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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豬隻病毒性疾病分析報告
黃天祥＊、王 羣、鄧明中、李淑慧、潘居祥、張志堅、黃有良、李敏旭、鍾明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豬瘟研究組

摘要 2007 年共接獲縣市家畜疾病防治所或動物防疫所送檢 68 場次 175 頭豬隻
臟器檢體。經接種於 PK-15 等細胞進行病毒分離結果，以第二型豬環狀病毒
（porcine circovirus 2; PCV2）有 15 場呈陽性為最多；其次依序為豬鐵士古病毒
（porcine teschovirus ; PTV）有 14 場呈陽性；豬腸病毒有 9 場（其中 porcine
enterovirus 8; PEV8 有 6 場，porcine enterovirus 9; PEV9 有 3 場）
，假性狂犬病病
毒（pseudorabies virus；PrV）有 6 場，里奧病毒（reovirus；Reo V）有 5 場，豬
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病毒（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PRRSV）有 4 場，兔化豬瘟疫苗毒 (lapinized hog cholera virus；LPCV) 有 3 場，
豬流感病毒（swine influenza virus；SIV；H1N2 ）有 2 場，以及豬瘟病毒(hog cholera
virus；HCV)和日本腦炎病毒(Japanese B encephalitis virus；JEV)各有 1 場病毒分離
呈現陽性。此外，有 9 場可分離出黴漿菌(mycoplasma hyorhinis; M.hyorhinis)。
關鍵詞：豬第二型環狀病毒，豬鐵士古病毒，豬腸病毒。

緒言
台灣豬隻疾病在 1975 年前較為單純，常見之
病毒性疾病方面不外乎為豬瘟、日本腦炎、豬傳染性
胃腸炎、假性狂犬病、豬水疱病和豬痘等；而細菌性
疾病主要有豬萎縮性鼻炎、豬赤痢、豬白痢、豬水腫
病和沙氏桿菌症等［1］
。然而，今日台灣豬隻疾病種
類繁多，疾病一旦侵入，往往就成為一種地方性疾
病。在病毒性疾病，除上述疾病外尚有豬流行性下
痢、豬輪狀病毒感染症、豬小病毒感染症、豬流行性
感冒、豬血球凝集性腦脊髓炎等［2］
。而 1992 年
的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病毒（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 PRRSV） ［7, 9］，
爾 後 的 第 二 型 豬 環 狀 病 毒 （ porcine circovirus 2;
PCV2） ［4, 5］，1997 年豬 O 型口蹄疫病毒［
19］
， 1999 年泛亞 O 型口蹄疫病毒（Pan Asia type
O FMDV）， 2000 年的豬鐵士古病毒（porcine
teschovirus 1; PTV1 ）、 豬 腸 病 毒 （ porcine
*抽印本索取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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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ovirus 8; PEV8）和赤羽病病毒（akabane V）
［10,12,13,14］
，2002 年鷺山病毒（sagiyama
V ）［ 8,11 ］， 2006 年 豬 星 狀 病 毒 (porcine
astrovirus；PAstV)和矽尼卡谷病毒(seneca valley
virus；SVV)［13］等亦相繼侵襲台灣豬隻，而且常
常引發混合感染，造成臨床和病理診斷上的困擾。復
以台灣地處高溫、多溼地區，養豬密度又高，自衛防
疫及衛生管理上一有疏忽，往往就成為疾病的溫床。
因此，豬隻疾病之確診就顯格外重要，因為可適時提
供疫情以供防疫單位防治上的參考，減少養豬業者的
損失，進而提升其生產力。本文係針對 2007 年全
國各縣市家畜疾病防治所、動物防疫所所採集和送檢
豬隻檢體，進行豬隻病毒性疾病之病毒分離和檢測結
果予以整理和分析以供國人防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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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盤接種 PK-15 株化細胞進行豬瘟和第二型豬
環狀病毒之螢光標示抗體染色 ［18］。其餘持

