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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WSAVA）疫苗指南研議小組（VGG）的召集是為了制定出適用於全球犬貓的疫苗施打

指南。第一版疫苗指南在2007年出版，2010年時更新過一次。本次的更新將這份國際性伴侶動物疫苗指南做更多的

擴充，並根據實證醫學的研究數據來規劃疫苗施打方針。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了解，因全球經濟情勢不同，各國的小動物臨床醫療之間可能有很大的差異，適用於已開發

國家的疫苗施打建議也可能不適用於開發中國家。因此，本疫苗注射指南並沒有法令上的強制性，本指南應該由各

國的獸醫學/協會或個別臨床獸醫師因地制宜，順應不同國家實際疾病防治上的需求，制定出最合適的疫苗計劃。最

後，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強烈的建議，可以的話所有的犬貓都應該接受疫苗注射，這樣不僅可以保護單一動物本身，

也提供最佳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來減低族群內傳染病爆發的風險。

 有了上述的背景知識後，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定義出所謂的核心疫苗（Core Vaccines）：也就是無論在任何情況、

處於任何國家，所有的犬貓都應該接受注射的疫苗。核心疫苗可以保護犬貓免受嚴重、致死性的全球性疾病危害。

犬的核心疫苗可提供對於犬瘟熱病毒（Canine distemper virus，CDV）、犬腺病毒（Canine adenovirus，CAV）以及第

二型犬小病毒（Canine parvovirus type 2，CPV-2）的保護。貓的核心疫苗可提供對於貓瘟病毒（Feline parvovirus，

FPV）、貓卡里西病毒（Feline calicivirus，FCV）以及第一型貓疱疹病毒（Feline herpesvirus-1，FHV-1）的保護。在

狂犬病流行疫區，無論是否強制規範入法，狂犬病疫苗都應被視為犬貓的核心疫苗。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認為母源抗體（Maternally derived antibody，MDA）會顯著干擾早期注射於幼犬或幼貓的核

心疫苗效力，因同胎幼畜間的母源抗體力價就可能有顯著差異，所以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幼犬及幼貓應接種數劑

核心疫苗，最後一劑於16週齡或以上完成，並在六月齡或一歲齡時再補強注射一次。若因文化或經濟因素，只能給

予幼畜單劑疫苗注射時，核心疫苗最適合的注射時間為16週齡或以上。

 為了評估成犬的血清保護能力、並有效控制收容所中的傳染病，疫苗指南研議小組支持在注射核心疫苗一段時

間後使用診所內即可進行的快篩試劑來評估核心疫苗主要成分（犬瘟熱、犬腺病毒、第二型犬小病毒、貓瘟病毒）

的血清抗體轉換效率。

 疫苗在不需要的時候不應該施打。在幼犬（或幼貓）完成基礎免疫，並於六個月或一歲齡的補強注射也完成後，

核心疫苗的注射頻率不應短於每三年一次，因為在寵物身上的有效免疫保護期（duration of immunity，DOI）是數年

甚至可能長達終身。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定義的非核心疫苗（Non-Core Vaccines）為：動物單純因地理位置、環境或生活方式而有遭受

特定病原感染之風險時，才需要注射的疫苗。小組也將一些沒有足夠科學證據顯示其有效的疫苗歸類為不建議施打

的疫苗，有一些小眾的、在特殊地理環境才能取得或有用的產品則不列入以上三種分類之中。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強烈建議以“每年定期健康檢查”來取代現在大眾所認知的“每年打疫苗”。每年定期健康

檢查也可選擇性的給予非核心疫苗，因為這些疫苗的有效免疫保護期通常為一年。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認為在收容所這種特定的機構使用疫苗的方式可能會因為經費限制而有所不同。小組的最基

本建議其實相當簡單：所有犬貓在進入收容所之前都需注射核心疫苗，或在進入當時接種。若經費許可，之後應定

期接受核心疫苗補強，另外在必要時也須接種對抗呼吸道疾病的非核心疫苗。

 小組認為建立疫苗的不良反應通報機制是很重要的，雖我們明白此機制在不同國家的發展程度有所不同，但仍鼓

勵獸醫師應主動回報所有疫苗不良反應給製造商或是政府當局，以擴增相關的知識來達到改善疫苗安全性的目的。

 這些由疫苗指南研議小組提出的基礎概念可歸納為以下內容：

我們的目標是所有動物都要接受核心疫苗注射，並針對動物個體的需求給予非核心疫苗。



前   言

獸醫實證醫學

 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的疫苗指南研議小組於2006年召集，目標是兼顧國際間經濟及社會情勢的不同，發展出
一套合適的犬貓疫苗施打指南。因此本指南相較於：美國貓科專科醫師協會（AAFP）及美國動物醫院協會（AAHA）
於2013和2011年所出版適用於北美洲的指南，以及2013年歐洲貓病諮詢委員會（ABCD）出版適用於歐洲的貓疫苗注
射指南，擁有更大的廣度。 

 第一版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疫苗指南在2007年出版，2010年針對犬貓飼主及繁殖業者訂定出新的指南。2011
年到2013年間，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加強關注亞洲地區的犬貓傳染病及疫苗學，並於2014年出版了供亞洲犬貓臨床獸
醫師參考的地區性疫苗施打建議。在2014至2015年間，疫苗指南研議小組為本次全球犬貓疫苗指南的更新再版新作
努力。

2015年最新版疫苗指南的內容大致上與2010年版本相似，但有以下的改變：

1. 將原先2010年版本，使用實證醫學的方式做更清楚的解釋，並發展出一套評斷疫苗文獻證據力強度的分類方式，
並且將相關的科學文章做更完整的文獻引用。 

2. 幼犬及幼貓接種疫苗的建議時間點更新：本指南將最新研究數據所發現的“母源抗體持續時間”納入考量，故將
幼畜接種最後一劑基礎免疫的時間，延後到16週齡或以上。

3. 原先建議幼犬及幼貓第一劑疫苗補強注射的時間點為1歲齡，本次新增一個選擇性建議，也就是第一次補強注射
可提早於6月齡（或26週齡）時進行。

4. 對於成貓進行補強注射貓卡里西病毒及第一型貓疱疹病毒減毒疫苗（Modify live vaccine，MDV）的時間間隔做更
多的討論及釋義。

5. 納入新研發的疫苗資訊：口服犬支氣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Bordetella bronchiseptica）疫苗、包含兩個病毒株的貓
卡里西病毒疫苗以及多價血清型的鉤端螺旋體（Leptospira）疫苗。

6. 將貓免疫不全病毒（FIV）疫苗歸類為非核心疫苗。

7. 調整收容所內幼犬與幼貓核心疫苗的注射時間。

8. 深入的討論使用簡易的血清學檢測方式來測量核心疫苗抗原可誘發的特定抗體量，包含應用這類型血清學檢測來
預防及管理收容所內傳染病的方法。

9. 進一步探討貓施打疫苗時最適合的部位。

10. 更新疫苗指南研議小組疾病資訊簡表以及擴充常見問題。

 第一版的WSAVA疫苗指南於2007年出版後，獸醫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veterinary medicine，EBVM）的概念

越來越被重視。獸醫臨床上各種不同學科（如：內科、外科以及診斷方法或是給藥的途徑等）的證據強度分級已經

被定義並應用在歐洲貓疫苗指南中（Lloret，2009）。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在這次WSAVA的疫苗指南更新中最重要的目

標就是應用獸醫實證醫學的方式來探討疫苗的使用，使臨床獸醫師可以根據科學數據的背書，更信賴這份指南所提

出的建議。因此，這份指南所引用的文獻比之前的都更為完整。除此之外，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原先希望將科學文獻

的證據強度做分級，但發現目前用來分級的方式，在疫苗學上並不適用。因此，疫苗指南研議小組設計了自己的獸

醫實證醫學分類方式，將有關小動物疫苗注射的研究文獻分成四種證據強度級距，分別為：

 第一級證據：此類型的證據是經由學術期刊出版且經過同儕評閱的文獻，透過實驗結果或是臨床數據所支持的

證據。此類證據雖然經過同儕評閱，但科學上的品質仍有所差異，因為學術回顧文章並非普世標準。

 第二級證據：此類型的證據是由未出版的商業敏感性研究所支持，這些研究是在疫苗上市前所進行的試驗，也

用來提交給各國主管機關作為申請獸醫用藥許可證的資訊。此類型的資訊常出現於核准上市的疫苗仿單或產品特性

摘要書當中，由政府用藥監管機構或學術專家委員會所評閱認可。

 第三級證據：此類的建議是引用尚未被同儕評閱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獨立或商業研究結果或臨床數據；該資訊

也沒有被納入正式的政府法規審議技術資料中，所以沒有受到政府專責人士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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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的目的

 第四級證據：此類的資訊並沒有被實驗數據（experimental data）或臨床數據（field data）所證實，乃根據對微

生物學及免疫學最基礎的認知來做假設；或者該建議是大多數的專家學者都支持的理論。

 以下的文章內，在引用數據的後方若有[EB1]、[EB2]、[EB3]、[EB4]的標示，則分別代表其為上述一到四級證據強

度的資訊。任何情況下都將採用最嚴謹的證據程度來做界定。

 如果接種疫苗已如此成功，那為什麼還要不斷重新評估疫苗接種的作法呢？毫無疑問，寵物犬貓的重大傳染病

在許多已開發國家中已不常見。但即使在這些國家，仍然有疾病的潛在傳染窩，也偶見零星的爆發，況且流浪或收

容所中的疾病情況和家養寵物間有很大的不同。在許多開發中國家，這些重要傳染病還是很常見，和過往在已開發

國家中造成的死亡率差不多。雖然很難獲得正確的數據，但是即使在已開發國家中估計也只有30% ~ 50% 的寵物有施
打疫苗，在開發中國家施打率又更低。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經濟大蕭條進一步影響了開發中國家飼主接受犬貓預
防醫學的意願，在2013年的調查報告中發現接受預防接種的犬貓數有下降趨勢 (Anon 2013a)。

 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所出版的這份疫苗注射指南並不是一份犬貓注射疫苗的全球適用準則。WSAVA擁有80個
會員國，其中各國的經濟以及地理位置差距很大，各國犬貓傳染病是否盛行或存在的情況、疫苗取得的難易度、家

犬貓及流浪犬貓的比例、醫療收費與飼主對於帶動物就醫的態度等也不相同，因此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全球皆適用的

準則。

 這份指南的目的是要提供國際間各個小動物獸醫學會、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會員一份有科學根據基礎的疫苗

施打建議。這份指南是需要各國的小動物醫學會以及獸醫師們閱讀及討論後轉化並發展出最適合自己執業的疫苗施

打方式。這份指南並不是獨斷的。舉例來說：在大部分地方被視為非核心的疫苗，在某個特定的地理區域卻被當成

核心疫苗使用也完全是可能的。

 許多獸醫師一開始會感到很困惑，因為本指南建議的內容和疫苗仿單（或“產品特性摘要”summary of prod-
uct characteristics; SPC）有牴觸，若依照指南建議，怕會導致他們吃上官司。疫苗仿單和指南的差異已經明確的在近
期的期刊中被討論（Thiry & Horzinek，2007）。

 產品特性摘要（SPC）是某特定疫苗經過登記的合法文件，產品特性摘要提供產品品質、安全性和效能等產品細
節，且會描述疫苗的最短有效疫苗免疫保護期（minimun DOI）。有效免疫保護期是根據實驗數據（使用具有強感染
力的物質來測試動物在注射疫苗後多久內不受疾病感染）來計算出疫苗最短的有效保護期，但並不代表單一疫苗實

際的免疫保護期。直到不久之前，大部分伴侶動物核心疫苗的最短有效免疫保護期皆標示為一年，因此建議每年補

強。直到近幾年來才有許多相同的產品取得三年甚至四年的最短有效免疫保護期認證。事實上，國際間許多國家主

要的減毒核心疫苗仿單皆已經標示成年動物每三年補注射一次即可，然而相同的產品在有些國家卻仍標示其最短有

效免疫保護期為一年。造成差異的原因可能只是製造商尚未申請更換疫苗仿單的內容，或是該國政府並不允許這樣

的更動。這樣的情形確實造成該國家臨床獸醫師的困擾。綜上所述，即使核心疫苗上標示其有效免疫保護期為三

年，這也是最短的保護期間，對於大部分疫苗來說，實際的有效免疫保護期可能都更長，對於大部分接受核心疫

苗注射的動物甚至可能終身免疫。

 因此，即便疫苗指南建議每三年補強注射一次或較低的補強注射頻率，在某些特定國家仍然只存在最短有效免

疫保護期標示為一年的疫苗。在這樣的情況下，獸醫師可以選擇依照本指南所建議的計劃(更符合現今科學的想法)來
取代仿單上的建議用法（屬仿單外用法），但是應取得飼主的同意(簽署同意書)。獸醫師也應知道，疫苗藥廠的技術
代表有義務提醒獸醫師要遵從仿單上的指示，因為仿單的內容是當地動物用藥品登記所認可的資訊。

 當獸醫師比對多份疫苗指南的建議時，也容易因不同建議而感到困惑。例如說：不同國家所給予的建議通常會

反映當地專家的意見、特定傳染病的盛行率以及寵物的生活方式都會多少影響個體暴露在感染原下的機會，因此不

同指南之間的建議會有些微的差異。

 總而言之，獸醫師可以放心地遵循這份指南來制定動物的疫苗計劃，但應交叉參考當地的疫苗指南。當本指南

的建議和疫苗說明書相違背時，臨床獸醫師一定要在取得主人的同意下才能使用本指南建議的疫苗注射計劃。

小動物疫苗學現今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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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種類（Types of Vaccine）

 在小動物醫療中，我們逐漸體認到“群體免疫”的概念：個體施打疫苗是重要的，不單保護自己本身，也減少

區域內有感受性動物的數量，因而降低疾病的盛行率。若要靠接種有長效（數年）免疫保護期的核心疫苗來達到群體

免疫，需要族群中有高比例的個體施打過疫苗，而不是靠每年注射的次數。因此我們努力的目標是讓高比例的犬貓接

受過核心疫苗注射。給予個體重複的疫苗注射並不能誘發單一個體“更好的”免疫力，例如和一隻每年皆接受核心減

毒疫苗注射的犬相比，三年接種一次相同疫苗也會擁有相同的保護力（Bohm et al. 2004，Mouzin et al. 2004，Mitchell 
et al. 2012）[EB1]，但貓的核心疫苗情況可能不太相同（詳述如後）。

 近幾年，“One Health”（譯按：強調動物、人類與環境三者之間互相依存）的概念逐漸再興，也影響了疫苗學
的發展。現今大多數人類新興傳染病可能都是根源於野生動物或是家畜疾病，藉由人類醫學、動物醫學以及環境衛

生等單位共同合作來面對傳染性疾病，可以更合理及有效率的處理（Gibbs 2014）。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也認同
“One Health”的概念，並於2010年建立了One Health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處理的議題和疫苗指南研議小組有些重疊
，像是小動物的人畜共通傳染病－狂犬病以及利什曼原蟲症（leishmaniosis）。

 關於犬貓接種疫苗的第二目標在於我們要減少個體動物的“疫苗負擔”，目的在於降低疫苗產品可能引起的副

作用以及減少獸醫和飼主在不合理的醫療程序方面的花費。因此我們看到各種疫苗指南都朝向針對每隻寵物個體對疫

苗產品的需求做合理的分析，並基於現有的科學證據和個人經驗，將疫苗分為“核心”與“非核心”。但是持續針對

伴侶動物疾病疫情的全球性監控，才能提供疫苗使用上更明確的建議（Day et al. 2012）。疫苗產品一直在朝更長的有
效免疫保護期發展，減少不必要的疫苗施打，進一步提高疫苗的安全性。而這些改變都須要獸醫從業人員思維框架的

調整，目前這也成為越來越多國家所接受的新思維。

 本疫苗指南提供的是一個理想的模式，以飼主願意帶寵物到獸醫院接受完整的疫苗注射程序為前提。疫苗指南

研議小組明瞭每個國家都會有無法或沒有盡心盡力照顧寵物的飼主，在嚴重財政困難或社會約束的國家中，也會影響

疫苗的使用機會。在這樣的情形下，寵物終其一生至少要接種一劑核心疫苗，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最好在動物能夠

對疫苗有最佳免疫反應的情況下施行，例如十六週齡以上。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也考慮到了收容所的問題。指南的設計是希望這些疾病高感染風險的族群能在容許情形下得

到最好的保護。研議小組深知許多收容所有經濟上的困難，限制了疫苗的施打率。最低限度的疫苗施打計劃是在進入

收容所前或當下給予一劑核心疫苗。

 本文旨在探討犬貓疫苗注射的議題，並設計出更實際的方式讓獸醫師得以合理的使用疫苗。疫苗指南研議小組

總結摘要最重要的訊息如下：

 在討論特定疫苗使用準則之前，應先簡單的了解小型伴侶動物現今常見的疫苗種類有哪些。疫苗可簡單的分成

有感染力（infectious）以及無感染力（non-infectious）兩種。

 大多數具有感染力的犬貓疫苗含有經過減毒的微生物（例：減毒疫苗；MLV vaccine或attenuated vaccine），其
微生物結構完整且可藉由在動物體內複製引發輕微程度的感染以誘發免疫力，但動物體不會產生臨床症狀也沒有組織

病變。這種疫苗的優點是若以非口服方式給予，可以在注射處更有效率的誘發免疫力，且更能激發紮實的體液及細胞

性免疫反應。有些減毒疫苗直接使用於黏膜上（如點鼻疫苗及口服疫苗），可提供更有效的黏膜免疫保護力。有些重

組載體疫苗（例如：將目標病原體的抗原基因重組（encode）到活的微生物載體上）也算活毒疫苗的一種，不過這
些微生物載體對犬貓沒有致病性。活毒疫苗對於缺乏母源抗體的動物來說通常單劑就能誘發良好的保護效果。

 無感染性的疫苗（又稱死毒疫苗、不活化疫苗，包含次單位疫苗以及naked DNA疫苗）係指含有完整抗原的不
活化病毒或有機體、或僅含一段從病毒或有機體中提取出自然或合成的抗原、或一段乘載了抗原的DNA疫苗。無感
染性的疫苗不會造成感染、無法在動物體內增殖複製、產生臨床症狀或造成病變。不活化疫苗大部分都需要佐劑來

強化免疫效果，即使在成年動物也需重複注射才可達到保護效果。無感染性的疫苗只能以非口服的方式給予，並難

以同時誘發體液免疫及細胞性免疫反應。相較於活毒疫苗，此類疫苗的有效免疫保護期通常較短。

我們的目標是所有動物都要接受核心疫苗注射，並針對動物個別的需求給予必要的非核心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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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免疫計劃

 適用於一般獸醫診所的犬隻疫苗建議計劃彙整如表一，包含核心疫苗（建議使用）、非核心疫苗（選擇性使

用）以及不建議使用的疫苗。疫苗指南研議小組認為，為了讓犬隻擁有終身對抗全球性傳染病的免疫保護力，所有犬

隻都應該依建議頻率接種核心疫苗。核心疫苗包括能保護犬隻免受犬瘟熱（CDV）、犬腺病毒（CAV；第一型及第二
型）以及第二型犬小病毒（CPV-2）與它們的變異株感染的疫苗。疫苗指南研議小組知道在某些國家會額外定義其他
的疫苗為核心疫苗，尤其是在需要對抗狂犬病的國家。在狂犬病流行的地理區域，所有犬隻都需例行的施打狂犬病疫

苗來保護動物和人類。研議小組強烈贊同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One Health委員會以及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設
立的目標：預定於2030年撲滅全世界的犬隻狂犬病（Anon 2013b）。現今許多國家都有立法強制犬隻注射狂犬病疫
苗，另國際間動物運輸也通常需要狂犬病疫苗注射證明。

 非核心疫苗的使用與否是依據犬隻所處地理位置及其個體生活型態對疾病的暴露風險，以及風險／效益評估來

決定（例如：不接種的風險以及動物的易感性，或接種後產生副作用的風險與預防感染某疾病的益處相比）。不建議

使用的疫苗則是那些沒有足夠科學認證（或證據力薄弱）的疫苗。

幼犬基礎免疫及6或12月齡的補強

 大多數幼犬在出生的頭幾週都有母源抗體的保護，這種被動免疫在8至12週齡時會逐漸減退，並可接受主動免
疫。缺乏足夠母源抗體的幼犬在早期易受疾病感染（但對於早期疫苗注射的反應較好）；相對地擁有高力價母源抗體

的幼犬要遲至12週齡才會對疫苗產生較好的反應（Friedrich & Truyen 2000）[EB1]。因此沒有任何單一的基礎免疫計劃
可以同時滿足以上兩種情形。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在幼犬6至8週齡時給予第一劑核心疫苗，之後每2至4週補強一次
直到16週齡或以上。因此，幼犬基礎免疫應接受幾劑核心疫苗注射會依據首次注射時的年紀、以及兩劑之間的間隔時
間而定。建議的注射時程表請見表五。依照這樣的建議，若一隻狗從6或7週齡開始注射核心疫苗，補強注射每劑間隔
4週，則會需要4劑疫苗來完成基礎免疫，若從7至8週齡開始注射核心疫苗，補強注射每劑間隔4週，則該犬完成基礎
免疫只需3劑核心疫苗。

 許多疫苗說明書仍建議基礎免疫注射兩劑核心疫苗即可。有些疫苗則特別設計並被核准可在十週齡時完成基礎

免疫，也就是說第二劑疫苗於十週齡時注射完畢。這樣設計的目的是為了讓狗可以接受早期社會化，同時減少疾病感

染的風險。疫苗指南研議小組認同早期社會化是犬行為發展所必須（Korbelik et al. 2011，AVSAB 2008）[EB1]。採用此
種免疫計劃時，主人仍應對狗狗的環境保持警覺性，侷限幼犬在可受控制的區域中活動，並且只跟健康且完成完整免

