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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年度主要研究目的在於利用野外採集調查、實驗室繼代培養及

聚合脢鏈反應等相關研究技術，針對台灣本島及外島金門等地區採集

得之現存病媒蜱進行種別鑑定及其月份別寄生密度調查，並藉由分子

診斷技術以初步確認其蜱種間之親源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目前台灣及

金門地區採集得之現存九種蜱種中以粒形硬蜱(Ixodes granulatus)及

血紅扇頭蜱(Rhipicephalus sanguineus)為常見蜱種，而金門地區又以粒

形硬蜱為主要疑似病媒蜱種，其鼠類宿主之病媒蜱全年平均侵襲率為

54.9%，並呈現明顯之季節性族群盛行差異。整體而言，幼蜱族群主

要在 6-11月份盛行，其幼蜱平均寄生密度則以九月份最高(2.52隻)，

稚蜱族群主要在 6-12 月份盛行，其稚蜱平均寄生密度則分別以七月

(4.3隻)及十月份(3.9隻)為較高，而成蜱族群則主要在 1-6月份盛行，

其成蜱平均寄生密度則分別以三月(0.71 隻)及五月份(0.78 隻)為較

高。此外，針對蜱粒腺體基因片段(16S mitochondrial DNA)之聚合脢

鏈反應分析結果，除了顯示各蜱種及採集地域不同之差異性，亦充份

顯示台灣及金門兩地區現存相同蜱種(same species)間之親源關係歧

異性，未來研究針對導致兩地區蜱種間歧異因素之探討，將有助於闡

示兩地區蜱種間之親緣演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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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ntends to conduct a general surve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pecies and density of vector ticks existed in Taiwan 

and offshore Kinmen island.  Various techniques including field survey, 

laboratory breeding, 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re used for 

species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field-collected ticks in Taiwan.  

Results indicate that hard ticks of Rhipicephalus sanguineus and Ixodes 

granulatus are recognized as the most common vector ticks of offshore 

Kinmen islands and Taiwan.  The infestation of ticks on the trapped 

rodents demonstrates an average overall infestation rate of 54.9% in the 

Taiwan areas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prevalence was also observed.  In 

general, the larval ticks are prevalent during the seasons from June to 

November and the highest density of infestation was observed on 

September with an average density of 2.52 per host.  In addition, the 

highest density of infestation of nymphal and adult ticks was also 

observed on July and May with an average density of 4.3 per host and 

0.78 per host, respectively.  Moreover, phylogenet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similarity of 16S mitochondrial DNA of ticks indicates that genetic 

divergence do exist between the same tick specie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loci of the Taiwan and Kinmen area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focused on the genetic divergence among those tick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reas in Taiwan would help to illustrate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of vector tick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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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病媒蜱(俗稱壁蝨)是一種寄生於動物體外之吸血性節肢動物，可

以媒介包括細菌、病毒、立克次體及原蟲等重要人類傳染病，其中又

以萊姆病(Lyme disease)、巴貝氏原蟲症(Babesiosis)及艾利斯立克

次體症(Ehrlichiosis)等為臨床上常見之蜱滋生人畜共通傳染病

(tick-borne zoonoses)，近年來已被世界各國列為重要之病媒滋生

新興傳染病(vector-borne emerging infections)(1-3)，並且由於

交通便利及生活型態之改變，人們經常往返於世界各地從事經商、探

親及旅遊等活動，加上家飼寵物之盛行及流浪動物之街頭氾爛，因而

使得蜱媒介傳染病之診斷、治療及預防事項成為各國防疫工作之重

點。以美國為例，蜱媒介傳染病已成為過去十年來主要的病媒滋生人

類傳染病，其中又以萊姆病(Lyme disease)為臨床上首要之經蜱傳播

人畜共通傳染病(4)，近年來每年皆有超過上萬的臨床確定病例，而

有關病媒蜱之生活史(5,6)、病原體之傳播機轉(7-9)及有效防治措施

(10,11)等皆已有詳盡之研究。即使在鄰近本省之日本(12-14)、韓國

(15)及大陸地區(16-18)等亦皆有蜱媒介萊姆病之病例報告、詳盡的

病原體分離及病媒蜱種類之確認，而台灣地區雖亦自民國八十九年起

將蜱媒介萊姆病列入「醫院監測之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通報體系，

愈加顯現蜱滋生人畜共通傳染病在國家防疫工作上之重要性，然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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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台灣地區之病媒蜱種現況、生活史、媒介病原體能力及其種系親源