材料：

續觀察 7 日，若為陰性再予盲目繼代一次，並

1、 豬隻檢體：係由各縣市家畜疾病防治所、動物防
疫所或本所研究人員所採集並送檢豬隻檢體，共
計 68 場次 175 頭豬隻臟器檢體。臟器檢體，
一般包括有扁桃腺、脾臟、淋巴結、肺臟、肝臟、
腎臟、大腦、小腦、大腸和小腸等。
2、 PK15 株化細胞：係由美國分讓而得，無第一型
豬環狀病毒（porcine circovirus 1; PCV1）污染
之豬腎株化細胞，供豬隻送檢檢體病毒分離用。
3、 Marc-145 株化細胞：係由美國分讓而得。本
株 化 細 胞 係 來 自 非 洲 綠 猴 (African green
monkey) 腎臟株化細胞 MA104。供豬隻送檢
檢體之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等病毒分離用。
4、 STY 株化細胞：係由日本分讓而得之豬睪丸株化
細胞，供豬隻送檢檢體病毒分離用。
5、 Vero 株化細胞：係向美國申購而得，供豬隻送
檢檢體病毒分離用。

持續觀察 7 天。
2、 將送檢豬隻檢體乳劑或分離病毒進行聚合酶鏈
反應或反轉錄聚合酶鏈反應以確診感染病毒種
類和型別 ［15,16,17,20,21,22］
。
3、 豬鐵士古病毒和豬腸病毒之反轉錄聚合酶鏈反
應 ［22］: 將經 PK-15 或 STY 增殖之病毒
細胞培養液，依說明書之步驟以 TRIZOL 萃取病
毒核酸。萃取後之病毒核酸，再以 DEPC 處理
之純水溶解後保存於 -70℃ 冰櫃備用。實施反
轉錄聚合酶鏈反應時，取出 5μL 之上述病毒核
酸，分別加入 15U 的 AMV 反轉錄酶 ( AMV
reverse transcriptase) 以及 40 U 的 RNase
inhibitor。反應液中的濃度分別為，每種 dNTP
0.25 mM、每一專一性引子 1μM、10 mM
Tris-HCl (pH 8.3)、1.5 mM MgCl2、 50 mM
KCl、1U Taq DNA. 聚合酶 (polymerase)，反應

6、 HL 株化細胞：係由本所種原庫分讓之倉鼠肺臟
株化細胞，供豬隻送檢檢體病毒分離用。
7、 MDCK 株化細胞：係由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蔡敬
屏獸醫師分讓之狗腎臟株化細胞，供豬流行性感
冒病毒分離用。

液之總量為 50 μL。反轉錄聚合酶鏈反應的反
應條件為，42℃ 30 分鐘，95℃ 5 分鐘，隨
後以 94℃ 30 秒、55℃ 30 秒以及 72℃ 1
分鐘的條件下共進行 30 次循環反應，最後以
72℃ 7 分鐘進行終延長反應，將反應後溶液保

8、 BHK 株化細胞：係由本所種原庫分讓而得，供
豬隻送檢檢體病毒分離用。

存於 4℃。結果檢測 ，取 10μL 聚合酶鏈反應
液經與 6 倍 loading buffer 充分混合後，加入

方法：

1%

1、 將送檢豬隻臟器檢體作成 10-20 % 乳劑，經

特電流進行電泳後檢測產物大小。豬鐵士古病毒

離心後之上清液分別接種於上述細胞。每日觀察

的產物大小為 321bp，而豬腸病毒的產物大小

細胞病變產生情況，並於接種後第二天將其中一

則為 221bp，如下表。

引子
PTV-1a
PTV-1b
PEV-8c
PEV-8d

檢測病毒
豬鐵士古病毒
豬腸病毒

agarose gel 電泳膠的孔洞中，以 100 伏

引子序列( 5’-3’)
AGTTTTGGATTATCTTGTGCCC
CCAGCCGCGACCCTGTCAGGCAGCAC
CCAAGATTAGAAGTTGATTTG
GGGTAGCCTGCTGATGTAGTC

產物大小(bp)
32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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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場，9 頭檢體，分離出豬鐵士古病毒有 1 場；第二型

2007 年接獲各縣市動物防疫所或家畜疾病防
治所送檢豬隻檢體以及本所研究人員赴現場採集豬
隻檢體共計 68 場次，175 頭豬隻檢體。其中保育
豬有 43 場次，114 頭豬隻檢體，佔送檢病例數之
65.14% （114/175）
。哺乳豬有 9 場次，31 頭
豬 隻 檢 體 ， 佔 送 檢 病 例 數 之