疫的犬隻接觸。“幼犬早期社會化課程”應該在動物醫院以外的地方舉辦，但如果課程確定在獸醫醫療的場所進行，

則每次課程開始前都要將地板清潔並消毒，並限制未施打疫苗或不確定健康狀態的狗不可參加或途經課程場所。一份

美國最新的研究顯示，在參加社會化課程的幼犬中，已注射過疫苗的幼犬感染犬小病毒性腸炎的風險是非常低的（

Stepita et al. 2013）。研議小組建議幼犬最後一劑核心疫苗應盡可能在16週齡或以上時給予[EB1]。

 完整的幼犬核心疫苗免疫計劃需包含“補強注射”。目的並不是為了「增強」免疫反應，而是在確保基礎免疫

過程中任何對疫苗反應不佳的狗，都可以在這次的補強中產生有保護力的免疫反應。傳統的補強注射經常在犬隻一歲

時或於完成最後一劑基礎免疫的一年後補強一次。之所以會訂在一歲時補強注射的原因可能是為了方便畜主記得帶狗

回來做第一次年度健康檢查。但這也代表了若一隻狗基礎免疫失敗，在接受一歲齡補強注射前，該犬的免疫保護力皆

處於不足的狀態。這有可能是部分未滿一歲齡且有施打疫苗的幼犬仍感染傳染病（如犬小病毒性腸炎）的原因。經疫

苗指南研議小組重新檢視目前的作法後，現在建議為了縮短可能的空窗期，獸醫應考慮將補強注射的時間提前至26週
齡（或在26至52週齡之間的任何時間點，不過26週齡（六個月齡）是較方便好記的時間點）。這個新的做法需要飼主
充分的了解其原因才有辦法施行，因為，如表五所示，採取這樣的一個疫苗計劃代表若從6或7週齡就帶狗去打疫苗的
主人，在狗狗出生前六個月內就需要施打五劑疫苗。不過，在26週“補強注射”後，三年內都不需要再施打核心疫苗
。這樣的六個月齡（取代一歲齡）疫苗補強方案不代表一歲齡或16月齡的“第一次年度健康檢查”就不需要做，獸醫
師仍應密集的確保動物的健康情況，尤其是接近犬隻骨骼發育成熟的階段。

犬疫苗指南

個別犬隻疫苗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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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犬的補強注射

 對減毒核心疫苗有良好反應的犬，可以維持相當好的免疫力（免疫記憶）達數年之久，不需要重複接種疫苗

（Bohm et al. 2004，Mouzin et al. 2004，Schultz 2006，Mitchell et al. 2012）[EB1]。在26或52週齡的補強注射接種完畢
後，接下來可以間隔三年以上或是更久再補強注射。必須要強調：可以在成犬間隔三年補強注射一次的疫苗並不包

括死毒核心疫苗（狂犬病疫苗除外）、非核心疫苗或包含細菌性抗原的疫苗。為了獲得有效的免疫保護力，鉤端螺

旋體（Leptospira）、博德氏桿菌（Bordetella）、伯氏疏螺旋體/萊姆病（Borrelia）及副流行性感冒病毒（parainflu-
enza virus）等疫苗產品需要更高頻率的補強注射（Ellis & Krakowka 2012，Klaasen et al. 2014，Ellis 2015，Schuller et al. 
2015）[EB1]。

 綜上所述，成犬仍需每年注射疫苗，但是每年注射的疫苗種類可能都不相同。也就是說，核心疫苗每三年注射

一次，需使用的非核心疫苗則每年注射。疫苗研議小組了解在有些國家可能只有多價疫苗產品（同時含非核心和核

心抗原的疫苗）可以使用。疫苗研議小組會持續鼓勵製造商生產並供應全球一系列單一成份（或至少將核心及非核

心疫苗分開）的疫苗產品（Mitchell et al. 2012）。

 若犬隻小時候曾接受過完整的疫苗注射（包含26或52週齡的補強注射），但成年後未規律的注射疫苗，僅需要
一劑減毒核心疫苗來補強免疫力即可（Mouzin et al. 2004，Mitchell et al. 2012）[EB1]。同樣的，一隻領養的成犬（或
大於16週齡的幼犬），即使獸醫不清楚牠的免疫注射史，也僅需要一劑減毒核心疫苗即可產生足夠的免疫保護力。
許多疫苗仿單會建議上述的情形需要注射兩劑疫苗（像幼犬一樣），但這不合理也和免疫學原理相悖[EB4]。需要再
次強調，非核心疫苗在成犬仍需要兩劑重複注射。

 研議小組建議，即使未被強制立法，任何位於狂犬病疫區國家的獸醫師都應極力的要求畜主為狗施打狂犬病疫

苗。犬狂犬病疫苗的補強注射間隔通常都是由法律所規定的。市面上常見的狂犬病死毒疫苗以前通常都是取得一年

免疫有效保護期，因此需要每年補強注射。現今同樣的疫苗產品，在很多國家免疫有效保護期都標示為三年，法律

也隨著仿單修正為三年。然而，在某些國家核准的疫苗以及法規要求間則存在矛盾，甚至有些國家疫苗仿單及法律

都沒有修正。最後，有些國家有自製、最短免疫保護期僅一年的狂犬病疫苗，這些國產的疫苗可能無法安全地延長

免疫保護期至三年。執業的獸醫師需要留心法律規範，但如果可以取得最短有效免疫保護期為三年的疫苗，國家獸

醫師公會應倡導法規的修改以符合現今科學的證據。

應用血清學檢測監控犬疫苗誘發之免疫反應

 自2010年疫苗指南出版後，快速又簡便的血清學檢測套組產品相繼上市，這些套組可以偵測犬隻體內犬瘟熱
病毒、犬腺病毒、第二型犬小病毒的特異性抗體的存在。這些檢驗套組補足了現今仍然被視為血清學檢測“黃金

標準”的傳統實驗室檢測方法（如病毒中和試驗以及血球凝集抑制試驗）。現在市面上有兩個商品化血清學檢測套

組，已被有效地應用於臨床診療以及收容所運作中（Gray et al. 2012，Litster et al. 2012）[EB1]。這些檢測套組對於希
望推廣畜主接受三年注射一次核心疫苗的獸醫師是非常實用且受歡迎的，但缺點為檢測試劑本身還是相對昂貴，目

前檢測費用仍然比一劑疫苗還要昂貴。

 血清學檢測結果為陰性代表狗體內不存在抗體或僅存在極少量抗體，就應該要再補強接種疫苗。有些狗的檢測

結果為陰性但事實上是免疫的（偽陰性），這些犬隻其實不需要再接種疫苗，因為牠們對於疫苗會有快速且確實的

免疫記憶反應（Mouzin et al. 2004）。然而，這些狗無法透過快篩檢測迅速區別出來，因此血清學檢測陰性的狗都應
視為無抗體存在且對疾病有感受性。相反的，血清學檢測陽性則代表不需要再次補強接種疫苗。

 由於許多法律要求強制注射狂犬病疫苗，因此通常不會採行監測犬狂犬病血清抗體來決定是否補強注射。但在

國際寵物運輸方面，實驗室檢測狂犬病抗體力價必須大於0.5 IU/ml，才被視為有保護力。目前狂犬病的血清學檢測只
有在少數幾個獲得國際認證的標準實驗室進行。

 臨床上可應用血清學方法檢測血中犬瘟熱、犬腺病毒、第二型犬小病毒的特異性抗體力價來確保幼犬是否有足

夠的免疫保護力、決定成犬補強疫苗注射的時間間隔，以及應用於收容所疾病爆發時的管理。

 有些謹慎的主人在幼犬接受完十六週齡基礎免疫注射後，會想確認愛犬是否已有足夠的免疫保護力（見圖一）。

在完成最後一劑疫苗至少四週後的血清檢體可用來檢測。四週的間隔是為了確保幼犬體內的母源抗體已確實消退且

就算是對疫苗反應較慢的幼犬也已確實產生免疫力。血清抗體陽性的幼犬不需要再接受26或52週齡的補強注射，等
三年後再補強一劑核心疫苗即可。血清學抗體反應為陰性的幼犬需要再接種疫苗並再次檢測。若再次檢測仍為陰

性，則幼犬應被視為對疫苗的無反應者（non-responder），無法透過疫苗接種產生足夠的免疫保護力。

6



檢測血清抗體是現今實務上可確定幼犬的免疫系統已辨識疫苗抗原的唯一方法。疫苗免疫失敗有以下幾種原因：

為最常造成免疫失敗的原因。不過若最後一劑疫苗是於16週齡或以上給予，絕大部分幼犬都可成功獲得主動免
疫，因為此時母源抗體已經降至非常低的濃度（Friedrich & Truyen 2000）[EB1]。

疫苗免疫原性不佳的因子很多，從疫苗研發、製造到疫苗給予途徑都有可能影響。例如病毒株的繼代史或生產

時某批疫苗發生錯誤，都可能造成疫苗失效。事際上，大型且信譽良好的全球性疫苗研發製造廠罕有此類問題

的發生。這些製造廠受到政府法規嚴格的規範，在出售疫苗前都須通過每一批次的效力檢測。出廠後的影響因

素像是不正確的儲存方式、運輸過程中的冷藏（cold chain）、獸醫師使用過程中疫苗受到消毒劑干擾等皆可能
導致減毒疫苗喪失活性。疫苗研議小組知道在許多國家這一類的問題仍然存在，因此製作了一些簡單的指南來

宣導正確的疫苗使用方式（見表六）。

補強頻率不高於
每三年一次

幼犬使用核心疫苗進行基礎免疫
於16週齡或以上完成

於最後一劑疫苗施打的四週後採樣
檢測犬瘟熱病毒、犬腺病毒、犬小病毒第二型之血清學反應

於最後一劑注射的四週後檢測

陽性 陰性

重複注射一次
(可使用不同產品)

重複檢測一次

陽性
陰性

幼犬可能為血清學
無反應者

可能由細胞免疫或
先天免疫來負擔相關保護g

有可能無保護

圖一、幼犬血清學測試流程圖

1) 母源抗體中和掉疫苗病毒

2) 疫苗的免疫原性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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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動物在經歷反覆疫苗接種後皆無法產生抗體反應，則該動物應視為先天不反應者（non-responder）。由於免
疫無反應是由基因控制，某些品種的犬被懷疑為先天的免疫弱反應者。普遍認為（未經證實）在1980年代某些
羅威那犬及杜賓犬對第二型犬小病毒有高感受性（無論其疫苗史為何），可能和此兩品種的犬隻有高比例的免

疫無反應者有關（Houston et al. 1994）[EB4]。在美國，現今此兩個犬種對於第二型犬小病毒的免疫無反應者比
例似乎已減少，有可能是帶有此基因表現的犬隻多數已在感染犬小病毒腸炎後死亡。這兩種犬種的狗有些對於

其他抗原亦為弱反應者或無反應者。例如，英國和德國，對犬第二型小病毒疫苗無反應的基因型於羅威那犬盛

行率仍然偏高[EB3]，且最近的研究指出，此犬種相較於其他動物有較高比例無法達到犬隻跨國運輸時應達到的
狂犬病法定抗體力價（Kennedy et al. 2007）[EB1]。以下為犬族群中先天無反應者的比例統計：犬瘟熱病毒：每
5,000隻狗中有一隻；犬腺病毒：每100,000隻狗中有一隻；犬第二型小病毒：每1,000隻狗中有一隻[EB4]。

應用血清學檢測決定有效免疫保護期（DOI）

 抗體力價檢測可應用於決定核心疫苗的有效免疫保護期之長短。許多的研究都證實核心疫苗可幫助大部分犬

隻長年維持抵抗犬瘟熱病毒、犬第二型小病毒以及第一型、第二型犬腺病毒的保護抗體力價（Bohm et al. 2004，
Mouzin et al. 2004，Schultz 2006，Mitchell et al. 2012）[EB1]。因此，除非有其他的醫療理由不可進行疫苗注射，只要
犬隻的抗體力價不足（不論使用哪一種血清抗體檢測方式）就應該補強接種疫苗，即使有些狗會被免疫記憶所保護。

 應用血清抗體力價檢測其他的疫苗抗原是否能誘發動物產生適當的抗體，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因為此類抗原所

誘發的抗體存在時間很短（如鉤端螺旋體疫苗），或是血清抗體存在與否和疾病保護力無關（如鉤端螺旋體和犬副

流行性感冒）（Hartman et al. 1984，Klaasen et al. 2003，Ellis & Krakowka 2012，Martin et al. 2014）[EB1]。

 雖然目前血清學抗體檢測所費不貲，但基於獸醫實證醫學的原則，疫苗研議小組仍認為，在評估犬隻（無論幼

犬或成犬）是否應注射疫苗前，都應評估體內抗體量，而不僅僅是因為疫苗較便宜、方便、安全，就直接注射疫苗。

被動免疫

 儘管注射疫苗（主動免疫）為現今預防傳染病的首要方式，但仍有許多國家靠被動免疫來治療傳染病。

 病毒感染會同時誘發細胞免疫以及體液免疫反應，但減少體內病毒量和動物康復的工作主要還是靠體內抗體進

行；因此當病毒感染發生時，體內抗體量就和抵抗病毒感染的能力呈正相關。在病毒血症期間，已存在動物體內的

抗體或注射的外源性抗體會直接與病毒表面的粒子結合，中和病毒的感染力，並將之清除。以治療的角度來看，大

部分用於被動免疫的血清或免疫球蛋白製劑都注射於皮下（因為它們來自不同的動物種別），且可快速地進入血液

循環。靜脈輸入相同物種的血清或血漿也可達到相同效果。在人類，發生局部感染時（如被狂犬病的食肉目動物咬

傷），暴露後抗體預防（Post-exposure Ab prophylaxis）亦被證實有效。在被咬傷後的第一天給予人類狂犬病免疫球
蛋白，可提供快速的暴露後預防效果。使用方法為將免疫球蛋白浸潤到感染的傷口周遭或於被咬處，也可透過肌肉

注射給予相同製劑（遠離狂犬病疫苗注射處），另外同時也要給予狂犬病疫苗注射。

 在伴侶動物醫療上，預防性主動免疫使用的相當普遍，因此被動的血清學預防或治療只在某些例外情形下使用

（如犬貓已經發生犬瘟熱或貓瘟感染、或是犬舍／貓舍內傳染病爆發時）。目前血清及免疫球蛋白製劑仍有市場，

在美國、德國、捷克共和國、俄羅斯、巴西及斯洛伐克等國目前都有生產這一類的製劑。製劑有可能為同源或是異

源（如馬）、多價（可抗多種病毒）並含有血清或免疫球蛋白片段。

 雖然這些產品並不難取得，但是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須在仔細考量下保守的使用這些製劑。以犬舍爆發犬

瘟熱感染為例，相較於給予免疫血清，使用犬瘟熱疫苗接種於所有的狗其安全性及效率要高得多（Larson & Schultz 
2006）[EB1]。以前會建議將減毒疫苗以靜脈注射（仿單外用法）來取代皮下或肌肉注射，但至今沒有證據顯示此舉
可提供更快速或有效的保護。使用上述任何途徑投予犬瘟熱疫苗都可以立即或非常快速的保護動物免受嚴重疾病感

染和死亡之苦。在這樣的例子中，疫苗並不是預防感染，而是保護動物免受嚴重疾病（尤其是神經症狀）侵害，因

此動物能夠存活並獲得終身免疫。

3) 疫苗反應不佳的動物（免疫系統無法辨認疫苗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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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舉貓舍爆發貓瘟感染或犬舍爆發犬小病毒感染為例，最近的研究顯示當臨床症狀已出現後再給予免疫血漿，

無助於減少死亡率或致病率（Bragg et al. 2012）[EB1]。此研究因只給予每隻幼犬少量（12毫升）的免疫血漿而被認為
不適當；許多研究者及臨床獸醫師會常規地給予較大量（6.6 –11 ml/kg）的血漿，某些有經驗的臨床獸醫師及研究者
認為此劑量是有效的（Dodds 2012）[EB4]。為了獲得最大的效益，免疫血清或血漿一定要在感染後、臨床症狀出現
前給予。在小病毒感染的例子中，免疫血漿或血清應在感染後24 - 48小時內給予，且需要大量高力價的血清或血漿。
血清或血漿需注射給予（如皮下注射、肌肉注射或腹腔內注射），不可口服。就算在疾病感染前就先投予口服血清

或血漿製劑，也沒有任何益處。

 於收容所內，則須考量此類產品的價格，取代的方案是收集所內耐過傳染病動物的血清或血漿，或是近期內打

過疫苗動物的血清或血漿。此舉的風險為這些血清可能會攜帶其他病原（如血液寄生蟲或貓反轉錄病毒），因此就

管理收容所疾病爆發而言，血清學檢測是較有效的方式（見後述與表七）。

新型犬疫苗介紹

 繼上一版小動物疫苗注射指南後，許多新型疫苗被研發上市，例如口服支氣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Bordetella 
bronchiseptica）疫苗、以及可涵蓋較廣地理血清型的鉤端螺旋體疫苗等（Hess et al. 2011，Ellis 2015，Klaasen et al. 
2012，2014，Wilson et al. 2013，Schuller et al. 2015），詳見表一。

 目前犬流行性感冒疫苗（Canine influenza virus，CIV）僅核准在美國上市（Deshpande et al. 2009，Larson et al. 
2011）。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H3N8亞型被認為是造成北美洲狗群呼吸道疾病的原因之一（Crawford et al. 2005，
Payungporn et al. 2008，Castleman et al. 2010），但目前都僅為零星散發性感染（Crawford et al. 2005，Daly et al. 2008，
Kirkland et al. 2010，Pratelli & Colao 2014，Schulz et al. 2014）。此CIV疫苗為不活化疫苗，免疫計劃為六週齡幼犬注射
第一劑，二至四週後注射第二劑，之後每年補強注射一次。在第二劑注射後的七天左右免疫力開始出現。此疫苗為

非核心疫苗，只建議有感染風險、生活中可能暴露於犬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北美洲犬隻施打（Anderson et al. 2013）
[EB1]。美國芝加哥以及威斯康辛地區於2015年爆發H3N2亞型病毒感染犬隻的病例，緊急對抗該亞型的疫苗也因此被
核准使用於犬隻。

 抗惡性黑色素瘤的犬癌症治療疫苗於2010年核准上市，是第一個犬癌症免疫療法疫苗。犬黑色素瘤疫苗使用一
小段鑲嵌人類酪胺酸酶基因（tyrosinase gene）片段的DNA質體（plasmid）（即為裸DNA疫苗），並用高壓穿皮注射
裝置反覆注射入宿主體內。黑色素瘤疫苗被應用於口腔黑色素瘤犬隻的輔助治療，可誘發免疫反應殺死目標黑色素

瘤抗原。初期研究顯示第二至四期黑色素瘤的病犬平均存活時間從預期的90天延長至389天（Bergman et al. 2006），
但近期的相關研究顯示使用該疫苗的效果並沒有那麼顯著（Grosenbaugh et al. 2011，Ottnod et al. 2013）[EB1]。此犬
用黑色素瘤疫苗在歐洲及美洲皆有核准上市，不過僅限認可的獸醫腫瘤專科醫師使用。

 巴西最近核准兩個犬利什曼原蟲症的疫苗上市，利什曼原蟲症在當地是嚴重的人畜共通傳染病。核准的第一個

疫苗為次單位疫苗，含有Leishmania donovani的GP63岩藻糖甘露醣配體（fucose mannose ligand，FML），搭配皂素
（saponin）為佐劑。此疫苗可誘發抗體的產生，阻止利什曼原蟲與沙蠅的中腸結合，因而有效預防有機體從狗傳播
到沙蠅身上。該疫苗已經過免疫學及流行病學大範圍的研究評估其效用（Palatnik de Sousa et al. 2009; Palatnik de 
Sousa & Day 2011）[EB1]。但最近此產品已不再巴西市場內繼續銷售。第二個巴西疫苗含L. donovani 的A2抗原，搭配
皂素為佐劑。當上述兩種疫苗同樣使用在疫區內的自然感染病例，進行為期11個月的比較，研究顯示，第二個疫苗
可如次單位疫苗一樣誘發相似的保護效果（在血清轉換效率、預防感染和臨床症狀、預防傳播到沙蠅這些方面），

但使用此疫苗免疫的犬隻體液免疫反應較弱，且注射後不良反應的比例較高（Fernandes et al. 2014）。

 歐洲另有一種犬利什曼原蟲症的疫苗於2011年研發上市（Bongiorno et al. 2013, Moreno et al. 2013），為含有
Leishmania infantum分泌抗原的佐劑疫苗。此疫苗適用於6月齡血清學陰性的犬隻，需要三劑基礎免疫，每劑間隔三
週給予，之後每年補強注射。免疫的狗會發生血清轉換，但該產品仿單顯示血清學檢測結果會有所差異。有證據顯

示該疫苗會誘發細胞免疫反應，疫苗宣稱可以減少感染機率且降低受感染犬隻臨床症狀的嚴重度，但對於公共衛生

及是否可影響人類利什曼原蟲感染症的盛行率則未知[E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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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一般獸醫診所的貓咪疫苗建議計劃彙整如表三，包含核心疫苗（建議使用）、非核心疫苗（選擇性使用）

以及不建議使用的疫苗。貓的核心疫苗為能夠保護貓咪抵抗貓瘟、貓疱疹病毒和貓卡里西病毒的疫苗。狂犬病疫苗

在某些國家也認為是貓的核心疫苗。疫苗指南研議小組認為在狂犬病的疫區，所有的貓都應注射狂犬病疫苗以保護

人類及寵物族群。在許多國家將狂犬病注射強制立法（但不一定包含貓），且貓在國際間運輸亦必須注射狂犬病疫

苗。

 談到貓的核心疫苗，必須了解到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疱疹病毒疫苗所提供的保護力和貓瘟疫苗能所提供的保護力

是不相等的。因此不應期待貓的核心呼吸道疾病疫苗可以像狗的核心疫苗一樣提供強大且持久的免疫保護力。貓卡

里西病毒疫苗雖然可以產生對多種病毒株的交叉免疫保護力，但已注射疫苗的成年貓仍可能會發生感染（Pedersen et 
al. 2000，Schorr-Evans et al. 2003）[EB1]。

 目前沒有一種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能完全保護貓咪遭受強毒株的感染，且病毒在受感染的個體中可能會轉為

潛伏，當個體遭受嚴重緊迫時，病毒可能會活化並再次引起臨床症狀（Richter et al. 2009，Maes 2012）[EB1]。注射過
疫苗的動物仍然可能被再活化的病毒引起臨床症狀，或可能會排毒造成其他有感受性動物致病。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低感染風險的貓每三年注射一次貓卡里西病毒（FCV）／貓第一型疱疹病毒（FHV-1）
疫苗：Scott & Geissinger 等人於1999年的研究顯示此兩種核心疫苗最短的免疫持續時間（部分免疫，但臨床上是顯著
有效的）為7.5年。比較近期針對減毒FHV-1/FCV疫苗的另一項研究則發現，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於注射三年後的部
分保護力較之前Scott & Geissinger 等人於1999年認為的低，不過貓卡里西病毒的部分保護力和Scott & Geissinger 等人
於1999年的研究結果則差不多（Jas et al. 2015）[EB1]；疫苗研議小組建議高感染風險的貓每年都應注射FHV-1/FCV 疫
苗。低感染風險的貓所指的是：室內單貓家庭，且不會去寵物旅館寄宿。固定會去寵物旅館、多貓家庭或室內室外

混居的貓則定義為高風險。此外，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臨床獸醫師需考量高感染風險或經常會去寄宿的貓，注射

貓第一型疱疹病毒及貓卡里西病毒疫苗的時間點。這兩種疾病的疫苗可以提供最強的免疫力期間為注射後三個月內

（Gaskell et al. 2007）[EB1]，因此最佳的注射時機為貓每年固定去貓舍或寄宿地點之前。

 是否接種貓白血病（FeLV）疫苗常在專家學者中引起爭論，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將貓白血病疫苗列為非核心疫苗
（表三），但非常能理解會使用該疫苗必定是基於個別貓隻的生活方式、暴露感染風險以及當地環境感染白血病的

盛行率。許多貓醫療專家認為即使現行貓白血病的盛行率在某些國家因為成功的控制計劃已經顯著的下降（Weijer 
and Daams 1976，Weijer et al. 1986，1989，Meichner et al. 2012）[EB1]，但在貓白血病感染流行的地區，任何小於一
歲齡且有戶外生活因子的貓（即使只是與會外出的貓同住也算），都應該施打貓白血病疫苗，施打計劃為八週齡以

上的貓給予兩劑，每劑間隔2至4週，只有檢測為白血病感染陰性的貓應施打疫苗。是否接種貓白血病疫苗的風險效
益評估，應在貓咪前來醫院做預防注射時當作一項院內常規的評估項目。

 在之前版本的疫苗指南中，研議小組將貓免疫不全病毒（FIV）疫苗視為“不建議施打的疫苗”，理由如下：
（1） 對於該疫苗是否可交叉保護各種不同區域，不同亞型的野外病毒株存疑（Hosie et al. 1995，Dunham et al. 

