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水產動物疫情通報系統病名修正對照表（病毒性）
代碼
VF001

修正名稱

說

明

魚類病毒性出血性敗血 魚類病毒性出血性敗血 不修正。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
病
病
為 Rhabdoviridae Novirhabdovirus。

VF002 魚類傳染性胰壞死病
VF003

現行名稱

魚類傳染性胰壞死病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Birnaviridae

Aquabirnavirus。

魚類傳染性造血組織壞 魚類傳染性造血組織壞 不修正。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
死症
死症
為 Rhabdoviridae Novirhabdovirus。
修正為鮭魚類迴旋病並移至寄生蟲
病。本病病原為 Myxosoma cerebralis
非病毒性疾病。

VF004 鮭魚類迴旋病

魚類迴旋病

VF005 鯉魚春季病毒血症

鯉魚春季病毒血症

VF007 魚類紅血球壞死症

魚類紅血球壞死症

刪除本命名，因與病毒性紅血球壞死
病為同一疾病。

VF008 病毒性紅血球壞死病

病毒性紅血球壞死病

不修正。

VF010 河鯰疱疹病毒症

河鯰疱疹病毒症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Herpesviridae
Ictalurivirus。

VF011 鰻魚棒狀病毒症

鰻魚桿狀病毒症

改為棒狀病毒，病原為 Rabdovirus。

VF012 對蝦桿狀病毒症

對蝦桿狀病毒症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Baculoviridae
Nucleopolyherdovirus。

不修正。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
為 Rhabdoviridae Vesicul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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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013 草蝦桿狀病毒症

草蝦桿狀病毒症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Baculoviridae
Nucleopolyherdovirus。

VF014 中腸腺壞死桿狀病毒症

中腸腺壞死桿狀病毒症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Baculoviridae
Baculovirus。
建議刪除。與 VF025 同。
建議刪除。

流行性潰瘍症候群

移至黴菌，中文名稱亦修正與英文名
稱相符。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
為 Aphanomyces invadans。

VF018 黃頭病

黃頭病

不修正。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
為 Roniviridae Okavirus。

VF019

傳染性皮下及造血組織 刪除。與 VF026 同。
壞死症

VF020

櫻鳟病毒病

刪除。本病只限日本發生。

VF021

病毒性腦病和視網膜病

與 VF029 相同。

VF022 傳染性鲑類貧血症

傳染性鲑類貧血症

不修正。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
為 Orthomyxoviridae Isavirus。

F017 流行性潰瘍症候群

鮑魚疱疹病毒症
VF023 Infection with abalone
herpesvirus
紅海鯛虹彩病毒病
VF024
Red sea bream

鮑魚病毒性死亡病

中英文名稱均修正。本病為 OIE 表列
abalone 疾病其病原為 Abalone herpesvirus。

Infection with
herpes-like virus
紅海鯛虹彩病毒病 Red 修正英文名。本病為乙類動物傳染病
sea bream iridovirus 及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為 Iridovir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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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doviral disease
VF025 陶拉症候群

disease

Megalocytivirus。

陶拉症候群

不修正。本病為乙類動物傳染病及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為 Dicistroviridae。

不修正。本病為乙類動物傳染病及 OIE
傳染性皮下及造血組織壞 傳染性皮下及造血組織
表列疾病其病原為 Parvoviridae
VF026
死症
壞死症
Brevidensovirus。
VF027 淡水長腳大蝦白尾病

VF028

白尾病

修正。本病為乙類動物傳染病及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為 Nodaviridae
Nodavirus。

石 斑 魚 虹 彩 病 毒 症
石斑魚虹彩病毒症
(grouper iridovirus)

不修正。本病為丙類動物傳染病表列
疾病其病原為 Iridoviridae Ranavirus。

台灣石斑魚虹彩病毒症
(Taiwan grouper

新增。本病為臺灣特有疾病特別增
加，原通報系統無。

iridovirus)
修正中文名。本病為丙類動物傳染病
石斑神經壞死病毒症(病 石斑神經壞死病毒感染
表列疾病其病原為 Nodaviridae
VF029
毒性腦病和視網膜病)
症
Nodavirus。
VF030