17.71%

（31/175）
。流死產有 9 場次，22 頭流死產胎檢
體，佔送檢病例數之 12.57% （22/175）
。肥
育
豬有 6 場次，7 頭豬隻檢體，佔送檢病例數之 4.00%
（7/175）
。母豬有 1 場，1 頭豬隻檢體，佔送檢病
例數之 0.57% （1/175）(表一)。
在 43 場次，114 頭保育豬檢體中，臨床上呈
現呼吸症狀者有 19 場，44 頭檢體，單獨分離出第
二型豬環狀病毒、豬鐵士古病毒、豬腸病毒
(PEV8)、豬流感病毒（H1N2 ）
、兔化豬瘟疫苗病毒、
或黴漿菌分別有 2、2、1、2、2 和 1 場。分離出
第二型豬環狀病毒和豬鐵士古病毒有 1 場；第二型豬
環狀病毒和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病毒有 1 場；假性狂
犬病病毒和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病毒有 1 場；豬生殖
與呼吸綜合症病毒和黴漿菌有 1 場；日本腦炎病毒和
黴漿菌有 1 場；兔化豬瘟疫苗病毒和黴漿菌有 1 場；
而無法分離出病毒，有 3 場。臨床上呈現呼吸和下痢
症狀者有 6 場，29 頭豬隻檢體，分離出第二型豬環
狀病毒、豬鐵士古病毒和里奧病毒有 1 場；第二型豬
環狀病毒、豬腸病毒 (PEV8)和里奧病毒有 1 場；第
二型豬環狀病毒、里奧病毒和黴漿菌有 1 場；第二型
豬環狀病毒、豬鐵士古病毒、豬腸病毒 (PEV8)和豬
腸病毒 (PEV9)有 1 場；豬鐵士古病毒、豬生殖與呼
吸綜合症病毒、豬腸病毒 (PEV9)和里奧病毒有 1
場；無法分 離出病 毒，有 1 場。臨床上呈現呼吸和神
經症狀者有 2 場，5 頭檢體，分離出第二型豬環狀病
毒和假性狂犬病病毒有 1 場；分離出豬鐵士古病毒和
豬腸病毒 (PEV8)有 1 場。臨床上呈現神經症狀者有
7 場，18 頭檢體，分離出豬鐵士古病毒有 1 場；假
性狂犬病病毒有 3 場；豬鐵士古病毒和假性狂犬病病
毒有 1 場；第二型豬環狀病毒、豬鐵士古病毒和豬腸
病毒 (PEV8)有 1 場；第二型豬環狀病毒、豬鐵士古
病毒和黴漿菌有 1 場。臨床上呈現下痢症狀者有 5

豬環狀病毒和里奧病毒有 1 場；豬鐵士古病毒、豬腸
病毒 (PEV8)和豬腸病毒 (PEV9)有 1 場；無法分離
出病毒，有 2 場。臨床上呈現精神不振者有 4 場，9
頭檢體，分離出第二型豬環狀病毒有 1 場；第二型豬
環狀病毒和黴漿菌有 1 場，無法分離出病毒，有 2
場(表二)。
在 9 場次，31 頭送檢哺乳豬病例中，臨床上呈
現呼吸症狀者有 1 場，3 頭檢體，無法分離出病毒；
呈現呼吸和下痢症狀，有 1 場，2 頭檢體，可分離出
第二型豬環狀病毒和黴漿菌；呈現下痢症狀者，有 4
場，15 頭檢體，均無法分離出病毒；其他包括臨床
上呈現嘔吐現象、出生後 2 天不明原因死亡和先天八
字腳新生仔豬共計 3 場 11 頭檢體亦均無法分離出病
毒(表三)。而送檢之 9 場 22 頭流死產胎豬亦均無法
分離出病毒(表三)，經聚合酶鏈反應和反轉錄聚合酶
鏈反應檢測結果，除有 1 場呈現第二型豬環狀病毒核
酸反應陽性外，其餘包括第二型豬環狀病毒、豬生殖
與呼吸綜合症病毒、假性狂犬病毒、豬瘟病毒、日本
腦炎病毒和豬小病毒等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在 6 場次，7 頭肥育豬隻中，臨床上呈現呼吸症
狀者有 3 場次，4 頭檢體，分離出黴漿菌有 1 場；
其餘 2 場無法分離出病毒；呈現呼吸和下痢症狀者有
1 場，1 頭檢體，可分離出豬瘟病毒；呈現神經症狀
者有 1 場 1 頭，可分離出豬鐵士古病毒；而無臨床
症狀猝死豬，有 1 場 1 頭檢體，病毒分離陰性。此
外，有 1 場 1 頭第 7 胎母豬，臨床上呈現呼吸急促
死亡，亦無法分離出病毒(表四)。
整體而言，2007 年共接獲送檢 68 場次 175
頭豬隻臟器檢體。經接種於 PK-15 等細胞作病毒分
離檢測結果，以第二型豬環狀病毒為最多，有 15 場
呈陽性；其次依序為豬鐵士古病毒有 14 場呈陽性；
豬腸病毒有 9 場（其中 PEV8 有 6 場， PEV9 有 3
場）
，假性狂犬病病毒（PrV）有 6 場，里奧病毒有 5
場，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病毒有 4 場，兔化豬瘟疫苗
毒有 3 場，豬流感病毒（H1N2 ）有 2 場、豬瘟病
毒和日本腦炎病毒各有 1 場呈現病毒分離陽性 (表
五)。此外，有 9 場送檢豬隻檢體可分離出黴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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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07 年送檢豬隻檢體種類
檢體種類