2006，Yamamoto et al. 2007，Coleman et al. 2014，Beczkowski et al. 2015a）[EB1]。
（2） 疫苗產生的抗體會干擾診斷貓免疫不全病毒感染時所檢測的抗體（Hosie & Beatty 2007）[EB1]。
（3） 這個有佐劑的疫苗需要不斷重複注射（基礎免疫需要3劑，之後須每年補強注射），而貓又是注射部位肉

瘤的易感物種。

 但疫苗指南研議小組了解某些國家的貓免疫不全病毒血清陽性率或感染率仍居高不下（Bennett et al. 1989，
Hosie et al. 1989，Friend et al. 1990，Glennon et al. 1991，Bandecchi et al. 1992，Hitt et al. 1992，Ueland and Lutz 1992，
Jones et al. 1995，Hofmann-Lehmann et al. 1996，Yilmaz et al. 2000，Lee et al. 2002，Muirden 2002，Norris et al. 2007， 
Gleich et al. 2009，Ravi et al. 2010，Bande et al. 2012，Chang Fung Martel et al. 2013，Rypula et al. 2014）[EB1]。且針對
診斷貓免疫不全病毒感染上，現在亦已發展出可區別疫苗及野外病毒株感染的血清學試驗以及更強大的聚合酶連鎖

反應試驗（PCR test）[EB1]，同時，在許多國家要說服主人將貓養在室內，以預防被感染貓咬傷而遭受貓免疫不全病
毒感染（為最常見感染途徑），幾乎是不可能的。近期還有研究發現，免疫不全病毒感染的貓其疾病進展會受到居

家環境以及貓隻飼養數量的影響（Beczkowski et al. 2015b）。考量以上因素，即使這個疫苗的效力在不同研究報告中
的差異很大，但是仍可能有益於某些高感染風險的貓，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將此疫苗重新分類為非核心疫苗。

貓疫苗指南

個別貓咪疫苗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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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貓免疫計劃及6或12月齡的補強注射

 如同先前於幼犬部分討論過的，大部分幼貓在前幾週齡都會受到母源抗體所保護，但若沒有進行繁複的血清學

試驗，則母源抗體所提供保護的程度、何時母源抗體會消退，以至於幼貓可能被感染或可對疫苗產生免疫反應等是

無法掌握的。上述問題和母體本身的抗體量以及個體或同胎間吸收母源抗體的差異都有關係。一般來說，幼貓體內

的母源抗體於8至12週齡會逐漸消退，因此可允許主動免疫反應，然而有些本來母源抗體就不足的幼貓，可能在更早
期就會遭受到疾病感染（但也更早就能夠對疫苗產生主動免疫反應），而有些擁有高力價母源抗體的貓則要遲至12
週齡才能對疫苗產生反應。

 DiGangi以及Jakel等人於2012年的研究顯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幼貓對於在16週齡所施打的最後一劑核心疫苗仍無
法產生免疫反應，且有部分的貓至20週齡時體內仍帶有母源抗體。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在檢視了上述的研究報告後發
現部分試驗的貓數量相當少，且大多是同一個特定品種、飼養於貓舍環境下的貓，因此疫苗指南研議小組認為上述

研究不一定適用於全球廣泛的貓族群中。但疫苗指南研議小組仍將核心疫苗的基礎免疫最後一劑接種建議年齡從14
至16週齡延至16週齡或以上。[EB1]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幼貓的核心疫苗免疫計劃與幼犬一致：於6至8週齡時開始第一劑，每2至4週齡重複注射
疫苗直到16週齡或以上。因此幼貓接受核心疫苗進行基礎免疫的接種次數就取決於貓咪開始施打的年齡以及重複注
射的間隔，可能的時程表整理於表五。依照以上的建議，若幼貓從6或7週齡即開始接種疫苗，整個基礎免疫則須施
打4劑疫苗，若從8至9週齡開始接種疫苗，則只需要3劑。

 完整的幼貓核心疫苗免疫計劃除了基礎免疫外，還包括第一劑補強注射，傳統上是於一歲齡或是最後一劑基礎

免疫注射完畢的一年後進行，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增強”免疫反應，而是在確保於基礎免疫過程中任何對疫苗反應不佳
的貓，都可以在這次的補強中產生有保護力的免疫反應。傳統的補強注射建議經常是在貓咪一歲時或於完成最後一

劑基礎免疫的一年後補強。之所以會訂在一歲時補強注射的原因，可能只是因為方便，在動物第一次回診進行年度

健檢時順便進行補強。但這也代表了若一隻貓咪的基礎免疫失敗，在接受一歲齡補強注射前這隻幼貓的免疫保護力

皆處於不足的狀態。這也可能是部分未滿一歲齡但有施打疫苗的幼貓仍發生傳染病的原因，因此疫苗指南研議小組

重新評估並建議獸醫師，若想要縮短感染的空窗期，應考慮將補強注射的時間點從52週齡往前提早至26週齡（或於
26至52週齡間，但是26週齡(六月齡)是相對方便的時間點）。這項改變須讓飼主徹底的了解為何如此進行，因為如表
五中顯示的，若依照本指南的這項建議，從6至7週齡即開始施打疫苗的貓，於六個月齡前就須施打5劑疫苗之多。針
對核心疫苗而言，在完成26週齡的補強注射後，低感染風險的貓在三年內都不需要再施打核心疫苗。和幼犬相同，
於26週齡完成基礎疫苗施打計劃的貓一樣在1歲或1歲半時應進行年度健康檢查。

成貓的補強注射

 對於減毒核心疫苗反應良好的貓，在數年內無需重複注射疫苗也可維持對抗貓瘟病毒感染的免疫力（免疫記

憶）。對抗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的免疫力則只維持部分免疫（Scott and Geissinger 1999，Jas et al. 2015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低感染風險的成貓每3年重複注射一次減毒核心疫苗即可。高感染風險的成貓（定義同
前）應該每年補強貓卡里西病毒和第一型貓疱疹病毒疫苗，並且於每年定期要寄宿前再次補強，而貓瘟疫苗則僅需

每三年注射一次即可[EB1]。除狂犬病疫苗外，以上建議不包含使用死毒核心疫苗或非核心疫苗，亦不包括含有細菌
性抗原成份的疫苗。因此如需要接種披衣菌Chlamydia（過往稱 Chlamydophila; Sachse et al. 2015）和博德氏桿菌疫苗
的情況下，則應每年補強注射，因上述疫苗的免疫保護期不會超過一年 [EB2]。

 因此根據上述方針，成貓可能仍需要每年施打疫苗，但每年施打的內容則可能皆不相同。總結來說：核心疫苗

（尤其是貓瘟疫苗）每三年施打一次，呼吸道病毒的疫苗則根據感染風險程度施行，再選擇搭配所需的非核心疫苗

每年給予。疫苗指南研議小組知道某些國家只有混合式的多價疫苗（混和核心及非核心疫苗）可供選擇，因此鼓勵

製造商應提供完整的疫苗產品或至少提供僅含核心疫苗的產品讓那些不希望施打非核心疫苗的消費者做選擇。

 一隻年幼時曾接受過完整基礎疫苗，但成年後未規律注射疫苗的成貓僅需要單劑減毒疫苗即可獲得足夠的免疫

力 [EB4]。若領養一隻成貓（或16週齡以上的幼貓），其疫苗紀錄不明，則只需要注射單劑減毒貓瘟核心疫苗來確保
對該病有免疫反應，不過，針對過往疫苗情況不明的貓，則需要接種兩劑減毒貓卡里西病毒及第一型貓疱疹病毒疫

苗（間隔2到4週）以確保動物產生足夠的免疫反應 [E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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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疫苗注射部位選擇

 疫苗是眾多注射產品中被認為跟貓注射部位肉瘤（Feline injection site sarcoma，FISS）發生有關的一種，尤其是
含佐劑的狂犬病疫苗及貓白血病疫苗特別受到大家關注（Kass et al. 1993）。貓注射部位腫瘤是近年來許多研究所關
注的議題（Martano et al. 2011，Srivastav et al. 2012，Ladlow 2013，Hartmann et al. 2015）。雖然目前貓注射部位腫瘤
的病因仍然未受確認，但現今認為是因為局部慢性炎症反應造成間質細胞發生惡性轉化，且這個過程和貓本身的基

因是有關的。傳統大部分的皮下注射（包含疫苗）部位都選擇於肩胛骨之間，但這也是貓注射部位腫瘤好發的部位。

由於這類腫瘤的浸潤特性，即便使用了其他輔助治療方法，通常仍需大範圍的手術切除病灶（Martano et al. 2011，
Ladlow 2013）。

 針對這樣的問題，北美洲建議將兩項高風險的含佐劑疫苗，應接種於四肢遠端，若不幸發生貓注射部位肉瘤，

則相對較容易以手術移除。建議白血病疫苗施打於左後肢越遠端部位越好、狂犬病疫苗則施打於右後肢越遠端部位

越好。美國貓科專科醫師協會（AAFP）所作的疫苗指南中仍保持這樣的建議，另外建議將三種貓核心疫苗注射於前
肢遠端（Scherk et al. 2013）。有一個研究藉由比較上述建議提出前（1990–1996）及提出後（1997–2006）貓注射部
位肉瘤發生的位置分佈，來評估上述建議方法是否有所影響（Shaw et al. 2009）。研究數據顯示建議提出後，肩胛部
位的貓注射部位肉瘤發生率顯著下降，而右前肢腫瘤的發生率上升。更有甚者，於右後肢和右腹側的腫瘤回報率也

上升（由12.5% 增加到 25.0%），左後肢及左腹側的腫瘤回報率則由11.4% 變為 13.8%。上述結果有可能是因為注射後
肢遠端不易而注射到腹側部，這項建議目前在北美以外並沒有廣泛的被採納。

 最近有一期刊發表證實將狂犬病疫苗和貓瘟疫苗注射於貓尾巴仍有效力（Hendricks et al. 2014）。將社區捕捉進
行TNR的成貓在尾巴背側距離尖端三分之一處施打減毒核心疫苗（貓小病毒、第一型貓疱疹病毒及貓卡里西病毒），
並在距離2cm的尾巴部位接種不活化狂犬病疫苗。血清學測試結果顯示，所有的貓對貓小病毒疫苗皆有產生免疫力，
對狂犬病疫苗則有一隻沒有產生血清抗體力價的轉換。在這個小型的實驗中顯示貓對於尾巴注射疫苗的忍受性良好。

在上一版的疫苗注射指南中，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將疫苗注射於兩側胸部皮下或是兩側腹部皮下更佳（Day et al. 
2010），注射疫苗於尾巴有可能比注射於四肢遠端或身體腹側面是更安全的替代方案，但需要更多的實驗加以證實。

 這個議題仍有許多待解謎團並存在爭議，因此獸醫師需自行判斷怎麼樣的做法適合自己的醫院。然而以下這些

原則仍應遵循： 

• 疫苗所提供的免疫保護力對貓咪的健康益處大於貓注射部位肉瘤的風險，現行估計貓注射部位肉瘤的盛行率
約為每5000至12,500隻注射過疫苗的貓有一隻會發生（Gobar and Kass 2002，Dean et al. 2013）。

• 如果可能的話應盡可能使用不含佐劑的貓疫苗。

• 疫苗（尤其含佐劑的產品）或其他針劑應避免注射在肩胛部位。

• 疫苗（尤其是含佐劑的產品）應採取皮下注射（而非肌肉注射）於肩胛以外的部位，選擇注射部位時須考量
若發生貓注射部位肉瘤時，手術完整移除的可能性，同時也須考量獸醫師的安全性，避免選擇很難保定的地

方注射以防針頭誤傷人。

• 每次疫苗都應注射在不同的部位，並將注射部位紀錄於病歷中或是疫苗紀錄表內，以圖示清楚標明哪一種疫
苗注射在何處。注射部位應輪替，或是動物醫院可自行建立每年每一種貓疫苗統一的注射部位，並逐年統一

更換。

•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鼓勵獸醫應將所有懷疑是貓注射部位肉瘤的案例回報給適當的政府機關或是製造商，以建
立更完善的資訊。

血清學測試

 自2010年疫苗指南出版至今，已有一個適用於臨床的血清抗體商品化快篩套組上市，該產品可以測量貓瘟病毒、
貓卡里西病毒及第一型貓疱疹病毒的血清抗體。這個套組被證實是有效的，並應用於一系列學術研究調查中（

DiGangi et al. 2011，Mende et al. 2014）[EB1]。這個檢驗套組可以用來決定抗貓瘟病毒的抗體是否存在，因為貓瘟的
抗體是否存在和抵禦疾病感染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Lappin et al. 2002）[EB1]。2014年Mende等人的研究指出貓瘟病
毒診斷套組特異性為89%，敏感性為79%；2011年DiGangi等人的研究將該套組與血清凝集抑制試驗比較，特異性為
99%，敏感性則為49%。檢測為陰性代表貓體內僅有少量或無抗體，建議須再補強注射疫苗，相反的陽性動物則代表
不須再補強。但如前所述，有些血清抗體陰性的貓事實上仍是有免疫力的（偽陰性）所以再注射疫苗並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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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預防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第一型疱疹病毒感染，依據血液循環中存在的抗體來判定對疾病保護力的相關性較

低，有充足的局部黏膜免疫及細胞免疫存在，對於預防疾病感染的重要性較抗體是否存在來的重要。因此，臨床上

血清檢測卡里西病毒及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的抗體力價為陰性時並不代表該貓缺乏免疫保護力（Lappin et al. 2002）[EB1]
。總結血清抗體診斷套組的適用時機為：評估已注射貓瘟疫苗的幼貓是否得到足夠免疫力、評估成貓是否對於貓瘟

有足夠保護力（為了決定是否需要補強注射疫苗）、幫助收容所評估控制貓瘟爆發的管理方式。

 需要強調的是，檢測是否存在貓後天免疫不全病毒（FIV）的抗體是用來診斷貓是否感染此疾病，而不代表有免
疫力存在。如同前面討論過的，需使用有鑑別力的血清學診斷方式或是有效的PCR試驗來區別是曾使用過貓愛滋的疫
苗或懷疑感染貓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動物收容所指的是收容等待認養、救援、民眾尋回走失動物的設施。動物收容所的特性為動物的來源不定、多

數有未知的疫苗注射史、高流動性及高傳染病感染風險。收容所包含多種形式，有的是穩定族群的收容所，有的是

單日湧入上百隻動物，有的是救援或中途家庭同時僅照顧少數動物或同胎動物的場所，因此，就如同個別寵物有不

同的疫苗計劃，沒有單一疫苗計劃可以同時適用所有型態的動物收容所。收容所的免疫計劃首要控制的是暴露於傳

染病的風險及大規模爆發傳染病所導致的重大災情。

 收容所的醫療和小動物臨床醫療的差別在於獸醫師在一個傳染病不可能被撲滅的環境中執業，但是，仍能盡可

能減少傳染病在高密度高風險族群中傳播，並且維持尚未感染個體的健康。若收容所管理政策的最終目的是讓健康

的寵物被領養，則花費心力於控制傳染病僅僅是照護收容動物及收容所醫療政策中的一項而已。本指南的建議嘗試

探討一些收容所特有與疫苗注射和疾病控制有關的議題。

 針對收容所的免疫計劃指南與建議，詳列於表二及表四。本次指南的更新我們標準化了進入收容所的幼犬和幼

貓的免疫計劃：進入收容所的幼犬和幼貓可在4至6週齡即開始施打核心疫苗，在經費允許下，每2週補強注射一次直
到滿20週齡或離開收容所[EB4]。美國近期的報告指出，貓在進入收容所時，對於疫苗可以預防的傳染病可能呈血清
學陽性。DiGangi等人在2012年的調查報告指出下列傳染病的陽性率如下：貓瘟為60.2%、第一型貓疱疹病毒為89%、
貓卡里西病毒為63.4%；2007年Fischer等人的調查則發現陽性率如下：貓瘟為33%、第一型貓疱疹病毒為21%、貓卡
里西病毒為64%、狂犬病為3%。另2012年統計美國收容所犬隻的疾病血清學陽性率，犬瘟熱為41.2%，較犬小病毒的
84.3%陽性率低。Lechner 等人在2010的另外一個研究數據顯示，某收容所內有35.5%的狗檢測犬瘟熱及犬小病毒皆陽
性、7.7%僅犬瘟熱陽性、31.5%犬小病毒陽性，兩者皆陰性者為25.3%。若在狗進收容所前已有完整的疫苗紀錄，則
不需要再注射犬核心疫苗，但貓的核心疫苗尤其是貓卡里西病毒及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則可考慮再次補強注射。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認為收容所和寵物旅館是有差異的，後者是讓有完整注射疫苗的動物短暫寄宿的地方，停留

時間相對較短（例如飼主度假中）；寵物旅館應要求所有進住的犬貓都依本指南完成核心疫苗注射。且建議犬隻應

接種可預防呼吸道疾病感染的非核心疫苗。疫苗指南研議小組知道在某些國家的當地法規中就有規定，犬隻寄宿前

應注射的疫苗計劃，且可能和本指南建議的免疫計劃相左（例如堅持每年補強注射）。疫苗指南研議小組鼓勵有關

當局應依據現行科學發展及產品可利用性來重新考量相關法律規定，並且鼓勵獸醫師及當地獸醫專業協會支持這些

改變。

 自2010年版的指南出版至今，有越來越多快速血清學測試的商品化套組上市，也影響了現今面臨犬瘟熱、犬小
病毒性腸炎及貓瘟等傳染病爆發的管理方式 [EB3]。應用血清快篩套組的建議管理措施列於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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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犬貓疫苗計劃

