患有狂犬病的動物咬傷而因其唾液中含有病毒而感染此病。病毒存在
於病畜的唾液中，主要藉由咬傷而進入體內，經週邊神經系統感染脊髓和
腦。潛伏期的長短依被咬傷部位離腦部的距離及感染的病毒量而定，平均
3-8 週，但亦有長達半年以上才發病的病例報告。人若為狂犬病病畜咬傷，
必需立即施行緊急免疫注射。狂犬病可分為狂躁型及沈鬱型，以前者較常
見。病畜行為異常，對聲音敏感、異常興奮、具攻擊性、急躁或沉鬱，後
期肌肉麻痺，而使得吠叫聲改變，吞嚥困難、伸舌流涎、行動失調、抽筋、
全身痲痺而死亡。
(三)細菌
1.鉤端螺旋體症 由 Leptospira canicola 或 Leptospira icterohaemorrhagiae 所造
成之人畜共通傳染病。病原會隨患畜之尿液排出而進入水或食物中，當人
或犬隻經口或皮膚傷口接觸病原污染的尿液、水、器具或食物而感染。本
病初感染時幾乎無臨床症狀，故不易察覺。所見症狀包括嘔吐、下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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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彈力消失、廣泛出血而造成貧血、發抖、口內發生潰瘍、眼結膜充血、
眼鼻分泌物、視力損壞、蛋白尿或血紅素尿或無尿，肝功能受損、嚴重脫
水及黃疸或因尿毒症而引發神經症狀，病程約 4-8 天。慢性病例有強列的
尿毒臭味。
2.萊姆病 (Lyme Disease) 由 Borrelia burgdoferi 所引起的細菌性疾病，經由
Ixodes 屬之壁蝨叮咬人畜而傳播之。亦為人畜共通傳染病，多發於哺乳類動
物，包括人、犬、貓及馬等。一般臨床症狀為發燒，食慾不振、疲憊、跛
腳、關節腫痛及淋巴結腫大，也可能導致神經、心臟和腎臟方面的症狀。
人類若感染會出現類似感冒的輕微症狀、特異性慢性游走性紅斑、心律不
整或心肌炎、甚至出現慢性關節炎及偶發性神經異常如記憶力衰退、痲痺
及眼部異常等。
3.彎曲菌症 (Campylobacter enteritis) 由 Campylobacter jejuni 所引起的細菌
性下痢。引起人類急性腸炎而下痢。
4.布氏桿菌症(Brucellosis) 由 Brucella canis 所引起的細菌性疾病。經口沫或污
染食物感染。引起人類發燒、大量出汗及關節疼痛。
5.巴氏桿菌症(Pasteurellosis) 由 Pasteurella canis 所引起的細菌性疾病。經咬
傷感染。引起人類局部感染、發燒、膿瘍及淋巴腺炎及局部疼痛。
6.隱球菌症(Cryptococcosis) 由 Cyptococcus neoformans 所引起的細菌性疾
病。經空氣傳染及犬、鴿排泄物感染。引起人類肺炎、腦膜炎及皮膚、骨
頭、肝臟細菌性病灶。
(四)黴菌
1.皮黴菌症(Dermatophytosis) 由 Microsporum canis, M. gypseum, Trichophyton
mentagrophytes 引起犬之皮膚與毛髮感染。犬隻變瘦弱、毛髮易斷、脫毛、
皮屑增加、皮膚發炎。皮黴菌經由接觸傳染為人畜共通傳染病。引起人類
表皮、毛髮及指甲等黴菌性病灶。
2.球黴菌症(Coccidioidmycosis) 由 Coccidioides immitis 引起犬之黴菌性感染。
經由空氣傳染為人犬共同傳染病。引起人類肺部浸潤之肺病症候、淋巴系
統肉芽腫等黴菌性病灶。
3.芽生黴菌症(Blastomycosis) 由 Blastomyces dermatitidis 引起犬之黴菌性感
染。經由空氣傳染為人犬共同傳染病。引起人類肺部浸潤之乾咳發燒及呼
吸困難等肺病症候及全身系統肉芽腫等黴菌性病灶。
4.孢子絲菌症(Sporotrichosis) 由 Sporothrix schenckii 引起犬之黴菌性感染。經
由病犬咬傷傳染為人犬共同傳染病。引起人類慢性淋巴炎及皮膚肉芽腫等
黴菌性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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