錦鯉疱疹病毒病
Koi herpesvirus disease

錦鯉疱疹病毒

修改中文名稱。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
其病原為 Herpesridae koi herpesvirus。
修正中文名稱。本病為乙類動物傳染

VF031 白點病(蝦類)

白點病

病及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為
Nimaviridae Whisp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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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032 蛙虹彩病毒症

蛙類蛙病毒

修正中文名稱。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
其病原為 Iridoviridae Ranavirus。

VF033 傳染性肌肉壞死症

傳染性肌肉壞死症

不修正。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
為 Totiviridae Totivirus。

水產動物疫情通報系統病名修正對照表（細菌性）
代碼
BF001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愛德華氏菌症

愛德華氏病(鰻魚肝腎病)

Edwardsiellosis

Edwardsiellosis(E. tarda)

說

明

中英文均修正。
修正中文名稱。本病病原為

BF002 冷水魚類細菌性腎病

魚類細菌性腎病

Renibacterium salmoninarum 革蘭氏陽性

菌。
BF003 魚類細菌性鰓病

細菌性鰓病

修正中文名稱。本病病原為
Flavobacterium branchiophilum 革蘭氏
陰性菌。

BF004
BF005 鰻魚紅點病
BF006 蛙紅腿病

鰻魚紅點病
Red spot disease of eel
紅腿病

不修正。Pseudomonas anguilliseptica 會
引起紅點病，為日本鰻魚的主要疾病，
主要發生在春天低水溫期間。
修正中文名稱。通常指青蛙的細菌性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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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
BF007 鰻魚赤鰭病

鰻魚赤鰭病

不修正。通常指鰻魚感染 Aeromonas
hydrophila 所造成的敗血症。

柱狀病

刪除，本病病原為 Flexibacter
columnaris。

爛鰓病

刪除，為柱狀病早期名稱。

BF008
BF009
BF010

Gill rot
尾柄病（冷水病）

BF011

通常指草魚感染 Aeromonas hydrophila
或 A. sobria 所造成爛尾。

BF012
BF013

虱目魚弧菌症
Vibrosis of milkfisk

虱目魚紅斑病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Vibrio anguillarum。
刪除，與 BF001 同。E. tarda 為兼性厭氧菌

BF014

(Holt et al 1994)，cytochrome oxidase 陰性，

氣腫性腐敗病

indole 陽性，會產 H2S，因此本病亦稱為氣
腫性腐敗病 (emphysematous putrefactive
disease)。

BF015
BF016
BF017 運動性產氣單胞菌病

假單胞菌病

刪除，主要病原菌為 Pseudomonas

Pseudomonad septicaemia
運動性產氣單胞菌病

aeruginosa，20 多年未發生。

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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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le Aeromonad Disease Motile Aeromonad Disease

BF018

BF019

魚類分枝桿菌症

魚分枝棒狀桿菌病

Mycobacteriosis of fish

Mycobacteriosis of fishes

鮭鱒魚類癤瘡病

癤瘡病

Furunculosis

Furunculosis

修正中文名稱。本病亦常見於高經濟價
值的魚種如鯛科、鱸科、鯉科的魚種。
引起魚類感染之分枝桿菌有
Mycobacterium marinum，M. chelonae，
M. fortuitum，M. abscessus，M.
neoaurum，M. poriferae，M.
scrofulaceum，M. shottsii，M.simiae，
M. chelonei，M. piscium，M. chesapeaki
等。
修正中文名稱。本病病原為 Aeromonas
salmonicida。在蘇格蘭鮭魚孵化場，引
起鮭魚孵化時嚴重的損失。

立克次體樣病

修正中文名稱。其中 Francisella
noatunensis 為造成吳郭魚內臟多發肉
芽腫的致病菌。

BF021 殼病（褐點病）

殼病（褐點病）

刪除，本病病原無特定病原。常見
Pseudomonas spp、 Vibrio spp 或
Flavobacteriaceae spp。

BF022 黑鰓病

黑鰓病

BF023 螯蝦瘟

龍蝦瘟

BF020

法朗西斯菌症
Francisellosis

刪除，移列黴菌類疾病。本病病原為
Fusarium coeruleum 屬於黴菌類。
修正中文名稱並移列黴菌類疾病。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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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024

