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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傳染病是由微生物（包括病毒、細菌、黴菌或
寄生蟲等）感染人體而發病的總稱。

傳染途徑若是經由母體將微生物經過胎盤傳給
胎兒者稱之為垂直感染（Vertical transmission）；
若經由空氣、水、食物、飛沫或接觸將致病的
微生物傳給他人者稱之為水帄感染（Horizontal

transmission）

垂直感染的影響範圍較小，但水帄感染則可一
傳十，十傳百的傳給他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就
可波及到成千上萬的人，影響深遠。



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

新興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自1973 年以後，每隔3 到5 年就不斷的
有新品種的微生物感染人類，發生率有快速增
加的趨勢，且在地理分佈上有迅速擴張的情形
，甚至發展出新的抗藥性機制等之傳染病。

再浮現傳染病(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曾經發生過已被醫學專家控制的
傳染病又再度死灰復燃，再度流行的傳染病。



新病原/新病症：HIV/AIDS， SARS、COVID-19

舊病原/新病症：漢他病毒Hantavirus /HPS、漢他病
毒肺症候群

舊病原/新地盤：日本腦炎病毒JEV/Australia

舊病原/新株種：霍亂弧菌Vibrio cholerae O1/O139

舊病原/新宿主：禽流感Avian influenza 
virus/Human

舊病原/復發流行：登革熱 Dengue virus/Americas

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型態



1976 年以後發生的新興傳染病

 1976 退伍軍人症（ Legionnaire’s disease）、 伊波拉出血熱 （Ebola 
Hemorrhagic fever）

 1977 萊姆病 （Lyme disease）

 1982 新型大腸菌 （E. coli O157：H7）

 1983 愛滋病 （HIV/AIDS）

 1988 C-型肝炎 （Hepatitis C）

 1991 新型霍亂 （Cholera O139）

 1993 漢他病毒肺症候群 （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

 1994 新型變異性庫賈氏病 （New-variant CJD）

 1997 香港禽流感 （Hong Kong avian influenza）

 1998 腸病毒71型 （Enterovirus 71）

 2003 煞士（SARS）

 201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108年12月中國武漢傳出多名患者罹患不明原
因肺炎，109年1月12日經世界衛生組織（WHO
）正式命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
nCoV）。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9年1月15日
公告「2019新型冠狀病毒」引發之「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為第
五類法定傳染病。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新冠肺炎(COVID-19)是冠狀病毒感染所引起。

冠狀病毒(CoV)為一群有外套膜之RNA病毒，外表為圓

形，在電子顯微鏡下可看到類似皇冠的突起。

冠狀病毒會引起人類和脊椎動物的疾病，屬於人畜共

通傳染疾病。已知會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有7種，包

括alpha CoV的HCoV-229E , HCoV-NL63以及beta CoV

的HCoV-HKU1, HCoV-OC43, MERS-CoV, SARS-CoV, 和

最新發現的2019-nCoV。

致病原



冠狀病毒科的動物宿主包括蝙蝠（最大宗）、豬

、牛、火雞、貓、狗、雪貂等。並有零星的跨物

種傳播報告。

引起COVID-19之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是否有

動物宿主，仍待研究與證實。

宿主



目前對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的完整傳播途徑，尚
未完全瞭解。

當2019年12月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發生初期，案例
多數曾至有賣野味的華南海鮮市場活動，此市場的環
境檢體雖檢出SARS-CoV-2，但感染源與傳播途徑仍無
法釐清。

從確診個案之流病調查與實驗室檢測得知，藉由近距
離飛沫、直接或間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口鼻分泌物、或
無呼吸道防護下長時間與確診病人處於2公尺內之密閉
空間裡，將增加人傳人之感染風險。