完善的寵物保健計劃 – 不僅僅是疫苗注射

 過去藉由鼓勵飼主帶寵物回診做年度預防注射為獸醫診所帶來許多優點，獸醫除可以早期發現並治療疾病外，

更可以藉機向畜主宣導犬貓保健的知識；但缺點是畜主誤以為每年去動物醫院最重要的事情是為了打預防針。許多

獸醫因此擔心若降低預防注射的頻率，會使飼主忘記要每年回診，導致醫療照護品質下降。但正因如此，獸醫更應

綜合評論



該致力於宣導針對每一隻動物個體進行完善而客製化健康檢查的重要性。強調在健檢中透過詳細的病史詢問、徹底

的理學檢查以及針對個體的照顧及護理，可以讓動物有完整的醫療評估。在評估每一隻寵物時，都應該宣導口腔護

理、合適的營養、健康檢測以及控制寄生蟲和人畜共通傳染病的觀念。動物的行為問題也應被討論或諮詢，另外年

幼及高齡動物客製化的健康檢查頻率應增加，特殊品種有好發疾病的動物，也應充分的讓主人了解相關疾病風險

等。對於疫苗注射與否的討論僅只是年度健檢中的一件事而已。

 在定期年度健康檢查中，獸醫師應評估當年度施打核心與非核心疫苗的必要性，讓畜主了解有哪些疫苗可使

用，分析施打的優點及潛在風險、並於了解其生活型態與疾病感染風險後決定是否適用於這一隻動物。雖然絕大多

數的核心疫苗不需要每年施打，但非核心疫苗仍需每年接種，故飼主仍會持續的每年帶動物回醫院就診。應與飼主

討論地區性常見傳染病的發生率及風險因子，並教導飼主如何減低感染疾病的風險（如避免飼養密度過高、改善營

養、隔離感染的動物等）。

 注射疫苗應視為全面性預防保健計劃的一環，針對每一隻動物的年齡、品種、健康狀態、環境（接觸到有害物

質的可能性）、生活方式（是否與其他動物接觸）以及旅行習慣等作考量。

 動物年齡是制定預防保健計劃中很重要的影響因子，幼犬和幼貓的預防保健計劃傳統上都著重於疫苗施打、寄

生蟲控制及節育；現今須加上動物行為的諮詢以及人畜共通疾病的管理。老年動物照護計劃現在也越來越熱門。營

養攝取的調配、牙科疾病以及寄生蟲控制等都應該在寵物終其一生進行客製化的評估與諮詢。目前沒有證據顯示，

幼年時期有完整免疫注射的老年犬貓，需要特殊或不同的核心疫苗注射計劃（Day 2010，Horzinek 2010，Schultz et al. 
2010）。實驗以測量血中抗體的方式證實老年犬貓對於核心疫苗有持續的免疫記憶，單劑補強注射核心疫苗即跟一
般成年動物相同足以產生適當的保護力（Day 2010）[EB1]。成年動物可藉由血清學檢測來決定是否需要補強注射核
心疫苗（犬瘟熱、犬腺病毒、犬小病毒以及貓小病毒），許多擔心疫苗注射頻率的飼主會很感謝獸醫有提供這樣的

替代方案。相對的，高齡犬貓對於沒有接觸過的新抗原的初次免疫反應可能沒有像幼年或年輕的動物來的迅速（

Day 2010）[EB1]。2007年英國的研究很清楚的發現，因旅遊而初次接種狂犬病疫苗的犬貓當中，老年動物明顯有較
多無法達到法定抗體力價（Kennedy et al. 2007）[EB1]。

 寵物居住的環境對於其健康狀態有深遠的影響，在進行健康檢查時也要將此納入評估項目之中以利定義風險因

子並找出適合的預防保健措施。藉由評估狗貓是否有機會於視線範圍之外接觸到其他動物，獸醫可決定是否犬貓應

注射非核心疫苗：狗若會常去犬舍住宿、寵物美容沙龍、公共區域及樹叢等壁蝨易藏身之處，就有較大的風險感染

某些傳染病。人類的活動範圍隨著交通運輸的便利日益擴大，寵物亦然，所以寵物接觸到日常生活環境中不存在的

傳染病病原、寄生蟲以及環境有害物質的可能性隨之升高，藉由每次就診時都評估過去及未來的旅遊計劃，更可為

寵物量身訂做所需的預防保健和診斷計劃。

醫療記錄

 在施打疫苗後，以下的資訊需要記載在動物的永久醫療紀錄中：

 1. 疫苗施打日期

 2. 施打疫苗的獸醫人員資料（姓名）

 3. 疫苗名稱、批號、有效期限及製造商

 4. 疫苗注射位置及施打方式

 使用疫苗瓶身上的可撕黏貼標籤並記載寵物的醫療資訊摘要能幫助保留這一類的疫苗紀錄，而這在許多國家也

是強制規定的。任何藥物不良反應都應清楚紀錄於病歷中，確保所有員工及獸醫師在飼主後續回診中留意到此事。

疫苗使用說明同意書也應留存於病歷中，以證明有確實告知飼主相關風險與知識，且飼主同意進行這項醫療措施，

尤其是採取仿單外用法時。至少，應該有可以表明在接種疫苗前曾確實的和飼主溝通過相關效益及風險的紀錄。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疫苗施打證明簿上不僅要標示日期及使用疫苗種類，還要標示下次建議施打時間，這

可以幫助飼主消除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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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 犬疫苗指引

疫苗種類 幼犬基礎免疫 成犬初次免疫 補強建議 備註與建議

犬第二型小病毒（CPV-2）
- 減毒疫苗；注射劑型
犬瘟熱病毒（CDV）
- 減毒疫苗；注射劑型
重組犬瘟熱病毒（rCDV）
- 注射劑型
犬第二型腺病毒（CAV-2）
- 減毒疫苗；注射劑型

犬第二型小病毒（CAV-2）
- 死毒疫苗；注射劑型

犬第一型腺病毒（CAV-1）
- 減毒/死毒疫苗；注射劑型

狂犬病病毒

- 死毒疫苗；注射劑型

副流行性感冒病毒（CPiV）
- 減毒疫苗；注射劑型

伯氏疏螺旋體疫苗（Borrelia burgdorferi）
- 萊姆病；死菌注射疫苗
重組伯氏疏螺旋體疫苗

- 重組外層表面蛋白A [OspA]注射疫苗

鉤端螺旋體疫苗（Leptospira interrogans）
- 含血清群canicola 及icterohaemorrhagiae
- 死菌注射疫苗
- 美國及其他國家另有含血清群pomona
  和grippotyphosa 的疫苗
- 歐洲有grippotyphosa 和australis 的疫苗
- 澳洲有血清群australis 的單價疫苗
- 紐西蘭有icterohaemorragiae 的單價疫苗

支氣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Bb）
- 無病原性活菌點鼻疫苗
Bb＋CPiV
- 減毒疫苗；點鼻劑型
Bb＋CPiV＋CAV-2
- 減毒疫苗；點鼻劑型
Bb
- 無病原性活菌口服疫苗

Bb
死菌疫苗；注射劑型
Bb
細胞壁抗原萃取；注射劑型

6 - 8 週齡給予第一
劑，之後每2 - 4 週
重複注射一劑直到

滿16 週齡 [EB1]。

12 週齡注射第一
劑；高風險地區可考

慮在2 – 4 週後給予
第二劑。

若第一劑在12 週齡前
注射，則於12 週齡
時仍須再接種一劑。

單劑注射。 1 歲時補強注射一
劑。

有1 年和3 年免疫
保護期兩種。補強

注射的間隔依核

准之免疫保護期

或法令規定。

當法令規定為必須施打之疫苗或在狂犬

病疫區應視為核心疫苗。

6 - 8 週齡給予第一
劑，之後每2 - 4 週
重複注射一劑直到

滿16 週齡 [EB4]。

藥廠通常建議間

隔2 - 4 週給予2
劑，但單劑即認為

有保護力[EB4]。

6 月齡或1 歲時補
強注射一劑，之後

每年一次。

非核心疫苗。點鼻疫苗較注射劑型為佳，

因主要遭受感染的部位是上呼吸道。

3 週齡起點鼻投予
一劑。

目前製造廠建議8
週齡起可使用。

單劑。 每年補強一劑。高

感染風險動物可

提高接種頻率。

非核心疫苗。支氣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疫

苗有單價、混合副流行性感冒病毒或犬第

二型腺病毒的多價產品，少數犬點鼻後會

出現短暫(3-10 天)咳嗽、打噴嚏或鼻分泌
物，點鼻或口服劑型的疫苗絕對不可做注

射使用，錯誤途徑的投藥可能會造成嚴重

副作用甚至致死。

6 - 8 週齡時給予第
一劑，10-12 週齡注
射第二劑。

間隔2 - 4 週施打
兩劑。

每年補強一劑，建

議於壁蝨流行季

節前使用。

每年補強一劑。高

感染風險動物可

提高接種頻率。

非核心疫苗。點鼻或口服疫苗較注射劑型

為佳，因為可提供局部免疫保護效力 
[EB4]；然而在疫苗指南進行再版彙整期
間，Ellis等人的回顧性文獻質疑了這樣的
觀點（Ellis 2015）。

12 週齡起進行第一
劑注射，間隔2 - 4
週後接種第二劑。

如有高感染風險最

早可於9 週齡接
種，唯可能屬仿單外

用法。

間隔2 - 4 週施打
兩劑。

非核心疫苗。建議只使用於高感染風險的

狗，例如常去或居住於可能遭受疾病帶原

壁蝨感染的地區，或已知的萊姆病流行地

區。

8 週齡起給予第一
劑，間隔2 - 4 週後
接種第二劑。

間隔2 - 4 週施打
兩劑。

每年補強一劑。 非核心疫苗。多種鉤端螺旋體疫苗的研發

是因應不同地理區域流行不同病原性的

血清群，每一種血清群（serogroup）內可
能包含多種不同血清型（serovar）。血清
群和血清型相當容易搞混。注射鉤端螺旋

體疫苗應限制在證實有暴露於鉤端螺旋

體感染風險的地區，或是犬隻的生活方式

有感染風險。本疫苗的保護力較核心疫苗

低且持續時間較短，因此必須每年補強注

射 [EB1]。
過去鉤端螺旋體疫苗被認為與較高的過

敏性不良反應有關，特別是小型犬種上。

但針對這點的科學證據甚為薄弱[EB4]，
2005 年Moore 等人的研究甚至指出鉤端
螺旋體菌苗的不良反應風險並沒有高於

其他疫苗[EB1]，歐洲共通評論（European
Consensus Statement）亦認同此論點
（Schuller et al. 2015）。

藥廠通常建議間

隔2 - 4 週給予2
劑，但減毒或重組

疫苗單劑即認為

有保護力[EB4]。

6 月齡或1 歲時補
強注射一劑，之後

每三年一次。

核心疫苗。

有減毒疫苗可用時，不建議使用。

有減毒犬第二型腺病毒疫苗可用時，不建

議使用死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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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流行性感冒病毒疫苗（CIV）
- H3N8 亞型；死毒含佐劑注射疫苗

6 週齡起給予第一劑
，2 - 4 週後接種第二
劑。

間隔2 - 4 週施打兩
劑。

每年補強一劑。 非核心疫苗。僅美國核准上市。建議使用

於高風險的群居狗中，如犬舍、狗展或狗

旅館中。

犬冠狀病毒疫苗（CCV）
- 減毒或死毒疫苗；注射劑型

不建議使用。犬冠狀病毒感染常為不顯性

感染或症狀非常輕微，冠狀病毒感染的盛

行率並不代表有使用現有疫苗的必要

性。目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疫苗可以保護

具致病性的冠狀病毒株（Buonavoglia et
al. 2009，Decaro et al. 2009）[EB1]。雖
冠狀病毒常可被分離出來，但疫苗指南研

議小組仍認為 - 冠狀病毒是成犬首要的
腸道病原菌 - 是不具說服力的，因為現
行沒有一個研究可證明犬冠狀病毒符合

科霍氏法則。

• 表內給予的建議若與疫苗仿單上的不同時，該建議的科學性證據強度例如：[EB2]會標示於後。
•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未將下列有地區特異性的疫苗列入：
 Cortalus atrox（西部菱背響尾蛇疫苗）、Crotalux adamanteus（東部菱背響尾蛇疫苗）－美國有條件核准
 焦蟲疫苗（犬小焦蟲B. canis 可溶性抗原皂素佐劑疫苗）－歐盟核准
 犬疱疹病毒疫苗－歐盟核准

 利什曼原蟲疫苗－歐盟及巴西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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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 收容所之犬疫苗指引

 建議使用之疫苗組合
  幼犬基礎免疫 成犬初次免疫 備註
 （請同時參閱表一）

犬瘟熱病毒＋犬第二型腺病毒＋第二型

犬小病毒 ＋/－犬副流行性感冒病毒減毒

或基因重組疫苗

－ 注射劑型

進入收容所前或當下給予

單劑注射（達4 週齡以上
者），每兩週重複注射一劑

直到滿20 週齡或離開收容
所。

進入收容所前或當下給予單

劑注射，兩週後給予第二

劑 。

理想中幼犬從6 週齡開始進行疫苗注射，但在
面臨疾病爆發問題時，犬瘟熱及／或第二型犬

小病毒提早至4 週齡接種是可被接受的。
若存在母源抗體則會干擾免疫反應，但進收容

所的幼年動物通常無法得知其是否有吸收到

母乳。

支氣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Bb）
– 無病原性活菌點鼻或口服疫苗
（Bb）＋減毒副流行性感冒病毒
– 點鼻疫苗
（Bb）＋減毒副流行性感冒病毒＋減毒犬
第二型腺病毒

– 點鼻疫苗

3 週齡起點鼻投予一劑。
為達最好效果，給予第一劑

的年齡早於6 週齡時，於6週
齡後應再給予第2 劑
[EB4]。

間隔2 週投予兩劑。單劑即
有一定的保護力，但處於收

容所這種高感染風險的環境

下，第二劑可以給予更完全

的保護力[EB4]。

收容所內強烈建議使用口服或點鼻疫苗，但禁

止將口服或點鼻疫苗用於注射，因為可能會造

成嚴重副作用或致死。

支氣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Bb）
– 抗原或細菌毒素萃取注射疫苗

進收容所時給予一劑（從6
- 8 週齡起），2 週後給予第
二劑。

間隔2 週給予兩劑。 若沒有口服或點鼻疫苗時才建議使用注射劑

型疫苗。

犬呼吸道疾病症候群（犬舍咳）並非單靠疫苗

即可預防的疾病，疫苗僅可用來作為管理該疾

病的手段之一。

狂犬病疫苗 離所時給予單劑注射。 離所時給予單劑注射。 是否注射狂犬病疫苗取決於收容所當地的法

規以及當地是否為狂犬病疫區。

• 在美國，收容所內亦使用犬流行性感冒病毒疫苗（CIV），間隔2 週給予2 劑。
• 針對收容所所建議的疫苗計劃和寵物狗的疫苗計劃不同，是因為考量到收容所內有高的潛在傳染病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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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 貓疫苗指引

 疫苗種類 幼貓基礎免疫 成貓初次免疫 補強建議 備註與建議

貓瘟疫苗（FPV）
- 減毒無佐劑疫苗；注射劑型

貓瘟疫苗（FPV）
- 死毒疫苗；有佐劑或無佐劑；

注射劑型

貓瘟疫苗（FPV）
- 減毒無佐劑疫苗；點鼻劑型

6 - 8 週齡給予第
一劑，之後每2 - 4
週再給予一劑直

到16 週齡或以上
[EB1]。

藥廠通常建議間隔

2 - 4 週給予兩劑，
但減毒疫苗單劑通

常就能提供保護力

[EB4]。

6 月齡或一週歲時補強
接種一劑，之後每三年

補強一次。

核心疫苗。

母貓應盡可能在懷孕前接種，而不要在懷孕期

間進行免疫，如果真的必須在懷孕過程中施

行，僅建議使用死毒核心疫苗，減毒疫苗不可

施打於懷孕母貓及貓白血病/免疫不全病毒感
染的貓 [EB4]。

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FHV-1）
- 減毒無佐劑疫苗；有注射針劑
或點鼻劑型

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FHV-1）
- 死毒有佐劑疫苗；注射劑型

6 - 8 週齡給予第
一劑，之後每2 - 4
週再給予一劑直

到16 週齡或以上
[EB1]。

間隔2 - 4 週給予兩
劑是建議的。

6 月齡或一週歲時補強
一劑，之後對於低感染

風險的貓，每三年補強

一次，高感染風險貓則

需每年補強 [EB1]。

核心疫苗。

減毒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及貓卡里西病毒疫

苗通常合併為雙價疫苗，或是與FPV 或其他抗

原合併為多價疫苗。使用點鼻疫苗或因為減毒

疫苗注射處有滲漏或操作時產生的液體氣霧接

觸後偶爾會發生輕微的上呼吸道症狀。

貓卡里西病毒疫苗（FCV）
- 減毒無佐劑疫苗；有注射或點
鼻劑型

貓卡里西病毒疫苗（FCV）
- 死毒無佐劑疫苗；注射劑型；

含兩種病毒株

貓卡里西病毒疫苗（FCV）
- 死毒含佐劑疫苗，注射劑型

6 - 8 週齡給予第
一劑，之後每2 - 4
週再給予一劑直

到16 週齡或以上
[EB1]。

間隔2 - 4 週給予兩
劑是建議的。

6 月齡或一週歲時補強
一劑，之後對於低感染

風險的貓，每三年補強

一次，高感染風險貓則

需每年補強 [EB1]。

核心疫苗。

減毒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及貓卡里西病毒疫

苗通常合併為雙價疫苗，或是與FPV 或其他抗
原合併為多價疫苗。使用點鼻疫苗或因為減毒

疫苗注射處有滲漏或操作時產生的液體氣霧接

觸後偶爾會發生輕微的上呼吸道症狀。接種

FCV 疫苗後偶有暫時性多發性關節炎的報告。

*高低感染風險的定義請參照前方內文說明。

狂犬病疫苗

- 金絲雀痘病毒載體重組無佐劑
疫苗；注射劑型

狂犬病疫苗

- 1 年及3 年免疫保護期死毒含佐
劑疫苗；注射劑型

12 週齡之後接種
第一劑，1 年後再
接種一劑。

單劑注射，1 年後
再補強接種一劑。

依政府核准的免疫有

效期作補強接種，或依

當地法規規定做補強。

狂犬病疫區的貓應視為核心疫苗接種。

貓白血病疫苗 （FeLV）
- 金絲雀痘病毒載體重組無佐劑
疫苗；注射劑型

貓白血病疫苗 （FeLV）
- 死毒含佐劑疫苗；注射劑型

貓白血病疫苗 （FeLV）
- 蛋白質次單位重組含佐劑疫苗
；注射劑型

8 週齡起給予第一
劑，間隔3 - 4 週
再給予第二劑才

算完成基礎免疫。

間隔3 - 4 週給予兩
劑。

初次免疫結束的一年

後應單劑補強，之後在

有潛在感染風險的貓

每2 - 3 年補強一次。

非核心疫苗。

只有貓白血病陰性的貓可接種疫苗；接種疫苗

前一定要先檢驗貓白血病，避免不必要的疫苗

施打。

貓免疫不全病毒疫苗（FIV）
- 死毒有佐劑疫苗；注射劑型

須施打三劑。

第一劑：8 週齡
第二劑與第三劑：

分別間隔2 - 3 週
接種1 劑。

須施打三劑

每劑間隔2 - 3 週。
初次免疫三劑完成的

一年後，補強一劑。之

後在有感染風險的貓

每年補強一劑。

非核心疫苗。

臨床上的自家疾病診斷套組無法區分是感染或

疫苗誘導產生的抗體，需使用更可靠的PCR 診
斷。

貓披衣菌疫苗（Chlamydia felis）
- 無病原性活菌無佐劑疫苗；注
射劑型

貓披衣菌疫苗（Chlamydia felis）
- 死菌有佐劑疫苗；注射劑型

9 週齡起給予第一
劑，間隔2 - 4 週
給予第二劑。

間隔2 - 4 週給予兩
劑。

在有感染風險的貓每

年補強一劑。

非核心疫苗。

最適合被用於多貓家庭中有臨床症狀顯性感染

病例的疾病控制計劃中。意外在眼結合膜中接

種到本疫苗曾被報告引起披衣菌的臨床症狀。

支氣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疫苗   

（Bb）
- 無病原性活毒無佐劑疫苗；點
鼻劑型

4 週齡起單劑投
予。

單劑投予。 有感染風險的貓每年

補強一劑。

非核心疫苗。

有特定感染風險的貓可給予，如貓群聚飼養。

貓傳染性腹膜炎疫苗（FIP）
- 減毒無佐劑疫苗，點鼻劑型

16 週齡起接種第
一劑，間隔3 - 4
週後接種第二劑。

間隔3 - 4 週接種兩
劑。

製造商建議每年補強

接種一次。

不建議給予。

研究報告證據有限，僅對貓冠狀病毒抗體陰性

的貓有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保護力，但16 週齡

以上的貓冠狀病毒抗體仍為陰性的比例極低。

• 表內給予的建議若與疫苗仿單上不同時，該建議的科學性證據強度例如：[EB2]會標示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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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收容所傳染病爆發時之血清學檢測應用方式

狀況 血清學狀態 對動物之處置

收容所內疫情爆發時，所有

所內動物都應進行血清學檢

測（如犬瘟熱、犬小病毒性

腸炎、貓瘟疫情爆發時）

收容所內疫情爆發時，動物

進入收容所前之處置

陽性

陰性

陽性

陰性

視為有保護力，且不會感染或死亡，應與陰性動物、弱陽性動物隔離。

須與陽性動物隔離。這些動物對疾病是有高感受性的，在潛伏期（如：犬小病毒至

少兩週、犬瘟熱病毒至少六週）未結束前不應開放領養。耐過潛伏期之動物應接種

疫苗並進行血清學測試。

應對疾病有保護力，因此進入收容所應該是安全的。

這些動物應注射疫苗並送入中途之家，直到確定血清中出現抗體。在血清學未呈抗

體陽性前，不應送入收容所。

表四、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 收容所環境中的貓疫苗指引

  疫苗 幼貓基礎免疫 成貓初次免疫 備註

貓瘟疫苗（FPV）
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FHV-1）
貓卡里西病毒疫苗（FCV）

滿4 - 6 週齡的貓於入
所前或入所當下給予

單劑接種，之後每兩

週接種一次直到滿20
週齡。

入所前給予單劑接

種，兩週後若仍在所

內則給予第二劑。

表五、幼犬與幼貓之核心疫苗注射時程表（於6 至9 週齡開始進行免疫計劃，每三至四週重複注射一次）

注射第一劑的年齡          核心疫苗時程表

六週齡 a. 6 週齡、9 週齡、12 週齡、16 週齡、之後為26 或52 週齡
 b. 6 週齡、10 週齡、14 週齡、18 週齡、之後為26 或52 週齡

七週齡 a. 7 週齡、10 週齡、13 週齡、16 週齡、之後為26 或52 週齡
 b. 7 週齡、11 週齡、15 週齡、19 週齡、之後為26 或52 週齡