BF025

Crayfish plague

為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為 Aphanomyces
astaci 屬於黴菌類。

親水性產氣單胞菌

刪除，因與 BF017 相同。

Aeromonas hydrophila
新增本病並修訂英文名稱。魚類鏈球菌
症，主要病原有 Streptococcus iniae，

魚類鏈球菌症

魚類鏈球菌症

Streptococcosis of fish

Streptococcosis of fishes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S. dysgalactiae
and Lactococcus garvieae 等。

奴卡氏菌症

奴卡氏菌病

Nocardiosis

Nocardiosis
鱒鮭立克次體病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Nocardia seriolae
可造成多種魚類全身性肉芽腫的病變。

BF026
BF027
BF028
BF029
BF030
BF031
BF032
BF033
BM028

RF001 鱒鮭立克次體病

不修正。

Piscirickettsiosis

BM009
Guid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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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動物疫情通報系統病名修正對照表（寄生蟲性）
代碼
PF001

PF003
PF005

修正名稱
海水白點蟲症

白點蟲症

Cryptocaryoniasis
淡水白點蟲症

Cryptocaryoniasis

Renal dropsy of goldfish
鮭鱒類迴旋病

Renal dropsy of goldfish
鮭類迴旋病

Whirling disease
波納米亞蟲症

Whirling disease

Haplosporidiosis
牡蠣波納米亞蟲症

伯納米病
Bonamiosis
單倍體孢子蟲病
Haplosporidiosis

PF010
Infection with Mikrocytos

修正中文名稱。並新增淡水白點蟲症。
本病病原為 Cryptocaryon irritans。

本病病原為 Sphaerospora auratus（屬於
粘液孢子蟲門），好發金魚。
修正中文名稱。本病病原為 Myxobolus
cerebralis。
中英文名稱均修改。本病為 OIE 表列
疾病其病原為 Bonamia exitiosus（屬原
蟲類）。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Haplosporidiun
nelsoni，主要感染牡蠣。
新增此疾病。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其
病原為 Bonamia ostreae（屬原蟲類）。

Infection with Bonamia
ostreae
微細胞病

明

multifiliis 寄生於淡水魚類。
腎性腹水症

exitiosa
單倍體孢子蟲症

說

新增淡水種白點蟲 Ichthyophthirius

Ichthyophthiriasis
金魚腎性腹水症

PF007 Infection with Bonamia

PF008

現行名稱

微細胞病
Mikrocytosis

英文名稱均修改。本病為 OIE 表列疾
病病原為 Mikrocytos roughleyi，主要感
染牡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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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ini

PF011

HF001

奧爾森柏金斯病

柏金斯病

Infection with Perkinsus olseni

Perkinsosis

海洋柏金斯病

柏金斯病

Infection with Perkinsus marinus

Perkinsosis

錨蟲症

錨蟲症

Lernaea infection

Lernaea infection

中英文名稱均修改。本病為 OIE 表列
疾病其病原為 Perkinsus olseni，主要感
染軟體動物（含牡蠣）。
中英文名稱均修改。本病為 OIE 表列
疾病其病原為 Perkinsus marinus，主要
感染特定牡蠣。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Lernaea spp.，主
寄生養殖及野生淡水魚類或偶見寄生
於兩棲類。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Gyrodactylus spp.