人類COVID-19病例，亦可能自糞便檢出SARS-CoV-2核
酸陽性，但是否具傳染性，仍待研究證實。。

傳染途徑



潛伏期: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告，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至發病之潛伏期為1至14天（多數為5至6
天）。 。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資訊，確診病人發病前2天即可能
具傳染力。另，確診病人發病後呼吸道病毒持續排出
（viral shedding），期間仍無法正確得知。

依國內經驗與國際文獻得知，確診病人上呼吸道檢體
可持續檢測SARS-CoV-2核酸陽性帄均達兩週以上，且
下呼吸道檢體檢出病毒的時間可能更久。

潛伏期及可傳染期



目前已知罹患COVID-19確診個案之臨床表現包含發燒
、乾咳、倦怠，約三分之一會有呼吸急促。其他症狀
包括肌肉痛、頭痛、喉嚨痛、腹瀉等，另有部分個案
出現嗅覺或味覺喪失（或異常）等。

依據目前流病資訊，患者多數能康復，少數患者嚴重
時將進展至嚴重肺炎、呼吸道窘迫症候群或多重器官
衰竭、休克等，也會死亡。

死亡個案多具有潛在病史，如糖尿病、慢性肝病、腎
功能不全、心血管疾病等。報告指出，約有14%出現
嚴重症狀需住院與氧氣治療，5%需加護病房治療。

COVID-19患者以成人為主，少數兒童個案多為其他確
診成人患者之接觸者或家庭群聚相關，兒童個案大多
症狀輕微，但也有零星死亡個案，唯死亡原因與SARS-CoV-2
相關性仍調查中。

臨床表現與嚴重程度



診斷
冠狀病毒不容易以組織培養方式分離出來。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連鎖反應）
為人類冠狀病毒之檢驗首選，且可研究其流行病學與
病毒演化。也可採行免疫螢光抗原染色法。

治療
目前所有的冠狀病毒並無特定推薦的治療方式，多為

採用支持性療法。SARS流行期間曾有許多抗病毒藥物
被使用來治療病患，但其效果均未被確認。

診斷與治療



關注並配合中央疫情中心最新公告防疫政策；

維持手部衛生（尤其飯前與如廁後）、手部不清潔時不觸
碰眼口鼻；

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並維持社交
距離（室外1公尺，室內1.5公尺）；

減少探病與非緊急醫療需求而前往醫院；

居家檢疫、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者，請遵守相關規範

如身體不適時應停止上班上課，先留在家中觀察、休息；
需要時請主動聯繫衛生單位就醫時請說明旅遊史、接觸史
、職業以及周遭家人同事等是否有群聚需求。

接種COVID-19疫苗

預防方法







國際旅遊疫情建議



截至目前國內累計205,578例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相關通報(含203,630例排除)，其中1,121
例確診，分別為989例境外移入、84例本土病
例，36例敦睦艦隊、2例航空器感染、1例不
明及9例調查中；另1例(案530)移除為空號。

確診個案中12人死亡、1,051人解除隔離、58
人住院隔離中。(資料來源:TCDC)

國內疫情監測



本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通報，統計至
110年4月29日止，累計988例(含社區通報檢
測659例)，其中977例排除、11例陽性 。

本市疫情監測



COVID-19疫苗政策說明















































新型A型流感
（Novel Influenza A Virus 

Infections）

資料來源:TCDC





致病原

根據文獻回顧，全球曾出現造成新型A型流感
病例的禽流感病毒包括H5N1、H5N6、H6N1、
H7N2、H7N3、H7N4、H7N7、H7N9、H9N2、
H10N7、H10N8等亞型，各亞型對人類疾病嚴
重度高低如下:

疾病嚴重度高: H5N1、H5N6、H7N7、H7N9、
H10N8；

疾病嚴重度低: H1N1v、H1N2v、H3N2v、
H6N1、H7N2、H7N3、H7N4、H9N2、H10N7。



流行病學

大多數造成新型A型流感個案的動物流感病毒
因尚未完全適應人體，故感染能力僅限於動
物傳人。

其中，H5N1及H7N9曾出現極少數家庭或醫院
內群聚案例，故不排除有侷限性人傳人的可
能性，惟目前仍無證據顯示有持續性人傳人
的現象。



傳染窩

野生水禽是大多數動物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
，另外包括雞、鴨等家禽及豬等家畜也有可
能是自然宿主，因此感染動物流感病毒的動
物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的傳染窩，多數新型A型
流感確定病例均具有禽類接觸史或活禽市場
暴露史。



傳染途徑

目前尚無足夠證據確定新型A型流感病例透過
何種途徑染病。

一般來說，動物流感病毒會存在於受感染動
物的呼吸道飛沫顆粒及排泄物中，推測人類
主要應是透過吸入及接觸病毒顆粒或受污染
的物體/環境等途徑而感染。



潛伏期

依現有人類確定病例之流行病學研究結果，
大多數新型A型流感病例的潛伏期在1~10日之
間，且不同亞型之流感病毒可能有差異。目
前我國採用10日作為估計潛伏期之上限。



可傳染期

目前尚無足夠證據確定新型A型流感個案的可
傳染期，但依據文獻報告資料推估，可傳染
期大約是以個案症狀出現前1天至症狀緩解後
且檢驗病毒陰性後為止。



感受性及抵抗力

人類對於各種造成新型A型流感病例的動物
流感病毒之感受性及抵抗力不同。

一般來說，感染後免疫系統會針對此次感
染之病毒產生抗體，但此抗體是否能夠產生
足夠保護力則無法確定。



臨床症狀

輕症病例的臨床表現則包括類流感症狀及結
膜炎等。

重症病例的臨床表現多為早期出現發燒、咳
嗽及呼吸短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而後
快速進展為嚴重肺炎，可能併發急性呼吸窘
迫症候群、敗血性休克及多重器官衰竭而死
亡；



抗病毒藥物治療



預防方法(1)

勤洗手，雙手不碰觸眼口鼻

避免接觸禽鳥及其分泌物，若不慎接觸，應馬上洗手

禽肉及蛋類要徹底煮熟。

料理生鮮禽畜肉品及蛋類應立即洗手，刀具、砧板也
要徹底清洗後才能再度使用。

不要購買或飼養來源不明或走私的禽鳥。

非必要或無防護下，避免到生禽宰殺處所、養禽場及
活禽市場等。

禽畜業工作者於作業過程時，應穿戴個人防護裝備，
工作後，應做好清消工作。



一般民眾帄時應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注意飲食
均衡、適當運動及休息，維護身體健康。

有禽鳥接觸史、流行地區旅遊史的民眾，若出現發
燒、喉嚨痛、咳嗽、結膜炎等症狀，請戴口罩儘速
就醫，並主動告知接觸史、工作內容及旅遊史等。

保持空氣流通，咳嗽、打噴嚏需遮掩口鼻，若出現
發燒、咳嗽、喉嚨痛等呼吸道症狀，應戴口罩並就
醫。

生病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課。

預防方法(2)



狂犬病
（Rabies）



狂犬病

是人畜共通疾病，由狂犬病毒(麗莎病毒屬)引起的神經
性疾病， 通常在哺乳動物間傳播；患有狂犬病之動物
，其唾液中含有病毒，狂犬病病毒隨著動物的唾液，透
過動物抓、咬的傷口進入人體。

 所有溫血動物都有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分佈90%以
上在野生動物(鼬鼠、浣熊、蝙蝠、狐狸)身上。開發中
國家，以犬、貓為主要的傳染窩；而野生哺乳類動 物
也可能造成疾病的傳播。