八週齡 a. 8 週齡、11 週齡、14 週齡、17 週齡、之後為26 或52 週齡
 b. 8 週齡、12 週齡、16 週齡、之後為26 或52 週齡

九週齡 a. 9 週齡、12 週齡、15 週齡、18 週齡、之後為26 或52 週齡
 b. 9 週齡、13 週齡、17 週齡、之後為26 或52 週齡

建議使用減毒疫苗。

不建議於收容所環境內使用貓瘟點鼻疫苗（Schultz
2009）。

點鼻貓卡里西病毒/第一型貓疱疹病毒減毒疫苗的
優點為免疫力能夠快速建立（48 小時內），但使用
疫苗後常見打噴嚏，與病毒感染難以區別。

狂犬病疫苗（Rabies） 離開收容所前應給予

單劑注射。

離開收容所前應給予

單劑注射。

是否給予狂犬病疫苗取決於該國是否將注射狂犬

病疫苗強制立法以及該國是否為狂犬病疫區。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不建議收容所使用上述表列以外之貓疫苗。

1. 本表提供一般家養寵物幼犬及幼貓適用的預防注射時程表，並於動物醫院中執行，間隔為每三週或每四週接種一次。高傳染病感染風險地區需將注射頻率縮短至每兩週一次，本表為
求精簡未列於上方。

2. 當26 週齡（6 月齡）或52 週齡（1 歲齡）之預防注射接種完畢後，核心疫苗注射的頻率不需高於每三年一次（高感染風險貓的呼吸道病毒疫苗除外）

表六、疫苗使用及儲存相關建議：給執業獸醫師的要點

  • 疫苗最適合的儲存溫度通常為2 至8ºC（正常冰箱需維持於4ºC）。疫苗不可以冷凍，也不應將疫苗擺放於靠近冷凍層櫃的位置。

  • 冰箱的溫度應定期監測。疫苗運送的過程中亦應持續維持冷藏溫度運送。

  • 冷凍乾燥（凍晶）疫苗須在使用前才以製造廠所建議的稀釋液或合適的疫苗水劑混合，非常不建議在診療開始的一早將當天預計會

使用的疫苗事先回溶或混和好。有些疫苗成分如犬瘟熱病毒或貓第一型疱疹病毒容易降解，若事先混合則可能使免疫效力不足。

  • 除非在製造商的疫苗仿單上有明確指示特定疫苗可以混和使用，否則不可將不同疫苗混和於同一針筒內給予。

  • 針頭及針筒不應重複使用。

  • 疫苗注射部位不應使用酒精或其他消毒劑消毒，有可能會讓減毒疫苗喪失活性。

  • 疫苗應於效期內使用完畢，並於病歷中精確的記載疫苗批號、疫苗內含物以及注射部位。

[From Day & Schultz，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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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與施打疫苗相關的不良反應，是指任何與接種疫苗有關的副作用，或是無預期的事件（如缺乏保護力），無論

這些事件可否直接證明與疫苗有關，包含受傷、中毒或與疫苗有關的過敏反應等等。所有的不良反應都應該被清楚

的記錄下來並通報，無論是否確認或只是疑似相關，都應記錄產品的種類、動物的資料以及不良反應案件的通報人

資訊。

 對於製造商及動物用藥監管機構來說，臨床醫師通報無預期的疫苗使用資訊能夠警惕它們任何可能的疫苗安全

性或效力問題，並促使它們做更進一步的調查。核准疫苗或藥品上市前進行的安全性評估試驗是為了偵測相對常見

的副作用，但罕見或延遲出現的不良反應則只有在上市後針對不良反應報告的監控與分析才可能被發現。因此獸醫

師有責任回報動物用藥監管機構及疫苗製造商任何疑似的不良反應。在許多國家並沒有建立動物用藥的監管機制，

所以應該將相關資訊提供給製造商。疫苗指南研議小組認為由於回報機制處於被動狀態，還有潛在龐大的疫苗不良

反應沒有回報，而這會干擾對於疫苗產品的安全性評估能力[EB4]。疫苗指南研議小組鼓勵所有獸醫師主動的參與疫
苗不良反應監控計劃。

 如果單一特定的不良反應有被完整的記錄下來，這樣的記錄可以當作一個基準，和之後被記錄的不良反應做對

照。此外，回報不良反應可以偵測到之前沒發現的不良反應；可以偵測到已知不良反應的發生率是否增加；幫助我

們了解與不良反應相關的危險因子；幫助識別特定疫苗批次的不尋常情況或有較高的不良反應發生率；有助於衍生

更多臨床流行病學或實驗室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們鼓勵獸醫師回報任何在疫苗給予中至給予後臨床上出現的特定

不良反應。回報疫苗不良反應並不是為了要指控某個特定的疫苗，而是為了促進該產品的安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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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疫苗種類

減毒疫苗（Modified Live Virus Vaccines）：犬第二型小病毒現有三種變異型，分別為：CPV-2a、CPV-2b、CPV-2c。
原本的CPV-2在臨床上已經很少被分離到，但因為某些減毒疫苗中仍含有CPV-2的成分，所以接種該疫苗的動物體仍
可能排出疫苗株。近期越來越多的CPV-2c變異型被發現，這個基因型在北美、南美、歐洲、非洲、亞洲都有被分離
到（Ohneiser et al. 2015）。所有基因型的抗原都有抗原相關性，攻毒實驗證實接種現行的犬小病毒疫苗（含有CPV-2 
or CPV-2b病毒株），對於所有變異型包括CPV-2c的病毒株是有免疫保護力的（Spibey et al. 2008，Decaro & Buonavog-
lia 2012，Wilson et al. 2013）。然而，2008年曾有CPV-2c在接種過疫苗之成犬爆發感染的病例報告（Decaro et al. 2008）
，發病的犬隻在42、57以及90日齡曾接種過疫苗，成犬亦有接受年度補強注射。

不活化（死毒）疫苗（Inactivated/Killed Vaccines）：犬第二型小病毒的死毒疫苗很少見，和減毒疫苗相比，死毒
疫苗效果較差且須要較長時間來誘發免疫反應（Pollock & Carmichael 1982b），所以不建議常規使用。死毒疫苗或許
可用於在一些減毒疫苗不建議使用之族群如野生動物、懷孕母犬。但死毒的犬第二型小病毒疫苗用於上開族群的安

全性和效力尚未有任何評估試驗報告。

有效免疫保護期（DOI）及機制

  •  大多數耐過自然感染的犬被視為對犬小病毒感染有終身免疫。
  •  根據血清學以及攻毒試驗，接種減毒疫苗的免疫保護期為9年或以上（Schultz et al. 2010）。
  •  死毒疫苗之免疫保護期為3年或以上。
  •  母源抗體干擾主動免疫的時間長短，在不同幼犬有非常大的差異性，端視初乳中的抗體力價高低、出生後吸收
到的初乳抗體量、疫苗的種類而不同（Pollock & Carmichael 1982a）。

  •  易遭受疾病感染的空窗期（window of susceptibility）之定義為野外病毒株可感染幼犬，但疫苗無法產生免疫
力的期間。使用高效的減毒疫苗（如高力價低繼代）這樣的空窗期短於兩週；但某些效力較差的減毒疫苗，

空窗期可能長達10至12週（Schultz & Larson, 1996，Hoare et al.1997）。
  •  幼犬於16週齡或以上完成基礎免疫，並於26或52週齡也進行過第一劑補強注射後，之後的補強注射頻率不需高於
每三年一次。

  •  在沒有母源抗體干擾的情況下，減毒疫苗最早可於施打後三日提供免疫力（Schultz & Larson 1996）。
  • 20週齡以上、接受主動免疫的犬隻只要血中有抗體，無論抗體力價多寡，皆視為有保護力。

注意事項

  •  野生動物禁止使用減毒疫苗。
  •  懷孕母犬非必要不宜使用減毒疫苗。
  •  4-6週齡以下幼犬不宜使用減毒疫苗。

疾病簡介

  •  感染後三到七天出現臨床症狀。
  •  CPV-2糞便排毒很少超過兩週以上。
  •  目前沒有犬隻感染超過四週以上的病例報告，感染發生四週後若犬隻尚存活則應判斷已清除病毒感染。
  •  病毒在環境中可維持一年或以上的感染力。因此所有感染動物接觸過的設施都應被視為有感染性。
  •  注射犬小病毒疫苗並不會造成幼犬感染犬小病毒性腸炎（出現症狀且驗出糞便呈抗原陽性反應代表真正的腸
病毒的感染）（DeCaro et al. 2014）.

附 錄 一 

犬第二型小病毒（ C P V - 2）疫苗

現有疫苗種類

減毒疫苗：犬第二型腺病毒疫苗為現今最常見的疫苗產品。這是唯一被建議用來預防犬第一型腺病毒所引起的犬傳

染性肝炎以及降低第二型腺病毒感染造成的呼吸道疾病的疫苗。第二型腺病毒疫苗的保護效力極佳，且不會像犬第

犬傳染性支氣管炎疫苗 Canine Adenovirus (CAV)-2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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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型腺病毒疫苗那樣經常引發過敏性葡萄膜炎或俗稱“藍眼症”的不良反應（Curtis & Barnett, 1983）。除了注射劑型
的犬第二型腺病毒減毒疫苗外，還有能夠保護犬隻抵抗犬傳染性呼吸道疾病症候群，或俗稱犬舍咳（CIRDC）的多價
或單價疫苗，包括預防支氣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Bordetella bronchiseptica）、犬副流行性感冒病毒（CPiV）與犬第
二型腺病毒（CAV-2）。含有上述三種犬舍咳（CIRDC）病原的點鼻疫苗可以用來減輕感染的嚴重程度，但不可僅使
用點鼻疫苗來預防犬傳染性肝炎，若要預防犬傳染性肝炎仍然必須同時使用注射劑型的犬第二型腺病毒減毒疫苗。

不活化（死毒）疫苗：死毒疫苗在某些國家有上市，但若有減毒疫苗可供使用時，不建議使用死毒疫苗，因為保護

效力不佳。

有效免疫保護期（DOI）及機制

  •  大多數耐過犬傳染性肝炎自然感染的犬被視為有終身免疫。
  •  根據攻毒實驗及血清學測試，大多數接種減毒疫苗的犬隻可獲得九年或更久的有效免疫保護期（Schultz et al. 

2010）。
  •  死毒的CAV-1和CAV-2犬腺病毒疫苗所提供的免疫保護期通常比減毒疫苗短。
  •  母源抗體會干擾接種此疫苗的免疫反應，因此幼犬的最後一劑犬腺病毒疫苗應該連同犬瘟熱及犬第二型小病毒
核心疫苗於幼犬滿16週齡或以上時給予。

  •  幼犬於16週齡或以上完成基礎免疫，於26或52週齡時也完成第一次補強注射後，往後的補強注射頻率不需高於
每三年一次。

  •  在沒有母源抗體干擾的情況下，減毒疫苗最早可於施打後5日即提供傳染性肝炎的免疫保護力。
  •  20週齡以上、接受過主動免疫的犬隻只要血中有抗體，無論抗體力價多寡，皆視為有保護力。

注意事項

  •  第二型犬腺病毒的點鼻疫苗可以協助預防第二型犬腺病毒感染所造成的上呼吸道疾病，非用於保護犬第一型腺
病毒的感染。

疾病簡介

  •  第一型犬腺病毒主要是透過飛沫或帶有病毒的尿液傳染。
  •  犬腺病毒（CAV-1和CAV-2）在環境中穩定，可於環境中存活數天到數週之久。
  •  實驗感染第一型犬腺病毒後，犬傳染性肝炎的症狀約五天或更晚出現。
  •  疾病空窗期的定義為野外病毒株可感染幼犬、但疫苗無法產生免疫力的期間。和犬小病毒疫苗不同的是，第二
型犬腺病毒疫苗不會有延長空窗期的狀況出現，空窗期短於兩週。

  •  第二型犬腺病毒主要是透過飛沫傳染。
  •  會造成犬傳染性呼吸道疾病症候群（CIRDC）的病因相當多，包含動物的緊迫、空氣流通率差、灰塵、衛生條件
不佳而造成含氨量高的環境、鏈球菌、支氣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黴漿菌、第二型犬腺病毒、犬副流行性感冒

病毒、犬流行性感冒病毒、犬肺病毒及犬呼吸道冠狀病毒等的感染。

  •  第二型犬腺病毒混合其它與犬傳染性呼吸道疾病症候群有關的病原可以在3 - 4天內造成呼吸道疾病。 
  •  犬傳染性呼吸道疾病症候群是多重病因所引起的疾病，因此非使用疫苗可完全預防，現有的疫苗僅能幫助減低
疾病的嚴重程度。

現有疫苗種類

減毒疫苗：減毒犬瘟熱疫苗是最廣為使用的產品，通常含有不同力價的Rockborn、Snyder Hill、Lederle、Onderstepoort
或其他犬瘟熱抗原株。犬瘟熱病毒有許多致病型（Kapil et al. 2008, Espinal et al. 2014），因此可在相當多種動物身上
造成不同類型的臨床症狀。然而不同致病血清型之間差異相當低，所以使用現行任一株的疫苗都可對所有致病血清

型提供免疫保護力。除非有確實的證據顯示其安全性，否則減毒疫苗禁止使用於野生動物。

重組載體疫苗（Vectored Recombinant Vaccines; rCDV ）：以金絲雀痘病毒為載體的一個重組疫苗在美國及少數幾個
國家有核准上市，此疫苗有被運用於野生動物及其他非犬貓動物（Connolly et al. 2013）。

不活化（死毒）疫苗：死毒疫苗目前已下架，因為效力低而不應被用來於對抗犬瘟熱（野生動物可能例外）。

犬瘟熱疫苗 Canine Distemper Virus (CDV)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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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免疫保護期（DOI）及機制

  •  大多數耐過自然感染的犬被視為終身免疫。
  •  根據攻毒實驗及血清學測試，大多數接種減毒疫苗的犬隻可獲得九年或以上的有效免疫保護期（Schultz et al. 

2010）。
  •  根據攻毒實驗，接種重組犬瘟熱疫苗的犬隻有效免疫保護期為5年或以上；根據血清學測試，有效免疫保護期為

6年或以上。
  •  死毒疫苗的有效免疫保護期比減毒疫苗和重組疫苗短。
  •  母源抗體會干擾幼犬的主動免疫，其干擾時間的長短取決於初乳中的抗體力價以及幼犬出生後吸收到的抗體量。
  •  疾病空窗期的定義為野外病毒株可感染幼犬、但疫苗還無法產生免疫力的期間。和犬小病毒疫苗不同的是，犬
瘟熱疫苗不會有延長空窗期的狀況出現，空窗期短於兩週。

  •  幼犬使用犬瘟熱減毒疫苗不應早於6週齡，除非該產品有取得特別認證（某些疫苗於幼犬4週齡起就可使用）。
當幼犬於16週齡或以上完成了基礎免疫，且在26或52週齡時也完成第一劑補強注射後，重新補強注射的頻率不
需高於每三年一次。

  •  在沒有母源抗體干擾的情況下，減毒疫苗及重組疫苗於施打後短時間內就能提供免疫力。
  •  20週齡以上、接受過主動免疫的犬隻只要血中有抗體，無論抗體力價多寡，皆視為有保護力。

注意事項

  •  減毒疫苗是將抗原減弱（經調整且安全的）所以可安全的使用在家犬，但不適合用於野生動物及其他物種，減
毒犬瘟熱疫苗對灰狐及黑腳貂具有高的病毒力，使用會致病或致死（Carpenter et al. 1976, Pearson 1977, Durchfeld 
et al. 1990）。除非有證據顯示對特定物種的使用是安全的，否則減毒疫苗不應接種於上開物種。

  •  小於4-6週齡的幼犬不應接種犬瘟熱減毒疫苗。

疾病簡介

  •  感染後2至6週會出現臨床症狀。
  •  犬瘟熱病毒會在潛伏期間造成動物的免疫抑制，導致動物更容易遭受其他微生物的感染。因此可能在犬瘟熱典
型症狀出現前就因繼發性感染導致呼吸道疾病、肺炎或死亡。

  •  在環境中，犬瘟熱病毒很快就會失去感染力。

現有疫苗種類

減毒疫苗：包含不同力價的減毒（或無毒力）貓小病毒（貓泛白血球減少症病毒），無佐劑。通常與其他抗原（如

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疱疹病毒第一型）混合為注射或點鼻劑型。減毒疫苗的優點為快速誘發免疫力、可更有效的突破

母源抗體干擾、且更可能提供足夠免疫力（DiGangi et al. 2011, Lappin 2012）。點鼻劑型的FPV多價疫苗不應在收容所
環境中使用，若是為了預防貓疱疹病毒和卡里西並毒而使用含有FPV的點鼻多價疫苗，應該同時使用注射劑型的貓瘟

減毒疫苗才有意義（Schultz, 2009）。

不活化(死毒)疫苗：市面上也有死毒含佐劑的貓瘟疫苗。某些死毒疫苗在健康貓咪單劑注射後可在短時間內誘發良

好抗體反應，但是，所有的死毒貓瘟疫苗皆需要間隔2-4週注射兩劑，且免疫力只有在第二劑施打完成後才會出現。
死毒疫苗的優點是可使用於野生動物及其他物種、懷孕母貓或受反轉錄病毒感染的貓身上。上述情況不建議使用減

毒疫苗。

有效免疫保護期（DOI）及機制

  •  耐過自然感染的貓會有終身免疫。
  •  根據攻毒實驗及血清學測試，大多數接種減毒疫苗的貓可獲得7年或以上的有效免疫保護期。
  •  接種死毒貓瘟疫苗的貓，最短有效免疫保護期證實可達7.5年（Scott & Geissinger, 1999）。
  •  大多數貓泛白血球減少症都是受貓瘟病毒感染所致，但犬小病毒（CPV-2a、CPV-2b、CPV-2c）也可感染貓且致
病（Decaro & Buonavoglia 2012）。現行某些貓瘟疫苗亦可保護貓咪遭受犬小病毒感染。

貓小病毒疫苗 Feline Parvovirus (FPV)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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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源抗體會干擾幼貓的主動免疫，其干擾時間的長短取決於初乳中的抗體力價以及幼貓出生後吸收到的抗體量。
  •  疾病空窗期的定義為野外病毒株可感染幼貓、但疫苗還無法產生免疫力的期間。有鑑於貓小病毒和犬小病毒的
相似性，當母源抗體偏低導致無法抵禦自然感染，但又仍足以干擾疫苗免疫反應時，應當假設免疫空窗期也是

存在的。

  •  幼貓於16週齡或以上完成基礎免疫、且於26或52週齡也完成第一劑補強注射後，未來的補強注射頻率不需高於
每三年一次。

  •  20週齡以上、接受過主動免疫的貓咪只要血中有抗體，無論抗體力價多寡，皆視為有保護力。
  •  當注射疫苗的目的是用於控制收容所內疾病的爆發時，即應考慮使用減毒疫苗，因具可快速誘發免疫力的優點。
  •  注射減毒疫苗可非常快速的誘發動物的免疫保護力（Brun & Chappuis 1979）。

注意事項

  •  除非有證據顯示使用後的安全性，否則減毒貓瘟疫苗不應使用於野生動物。
  •  減毒貓瘟疫苗禁用於懷孕母貓，因為有感染胎兒和造成胎兒受損的風險。有些國家核准死毒貓瘟疫苗使用於懷
孕母貓，但一般來說懷孕母貓應避免不必要的疫苗注射。

  •  減毒貓瘟疫苗禁用於4-6週齡以下的幼貓，以避免對幼貓尚在發展中的小腦造成損害。
  •  減毒貓瘟疫苗不應使用於嚴重免疫抑制的個體上（如貓免疫缺陷病毒FIV或貓白血病FeLV感染的貓，或使用高劑
量免疫抑制藥物的貓）－雖然風險極低，但嚴重免疫抑制的個體可能會無法控制疫苗的病毒複製，因而造成臨

床症狀。

疾病簡介

  •  感染後2至7天會開始出現臨床症狀。
  •  開始發燒後的1到2天會出現嘔吐，下痢可能較晚出現或不發生，短時間內就會有脫水的情形，受感染的貓可能
會坐在水盆或水源邊，有明顯渴水但又沒有飲水的現象。最終會出現低體溫，並可能出現敗血性休克或散播性

血管內凝血(DIC)。
  •  病毒可在環境中維持感染力一年以上（Gordon & Angrick, 1986），所以感染動物使用過的所有設備都應視為遭受
汙染。

現有疫苗種類

減毒疫苗：含有不同力價高低的減毒第一型貓疱疹病毒抗原（貓鼻氣管炎病毒，單一血清型），不含佐劑。有單價

或是與貓卡里西病毒混合的多價注射針劑或點鼻劑型疫苗。

不活化(死毒)疫苗：市面上也有含佐劑的死毒疫苗。

有效免疫保護期（DOI）及機制

  •  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以及貓卡里西疫苗）所提供的保護力並不像貓瘟疫苗一樣完整。不應期待此兩種疾病
的貓核心疫苗可提供像貓瘟疫苗一樣強度及持久度的免疫力。

  •  評估貓疱疹病毒疫苗的有效免疫保護期相當困難，臨床上完整的保護力僅在接種疫苗後短暫出現，之後保護效
力隨時間而遞減（Gaskell et al. 2007）。

  •  自然感染後產生的免疫力並不持久，且持續時間變異相當大。
  •  使用死毒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後曾被證實抗體力價可持續3年（Scott & Geissinger 1997）。但是體內存在抗體
力價並不代表有保護力，因抗體力價與保護力之間沒有關聯性（Gaskell et al. 2007）。

  •  接種兩劑死毒疫苗後7.5年進行攻毒實驗，發現保護力並不完全，但結果與接種疫苗1年後的保護程度類似（
Scott & Geissinger 1999）。

  •  低感染風險的幼貓於16週齡或以上完成基礎免疫，且在26或52週齡時也進行了補強後，成年期的補強免疫頻率
不需高於每三年一次。高感染風險的貓（如固定會去貓舍寄宿者）接種疫苗的頻率則應提高。