HF002

HF003

指環蟲症

指環蟲症

Dactylogyriasis

Dactylogyriasis

車輪蟲症

車輪蟲症

Trichodiniasis

Trichodiniasis

及 Dactylogyrus spp. 。本病原均屬單殖
吸蟲類 (Monogenean trematodes)，具有
直接的生活史，高病原性，皮膚及鰓部
的專性 (obligatory parasites) 寄生蟲。
蟲體長約 0.1~0.8 mm，具有一特徵性的
吸盤，其有大型及小型鈎排列。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Trichodinella spp.
車輪蟲科(Trichodinidae)內分七屬：
Trichodina，Hemitrichodina，Vachomia，
Paratrichodina，Triparti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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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hodinella，Dipartiella。型態大致相
似，引起的病都叫做「車輪蟲症」。外
表像一車輪，中央具有車軸。以週緣的
纖毛運動。一般而言，大於 90 um 寄生
皮膚者，有較多的寄生宿主；小於 30 um
寄生鰓者，寄生在較少的魚種。病原若
離開魚體約可存活 1 到 2 天。
HF004

鐘形蟲症

鐘形蟲症

Epistyliasis

Epistyliasis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Epistyliasis sp. 鐘
形蟲屬原生動物纖毛蟲門 (Ciliophora).
蟲體長 200-250 um。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Ichthyobodo
necator，蟲體大小為
5.5-11.5×3.1-8.6µm，當離開宿主的個體

HF005

昏睡病(口絲蟲症)
Ichthyobodiasis (costiasis)

正面呈卵形，在一邊有一條鞭毛溝。溝
的前端有 1 個由 2 個基粒組成的生毛
昏睡病(口絲蟲症)
體，由此向後生出 2 條鞭毛。蟲體中部
Ichthyobodiasis (costiasis) 有一個圓形胞核，核中央有顯著的核內
體。蟲體側面觀略似湯匙樣形態，寄生
於宿主表皮細胞上的蟲體，略似棃形，
前端略細呈吸盤狀，並生出指狀突起插
入宿主上皮細胞，此時則不易見到鞭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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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006

HF007
HF008

HF010

HF011

HF013
HF014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Heterosporis
anguillarum，目前證實水平感染，主要
感染日本鰻，身體變形呈現凹凸狀、皮
膚下出現白點，白點病灶集中在肛門前
的腹部位置、軀幹肌肉凹陷及液化壞
死。

鰻魚凹凸病

鰻魚凹凸病

Pleistophoriasis

Pleistophoriasis

微孢子蟲症

微孢子蟲症

不修正。為魚蝦致病原。

Microsporidiosis
尾孢子蟲症

Microsporidiosis
黏液孢子蟲症

修正中文名稱。

Henneguyiasis

Henneguyiasis

魚蛭

魚蛭

Leech

Leech

不修正。Glossiphoniidae 科為感染淡水
魚的水蛭，型態呈扁平，前端有不明顯
的吸盤；Piscicolidae 科為感染海水魚，
圓柱狀的體型，前端有個顯著的鐘型吸
盤。
修正中文名稱。鰾線蟲為屬於線型動物
門，線蟲類中之 Anguillicola grobiceps
及 A. crassa 二種，主要寄生在於鰻魚或
其他養殖淡海水魚之鰾內。

鰻魚鰾線蟲症

鰾線蟲症

Anguillicolaosis

Anguillicolaosis

黃疱症

黃庖症

修正中文名。

Clinostomrmiasis

Clinostomrmiasis
蝦白化症

刪除。與微孢子蟲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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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015

斜管蟲症
Chilodenella
類斜管蟲症

Cotton shrimp disease
斜管蟲症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Chilodonella spp. 。

Chilodenella
新增此疾病。

Brooklynelliosis

HF017

HF018

HF019

杯狀蟲症

杯狀蟲症

Ambiphyra infection

Ambiphyra infection

卵圓鞭毛蟲症

卵圓鞭毛蟲症

Amyloodiniasis

Amyloodiniasis

鰻魚擬指環蟲症

擬指環蟲症

Pseudodactylogyridiasis

Pseudodactylogyridiasis

不修正。杯狀蟲四種病原包括
Glossatella、Apiosoma、Ambiphrya、
Scyphidia等四類改為Apiosoma
(Glossatella)、Ambiphrya(Scyphidia)
等兩類。
不修正。本病病原為 Amyloodinium
ocellatum 感染後的臨床症狀包括換氣
速度加快、食慾下降、磨擦身體、集體
浮於水面、行動遲緩、移動麻痺、鰓蓋
逆立，鰓部的病變包括上皮細胞的膨大
及增生、炎症反應、鰓絲的出血及壞
死，感染 12 小時後通常因組織的破壞
及嚴重缺氧而死亡。
修正中文名。擬指環蟲
（Pseudodactylogyrus spp.）
基本蟲體構造與指環蟲相似，而主要區
別在於聯結片的位置組成及只具 1 個
前列腺儲囊，而且本蟲具有 7 對胚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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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緣小鈎，1 對特殊的中央大鈎，中
央大鈎的內突基甚為發達。專主寄生鰻
魚類鰓部組織，如 Pseudodactylogyrus
bini。
HF020