關係等相關基本資料，則付闕如。 

台灣地處高溫潮濕之亞熱帶氣候，非常有利於病媒蜱族群之滋

生。尤其是目前社會上大量野生動物之非法輸入、豢養及棄養動物的

街頭氾濫，亦將加速病媒蜱族群之滋生及散播，由於人口稠密及人畜

接觸機會之頻繁，因而使得國人長期暴露於病媒蜱滋生環境，相對的

將升高人們遭蜱叮咬而致感染之危險性。因此，新興蜱媒介人畜共通

傳染病之防治工作，愈來愈顯其重要性而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而本

研究室近年來在衛生署支援下除已有台灣地區首例蜱媒介人體巴貝

氏原蟲症（19）和萊姆病臨床病例報告(20)，並首次自台灣地區鼠類

宿主分離出病原螺旋體(21)及完成其基因種株（genospecies）之初

步確認（22），另外依據本研究室針對台灣地區十八個縣市完成之人

群萊姆病感染血清學篩檢調查結果（23），充分顯示了病媒蜱普遍存

在於台灣地區之事實。 

病媒蜱為一種具有三階段生活史之節肢動物，且在每一階段皆需

吸食血液以維續生存，成蜱並賴以產卵及繁衍世代。一般而言，成蜱

因個體較大(身長約3-5 mm)約需5-10天以完成整個吸食血液之過

程，而幼蜱及稚蜱則分別約需2-4天及4-6天以達到完全飽食(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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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orged)的狀態，幼蜱多以野生囓齒類為寄生宿主，較少機會接觸

人類，而稚蜱及成蜱則以較大型哺乳類動物為主要寄生宿主和吸食對

象，但亦可能因人類野外活動或經由家飼寵物之攜帶而機會性的吸附

人體，尤其是稚蜱(身長約 1-1.5 mm)於吸附人體後無特殊感覺且肉

眼不易辨識，被認定是叮咬人類而傳播病原體之主要媒介，並且世界

各地之病媒蜱種亦常因地理環境及動物宿主之不同，而使蜱種之生活

世代、帶病原種類及其基因種系結構等特性皆有所差異。若以傳播萊

姆病之病媒蜱種為例，其在歐洲之主要蜱種為篦麻硬蜱(Ixodes 

ricinus Linne)，在美國則以丹敏硬蜱(I. dammini Spielman, 

Piesman, Clifford, and Corwin)、肩板硬蜱(I. scapularis Say)

及太平洋硬蜱(I. pacificus Cooley and Kohls)等為主(5)，而在亞

洲地區之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則以全溝硬蜱(I. persulcatus 

Schulze)和卵形硬蜱(I. ovatus Neumann)為已確認之病媒蜱種

(13,18)，而有關台灣地區病媒蜱種之種系及生活世代差異等，亟待

進一步研究確認。因此，本年度研究之主要目的乃利用野外採集調

查、實驗室繼代培養及聚合脢鏈反應等相關研究技術，針對台灣本島

及外島金門地區動物外寄生之現存病媒蜱種類、季節盛行概況及寄生

密度做一初步調查，並藉由蜱粒腺體基因片段(16S mitochondrial 

DNA)之定序分析技術，以初步確認其蜱種間之親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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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病媒蜱樣本之採集及實驗室繼代培養： 

    本研究依本省北、中、南、花東及外島等地理區域之劃分，於每

一分區地域內擇定實際可行相關地點進行蜱種之野外採集工作 (圖

一)，原則上使用特製鼠籠及捕獸器於誘捕野鼠及其他哺乳動物後，

分別予以適量乙醚進行麻醉或固定處理後，詳細篩檢其耳頸部、背部

及腹腋窩處，並以細鑷子摘除已吸附之蜱個體置入特製保存瓶內，待

攜回實驗室後進行初步之分類處理及蜱種生活史維存工作。無法進行

生活史維存之蜱標本則隨即置入70%酒精瓶內保存，而後再分別將保

存之蜱類標本以特製之昆蟲解剖器材於解剖顯微鏡下進行形態學鏡

檢，蜱種別之鑑定則依其主要分類形態特徵及蜱種分類學之參考文獻

(24, 25)而予以確認。實驗室蜱種之培養則依幼蜱、稚蜱及成蜱分別

置入特製安全容器內，於特定溫度、濕度及光照時間之昆蟲培養室內

培養(5)，並定期使用實驗動物予以餵食血液，藉以確保蜱種之正常

成長及生活史之維持。 

二. 實驗動物之來源及飼養： 

    本研究所使用做為維續蜱種生存血源用之實驗用小鼠（C3H 

mouse）及紐西蘭家兔（New Zealand rabbit），分別購自國科會國家

動物中心及國防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之特約供應商，以確保動物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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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優良及品系純正，所有實驗動物皆依實驗動物使用規則之要求放置