  •  若之前有完整接種過基礎疫苗的貓，後續沒有按時補強注射，則單劑注射被認為已足夠補強免疫記憶。

貓疱疹病毒疫苗 Feline Herpesvirus (FHV)-1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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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尚未有疱疹病毒疫苗能夠完整的保護致病性疱疹病毒的感染，第一型貓疱疹病毒感染後可能轉為潛伏感
染，並在嚴重緊迫下再次活化。再活化的病毒也可能在注射過疫苗的動物造成臨床症狀，且動物可能會排毒，

將感染性病毒傳播到有感受性的貓身上而致病（Gaskell et al. 2007）。
  •  細胞性免疫反應在對抗本病上佔有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接種過疫苗的貓若缺乏可偵測到的血清抗體，並不代表
該貓對疾病有感受性。

  •  母源抗體干擾幼貓主動免疫的時間長短取決於初乳抗體力價以及幼貓出生後吸收的抗體量。第一劑基礎疫苗通
常於6-8週齡時給予，母源抗體對於減毒點鼻疫苗的干擾較注射劑型少，因此預期點鼻疫苗使用在有母源抗體的
幼貓可較早免疫成功。

  •  在繁殖貓舍，離乳前幼貓最易感染，通常於4-8週齡當母源抗體逐漸消退時。大部分的感染源是母貓，其潛伏感
染的病毒常因泌乳及分娩的緊迫而被再次活化。

注意事項

  •  貓卡里西病毒及疱疹病毒的雙價注射型減毒疫苗仍可能維持某些病原性，當施打方式不正確時可能造成感染，
例如不小心吸入、食入或氣霧吸進沾黏在皮毛上的疫苗。

  •  點鼻疫苗給予後有時可見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

疾病簡介

  •  感染後24小時即開始排毒且可持續1至3週。
  •  感染後2-6天出現急性期症狀，且在10-14天後會逐漸緩解。
  •  病毒會經由感覺神經散佈，到達神經元後於三叉神經節內潛伏，大部分的貓變成終身帶原者，當緊迫發生時間
歇性排毒(Gaskell et al. 2007)。相反的，貓卡里西病毒則是在感染後會持續數月排毒。疱疹病毒的DNA會持續存在
於受感染的神經元細胞核內。

  •  病毒於環境中不穩定，常見的消毒劑就能殺滅。

現有疫苗種類

減毒疫苗：此疫苗大部份使用貓卡里西F9病毒株，不含佐劑，有注射及點鼻劑型，有單價或是混和貓疱疹病毒的多
價疫苗。

不活化（死毒）疫苗：市面上也有死毒含佐劑的疫苗。有一種不含佐劑的死毒疫苗含有兩種貓卡里西病毒株，分別

為G1和431病毒株（Poulet et al. 2005）。

有效免疫保護期（DOI）及機制

  •  卡里西病毒又分為許多不同的抗原株，若之前曾受某一株病毒感染，可顯著減低其他病毒株感染造成的急性臨
床症狀以及病毒的排毒。一般來說，異源病毒株的交叉保護力強度取決於兩者間的差異。

  •  病毒中和抗體在感染後七天左右出現，其力價與同源病毒株的保護力成正相關。有施打疫苗的貓缺乏血清抗體
也可能是有保護力的，因為局部分泌的免疫球蛋白抗體IgA及細胞性免疫反應都被證實可提供保護力。

  •  使用有佐劑的死毒疫苗免疫，抗體可持續存在4年（Scott & Geissinger 1997）。
  •  接種兩劑死毒疫苗後7.5年進行攻毒實驗，發現保護力並不完全。但試驗結果與使用死毒疫苗1年後的保護力相似
（Scott & Geissinger 1999）。

  •  貓卡里西疫苗（與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疫苗）所提供的保護力並不像貓瘟疫苗一樣完整。不應期待此兩種貓核心
疫苗可提供如同犬核心疫苗或貓瘟疫苗一樣強度及持久度的免疫力。接種過疫苗的貓仍可能再遭受不同株的卡

里西病毒感染。

  •  低感染風險的幼貓於16週齡或以上完成基礎免疫，並於26或52週齡時完成第一劑補強，之後的補強注射頻率不
需高於每三年一次。高感染風險的貓（如會固定去貓舍寄宿者）接種疫苗的頻率則應提高。

  •  建議幼貓進行基礎免疫時，應連續使用含同樣病毒株的疫苗。
 

貓卡里西病毒疫苗 Feline Calicivirus (FCV)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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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源抗體於出生後頭幾週齡的幼貓具有重要保護力，但也會干擾疫苗接種的效果。母源抗體的平均半衰期為15
天，可持續10到14週 （Johnson & Povey 1983）。2001年Dawson等人的研究顯示約有20%的幼貓於6週齡後即無法
偵測到可抗疫苗病毒株的抗體（Dawson et al. 2001）。相較於注射劑型，母源抗體對於減毒點鼻疫苗的干擾較少，
因此預期使用點鼻疫苗在有母源抗體的幼貓可較早免疫成功。

注意事項

  •  點鼻疫苗給予後有時可見上呼吸道感染的併發症（Lappin et al. 2006, 2009）。
  •  由於野外的病毒株抗原種類非常多，所以有疫苗選擇混合不同疫苗株以達到交叉保護的效果，預防嚴重的臨床症
狀，但輕微的感染症狀仍可能發生。

  •  相較於第一型貓疱疹病毒是在緊迫發生後才出現間歇性排毒，貓卡里西病毒的排毒現象則是可以持續數個月之久
（Coyne et al. 2006a）。接種疫苗是否對排毒現象有所影響，各方看法不一，有些研究發現可以中等程度的降低
排毒，有的則認為會延長感染後病毒排毒的時間。活毒注射型的貓卡里西疫苗病毒株可能排毒，但不常發生。

疾病介紹

  •  貓卡里西病毒感染會造成急性口腔及呼吸道症狀，但也可能與慢性齒齦口炎有關，推測為免疫媒介性的原因。
  •  潛伏期為2到10天。主要症狀為口腔潰瘍（尤其是舌頭邊緣）、打噴嚏、漿液性鼻分泌物。急性口腔及呼吸道症
狀常見於幼貓。

  •  全身性的貓卡里西病毒感染（virulent systemic FCV disease, VS-FCV）偶而會發生，其症狀不同於一般的卡里西病
毒感染（Coyne et al. 2006b）。在醫院或收容所暴露到病毒並感染的潛伏期為1至5天；在家中感染則長至12天。
此病原對成貓所造成的症狀比幼貓嚴重。目前的疫苗無法保護此型病毒的野外毒株感染，但在實驗情況下有一些

保護力（Poulet & Lemeter 2008, Huang et al. 2010），這可能是由於此高病原性病毒株的遺傳特性所造成。現在美
國有死毒VS-FCV病毒株疫苗上市，內含傳統卡里西病毒株及VS-FCV分離株，被認為可保護免受同源VS-FCV的感染
（Huang et al.2010），但不知道可否針對異源VS-FCV病毒株提供保護力。（譯者補充：此病原株主要以多發血管
炎與多重器官受損為主，致死率可達67%。病毒會產生蛋白質封套上胺基酸的改變，以躲避宿主的免疫
反應）。

現有疫苗種類

減毒疫苗：除了寵物犬貓使用，減毒口服疫苗亦被廣泛運用於野生動物（加拿大及歐洲的狐狸、芬蘭的浣熊）。都是

SAD（Street Alabama Dufferin）病毒株延伸的安全性產品。

載體重組狂犬病疫苗：重組狂犬病疫苗相對安全，因其成份僅含與產生免疫有關的狂犬病病毒G醣蛋白基因。以痘病
毒（牛痘或金絲雀痘病毒）或腺病毒為載體，表現狂犬病病毒之醣蛋白，這是現今北美洲以口服疫苗預防野生動物（

牛痘病毒和腺病毒載體）及注射劑型預防貓（金絲雀痘病毒為載體）感染狂犬病常用的方式。這些疫苗經測試，對於

所有哺乳類動物及鳥禽類是無毒力的。

不活化（死毒）疫苗：為保護個體犬貓和群體犬隻免於遭受狂犬病感染，死毒疫苗是許多國家法定規定注射之疫苗。

死毒疫苗比活毒疫苗好管理，因為在環境溫度中的穩定性，且意外注射到人時不會有感染風險，減毒疫苗若發生意外

注射時則有此風險。

有效免疫保護期（DOI）及機制

  •  犬貓狂犬病目前主要是受到不活化疫苗的控制。然而，美國以及歐洲現今核准並廣泛使用重組金絲雀痘病毒為載
體的狂犬病疫苗，因為此疫苗與注射含佐劑狂犬病疫苗在注射部位引發的炎症反應沒有關聯性（Day et al. 
2007）。狂犬病疫苗第一劑施打的一年後一定要補強注射第二劑，爾後，若使用三年免疫保護期的疫苗才能將補
強期間展延到三年。

  •  自然感染的免疫有效期無法估計，因為狂犬病病毒對犬貓為致命性疾病。
  •  根據實驗室及血清學檢測的結果，商品化的不活化疫苗及重組疫苗的免疫有效期為三年（Jas et al. 2012）。

狂犬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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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於12週齡不應施打狂犬病疫苗。基礎免疫的一年後需補強注射。注射四週後抗體力價通常可達到有保護力的
程度。由於某些法定目的要求必要的血清學測試，所以疫苗注射後到檢測抗體濃度前的間隔時間長短相當重要

，且可能因產品而有所不同。應諮詢產品仿單和法規。

  •  有些疫苗經攻毒試驗證明可維持三年的保護力，但各國的法規有可能仍規範需每年補強注射。疫苗指南研議小
組鼓勵政府單位在研擬政策時亦考量到現行科學的進展。有些疫苗（如國家自行生產）可能無法確實的保護超

過一年。

  •  十六週齡以上曾經主動免疫的狗，血清中抗體濃度大於0.5 IU/ml 則視為有保護的。血清抗體濃度大於0.5 IU/ml也
是某些國家的犬貓運輸檢疫規定中所要求在施打疫苗後必須達到的濃度。

疾病介紹

  •  感染後兩週至數月才會出現臨床症狀，依感染部位不同（抓傷或咬傷方式傳播），出現臨床症狀的時間也不相
同。若出現任何無法解釋的攻擊行為或突然行為改變皆需懷疑是否感染。

  •  可分為狂躁型與沉鬱型。典型狂躁型狂犬病症狀包括：眼瞼、角膜和瞳孔反射低下、斜視、下顎下垂、流口水
、異食癖、癲癇、肌肉抽動、顫抖、喪失方向感、無目標的來回踱步、咬噬、抓物品、情緒反應過度（煩躁、

憤怒、恐懼）、畏光、共濟失調和癱瘓，最終會因呼吸衰竭而導致昏迷及死亡；沉鬱型比較常出現在犬貓，症

狀包括：自被咬處延伸往下的運動神經元癱瘓並逐漸蔓延到整個中樞神經系統。癱瘓後會快速的因呼吸衰竭而

導致昏迷及死亡。

  •  在環境中病毒很快失去活性，並可輕易被含清潔劑成分的消毒劑去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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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可以將減毒疫苗使用在野生動物或是非核准可使用的動物身上嗎？

 不行。只可將減毒疫苗使用在經核准且有證據顯示其安全性的物種上。許多減毒疫苗使用於未經許可的物種上會

致病。更嚴重的是，疫苗病毒株可能經由野生動物排毒、經過數次傳遞後恢復毒力而造成原本的目標物種致病。

 對於犬瘟熱病毒有感受性的物種，有效且安全的疫苗是使用金絲雀痘病毒作為載體的重組犬瘟熱疫苗。目前市面

上可取得的疫苗劑型為用於貂的單價疫苗與犬用的多價疫苗。此單價疫苗常用在許多對犬瘟熱有感受性的野生動

物上，不過目前僅在某些國家有售。

2. 我可以將人類的麻疹疫苗施打在有犬瘟熱高感染風險的幼犬身上嗎？

 不行。由於病毒量不足，人類麻疹疫苗無法在幼犬體內引發足夠的免疫反應。專為犬隻所生產的麻疹疫苗（有時

會合併犬瘟熱病毒及一些額外的病毒成份）或許可以在早期給予暫時性的保護。但是當幼犬達到十六週齡（或以

上）時，必需接種犬瘟熱疫苗才能達到持續性的免疫力。

3. 是否有任何疫苗可以在仍然帶有母源移行抗體（MDA）的幼犬身上，更早期的產生抵抗犬瘟熱病毒的免疫力？

 有的。犬用的異種麻疹疫苗（heterotypic measles vaccine）可較犬瘟熱減毒疫苗早四週免疫幼犬。同樣的，金絲
雀痘病毒載體重組犬瘟熱疫苗也可較某些減毒疫苗早四週免疫幼犬。某些高力價減毒疫苗（例：含有更高量病毒

抗原的疫苗）也可以在仍然帶有MDA的幼犬身上更早期的產生免疫力。

4.  我知道母源抗體（MDA）會干擾減毒疫苗的主動免疫，但MDA也會干擾死毒疫苗的免疫反應嗎？

 會的。母源抗體會干擾某些死毒疫苗。若需要注射兩劑才能免疫動物的死毒疫苗（死毒疫苗通常如此），第一劑

被母源抗體干擾（疫苗抗原被抗體中和掉），則第二劑也無法產生免疫效力。原因是在那樣的情況下，第二劑疫

苗則應視為第一劑疫苗（如果沒有再被中和掉)，並需補強注射第三劑疫苗才能達到免疫效力。在沒有母源移行
抗體的情況下，單一劑減毒疫苗注射其實就可啟動、產生和達到免疫保護的效力。但是通常還是建議施打兩劑，

尤其是在年幼動物，以確保沒有被逐漸減弱的移行抗體中和掉，這也是為什麼在幼犬及幼貓，最後一劑疫苗應在

十六週齡或以上施打的原因。

5. 我聽說某些犬隻的多價減毒核心疫苗只需要注射兩次，且第二次只需在犬隻十週齡時即可完成，這是正確的嗎？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VGG）知道有些“早期完成免疫”的犬隻疫苗已核准上市，為的是提供幼犬可早期進行社會
化的益處。疫苗指南研議小組認同幼犬早期社會化的重要性，但對該類型疫苗的免疫效力採保留態度。現今沒有

任何多價核心疫苗可對足夠比例的十週齡幼犬產生免疫效力（尤其是抗第二型犬小病毒）。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

議不管之前打過幾劑疫苗，最後一劑疫苗一定要在十六週齡或以上施打。小組也建議在還沒有完成幼犬基礎免疫

計劃前，畜主要小心控制幼犬暴露於外出的環境，且只能和健康、疫苗注射完全的狗接觸。

6. 有針對同一種疾病推出不同劑型（注射劑型和點鼻劑型）的疫苗嗎？

 有的。用來預防犬傳染性呼吸道疾病（犬舍咳，Canine Infectious respiratory disease complex，CIRDC）的疫苗及
預防貓上呼吸道疾病（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的疫苗皆屬之。

 使用前要確定產品的給予途徑是正確的：若將皮下注射劑型，含有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第一型疱疹病毒的減毒疫苗

做局部投藥（點鼻或經口服用），會造成貓隻疾病的感染；將皮下注射劑型，含有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第一型疱疹

病毒的死毒疫苗局部投藥，則不會有任何免疫效力，且可能造成嚴重的副作用；如果將點鼻劑型的“犬舍咳”活

毒疫苗注射給予，可能會引起嚴重的局部壞死甚至造成犬隻死亡。若將注射劑型的博德氏桿菌死毒疫苗點鼻投藥

，不會引起免疫效力，且可能引起過敏反應。

 不過，兩種劑形的疫苗在動物的一生中可以同時或是分別給予。同時接受注射和點鼻劑型的疫苗可能獲得更好的

免疫力（Reagan et al. 2014，Ellis 2015）。注射型疫苗可以提供肺臟的保護，但對上呼吸道則只有很少甚至沒有免
疫力（尤其局部分泌抗體－IgA 及細胞性免疫反應）。點鼻劑型則可產生較佳的IgA抗體分泌、局部細胞性免疫反
應及非特異性免疫反應(如第一型干擾素)，但卻無法提供肺臟確實的免疫保護力。

犬貓疫苗注射相關常見問答

 附 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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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使用核心疫苗時，犬隻在注射後多久可以發展出預防嚴重疾病的免疫力？

 這取決於動物本身、疫苗和疾病。 

 犬瘟熱減毒疫苗和金絲雀痘病毒載體重組犬瘟熱疫苗是最快可產生免疫力的。在犬隻沒有嚴重的免疫抑制問題或

受到母源抗體干擾的情況下，注射後數分鐘到數小時內免疫反應就會啟動，且在一天內便可獲得有效保護。

 犬第二型小病毒及貓小病毒減毒疫苗最快在注射後第三天可產生免疫力，通常是第五天就會出現。若使用死毒疫

苗，則需二到三週，甚至更久才能提供免疫保護。

 犬第二型腺病毒減毒疫苗注射後，可在五到七天後提供對犬第一型腺病毒的保護。若使用點鼻方式，要達到同樣

免疫力需要兩週以上，有的動物甚至無法產生。因此針對抗第一型腺病毒感染，建議使用注射劑型的犬第二型腺

病毒疫苗。

 接種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第一型疱疹病毒則難以評估免疫效力產生的時間，因為有些動物根本不會產生免疫保護，

但若產生，通常需要七到十四天（Lappin 2012）。

8. 當犬貓接受完整核心疫苗注射後，我可以預期多少的保護效力?

 犬隻接受減毒或重組犬瘟熱病毒、犬第二型小病毒及犬第二型腺病毒疫苗注射後可獲得98%以上保護力，因此預
期有很高的比率可免受疾病感染或發病。

 貓隻接受完整的減毒疫苗注射後，我們預期有高達98%以上機率可免於感染貓瘟。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第一型疱疹
病毒部分，則預估處於高度感染風險（如收容所）的環境，保護力可達60 – 70%。有施打疫苗對家貓的保護力應
該更高，因為都在家中，病毒感染的風險與貓咪的緊迫程度都很低。

9. 有犬瘟熱病毒或犬第二型小病毒的野外突變株是無法經由現今疫苗來預防的嗎?

 就目前所知沒有。在犬瘟熱病毒方面無爭議。無論是田間試驗或是實驗室測試，目前所有犬瘟熱病毒或犬第二型

小病毒疫苗皆可對所有分離出來的犬瘟熱病毒或犬第二型小病毒提供保護。但義大利於2008年和2009年曾有注射
過減毒疫苗的犬隻感染第二型小病毒-2C的病例報告（Decaro et al. 2008 & 2009）。

10. 現今犬第二型小病毒疫苗可提供對變異型犬第二型小病毒-2c 的保護嗎? 保護可以持續多久?

 可以。犬第二型小病毒疫苗內不管是含哪一種變異株，皆可刺激主動免疫反應（產生抗體），可提供所有犬第二

型小病毒株（2a，2b，2c）長期保護（四年或以上）。

11. 小病毒疫苗（犬第二型小病毒及貓小病毒）可經口給予嗎?

 不行。犬第二型小病毒及貓小病毒疫苗經口投予無法產生免疫力。點鼻可以，但是最好的方式還是注射（皮下或

肌肉）給予。

12. 市面上有犬第二型小病毒的疫苗可於早期對含有移行抗體的幼犬達成免疫嗎?

 有。某些含高病毒力價的犬第二型小病毒疫苗，及／或含有較高免疫原性萃取物的的疫苗可較其他標準疫苗提早

數週提供足夠免疫。

13. 當使用鉤端螺旋體疫苗，要使用兩種血清型的產品還是兩種以上血清型的產品呢?（三至四種血清型的產品在某

些國家有上市) 

 當鉤端螺旋體疫苗用於高風險犬隻，若可取得的話，最好使用包含所有引起那一區疾病血清型的疫苗。在美國，

鉤端螺旋體多為四種血清型（canicola，icterohaemorrhagiae，pomona，grippotyphosa）。所以四種血清型的產
品是被建議的。若在不確定何種血清型造成感染的地區，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需要搜集相關的資料並進一步研

究。

14. 鉤端螺旋體疫苗可提供長期（例如數年）免疫嗎? 如同核心疫苗一樣有效嗎?

 不行。鉤端螺旋體疫苗只能提供相對短期的免疫。某些鉤端螺旋體疫苗可避免臨床症狀產生，但無法對抗感染及

排菌，尤其在施打疫苗六個月後發生的感染。疫苗注射後，抗體通常只存在數個月，且免疫記憶保護力也不長（

例如：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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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貓白血病疫苗（死毒含佐劑、次單位、重組疫苗）皆只要一劑就可提供保護嗎?

 不行。所有貓白血病疫苗都須至少注射兩劑，基礎免疫應從八週齡以上開始，兩劑間隔二到四週，完成後才可以

用單劑補強。當基礎免疫的兩劑間隔超過六週以上時，建議重新施打，並確保兩劑間間隔二到四週。

16. 若貓咪在幼年時曾接受過貓白血病疫苗的基礎免疫，且在1歲時有完成第一劑補強，那之後還需每年補強施打嗎?

 不用。每二至三年施打一次即可，每年補強注射含有佐劑的疫苗可能會增加注射部位肉瘤產生的風險。

17. 為何在我的國家沒有貓免疫不全（貓愛滋）疫苗?

 依照不同的區域疾病情況、市場大小，製造商和各地主管機關核發並供應的疫苗執照會有所不同。現今貓免疫不

全症候群疫苗有兩種亞型（A和D），雖然聲稱有交叉保護力，但在不同國家還是有不同的病毒亞型在流行。在
注射前要先做血清抗體測試並於施打完後在晶片中紀錄。

18. 注射過貓免疫不全疫苗的貓還會發生貓免疫不全感染症嗎?

 會的。所以施打貓免疫不全疫苗的貓還是可能感染並成為病毒的來源。

19. 現今“犬舍咳”疫苗可對犬流感病毒（CIV）提供保護嗎?