送檢頭數/場數

百分率%(送檢頭數/總頭數)

保育豬
哺乳豬
流死產
肥育豬
母 豬
合 計

114/43
31/9
22/9
7/6
1/1
175/68

65.14（114/175）
17.71（31/175）
12.57（22/175）
4.00（7/175）
0.57（1/175）
100.00 (175/175)

表二、送檢保育豬之臨床症狀和病毒分離結果
臨床症狀 送檢頭數/場數 病

毒

分

離

(陽性場數)

呼吸症狀

44/19

PCV2(2)；PTV(2)；PEV8(1)；SIV(H1N2)(2) ；LPCV(2) ；M.
hyorhinis(1)；PCV2 和 PTV (1)；PCV2 和 PRRSV (1)；PrV 和
PRRSV(1)；PRRSV 和 M. hyorhinis(1)；JEV 和 M. hyorhinis(1)；LPCV
和 M. hyorhinis(1)；Neg.(3)

呼吸和下
痢症狀

29/6

PCV2、PTV 和 ReoV(1)；PCV2、PEV8 和 ReoV(1)；
PCV2、ReoV 和 M. hyorhinis(1)；PCV2、PTV、PEV8 和 PEV9(1)；
PTV、PRRSV、PEV9 和 Reov(1)；Neg(1)

呼吸和神
經症狀

5/2

PCV2 和 PrV(1)；PTV 和 PEV8(1)

神經症狀

18/7

PTV(1)；PrV(3)；PTV 和 PrV(1)；PCV2、PTV 和 PEV8(1)；PCV2、
PTV 和 M. hyorhinis(1)

下痢症狀

9/5

PTV(1)；PCV2 和 Reov(1)；PTV、PEV8 和 PEV9(1)；Neg.(2)

精神不振

9/4

PCV2(1)；PCV2 和 M. hyorhinis(1)；Neg(2)

合

計

114/43

註：Neg：表示病毒分離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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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送檢哺乳小豬和流死產豬隻臨床症狀和病毒分離結果
檢 體 種 類
(送檢頭數/場數)

臨 床 症 狀
(送檢頭數/場數)

病

毒 分 離
(陽性場數)

呼吸症狀(3/1)
呼吸和下痢(2/1)
下痢(15/4)
嘔吐現象(1/1)
不明原因死亡(5/1)
先天八字腳(5/1)

Neg.(1)
PCV2 和 M. hyorhinis(1)
Neg.(4)
Neg.(1)
Neg.(1)
Neg.(1)

流死產(22/9)

Neg.(9)

哺乳小豬(31/9)

流死產胎豬(22/9)
註：Neg：表示病毒分離陰性。

表四、送檢肥育豬和母豬之臨床症狀和病毒分離結果
檢 體 種 類
(送檢頭數/場數)

臨 床 症 狀
(送檢頭數/場數)

病

毒 分 離
(陽性場數)

呼吸症狀(4/3)
呼吸和下痢(1/1)
神經症狀(1/1)
猝死 (1/1)

M. hyorhinis(1)；Neg.(2)
HCV(1)
PTV(1)
Neg.(1)

呼吸(1/1)