在特製之鼠盒及兔龍內進行飼養，並且定期更換木屑墊料、飼料及飲

水，無論是實驗小鼠或紐西蘭家兔被蜱餵食時皆施予適量之麻醉或固

定處理，並完全遵守本院實驗動物使用及處理之相關規定。 

三.蜱種之形態學及掃描式電子鏡(SEM)鑑定： 

本研究將採集得之省產蜱種進行初步之分類處理後，隨即置入

70%酒精瓶內保存，而後再將保存之蜱類標本以特製之昆蟲解剖器材

於解剖顯微鏡下進行形態學鏡檢，蜱種別之鑑定則依其主要分類形態

特徵及蜱種分類學之參考文獻而予以確認(26)。此外，為了進一步詳

細顯現各個蜱種之顯微結構差異，部分蜱種標本 (例如 : Ixodes 

granulatus)亦將經由一系列之組織固定、脫水、臨界點乾燥及離子電

鍍等處理技術程序，並藉由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之鏡檢而呈現高倍率影像，以明確顯現細微之分類結

構，並依成蜱(adult)分類圖譜做為台灣地區蜱種之鑑定參考。 

四. 病媒蜱族群之季節盛行概況及寄生密度分析： 

依據國外研究文獻顯示病媒蜱族群消長與儲菌宿主(reservoir 

hosts)被寄生密度之間，具備季節性差異(seasonal variation)特徵，因

而本研究亦對誘捕獲鼠類宿主之蜱侵襲(寄生)狀況及其寄生蜱種之

生活世代，依月份別做全年性之篩檢調查，並以特定盛行地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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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地區)進行每月之鼠類誘捕及其外寄生病媒蜱樣本之採集工作，

隨後再藉由實驗室繼代培養及分類鑑定技術，以確認其生活世代及蜱

侵襲狀況之季節差異性。 

五.蜱種核酸物質（DNA）之製備及聚合脢鏈反應(PCR)試驗： 

    研究亦將採集得之各種不同地域或寄生宿主來源的蜱種，經由

-70℃冰凍處理後，以微組織勻質器（microtissue homogenizer）於

含有 100μl溶解緩衝液（TE buffer；10mM Tris-HCl，pH8.0/1 mM 

EDTA）之微量離心管內進行蜱組織研磨，研磨後之蜱組織液經由適當

離心處理以取其上清液，進行核酸物質之萃取（DNA extraction by 

Quiagen DNEasy Kit），萃取得之核酸物質則置入 4℃冰箱內保存備

用。實驗亦將利用既有文獻已建立之二組聚合脢鏈反應引子(PCR 

primers)(表一)，分別針對蜱粒腺體16S目標基因片段進行核酸增殖

之循環反應，其循環增殖之主要反應條件分別為:【93℃, 30 sec; 45

℃, 1 min; 72℃, 2 min】。而增殖反應後之核酸產物則以1.5%洋菜

凝膠片(agarose gel)進行電泳分析，並經由核酸染色劑(ethidium 

bromide)處理後以紫外光觀察箱進行核酸色帶(DNA bands)之比對分

析（27-29）。 

六.蜱種粒腺體基因片段之定序及其親源關係分析: 

以聚合脢鏈反應所得各蜱種之目標基因片段的增殖產物先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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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菜凝膠進行電泳檢視，以確定各基因片段之預期增殖產物之有無與

約略分子量大小後，以核酸純化試劑組(QIAquick PCR Purification 

Kit, QIAGEN Inc.)進行核酸純化，並利用各增殖片段之各對應引子

以進行聚合脢鏈反應後之核酸增殖片段的直接定序分析。而所使用之

自動核酸定序試劑組(ABI PRISM BigDye Terminator Cycle 

Sequencing Ready Reaction Kit, PE Applied Biosystems, USA)

可將已純化之各基因片段的增幅產物直接於自動定序儀(ABI PRISM 

377-96 DNA Sequencer, Perkin-Elmer, Cetus, USA)上進行定序分

析，並將核酸定序結果進行各蜱種核酸序列之排序和比較，其基因序

列之同質度（percent of homogenity）則以分析軟體（DNASTAR, USA）

進行序列比對，並據以分析各蜱種間之親源演化關係。 

 