 不行。有些競賽用靈 犬在規律地接受市售“犬舍咳”疫苗注射（每年三次或以上）後，依然感染犬流行性感冒

病毒。犬流感病毒的抗原和其他會感染犬的病毒不同，但和馬流感病毒（H3N8）相似。犬流感病毒疫苗已在美
國上市並用於有感染風險的犬隻。對抗美國2015年的新興疾病H3N2亞型流感病毒的疫苗近期剛被有條件的准予
市售使用。

20. 有疫苗可以幫助預防犬流感病毒（CIV）引起的疾病嗎?

 有的。在美國有核准一種新的疫苗可幫助犬隻免於H3N8亞型病毒的感染。此產品為死毒疫苗，如同所有死毒疫
苗，需注射兩劑，每一劑間隔二到四週。這種疫苗的免疫效果及免疫力持續時間需在未來數年完成蒐集臨床試驗

的數據後才能夠有更明確的資訊。

21. 現今有任何犬貓的疫苗不是用來預防病毒、細菌、黴菌/酵母菌或寄生蟲的嗎?

 有的。有預防犬隻被某些蛇咬造成的死亡、協助治療犬口腔黑色素細胞瘤的疫苗。

22. 病質藥（nosodes）可用來免疫寵物嗎?

 不行。病質藥（以疾病產物製成的藥品）不能預防任何疾病。因為不含抗原，所以不能產生免疫力。

23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對於使用犬冠狀病毒腸炎疫苗的看法是什麼？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不建議使用犬冠狀病毒疫苗，因為目前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該疫苗真的能有效保護，或證明腸

道冠狀病毒是犬隻的特定病原。此病毒有多種血清型曾被分離出來並造成世界各地的幼犬和成犬嚴重的全身性

疾病，但是對於市售疫苗是否對各種血清型能有足夠保護力仍不清楚。檢驗套組檢測出冠狀病毒陽性不能代表

冠狀病毒是致病病因。

24. 單價疫苗有比多價疫苗好嗎？

 疫苗內含有的抗原種類越少，越可以幫助臨床獸醫師依照本疫苗指南來執行每一隻犬貓的免疫計劃。多價核心減

毒疫苗（例如犬瘟熱、第二型腺病毒、第二型犬小病毒）是進行核心疫苗施打的最佳選擇。但針對非核心疫苗則

是個別單價疫苗最佳（例如鉤端螺旋體、犬傳染性呼吸道疾病症候群CIRDC），在進行風險效益評估後認為施打
對動物有益，再行給予。對於鉤端螺旋體菌苗，多價血清的產品若是依當地血清型盛行率的科學證據來決定疫苗

內所包含的不同血清群，則可以提供最好的保護力。

25. 多價疫苗內含數個不同的抗原，會干擾疫苗的效力嗎？

 不會。核准上市的多價疫苗，製造商都必須以研究證明疫苗內各成分皆可誘發足夠保護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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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可以同時給予一隻之前沒有疫苗注射紀錄的成犬所有疫苗注射嗎？

 這和前一題是類似的問題。可以。一隻成犬應有能力對於數個同時給予的抗原刺激產生反應。但是，絕對不可以

將數個疫苗混和在同一個針筒中做注射，除非仿單中載明可以混合使用。原則一：將不同的疫苗注射在不同的身

體部位，如此一來就可以有多個淋巴結協力產生免疫反應。但目前沒有正式的實驗證實此點。

27.  減毒疫苗（MLV）和基因改良式疫苗的差別在哪裡？

 基因改良式疫苗包含：病毒載體疫苗、基因突變（基因缺損）疫苗、以及DNA重組疫苗。理論上這些疫苗可能比
某些減毒疫苗安全，因為沒有機會回復毒力。這些疫苗也都被設計於可以產生適當的免疫反應。

28. 減毒疫苗是否比死毒疫苗或次單位疫苗更容易突破母源移行抗體？

 是的。減毒疫苗以及某些基因改良疫苗可以在母源抗體存在的情況下產生免疫力，比死毒疫苗還早。

29. 為什麼我們沒有一種合適的核心疫苗可以完全照疫苗指南的建議使用呢？

 合適的產品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有，若您的國家沒有這種疫苗，則您與您當地的小動物獸醫學會應要求製造商以

及政府引進合適的疫苗。通常製造商或代理商都樂於引進新疫苗，但最終仍取決於主管機關。

30. 是不是使用當地的病毒株比使用國際生產的疫苗更好呢？

 沒有證據指出全球適用的核心疫苗無法提供全球性的犬瘟熱病毒、第一型及第二型犬腺病毒、第二型犬小病毒、

貓瘟病毒、貓卡里西病毒、第一型貓疱疹病毒以及狂犬病病毒良好的保護力。在大多數情況下病毒株的變異並不

會改變到不同血清型的有機體之間的關鍵保護抗原。但是若談到鉤端螺旋體，疫苗中若包含當地盛行的血清群則

可以提供更好的保護力。

31.  臨床診所要如何判斷疫苗保存良好且仍然有效？

 國際大型製藥廠都會使用溫度指示系統來確保整個運輸過程中的疫苗持續維持全程的冷藏溫度。

32.  狗很容易感染破傷風嗎？需要使用疫苗預防嗎？

 犬破傷風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非常罕見。目前沒有核准使用於狗的破傷風疫苗，但有些地區的確存在較高感染風

險，獸醫使用馬的破傷風疫苗施打於狗（仿單外用法）。有鑑於現在犬破傷風在全球許多區域還比犬傳染性肝炎

和犬瘟熱更常出現，研發商品化有執照的犬破傷風疫苗可能是未來趨勢。

33.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有推薦使用哪個廠牌的疫苗嗎？

 沒有。疫苗指南研議小組是獨立的學術單位，不會作出任何特定廠牌的建議。但是疫苗指南研議小組知道國際大

型製藥廠生產的疫苗都經過嚴格的品質管制以及安全性、效力評估，並在多個國家皆允許其上市。疫苗指南研議

小組不建議使用的疫苗都是因為缺乏足夠的科學證據（如科學文獻）證明該疫苗是必要的或有效的。所有的建議

都會定期的依文獻回顧進行必要的調整。

34. 如果想要使用DHPPi疫苗（犬瘟熱、犬腺病毒、犬小病毒、副流行性感冒混合疫苗）不含鉤端螺旋體成分，那該

使用什麼來回溶乾燥的DHPPi凍晶呢？

 本問題應詢問疫苗製造商，但合適的稀釋液體可能為無菌生理食鹽水或無菌注射用水。若是不同，疫苗廠商應可

提供您所需的特定稀釋液。

35. 狂犬病疫苗可以使用於小型哺乳類（如兔、天竺鼠）嗎？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不建議除了貂以外的小型哺乳類動物常規的使用狂犬病疫苗，但是有些狂犬病疫苗被核准使用

於所有的哺乳類動物。

36.  在高風險地區，鉤端螺旋體疫苗需要每六個月施打一次嗎？

 即使在高風險地區，目前仍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每六個月施打一次鉤端螺旋體疫苗可比每年施打提供更好的免疫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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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如果接受了第一劑狂犬病疫苗注射的狗被流浪犬咬了會怎麼樣？該犬需要再接受暴露後預防注射（post-expo-
sure prophylaxis， PEP）嗎？如果該犬接受了暴露後預防注射的數週後又再度被咬，需要再接受一次暴露後預

防注射嗎？

 如果被咬的幼犬有確實接受過狂犬病疫苗注射，則應有足夠的保護力免受狂犬病感染。疫苗指南研議小組知道在

某些國家會使用暴露後預防注射於上開情形的幼犬，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護人類家庭。反覆的暴露後預防注射是不

需要的。反複進行暴露後預防注射不會提供更進一步的益處。

38. 我可以將不同種的疫苗混合在同一針筒嗎？

 不行。絕不可將不同種的疫苗混合在同一針筒當中進行施打，除非仿單中有特別說明可與特定疫苗混和使用。

39. 我可以同時施打兩種不同的疫苗在同一隻動物身上嗎？

 可以。但是不同種的疫苗需要注射在不同的部位，如此不同疫苗才可經由不同的淋巴結吸收。

40. 可以同時施打狂犬病疫苗以及DHPPi（犬用核心疫苗）嗎？

 可以，但是除非仿單上或產品標籤上有明確指出可以同時使用，要不然都算是仿單外使用方式。理想上若兩個疫

苗需要同時使用，則應該注射在不同的部位，目的是讓疫苗抗原可被攜帶到不同的淋巴結，進而在不同的位置激

發後天性的主動免疫反應。

41. 我可以在小型犬種身上施打較少的疫苗劑量，以減少副作用發生的風險嗎?

 不行。製藥廠所建議施打的疫苗容量（例如：1毫升）通常是代表最低免疫劑量，因此必須全量注射。在美國有
一種專為小型犬設計的新產品，他和傳統1毫升的疫苗擁有相同量的佐劑及抗原，但總容積只有0.5毫升。貓也有
類似的0.5毫升產品，但這些產品僅僅是容量減少而非抗原及佐劑量減少。

42. 大型犬種（大丹狗）和小型犬種（吉娃娃）都接受相同的疫苗劑量嗎？

 是的。不同於藥理學的劑量取決，疫苗劑量不是依照體型（體重）決定施打量，而是依據最低免疫劑量（

minimum immunizing dose）來決定。

43. 我可以施打疫苗在麻醉的動物身上嗎？

 最好不要這樣做，因為疫苗施打後若發生過敏反應及嘔吐，將增加被麻醉動物吸入性肺炎的風險。而且麻醉藥物

也可能會有免疫抑制的作用。

44. 我可以在懷孕的寵物身上使用疫苗嗎？

 除非仿單上有特別註明可以使用於懷孕動物，否則應避免。最好的方式是在配種用的母犬平常就要施打核心疫

苗，但在配種懷孕前不需要再次給予母犬補強核心疫苗。標準的免疫計劃（如三年一次的核心疫苗）已可提供

足夠的免疫保護力並產生含足夠抗體的初乳給幼犬。施打減毒或死毒疫苗在懷孕的動物身上是要避免的。但也

有例外，像是在收容所，若懷孕動物從未施打過疫苗且疾病正在爆發（例：犬貓的小病毒），此時就建議要施打

疫苗。

45. 在犬貓使用免疫抑制劑量的類固醇治療會干擾疫苗的免疫效果嗎？

 在犬貓的研究中皆顯示，在疫苗注射前（或同時）給予免疫抑制劑量的類固醇治療，並不會有明顯抑制抗體生成

的效果。但是建議在類固醇療程結束後數週（兩週或以上）再次注射一劑疫苗，尤其是在進行核心疫苗的基礎免

疫時同時有接受類固醇治療的動物。

疫苗注射程序之相關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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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我可以施打疫苗在正在接受類固醇以外的免疫抑制藥物或細胞毒性治療（如腫瘤或自體免疫性疾病）的動物身上

嗎？

 不行。要避免施打疫苗（尤其是減毒疫苗）在此類動物身上，因為可能會致病。施打死毒疫苗可能會沒有效果，

或加重免疫相關的疾病。在一個貓的研究當中給予高劑量環孢素(ciclosporin)，血清學上並不會干擾補強注射
FPV、FCV疫苗的免疫反應；但是對於FHV-1、FeLV、狂犬病疫苗的免疫反應則較延遲。相反的，接受高劑量環孢
素治療的貓接受FIV疫苗基礎免疫後，無法產生抗體。所以高劑量環孢素的免疫抑制會干擾疫苗的基礎免疫效果，但
對於免疫記憶則沒有顯著影響（Roberts et al. 2015）。

47.  在免疫抑制療程結束後多久，我可以再次幫寵物施打疫苗？

 最少隔兩週以上。

48.  受犬型艾利希氏體（Ehrlichia canis）感染的犬隻可能發生免疫抑制，仍應該施打疫苗嗎？

 沒有研究證實受單核球性艾利希氏體感染的犬隻無法對於疫苗產生足夠保護力，接受核心疫苗所產生的疾病抗體

力價也不會因感染犬型艾利希氏體而減弱。理想狀態下，狗應先接受艾利希氏體的治療，並在療程結束後再施打

必要的疫苗。但有些國家可能會因為法令規定要求在類似病例的犬隻接受狂犬病疫苗注射。

49. 我可以施打疫苗在處於生病、發燒或緊迫的動物身上嗎？

 不行，這和良好的臨床處置相違背，大部分的疫苗仿單皆不建議這麼做。

50.  當動物處在疾病高風險時，我是否可以每週施打一次疫苗？

 不行。疫苗施打間隔不可以短於兩週，甚至是施打不同種的疫苗也不行。

51. 若幼犬並沒有母源抗體（MDA），那該何時開始施打疫苗？

 實際上要證明幼犬沒有母源抗體是非常困難的，需要準確地知道該幼犬並沒有吃到初乳。若確定則應在4至6週齡
時施打核心疫苗。某些減毒疫苗絕不可早於4週齡前給予，因可能造成幼犬的病變。假設幼犬真的沒有接收到母
源抗體，理論上於6週齡時注射單劑疫苗即可產生足夠免疫反應，但最好於16週齡時給予第二劑疫苗補強注射。

52. 可以施打疫苗在未滿4週齡的犬隻身上嗎？

 不行。在這個年紀的幼犬體內有母源抗體會直接干擾減毒疫苗激發免疫系統的效果。且疫苗仿單皆因安全性考量

而不建議在這麼小的幼犬施打減毒疫苗。唯一的例外為犬舍咳（CIRDC）點鼻疫苗，可以在三週齡時安全使用。

53. 何時應施打幼犬及幼貓基礎免疫計劃中的最後一劑？

 最後一劑須在十六週齡（或以上）施打。

54. 為何疫苗指南研議小組不建議動物未滿12週齡時施打狂犬病疫苗？

 有些狂犬病疫苗被核准可在未滿12週齡的動物施打，但我們仍建議這些動物在年滿12週齡時應再施打一劑。考量
到大量注射疫苗以戰勝狂犬病，我們應盡可能讓更多的犬隻接受狂犬病疫苗注射，包括小於12週齡的犬隻。

55.  我可以在注射死毒疫苗一段時間後，針對同一疾病再施打減毒疫苗嗎？

 不行。死毒疫苗若引發有效的抗體反應會中和掉減毒疫苗的效力，進而無法產生足夠的免疫效果。最好是先施打

減毒疫苗，之後若有需要，再施打死毒疫苗製劑。

56. 我可以將鼻腔接種劑型的博德氏桿菌（Bordetella）減毒疫苗改以注射方式給予嗎？

 不行。注射這種疫苗可能會引起嚴重的局部反應，甚至會造成全身系統性的疾病導致動物死亡（例如肝衰竭）。

57. 我可以將注射劑型的死毒博德氏桿菌疫苗以鼻腔接種的方式給予嗎？

 不行。這樣無法刺激動物對博德氏桿菌產生足夠的免疫保護力，而且可能會引起過敏反應。活毒疫苗須參照說明

經由鼻腔接種途徑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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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如果幼犬在給予點鼻疫苗後打噴嚏，需要再次接種嗎？

 使用點鼻途徑給予疫苗後打噴嚏並損失少量疫苗是非常常見的。這類型的疫苗研發設計時即考量到此點，允許少

量疫苗流失。除非確定只有非常少量或根本沒有疫苗成功點進鼻內，否則不需要再次給予疫苗。

59. 使用減毒的貓第一型疱疹病毒或卡里西病毒疫苗需要特別小心嗎？

 是的。準備疫苗時需要避免黏膜（結膜及鼻腔）接觸，因為疫苗毒可能會引起疾病。有時貓咪理毛時舔到疫苗注

射處漏出的液體或意外吸入疫苗氣霧都可能使抗原接觸到黏膜。

60. 我可以在疫苗注射計劃中使用不同廠牌（製造商）的疫苗嗎？

 可以。動物的一生中使用不同廠牌的疫苗可能更好，因為不同廠牌可能含有不同的病毒株（例如貓的卡里西病

毒）。然而，在動物的基礎免疫計劃中不建議混和注射含不同病毒株的疫苗（如含有貓卡里西病毒及不同鉤端螺

旋體血清群的疫苗）。

61. 在基礎免疫過程中可以混合使用不同廠牌（製造商）的疫苗嗎？

 不同國際廠牌之減毒核心疫苗的組成是相似的，可能可以混合使用於基礎免疫計劃中（例如：若一隻幼犬於A動
物醫院中接受8-9週疫苗注射，接著至使用不同廠牌疫苗B動物醫院中接受疫苗注射）。大部分的藥品製造商不鼓
勵這樣做且通常不建議，因為沒有研究去證明自家產品與其他所有廠牌的疫苗皆相容。使用不同廠牌的非核心疫

苗通常也是可被接受的，例外為鉤端螺旋體疫苗，若第一劑使用含兩種血清型的產品，而第二劑使用含四種血清

型的產品，額外增加的兩種血清型可能無法產生足夠免疫力。相同的原則也出現在貓卡里西病毒的疫苗中（見常

見問答60）。

62. 我需要在疫苗施打部位消毒嗎 (例如酒精)？

 不用。消毒劑可能會使減毒疫苗不活化，且注射部位局部消毒並沒有已知的助益。

63. 我可以將混合多價的疫苗產品分開嗎？

 可以。例如鉤端螺旋體菌苗通常在多價病毒混合疫苗中當作稀釋液。這些混合凍晶的疫苗抗原餅塊可在無菌水或

是生理食鹽水中回溶恢復效力，而鉤端螺旋體菌苗可以在另一位置或不同時間注射，甚至丟棄不使用。

64. 只施打單劑疫苗可以提供犬貓任何的幫助嗎？對於犬貓的族群有幫助嗎？

 有的。單一劑的犬減毒核心疫苗（犬瘟熱病毒、犬第二型小病毒和犬第二型腺病毒）或貓減毒疫苗（貓小病毒）

施打於十六週齡（或以上）的動物時，通常可提供長期的免疫保護。每一隻十六週齡（或以上）的幼犬、貓皆須

施打至少一劑的減毒核心疫苗。對於貓的呼吸道疾病核心疫苗（貓疱疹病毒、貓卡里西病毒)，則必須間隔2-4週
共施打2劑才能達到最好的保護效力。

 假若有依照上述施打疫苗，動物的群體免疫力會顯著提升。即使在美國這類疫苗注射完善的國家，也僅有約不到

50%的幼犬及不到25%的幼貓有施打過疫苗。為了預防流行性傳染病的爆發，我們必需讓族群中更多數量的動物
接種核心疫苗，以達到更好的群體免疫（例如：75%或更高）。

65. 有些需接種兩次才能達到免疫效果的疫苗（死毒疫苗如鉤端螺旋體疫苗或貓白血病疫苗），若動物只接種了第一

劑，且未在六週內接種第二劑，這樣有免疫效力嗎？

 沒有。需接種兩次的疫苗，若只施打一劑是沒有任何免疫效力的。第一劑是要啟動免疫系統，第二劑才是提升免

疫力以達到保護效力。若第二劑未在第一劑注射後六週內施打，整個注射計劃需要重新來過，以確保兩劑間間隔

二到六週。當兩劑注射完全後，每年（或是更長的間隔）單劑補強即可。

66. 回溶後的減毒疫苗可在室溫中放置多久而不會失去效力？

 在室溫下有些較敏感的疫苗抗原（如犬瘟熱病毒和貓第一型疱疹病毒）會在兩到三個小時內失去其免疫能力，其

他成分（犬小病毒和貓小病毒）則可維持數天。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回溶後的減毒疫苗需於一至兩個小時內使

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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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若動物在一般認定的最短有效免疫保護期間內未再追加施打核心疫苗（七到九年：犬瘟熱病毒、第二型犬小病毒

、第二型犬腺病毒；七年：貓小病毒），需要重新做一系列（多劑、間隔二到四週）的疫苗注射嗎?

 不用。幼年犬貓因有移行抗體干擾，才需要多劑注射減毒疫苗。疫苗指南研議小組知道許多疫苗仿單都建議要重

新施打，但是基於免疫系統功能及免疫記憶原則，我們認為不需要重新施打。

68. 罹患貓白血病和或貓免疫不全症候群（貓愛滋）的病患需要施打疫苗嗎?

 一隻臨床上健康但貓白血病或貓免疫不全症候群陽性的貓，應該養在室內並和其他貓隻分開，以減少暴露在傳染

病下的危險。但若有非常必要施打核心疫苗時（貓小病毒、貓卡里西病毒、貓第一型疱疹病毒），應使用死毒疫

苗而非減毒疫苗。這些貓不應接種貓白血病或貓免疫不全症候群的疫苗。一隻臨床上病態且貓白血病或貓免疫不

全症候群為陽性的貓則不該施打任何疫苗。在某些國家有法令規定必須施打狂犬病疫苗，即使在免疫不全症候群

感染的貓。

69. 我應該將疫苗注射在貓的哪個部位?

 貓的疫苗（尤其是含有佐劑的產品）不應注射在兩肩胛骨間。在美國會將狂犬病疫苗注射在右後肢的遠端；貓白

血病疫苗注射在左後肢的遠端；貓小病毒、貓卡里西病毒、貓第一型疱疹病毒注射於前隻遠端。其他另類的部位

像是尾巴尖端或胸側、腹側的皮下部位也有建議。這些部位的選擇在前面文章皆有詳細討論過。無論選擇注射位

置為何，都須採皮下注射，不可肌肉注射。最重要的是，貓隻疫苗注射部位應該持續輪替，避免重複施打於在同

一位置。在病歷上應記載每次注射的位置，且每次更換，或是診所自行訂定每年固定施打的位置。

70. 嚴重營養不足會影響疫苗的免疫反應嗎?

 會的。嚴重的缺乏某些維生素或微量元素（例如維生素 E 及砷）會影響幼犬發展足夠的免疫反應。針對已知或懷
疑的營養缺乏應藉由適當的營養補充來校正後再接種疫苗，以確保有適當的免疫力產生。

71. 若幼犬或幼貓沒有吃到初乳，那麼還會從母體獲得被動的抗體保護嗎?