是一種急性病毒性腻脊髓炎，一旦發病後，致死率幾乎
達100％，但如能在動物咬傷後，及時就醫，接受狂犬
病暴露後預防接種，可以有效的降低發病的風險。

是極少數可以在感染後施打疫苗治療的疾病。



流行病學

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均有狂犬病，除南極洲以外
， 其他各洲都存在狂犬病。

全球每年約有59,000-61,000人死於狂犬病，95%以
上的人類死亡病例發生在亞洲和非洲。

亞洲國家以印度、中國大陸、菲律賓及印尼病例數最
多，印度每年死亡人數約20,000人，中國大陸每年死
亡約6,000-7,000人。

依據農委會公告，目前無動物狂犬病病例國家或地區
(非狂犬病疫區)，包括英國、瑞典、冰島、愛沙尼亞
、 挪威（Svalbard群島除外）、紐西蘭、澳大利亞
、日 本、新加坡、美國夏威夷州及關島等。



全球狂犬病疫情現況

人類狂犬病通常是被已受感染的動物深度咬傷或抓
傷後感 染狂犬病，99%的人類狂犬病病例是由罹患
狂犬病的犬類傳染至人類。

被疑似罹患狂犬病動物抓咬傷的受害者中，約有40%
是15歲以下的孩童。

每年全世界約有1,500多萬人接受暴露後狂犬病疫苗
預防接種。

目前雖已有人類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可預防人
類狂犬病，但仍有部分落後貧困國家的人民，無法
獲得醫療資源 接受接種。



臺灣人類狂犬病疫情

日治時代，即有狂犬病發生的紀錄，從西元1900年起於文獻記
載至少11起，發生的地區包括了臺灣南部及北部。

 淡水獸疫血清製造所（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前身）於1930
年製造狂犬病不活化疫苗，提供動物預防注射，嚴格執行犬籍
登記及野犬撲殺，而人用狂犬病疫苗則在熱帶醫學研究所製造
，提供遭受動物咬傷者的治療及預防注射用，此後人類狂犬病
的病例逐漸減少，疫情終至消除。

自1947年由上海傳入臺灣造成流行，其後因透過家犬接種、捕
殺野 狗等措施控制動物傳染窩，並推行相關檢疫及防疫工作
，故自1959年起，即不再有人的病例發生，而自1961年起，亦
未再出現動物的病例。

 台灣1961年至2013年7月逾50年，未再發現動物狂犬病疫情，
該期間屬於國際間少數的狂犬病非疫區。



感染途徑

經患有狂犬病動物咬傷

動物唾液中含有病毒，可經由抓、咬(或經由皮膚
傷口黏膜)而進入人體。

非經動物咬傷感染

蝙蝠山洞內吸入病毒顆粒、實驗中吸入含有病毒
顆粒的氣溶膠或移植已感染狂犬病毒的器官而感
染，過去曾發生死於中樞神經疾病病患，經角膜
捐贈，傳染狂犬病至受贈者。

人與人之間直接傳染

人類患者唾液也有病毒，理論上人與人之間的直接
傳染是有可能的，但至今尚無病例報告。



潛伏期

人的潛伏期一般為1～3個月，短則不到一週
，長則一年以上。

 潛伏期的長短，視傷口嚴重程度、傷口部位
神經分佈的多寡或與腻的距離、病毒株別、
病毒量、衣服的保護程度及其他因素等而定



可傳染期

狗或貓

自臨床症狀前3~7天開始至整個病程中都維持
著傳染力。但曾有報導指出衣索匹亞的狗隻，
其狂犬病病毒株自臨床症狀出現前14天即具傳
染力。

其他動物

蝙蝠在臨床症狀前12天，即可分泌病毒。 鼬
鼠(skunk)在臨床症狀前8天，即可分泌病毒。

人感染狂犬病之可傳染期則尚未清楚，但若仍
可由唾液檢出狂犬病毒，應視為有傳染力



犬之臨床症狀

潛伏期帄均3至8週，發病後約5-7天死亡。

前驅期：性情改變、不安、輕微發燒、瞳孔擴張、
畏光及角膜反射降低等。

狂躁期：發病三天後，變得更容易興奮、神經質、
流涎及躲於暗處。

麻痺期：病犬咽頭肌肉麻痺而發出硬咳聲音，下顎麻
痺開口流涎無法飲食，最後陷入昏迷而死亡。

貓的臨床症狀通常比狗還要狂躁，臨床症狀和狗不會
相 差太多，但通常症狀出現2-4天後，即全身 麻痺
而迅速死亡。



人類狂犬病病程(1)