Neg.(1)

肥育豬(7/6)

母豬(1/1)
註：Neg：表示病毒分離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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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07 年送檢豬豬隻檢體之病毒分離率
分離病毒種類

陽性率%(陽性場數/送檢場數)

PCV2
PTV
PEV(PEV8 和 PEV9)
PrV
Reo V
PRRSV
LPCV
SIV(H1N2)
HCV
JEV

討論

細菌性病原感染症，例如黴漿菌性肺炎、巴氏桿菌性

台灣地處亞熱帶，屬海島型氣候，溫差變化極
大，對豬隻之健康造成極大威脅，加上國內大多數豬
場飼養密度過高及豬場密集等因素，使豬隻的呼吸系
統成為最易受病原侵襲的部位，尤其年輕豬隻特別容
易染患呼吸系統疾病。就經濟上的重要性來說，呼吸
系統所造成的損失，可能是最高的。台灣常見的豬隻
呼吸道疾病在細菌性方面包括有豬肺炎黴漿菌
(Mycoplasma hyopneumoniae) 、 敗 血 性 巴 氏 桿 菌
(Pasturella multocida) 、 胸 膜 肺 炎 放 線 桿 菌
(Actinobacillus

pleuropneumoniae) 、 鏈 球 菌

(Streptococcus spp.)、沙門氏菌 (Salmonella spp.)、
嗜 血 桿 菌

22.06 (15/68)
20.59 (14/68)
13.24 (9/68)
8.82 (6/68)
7.35 (5/68)
5.88 (4/68)
4.41 (3/68)
2.94 (2/68)
1.47 (1/68)
1.47 (1/68)

(Hemophilus spp.) 和 大 腸 桿 菌

(Escherichia coli) 等，而病毒性方面則有豬生殖與呼
吸綜合症病毒

(PRRSV) 、 豬 二 型 環 狀 病 毒

(PCV2)、假性狂犬病毒 (PrV)、豬流感病毒 (SIV) 等
〔6〕
。
分析本所豬病統計資料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疫
情通報系統的資料，得知隨著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
豬環狀病毒等新浮現疾病不斷入侵台灣，造成豬隻呼
吸系統疾病由早期（1987 年至 1992 年）單一的

肺炎和豬放線桿菌性胸膜肺炎，轉變為近年來以複合
性疾病為主的混合感染症。而近年來，豬鐵士古病毒
在田間上所扮 演之角色 如 何更值得我們 重視。在
2000 年的 9 月 29 日至 11 月 20 日間，本所曾
從嘉義、南投、台中和苗栗等四個養豬場首次分離出
豬鐵士古病毒，並經反轉錄聚合酶鏈反應和利用日本
家畜衛生試驗場分讓之特異抗血清實施中和試驗結
果，證實這四個養豬場所分離出之病毒均屬第一型豬
鐵士古病毒。此後，豬鐵士古病毒的分離率就有逐年
增加的趨勢，例如 2003 年曾居第三位，2004 年
曾居第二位，而 2005 年更高居第一位〔12〕。
2003 年共計接獲各縣市動物防疫所或家畜疾病防
治所送檢豬隻檢體 126 場次，404 頭次豬隻檢
體。經病毒分離確診陽性場次中，以豬二型環狀病毒
為最多有 57 場次，其次依序為豬生殖與呼吸綜合
症病毒有 26 場次，豬鐵士古病毒有 7 場次，豬腸
病毒和里奧病毒各有 5 場次，兔化豬瘟疫苗病毒和
豬瘟病毒以及豬流行性感冒病毒各有 3 場次 (均屬
H1N2 亞型豬流感病毒 )，假性狂犬病毒有 2 場
次，日本腦炎病毒則有 1 場次。而 2004 年共接獲
90 豬場，264 頭豬隻檢體。經病毒分離結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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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型豬環狀病毒為最多，有 30 場呈病毒分離陽