【結  果】 

一、 主要病媒蜱種之形態學及掃描式電子鏡鑑定結果： 

本研究分別自台北市、台北縣、宜蘭縣、新竹縣、台中縣、台 

東縣、花蓮縣及外島地區之金門縣等地區採集得到包含各生活史時期

(life-cycle stages) 之九種現存蜱種，分別是台北市之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台北縣之卵形硬蜱  (I. ovatus)、粒形硬蜱  (I. 

granulatus)及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宜蘭縣之卵形硬蜱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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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atus)、粒形硬蜱 (I. granulatus)、台灣革蜱(Dermacentor taiwanensis)

及台灣血蜱(Haemophysalis formosensis)；新竹縣之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及微小牛蜱(B. microplus)；台中縣之鼯鼠硬蜱(I. kuntzi)；

台東縣之粒形硬蜱 (I. granulatus)；花蓮縣之銳跗硬蜱(I. acutitarsus)

及龜形花蜱 (Amblyomma testudinarium)和金門縣之粒形硬蜱  (I. 

granulatus) 及血紅扇頭蜱 (R. sanguineus)（表二），而其中又以血紅

扇頭蜱(R. sanguineus) (圖一)、台灣血蜱(Haemophysalis formosensis) 

(圖二)及採集自台東縣、花蓮縣及金門縣之粒形硬蜱(I. granulatus)為

主要蜱種，並藉由掃描式電子鏡鏡檢以呈現粒形硬蜱之分類顯微結構

(圖三及圖四)。 

二、 病媒蜱族群之季節盛行概況及寄生密度分析結果： 

    本研究亦針對金門地區鼠類宿主之體外寄生蜱密度(density)及季

節盛行率(seasonal prevalence)做全年性的篩檢調查，其結果顯示金門

地區鼠類之外寄生幼蜱族群主要在 6-11月份盛行(圖五)，其幼蜱平均

寄生密度則以九月份最高(2.52隻) (圖六)，稚蜱族群主要在 6-12月份

盛行(圖七)，其稚蜱平均寄生密度則分別以七月(4.3 隻)及十月份(3.9

隻)為較高(圖八)，而成蜱族群則主要在 1-6 月份盛行(圖九)，其成蜱

平均寄生密度則分別以三月(0.71 隻)及五月份(0.78 隻)為較高(圖

十)。總體而言，蜱寄生密度(包含所有生活世代)在金門地區鼠類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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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之平均 5.01隻蜱寄生數為最高、九月份之平均 4.04隻蜱寄生

數為居次高及一月份之平均 0.26 隻蜱寄生數為最低，其他月份之平

均寄生蜱數則在 0.49-3.53 隻之間，綜合上述結果可以顯示病媒蜱之

族群分佈及寄生密度具有季節性之差異特徵。 

三、 蜱種粒腺體基因片段之聚合脢鏈反應試驗結果： 

    本研究亦運用既有文獻已建立之二組聚合脢鏈反應引子(Primer 

sets of 16S a/ 16S b & 16S +1/ 16S -1)(表一)，分別針對蜱粒腺體16S

目標基因片段進行核酸增殖之循環反應，其增殖反應後產物於 1.5%

洋菜凝膠進行電泳檢視下，分別增殖得一大小約為 530 bp(圖十一)及

460 bp(圖十二)的粒腺體基因片段，其反應結果並呈現高度之專一性。 

四、 蜱種粒腺體基因片段之定序及其親源關係分析： 

    本研究隨後亦將增殖得之粒腺體基因片段，以核酸純化試劑組

(QIAquick PCR Purification Kit, QIAGEN Inc.)進行核酸純化及使

用自動核酸定序試劑組進行定序分析，各蜱種核酸序列之排序和比較

結果顯示其基因序列之同質度（percent of homogenity）在同一地

區內之相同蜱種間具有高度相似度(>90%)，但在不同地區或不同蜱種

間則具有較高之歧異性(>5-10%)，充分顯現蜱種間親源關係演化之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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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本研究工作乃國內首次針對台灣地區有關病媒蜱屬之篩檢調