前驅期：當病毒從末稍神經，以向心性的方向到
達中樞神經系統，到達中樞神經系統前，症狀可
能不明顯，可能出現發燒、局部麻木、刺痛、搔
癢等症狀。

急性神經期 ‒狂症型：約占 2/3 狂犬病患。狂躁
過動，特別易受燈光或聲音刺激，初期意識正常
，之後出現焦躁不安和抑鬱現象，少部分個案會
出現癲癇 。

三項主要症狀 -意識時好時壞、恐懼性或吸氣性
痙攣：恐水症、恐氣症；自主神經刺激徵象：
唾液分泌過多。



人類狂犬病病程(2)

急性神經期 ‒麻痺型：約占 1/3 狂犬病患與
狂躁型相較，麻痺型三項主要症狀並不明顯
，可能在後期才出現，病程通常較長，約一
半出現恐懼性痙攣上行性肢體無力，臉部麻
痺，並影響吞嚥和呼吸肌肉。

昏迷期：心律不整、心臟射出率降低、昏迷
、循環功能不全 >> 死亡





治療與預後

目前對於已發生狂犬病症狀的病人並無確定
療效的治療，一旦發病，死亡率接近100%，
帄均約發病後1-2週死亡。

要將患者置於安靜、舒適的環境，並減少聲
光刺激，給予病患支持性治療，但治療成效
未知 。

發病後不建議再給予狂犬病疫苗或免疫球蛋
白， 因可能會加速疾病的惡化。











鼠疫與漢他病毒症候群
(Plague&Hantavirus Syndrome）

鼠疫≠漢他病毒症候群



鼠疫

第一類法定傳染病。

致病原：鼠疫桿菌，為革蘭氏陰性桿菌。

在人類歷史上有過多次鼠疫嚴重流行的記載，其
中包括三次世界大流行。首次大流行發生於6世紀
，起源於埃及的西奈半島，經巴勒斯坦而波及歐
洲所有國家，死亡近1億人；第2次發生於十四世
紀，起源於美索布達米亞，因十字軍遠征波及了
歐亞兩洲及非洲的北海岸，僅歐洲就死亡 2,500
萬人，占當時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即歷史上著
名的黑死病。第3次發生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
至少波及32個國家，死亡1,200萬人。



臺灣最早發表鼠疫之時間為1896年，嗣後每年皆有
病例發生，其中以1901年患者4,496人、死亡3,670 
人及1904年患者4,494人、死亡 3,370 人，這二年最
為猛烈。經過長期防疫工作，自1918年起至1945年就
不再有鼠疫。

雖於台灣光復初期，因海港檢疫工作一時停頓，1946 
年遂有鼠疫再度侵入（14名病例），經政府採取積極
而有效的防疫措施，臺灣自 1948 年起已無病例報告
。1950 年金門曾發生病例，迄 1953 年亦告絕跡。

目前鼠疫之 流行地區主要為南美洲、非州及東南亞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全世界每年約有 1,000～
2,000 個病例。