作。

性。其次依序為豬鐵士古病毒有 21 場，豬生殖與呼

一般傳統養豬戶在尚未有良好疫苗可供使用及

吸綜合症病毒有 12 場，假性狂犬病病毒有 6 場，豬

實施養豬新式生產系統前〔3〕，為避免疾病帶來損

瘟病毒、里奧病毒和豬腸病毒各有 4 場，兔化豬瘟疫

失，平時應確實做好飼養管理措施，諸如保持畜舍通

苗病毒有 3 場，日本腦炎病毒和豬腺病毒各有 1 場

風及適當的溫度控制並避免過度密飼及場外其他動

呈現病毒分離陽性。2005 年共接獲 92 場次 231

物的侵入；落實豬場自衛防疫措施，如加強畜舍環境

頭豬隻檢體。經病毒分離檢測結果，以豬鐵士古病毒

及設備的消毒、人員和車輛進出的管制與消毒、病豬

為最多，有 30 場呈病毒分離陽性。其次依序為第二

的隔離、各項疾病的預防注射以增加疫病抵抗力；引

型豬環狀病毒有 27 場，豬腸病毒（PEV8）有 12

進豬隻時，應慎選防疫措施良好及無疫情發生豬場，

場，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病毒 有 11 場，假性狂犬

購入豬隻應先行觀察在無染病之虞時方可與場內豬

病病毒有 8 場，里奧病毒有 5 場，豬流感病毒有 4

隻混養；注意營養份的供給，飼料中應添加適量維他

場（其中 H1N1 有 1 場，H1N2 有 3 場）
，以及豬

命和微量元素以提昇豬隻對疾病之抵抗力。平常飼餵

瘟病毒和日本腦炎病毒各有 2 場呈現病毒分離陽性

豬隻時應注意豬場之豬隻健康狀況，若發現有異常時

〔12〕
。2006 年接獲 76 場次 211 頭豬隻臟器

應將豬隻檢體儘速送至當地家畜疾病防治所或動物

檢體，以第二型豬環狀病毒有 20 場呈病毒分離陽性

防疫所進行確診並予以輔導防疫措施，以防疫情擴

為最多；其次依序為豬鐵士古病毒有 19 場，豬腸病

散。

毒有 12 場（其中 PEV8 有 9 場， PEV9 有 3 場
），
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病毒和里奧病毒各有 5 場，假性
狂犬病病毒有 3 場，豬流感病毒（H1N2 ）
、豬星狀
病毒和兔化豬瘟疫苗毒各有 1 場呈現病毒分離陽
性。此外，由屏東送檢之運豬車血水首次分離出矽尼
卡谷病毒〔13〕
。
本年度(2007 年)台灣豬隻之病毒性疾病，仍以
第二型豬環狀病毒和豬鐵士古病毒最為嚴重，在送檢
豬場之豬隻檢體中病毒分離率最高，共達 42.65%
(表五)。因此，目前第二型豬環狀病毒和豬鐵士古病
毒的防治對策 對於台灣 畜 牧養豬業者來 說極為重
要。針對豬隻呼吸系統疾病的改變，防疫措施亦需相
對修正。畜舍之環境及飼養管理與呼吸道疾病隻發生
有極密切的關連，例如畜舍通風不良、舍內溫差過
大、飼養密度過高及床面設計不當等皆會誘發呼吸道
疾病或加重病情。單一病原的感染或許對豬群不會有
危害，或僅造成輕微之困擾。然而混合感染造成複合
疾病時往往會使得情況惡化而難以控制。因此，若欲
控制疾病的發生，不能只把焦點放在感染病原上，除
應作好各項免疫注射計畫外，如何降低豬群間的接
觸、減少豬隻緊迫、提供良好的營養、環境的清潔衛
生及適當之飼養管理以切斷病原之循環應為首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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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of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viral pathogens in swine
tissue samples submitted by LDCC (Local Disease Control centers) in
2007
Huang TS, Wang C, Deng MC, Lee SH, Pan CS, Jang JJ, Huang YL, Lee MC, Jong MH.
Anim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Abstract

In 2007, a total of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five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68 pig
farms were submitted for virus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 our laboratory. The positive results of
pig farms tested for porcine circovirus 2, porcine teschovirus, porcine enterovirus, pseudorabies
virus, reo virus, porcine respiratory and reproductive syndrome virus, lapinized hog cholera (LPCV),
swine influenza virus(H1N2), hog cholera virus and Japanese B encephalitis virus were 15, 14, 9, 6,
5, 4, 3, 2, 1, and 1,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mycoplasma hyorhinis was isolated and confirmed
from 9 pig farms.
Keywords: Porcine circovirus 2 （PCV2）, Porcine teschovirus （PTV）, Porcine enterovirus
（P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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