三代蟲症

三代蟲症

Gyrodactylus infection

Gyrodactylus infection

鮭魚三代蟲症

大西洋鮭魚三代蟲症

不修正。病原為 Gyrodactylus spp.，但
不包括 Gyrodactylus salaris。
修正中英文名稱。本病為 OIE 表列疾
病其病原為 Gyrodactylus salaris 主要感
染鮭魚。

HF021 Gyrodactylosis(Gyrodactylus
Gyrodactylus infection
salaris)
魚虱感染
魚虱症
中英文名稱均修改。淡水魚虱（Argulus
HF022
Fish lice infection
Fish lice(Argulus infection) spp.）、海水魚虱（Caligus spp.）、
血變形蟲感染症
刪除。因本病為鴿子病名，非水產動物
HF023
疾病。
Haemoproteus infection
英文名稱修改。具一條鞭毛的魚類住血
原蟲。常見的有 2 種，Try. carassii
魚錐蟲症
(Try. danliewski)感染淡水魚，包括
魚錐蟲病
金魚、鯉魚、丁鱖 tench、鰻魚、大眼
HF024 Trypanosomiasis
Trypanosomiasis of Fish
鱖 (Saccobranchus fossilis)。Trp.
(Trypanosomosis) of Fish
murmanense 感染海水魚，包括鱈魚、比
目魚、鰻魚等 13 種。
Trypanoplasmiasis
魚雙鞭毛錐蟲症

新增

新增病名。具有雙鞭毛，有 T. borreli
感染金魚、鯉魚、鯉科魚類。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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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mositica 感染鮭科魚類。T.
bullocki 感染海水魚。
Guide line

水產動物疫情通報系統病名修正對照表（黴菌性）
代碼

FF001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水黴菌症

水黴菌病

Saprolegniasis

Saprolegniasis

說

明

不修正。主要病原來自卵菌綱(Class
Oomycetes)、水黴菌目
(Saprolegniales)、水黴菌科
(Saprolegniaceae)下的綿黴菌屬(Achlya)
及水黴菌屬(Saprolegnia)兩屬。最常分
離到的水黴菌為：Saprolegnia parasitica
及 S. diclina。

FF002

FF003

魚孢黴菌症

魚孢黴菌病

Ichthyophoniasis

Ichthyophonus disease

鰓黴菌症

鰓黴菌病

Branchiomycosis

Branchiomycosis

FF006 長臂大蝦類酵母菌症

長腳大蝦酵母菌病

修正中文病名。本病病原為
Ichthyophonus hoferi。
修正中文病名。鰓黴病
(Branchiomycosis)為一種侵犯魚類鰓組
織的黴菌性疾病，病原可分成
Branchiomyces sanguinis and
Branchiomyces demigrans 兩種。
修正中文病名。病原為 Metschnikow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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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st infection of shrimp
FF007

Yeast infection of shrimp
長腳大蝦酵母菌病

pulcherrima。
刪除。

Yeast infection of shrimp
新增。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為
Aphanomyces invadans。

VF017 流行性潰瘍症候群

新增。本病為 OIE 表列疾病其病原為

BF023 螯蝦瘟

Aphanomyces astaci 屬於黴菌類。

Guide line

水產動物疫情通報系統病名修正對照表（其他）
代碼

修正名稱

NM010 氣泡病
OM003 病因不明
OM004 水質不良

現行名稱

說

氣泡病

不修正

Gas bubble disease
病因不明

不修正

水質不良

不修正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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