 取決於母體本身的抗體量，如果母體有高抗體力價則幼犬幼貓可能有機會獲得低量的移行抗體，也可能無法獲得

任何母源抗體，因新生兒所獲得的被動抗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於出生後24小時內藉由初乳而得到，經由腸
道吸收至全身循環。

72. 若幼犬幼貓沒有接受初乳，表示沒有移行抗體來干擾主動免疫，所以可以在剛出生的前幾週施打疫苗嗎?

 不行。小於四到六週齡的幼犬幼貓不可以接受減毒核心疫苗。給予小於兩週齡且未有移行抗體的幼犬幼貓某些減

毒疫苗注射，可能會引起中樞神經系統相關問題，甚至死亡。因為他們在出生前幾週，體溫調節能力尚未發展成

熟，所以先天及後天免疫能力是顯著不足的。

73. 這些沒有攝取到初乳的年幼動物要如何免於核心疾病的感染?

 小於一日齡的幼犬幼貓可餵予人工初乳。人工初乳是百分之五十的乳汁替代物（例如 EsbilacTM或其他相似產品）

以及百分之五十的免疫血清（最好是從母體或是同一環境中有良好疫苗接種的母體中取得）。若幼犬幼貓已經大

於一日齡，從良好免疫接種的健康成年動物取得的血清可以經由皮下或腹腔注射，或以含有檸檬酸鹽的血漿靜脈

注射給予。依照動物的體型大小，可以給予最多3天，每天2次，每次給予大約3到10毫升的血清或血漿。

74. 幾歲以上的狗可以停止施打疫苗？

 建議核心疫苗應終身施打，頻率不要高於每三年一次；若決定接種非核心疫苗，則應每年施打。可用血清學測試

成犬對於核心疾病的保護程度後再評估是否注射疫苗。目前建議血清學測試應每三年做一次，10歲以上老狗應每
年都做。在許多國家狂犬病疫苗為法定必須施打的疫苗，需每年注射一次。

75. 針對未施打過疫苗的成犬，免疫計劃是什麼？

 施打核心疫苗：單劑減毒疫苗（含犬瘟熱病毒、犬第二型腺病毒、犬第二型小病毒）；於狂犬病疫區需增打一劑

狂犬病疫苗，沒有必要重複給予兩劑疫苗。之後則每三年補強注射一次，或每三年進行犬瘟熱病毒、犬第二型腺

病毒、犬第二型小病毒的血清學測試。是否施打非核心疫苗則需逐隻根據效益／風險評估決定。非核心疫苗需給

予兩劑，間隔2 - 4週，之後每年補強注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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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學試驗相關問答

76. 針對未知鉤端螺旋體疫苗施打史的成犬，有什麼建議的免疫計劃？也像幼犬一樣給予兩劑，間隔2 - 4週嗎?

 是的。這隻狗需要給予兩劑疫苗，間隔2 - 4週，之後每年補強注射一次。

77. 針對未施打過疫苗的成貓，免疫計劃是什麼？

 疫苗指南研議小組建議從未施打過疫苗的成貓應接種兩劑減毒疫苗（含貓瘟病毒、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疱疹病毒）

，於狂犬病疫區需增打一劑狂犬病疫苗。針對感染風險很低的貓，不需每年重複注射或做貓瘟病毒的血清學檢測

；針對高感染風險的貓則補強注射（或做血清學測試）不應高於以下頻率：貓瘟病毒每三年一次、貓卡里西病毒

及貓疱疹病毒每年一次。

78. 已經有上呼吸道症狀的貓還可以或應該施打疫苗嗎？

 只要有疾病症狀的貓都不應接種疫苗。等康復後貓可能會擁有一些抗貓卡里西病毒或貓疱疹病毒的自然免疫力（

如果混和感染的話也可能對兩者皆有自然免疫力），但是這種自然保護效力是不足的。目前並沒有不建議對呼吸

道病毒性感染後康復的貓施打疫苗。貓三合一疫苗可以提供對貓瘟病毒以及呼吸道病毒（貓卡里西病毒或貓疱疹

病毒）的保護。

79. 我國常發生斷電，而且可持續2至3天，對於冰箱中的疫苗應該做什麼處理，還可以使用嗎？

 2-3天以上未儲存於適當溫度的減毒疫苗是不建議使用的。疫苗中某些成分（如犬瘟熱病毒）對於溫度是非常敏
感的，病毒株可能會失去活性。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應立刻聯絡製造商尋求建議。

80. 血清抗體力價是評估疫苗誘發免疫力的好方式嗎?

 是。但現在只有在狗的犬瘟熱病毒、犬第二型小病毒及犬第一型腺病毒、貓的小病毒及犬貓的狂犬病病毒可以應

用，對其他疫苗的任何疾病則沒有評估的價值。基於多種檢驗技術和生理學方面的理由，檢驗疫苗所誘發的細胞

性免疫反應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因為血清學檢測可以很容易地控制許多的變數，但細胞性反應的評估則有太多難

以控制的變數存在。不過，實驗室檢測的品質好壞仍可能導致血清抗體力價檢驗有不一致的結果出現。

81. 完成犬瘟熱及犬小病毒性腸炎預防針注射後須等多久才能使用臨床檢測套組去測量有保護力的抗體濃度？

 這個問題與幼犬較相關，因為大多數成犬在補強注射時就已經有血清抗體存在了，因此不需要考量注射疫苗後間

隔多久。若幼犬於16週齡時完成最後一劑的疫苗注射，建議等至20週齡後再測試抗體濃度，在這個時間點若有檢
測到抗體，不可能是被動免疫的母源抗體了，因此可以代表幼犬已有足夠的保護力。

82. 為什麼疫苗指南研議小組不建議常規的進行狂犬病抗體力價檢測？

 因為規律地進行狂犬病預防注射是許多國家的法定政策，與抗體力價多寡無關，因此檢測力價對於獸醫來說在臨

床上的實用性很低，檢測狂犬病抗體力價只有在國際間寵物旅行是必須的。國際通用的狂犬病疫苗是高度有效的

，因此一般皆認為不需要檢測注射後的免疫效果。

83. 我們可以利用犬瘟熱病毒、犬傳染性肝炎、犬小病毒性腸炎的抗體測試，來檢測母源抗體的濃度去決定幼犬施打

第一劑疫苗的時間點嗎？

 理論上可行，數年前有一種列線圖表‘nomogram’使用母犬血清抗體力價監測來估計幼犬對疫苗反應最佳的時機
點。實際上，這會非常困難和昂貴，因為為了要監測移行抗體的變化，需要反覆的採樣以及測試幼犬的血清抗體

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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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疫苗注射超過三年後，抗體力價是如何變化的？

 對於抗犬瘟熱病毒、犬傳染性肝炎、犬小病毒及貓小病毒的抗體來說，通常穩定維持其抗體力價。在許多臨床的

研究中都顯示狗可以維持超過9年的抗體濃度，實驗室研究更發現狗可維持超過14年。但是抗鉤端螺旋體的抗體
力價在注射疫苗後則會快速的消退，與是否有保護力沒有明顯關聯。血清學的抗體力價對於貓卡里西病毒及貓疱

疹病毒第一型也較無關聯，因為對這兩種病毒，最重要的免疫方式分別是黏液和細胞性免疫反應。

85. 完成基礎免疫的幼犬和幼貓，是需要有很高的抗體力價才能抵抗嚴重的傳染病嗎？

 以犬瘟熱病毒、犬傳染性肝炎、犬小病毒性腸炎、以及貓小病毒性腸炎來說是不需要的。有抗體存在，無論抗體

力價高低，都代表動物體內存有足夠的免疫保護力以及免疫記憶。僅僅為了提高血清抗體力價而更頻繁的施打疫

苗是沒有意義的舉措，刻意的想去提高抗體力價並不會創造出“更好的免疫力”。

86. 我們可以每年進行血清學檢測取代每年注射疫苗嗎？我們對於僅需三年注射一次感到疑慮。

 當然可以。現在有許多方便於臨床使用的血清學檢測套組可檢測血中抗體（抗犬瘟熱病毒、犬腺病毒、犬小病毒

第二型、以及貓小病毒）的量。在許多國家這些檢測套組通常用來評估是否須於三年間隔時注射疫苗（取代直接

補強注射核心疫苗），您當然可以每年都做血清學檢測，但是若您分析並收集您診所內的資料後就會發現這是沒

有必要的。

87. 年度健康檢查時應該做什麼檢查？

 年度健康檢查應著重於縝密的理學檢查（包含體溫、心臟聽診及觸診），且須詢問完整的病史以了解該動物的生

活狀況及疾病風險（例如旅遊、住宿、室內犬或室外犬暴露等），也應和飼主討論基本的營養學概念和寄生蟲防

治方式。在某些國家，年度健康檢查亦包含檢測是否感染當地流行的傳染病。

88. 有些飼主可能不太情願回診僅做健康檢查，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給我們來推廣年度健檢的概念並讓飼主更願意帶

動物回來呢？

 這是飼主教育的一種。飼主需要理解到健康檢查的意義是可以早期發現動物的疾病，以確保寵物的健康。以疫苗

的角度思考，年度健康檢查也可包含每三年一次的血清學檢測以及每年施打非核心疫苗。

89. 年度健康檢查的費用對我的客人來說太貴了。

 年度健康檢查可以是簡單的臨床病史詢問及縝密的理學檢查，所需要的費用純粹為獸醫的專業。基本上，年度健

檢的概念只是將現行的“疫苗補強注射及理學檢查”換一種新的講法。對於比較富裕的客戶，年度健檢則是獸醫

可提供其他服務的方式並且賺取合理的利潤。這也是建立良好醫病關係的時機－提供優質的醫療品質。

90. 過度疫苗注射會有風險嗎（例如太常注射或將疫苗用在並不需要的動物身上）?

 會的。疫苗不應無謂的給予，可能會產生副作用。疫苗是醫藥品，因此應針對個別動物的獨特需求而給予。

91. 有某些特定疫苗或混合多價疫苗較容易引起不良反應嗎?

 疫苗副作用的產生通常取決於動物的基因（小型犬種或是其家族遺傳），但目前僅為假設，尚無足夠的科學證據

支持此論點（Moore et al. 2005，Kennedy et al. 2007）。死菌疫苗（例如鉤端螺旋體、博德氏桿菌、伯氏疏螺旋體
及披衣菌死菌）一般認為較減毒疫苗容易產生第一型過敏反應，但同樣缺乏證據證明。另含佐劑的FeLV及狂犬病
疫苗被認為較易造成貓注射部位肉瘤，同樣的，缺乏證據證明。

年度健康檢查相關問答

疫苗副作用的相關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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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當犬貓有出現副作用的病史或免疫相關疾病（如蕁麻疹、臉部水腫、過敏、注射部位肉瘤及自體免疫疾病等）時

還可施打疫苗嗎?

 若是注射核心疫苗後產生副作用，動物可接受血清學測試，若血清抗體呈現陽性（犬瘟熱病毒、犬小病毒第二型

、犬腺病毒、貓小病毒抗體）則不需要再做注射。若造成不良反應的是非核心疫苗（例如鉤端螺旋體或博德氏桿

菌疫苗）則不建議注射。狂犬病疫苗的話，需諮詢當地官方機構來決定是否要依法施打，是否能以監測抗體力價

的方式取代施打疫苗。

 若評估後仍須施打疫苗，可以考慮更換另一種廠牌（製造商）。然而因過敏反應通常和疫苗內的賦形劑有關（例

如病毒培養過程中使用的牛血清白蛋白），這些物質常見於不同廠牌的疫苗中，因此換廠牌也不一定就能保證副

作用不會再發生。在疫苗注射前先施打抗組織胺或抑制發炎劑量的類固醇是可接受的，並不會影響疫苗的免疫反

應。此類動物在注射後二十四小時內需密切觀察，雖然疫苗引發的過敏反應（第一型過敏反應）通常在注射後數

分鐘就會發生。其他形式的過敏（第二型、第三型及第四型）反應則會較晚發生（數小時到數月）。

93.  小型犬較常注射疫苗後產生副作用，可以減少劑量來避免副作用發生嗎？

 不可以。疫苗並不同於一般藥物，不是靠體重決定劑量，疫苗內所有的抗原量是刺激免疫反應產生所必須，因

此，不可以將疫苗劑量分次給予，或給予小型犬較少容量的疫苗。在美國有一種專為小型犬所設計的新產品，他

和傳統1毫升的疫苗擁有相同量的佐劑及抗原，但總容積只有0.5毫升。但並沒有顯著的減少小型犬注射疫苗引發
副作用的盛行率。因此，新的商品化疫苗會將賦形劑的濃度減少，只有將這些外來的蛋白質濃度減低才有可能減

少副作用的發生。

94. 疫苗會引起自體免疫疾病嗎?

 疫苗本身並不會引起自體免疫疾病，但在基因有缺陷的動物，疫苗可能會誘發自體免疫反應：就如同任何疾病的

感染、藥物或其他諸多的環境因子都可能誘發自體免疫反應而引起自體免疫性的疾病—樣。

95. 疫苗造成的不良反應發生率有多高?

 這個問題很難有確切的答案，因為難以獲得準確的數據。評估不良反應的發生率需仰賴獸醫師及主人回報給製造

商或有關當局（若政府當局有接受通報的機制）。目前我們所使用的疫苗多被認為是非常安全且副作用發生率非

常低的。保護動物免於嚴重的傳染性疾病威脅所帶來的助益，遠超過產生副作用的風險。近年來一個美國的大型

醫療組織針對數量十分龐大的犬貓族群所做的分析顯示，狗在注射後三天內產生副作用（包括各種形式，即便是

非常輕微的反應）的發生率約為萬分之三十八（Moore et al. 2005）。貓在注射後三十天內產生副作用（包括各種
形式，即便是非常輕微的反應）的發生率約為萬分之五十二（Moore et al. 2007）。但是有些動物在發生副作用後
，因前往其他醫院或是急診中心治療，則不會顯示在此報告當中。有些品種或動物家族會比一般動物族群有更高

的機率發生副作用。

96. 有犬或貓對於疫苗無法產生免疫反應嗎?

 有的。由於某些品種的基因特性，會無法產生免疫反應，這些動物叫做“無反應者”。帶有相關基因（同品種或

同家族）的動物通常也有對疫苗免疫無反應的現象。若動物對高致病物質（像犬小病毒或貓小病毒）無反應，一

旦感染此疾病就有可能死亡；若對較不易造成死亡的病原為無反應者，感染後會生病但可能存活下來（例如支氣

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

97. 幼犬會在接受核心疫苗基礎免疫注射後產生免疫抑制嗎?

 會的。若混合多價疫苗包含減毒的犬瘟熱病毒、犬第二型腺病毒及其他抗原成分，則在注射後第三天開始，約有

一星期的時間會有免疫抑制 (Strasser et al. 2003)。此免疫抑制現象是正常身體對疫苗反應的一種，鮮少會造成臨床
症狀。若多價疫苗不包含減毒的犬瘟熱病毒、犬第二型腺病毒，則此抑制就不會發生。

98. 當幼犬須接受所有的核心疫苗（犬瘟熱病毒、犬小病毒、犬第二型腺病毒）注射時，要如何避免免疫抑制的發生

呢?

 幼犬可以先接受含有犬瘟熱病毒、犬小病毒的雙價疫苗注射，之後再施行犬第二型腺病毒疫苗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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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對鉤端螺旋體所引起的免疫反應也是造成某些狗短期內（一年內）發生過敏反應的主要原因嗎? 就像感染所引起

的免疫反應那樣?

 不是。對疾病的免疫力和免疫球蛋白IgG的記憶通常較為短暫（小於等於1年），但引起急性過敏所造成的記憶現
象，依照皮膚測試發現，可超過4年以上。

100. 可以使用類固醇來治療因疫苗而造成的輕微過敏反應嗎？

 可以。臉部水腫、搔癢可使用抗發炎劑量（非免疫抑制劑量）的口服醣皮質固醇（如prednisolone）治療，並搭

配抗組織胺類藥物。

101. 有證據證明疫苗施打可能會造成皮下血管炎嗎？

 有的，雖然非常罕見，但這是疫苗注射後的副作用之一，特別是狂犬病疫苗。

102.  在貓也會出現像狗一樣注射疫苗後的皮膚過敏反應嗎?

 會的。貓和狗一樣在疫苗施打後都可能出現第一型過敏反應（如臉部水腫及皮膚搔癢）。

103. 我們要如何知道貓惡性肉瘤是施打疫苗造成的？要如何處理這類型的惡性肉瘤？

 貓注射部位肉瘤（FISS）是指曾經接受過針劑注射的部位所發生的惡性肉瘤。現今認為有多種注射物質（包含
疫苗）皆可能會引發此腫瘤。在施打疫苗或注射其他醫療針劑時一定要記錄施打部位，本指南前文有建議貓最

適合的疫苗施打部位。可能的話應盡量使用不含佐劑的疫苗。不幸的是這個腫瘤是非常惡性的，它們會廣泛的

浸潤，約20%的轉移機率，需要大範圍的手術切除，建議由專科醫師做手術，並可搭配放射療法或免疫療法。

104. 為什麼現在狂犬病疫苗引發的過敏反應病例比以前還多?為什麼大多數都發生在玩具貴賓狗?

 任何種類的疫苗都可能會引發過敏反應。目前已知的是在疫苗製備的過程，內含的牛血清白蛋白（BSA）為造
成過敏的主要抗原，因此疫苗製造商現在都逐漸將動物疫苗中的牛血清白蛋白濃度降低。這些不良反應在玩具

犬較常見，可能和小型玩具犬越來越受人類歡迎有關（Miyaji et al. 2012）。也有可能和基因有關，不過目前尚
未明瞭機制及原因。

105. 為什麼有些繁殖犬舍持續的有狗死於犬瘟熱和犬小病毒性腸炎感染？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因為種犬沒有免疫完全。疾病在幼犬中爆發有可能是因為母犬並沒有接受完整的疫苗注射，

因此無法給予幼犬足夠的母源抗體。相對的，幼犬可能未照本指南建議給予疫苗注射（例如最後一劑幼犬疫苗

需在16週齡以上施打），因此當母犬提供幼犬很高的母源抗體時，幼犬就有可能不受疫苗保護而發生感染。有
些品種的狗如挪威那或是杜賓犬，因為基因的關係有較高比例為對疫苗為無反應者。良好的清潔、衛生和營養

對於降低犬舍疾病爆發也是非常重要的。

106. 減毒疫苗有可能恢復毒力嗎？狗狗有可能因為注射減毒疫苗而感染嗎？

 有可能。減毒疫苗理論上是可能會回復毒力的，但這是極為罕見的。合格的疫苗製造商需要以實驗證明即使動

物發生排毒，也不可能回復毒力。減毒疫苗又稱為有感染力的疫苗就是因為它是藉由造成犬隻低程度的感染及

病毒複製來誘導免疫產生，但不會致病。狗接種小病毒腸炎疫苗後，一段很短的時間內減毒疫苗的病毒株可能

會從糞便中排出，但這並不會造成其他狗感染的風險。

107. 有些幼犬6週齡時施打核心疫苗，卻於7週齡時感染小病毒性腸炎，為什麼會這樣呢？

 最常見的原因是該幼犬在接受疫苗注射之前已經感染該病毒了，只是在潛伏期。有可能幼犬當時已處在母源抗

體減低到無法保護其不受野外強毒株感染的空窗期，但母源抗體的量仍能干擾近期內接受的疫苗在動物體的免

疫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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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除了極低機率的不良反應，還有哪些風險是每年注射疫苗會產生的？

 注射疫苗產生的不良反應確實非常低。以犬貓來說，每1萬隻注射疫苗的動物僅30到50隻會出現不良反應，而
且其中大部分都是非常輕微的（如短暫的發熱、倦怠或輕微過敏反應）。然而，只要一個嚴重的不良反應出現

在您診治的動物，就會非常難以處理。新版疫苗注射指南並不僅僅是為了降低免疫計劃的不良反應，而是為了

讓診療更進步，並實現有醫學根據的獸醫學：只在有需要時執行醫療（如施打疫苗）。

109. 有些犬種如挪威那，基因上對於疫苗是弱反應者，該如何進行免疫計劃呢？

 世界小動物獸醫師學會的疫苗指南內有一個相當實用的流程圖可以幫助臨床獸醫去確認狗是否對疫苗是無反應

者。所有的幼犬都應以一樣的方式進行基礎免疫（最後一劑疫苗在16週齡或以上完成），若您擔心此品種有潛
在風險會對疫苗沒有反應，您可於20週齡時進行血清學測試。大部分無反應者只對其中一種核心疫苗的抗原（
如犬瘟熱病毒、犬腺病毒或犬小病毒第二型）無法產生有效的血清轉換率。您可以嘗試再注射疫苗並再次進行

血清學檢測，但是真正的無反應或弱反應者，對於補強注射仍可能是沒有反應的。此類動物基本上就是缺乏

對特定抗原產生免疫反應的能力，因此對於疫苗就是無法產生免疫反應。飼主需要有警覺自己的狗會處於風

險中，並不應再讓該犬繁殖。

110. 我們應如何分析注射疫苗的損益？

 無論犬貓處於何處或者是如何生活，所有的犬貓都應接受核心疫苗注射（包含狂犬病疫區應注射狂犬病疫苗），

所以，只有在選擇非核心疫苗時需要去進行風險效益評估。風險及效益分析是針對個別動物進行的，需要考量

的有：主人所敘述的家庭環境、飼養在家中或者是戶外、是否常寄宿或外出、有無接觸到其他動物（如多動物

家庭）等等。要評估的風險有以下：（1）注射後出現不良反應的風險（2）執行不必要醫療的風險（3）基於
科學根據評估所在區域盛行的疾病去判斷動物可能感染的風險，和（4）感染後出現臨床症狀的風險。可能的
效益有以下：（1）若動物所在地理位置很有可能接觸到感染因子，是否該疫苗可保護（2）是否疫苗可以減少
動物感染後臨床症狀的嚴重程度（3）是否該動物注射疫苗後能幫助提升群體免疫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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