查，雖因受限於各種人員、物力及其他特定因素之限制，本年度研究

成果仍充分顯示了台灣地區現存蜱種之狀況及寄生宿主之多樣性，若

綜合本研究室近年來野外採集篩檢結果顯示台灣地區之硬蜱種類繁

多，其中又以寄生在嚙齒類宿主身上之粒形硬蜱(I. granulatus)及

犬類宿主身上之血紅扇頭蜱(R. sanguineus)為主要病媒蜱種，而依據

病媒蜱之寄生宿主的螺旋體感染狀況進行比對，則以寄生在嚙齒類宿

主身上之粒形硬蜱為傳播萊姆病最可能之疑似病媒蜱種，但若依俗稱

狗蜱之血紅扇頭蜱屬在台灣地區犬類宿主寄生的普及性，其媒介病原

體之能力(vector competence)值得深入探究。 

本年度研究工作亦藉由野外採集及實驗室繼代培養技術成功的

維續多株分別採集自花蓮縣、台東縣及金門縣之硬蜱種株，並已可在

實驗室環境內維續完整的生活世代(亦即具備卵、幼蜱、稚蜱及成蜱

等各生活時期)，此項研究績效乃台灣地區首見成果，不但可以建立

台灣地區本土蜱種種系，更將有助於針對本土蜱種(tick species)之傳

播病原機轉、維存機制及其遺傳演化等相關學術研究，值得慶幸。 

由於蜱種系之確認對瞭解蜱族群之生存演化具有顯著意義，而常

見之蜱種鑑定方法分別依據形態學上之差異性(morp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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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地理區隔(geographical separation)、寄生宿主嗜好

(host preferences)、生活世代差異性(development time varies)、

染色體形態(chromosome morphology)、同功脢特性比較(allozyme 

frequency)及遺傳基因片段之定序分析(sequence analysis)等方法

而進行比對研究(30-32)，以便確認同屬不同種及不同亞種之病媒蜱，

並且目前研究文獻亦顯示利用核酸片段增殖及基因定序技術，針對蜱

種之粒腺體基因核酸(mitochondrial DNA)進行限制脢片段多型性

(RFLP)比對及基因定序分析(33-35)，更可有效區別各蜱種間之差異

性。因此，未來研究工作應藉由蜱粒腺體基因片段(mitochondrial 16S 

& 12S genes)之核酸增殖、限制脢片段多型性及基因定序等比對分

析，將可闡明台灣地區現存蜱種之種系親源關係，並建立台灣地區本

土性病媒蜱種之基本鑑定資料，以做為未來病媒管制及國家防疫工作

之參考。 

 

【結論與建議】 

國人由於休閒娛樂及職業上之需要，因而使得暴露在病媒蜱叮咬

環境之機率增加，相對的亦提高了蜱媒病原體感染之危險性。而本研

究結果所顯示台灣地區現存病媒蜱屬之種株及寄生宿主之多樣性，充

分闡示建立一套病媒蜱屬本土性基本資料之重要性，亦為如何有效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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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及預防蜱媒介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散播，開展守護把關之工作。茲就

病媒防治及國家防疫之觀點，提供建議如下： 

一. 強化民眾衛教宣導: 

    衛生防疫機關應主動的讓民眾瞭解有關病媒蜱種之基本醫學常

識（諸如：蜱傳播病原體種類、常見病媒蜱種之確認、居住環境之蜱

滋生源清除、家飼寵物的持續清潔維護及野外活動時之防蜱叮咬注意

事項），以提供適切的個人安全防護措施。 

二. 蜱傳播病原體之感染篩檢: 

    個人可依工作環境之蜱暴露狀況及旅遊經商之經常性，考慮是否

做不定期的血清學篩檢測試，而有關家飼寵物則建議做定期的血清學

篩檢，尤其是自高流行區域（國外或金馬離島地區）輸入之野生或豢

養動物則應予以強制性的防疫檢驗，以收早期診斷和及時治療的成

效。 

三. 積極建立本土蜱種之資料庫: 

   本土蜱種資料庫之建立除了可以提供學術研究之參考，更可提供

民眾做為確認遭蜱叮咬後之預防蜱媒介人畜共通病原體感染的衛教

參考，對於增進國民健康及強化蜱媒介新興感染症之防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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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及附圖】 

附表一：蜱粒腺體基因片段(16S)使用之聚合脢鏈反應引子對。 

附表二：台灣地區病媒蜱樣本之採集分佈統計表。 

附圖一：台灣地區扇頭蜱屬(Rhipicephalus sanguineus)之形態特徵。 

附圖二：台灣地區血蜱屬(Haemophysalis formosensis)之形態特徵。。 

附圖三：台灣地區粒形硬蜱(Ixodes granulatus)之掃描電子鏡圖譜。 

附圖四：台灣地區粒形硬蜱(Ixodes granulatus)之掃描電子鏡圖譜。 

附圖五：金門地區鼠類外寄生幼蜱(larvae)之月份別採集成果分析圖。 

附圖六：金門地區鼠類外寄生幼蜱(larvae)之月份別寄生密度分析圖。 

附圖七：金門地區鼠類外寄生稚蜱(nymph)之月份別採集成果分析圖。 

附圖八：金門地區鼠類外寄生稚蜱(nymph)之月份別寄生密度分析圖。 

附圖九：金門地區鼠類外寄生成蜱(adult)之月份別採集成果分析圖。 

附圖十：金門地區鼠類外寄生成蜱(adult)之月份別寄生密度分析圖。 

附圖十一：蜱粒腺體基因片段引子(16S a/ 16S b)之增殖產物圖。 

附圖十二：蜱粒腺體基因片段引子(16S +1/ 16S -1)之增殖產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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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蜱粒腺體基因片段(16S)使用之聚合脢鏈反應引子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imer  Oligonucleotide sequence      Target     Product 

sets            gene   Size(b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Sa  5’-CGCCTGTTTATCAAAAACAT-3’      mt-16S-rDNA   530 

16Sb 5’-CTCCGGTTTGAACTCAGATC-3’           ditto 

16S+1 5’-CTGCTCAATGATTTTTTAAATTGCTGTGG-3’  ditto     460 

16S-1 5’-CCGGTCTGAACTCAGATCAAGT-3’          ditto     46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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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台灣地區病媒蜱樣本採集分佈統計表 
           蜱種生活時期(Stage) 
地區別  蜱種別(Speci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rea)        幼蜱(larval) 稚蜱(nymph) 成蜱(adult) 

 
台北市  R. sanguineus   +    +     + 
 
台北縣  Ixodes ovatus   －    +     + 
    

I. granulatus   －    +     + 
    

R. sanguineus   +    +     + 

宜蘭縣  Ixodes ovatus   －    +     + 

   I. granulatus   －    +     + 

   D. taiwanensis   －    +     + 

   H. formosensis   +    +     － 

新竹縣  R. sanguineus   －    +     + 

   B. microplus    －    －     + 

台中縣  I. kuntzi     －    +     － 

花蓮縣  I. acutitarsus   －    －     + 

   A. testudinarium   －    －     + 

台東縣  I. granulatus   +    +     + 

金門縣  I. granulatus   +    +     + 

   R. sanguineus   +    +     + 
Note: R.s.=Rhipicephalus sanguineus；D.t.=Dermacentor 
taiwanensis；H.f.=Haemophysalis formosensis；B.m.=Boophilus 
microplus；A. testudinarium=Amblyomma testudin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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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台灣地區扇頭蜱屬(Rhipicephalus sanguineus)之稚蜱

(上圖)及成蜱(下圖)可見明顯之花緣(festoom)及顎
基外突等形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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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台灣地區血蜱屬(Haemophysalis formosensis)之稚蜱

(上圖)及成蜱(下圖)可見明顯之花緣(festoom)及鬚
肢(palp)第二節外突等形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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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台灣地區粒形硬蜱(Ixodes granulatus)成蜱之掃描電

子鏡圖像於假頭顎基部可見耳狀突(上圖)及口器上
具有明顯之 3/3齒列(下圖)等型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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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台灣地區粒形硬蜱(Ixodes granulatus)成蜱之掃描電

子鏡圖像可見明顯之內、外刺(距)、生殖孔、第一
和第二對足基部之半透明附膜(上圖箭頭所示)、肛
溝、肛門及氣孔板(下圖箭頭所示)等型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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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十一：蜱粒腺體基因片段引子(16Sa & 16Sb)之聚合脢鏈

反應增殖產物(Lane 1-5：金門各地區蜱樣本；Lane 
6：美洲地區蜱樣本；Lane 7-9：台灣各地區蜱樣
本；Lane N：negative control)。 

 
 
 
 
 
 
 
 
 
 
 
 
 
 
附圖十二：蜱粒腺體基因片段引子(16S+1 & 16S-1)之聚合脢

鏈反應增殖產物(Lane 1-5：金門各地區蜱樣本；
Lane 6：美洲地區蜱樣本；Lane 7-9：台灣各地區
蜱樣本；Lane N：negative contr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