傳染途徑

傳染窩（Reservoir）：主要為野生囓齒類動物。

傳染方式（Mode of transmission）

腺鼠疫主要由被感染的跳蚤（尤其是印度鼠蚤）

叮咬吸取人類血液或是人類處理被感染動物
（尤其老鼠和家兔）或鼠疫感染者屍體的組織
時，不慎接觸膿液而感染。

肺鼠疫和咽鼠疫藉空氣散播，人類因吸入帶有
致病原之飛沫（原發性肺鼠疫病人或已發展出末

期鼠疫肺炎的腺鼠疫病人之飛沫）而感染。



潛伏期（Incubation period）

通常為 1～7 天。原發性肺鼠疫為 1～4 天。

可傳染期（Period of communicability）

腺鼠疫不直接自人傳染予人（除非接觸患者之膿
液而感染）。

肺鼠疫在適當之氣候條件下，具有高度之傳染力
。而過度擁擠之情形，更利於傳染之進行。

感受性及抵抗力（Susceptibility and resistance）

一般人普遍都具有感受性。復原後的抵抗力相對上
仍不足以防禦鼠疫桿菌大量侵入。



臨床症狀

發燒、寒顫、頭痛、不適、虛脫及白血球增多，且伴
隨下列一種（含）以上之主要臨床型態：

局部淋巴腺炎（腺鼠疫） 。

沒有明顯淋巴腺腫之敗血症（敗血性鼠疫）。

肺鼠疫：腺鼠疫或敗血性鼠疫經血行蔓延造成（
次發性肺鼠疫）或吸入飛沫感染（原發性肺鼠疫
）。

由暴露於較大感染性飛沫或食入受感染組織（咽
鼠疫）所造成之咽炎和頸部淋巴腺炎。。



治療方法

疑似鼠疫病患須儘快接受適當治療，治療時
間為10-14天或持續治療至病患退燒後2天；
病患病況如有改善，靜脈給藥方式可考慮改
成 口服方式，抗生素治療的使用選擇為
Streptomycin 和 Gentamicin 。

暴露後預防性投藥的抗生素選用包括 有
Doxycycline、Ciprofloxacin 等。



預防方法

最主要為避免被跳蚤叮咬、直接接觸具感染性之
組織及暴露於肺鼠疫病人活動地區。

防止囓齒類動物進入住屋並避免接觸及處理其死屍，如
發現該類動物屍體須報告衛生當局。

清除鼠類及蚤類，滅蚤須在滅鼠之前或同時進行。因為
老鼠死亡時其寄生之跳蚤有可能跳到新的宿主（人）繼
續吸血。

來自疫區之輪船或港區倉庫須防鼠、滅鼠及滅蚤。

死菌疫苗主動免疫可提供數月防護力，適用於高發病率
地區，的居民、旅客、處理鼠疫桿菌或被感染動物的實
驗室人員或防疫人員且須與其他防護方法一併使用。。



漢他病毒症候群
(Hantavirus syndrome)

臨床症狀 病程 致死率

漢他病毒出血熱
( Hemorrhagic 
Fever Syndrome, 
HFRS )

突然發燒且持續3-8天，伴隨頭痛、
腹背痛、嘔吐、結膜充血，並出現出
血症狀 隨後蛋白尿低血壓休克 可能
進展為急性腎衰竭

5-15%

漢他病毒肺症候群
(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 HPS)

發燒、頭痛、肌肉痛、噁心、嘔吐、
暈眩寒、顫，發病4-10日後出現咳嗽
與呼吸急促，一旦心肺症狀出現 ，
病程可能迅速進展至呼吸衰竭與休克

35-50%

依臨床症狀與病程可分為 :



漢他病毒出血熱

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及蘇俄報告滿州出現病例，
1951年聯合國部隊報告韓國有病例，流行性出血熱目
前盛行於中國大陸之華中及華南地區，每年約有10萬
至20萬病例，在日本亦有病例發生。此症全年均會發
生，但在韓國及中國有5-6月及10-11月二個季節高峰
；絕大部份的病人雖為散發病例，但流行時在小地區
範圍內總會或多或少牽累5-20人左右同時發生。在韓
國鄉下地區，每年約有100~800個病患住院。在台灣
，每年大約有0-2個零星案例發生。

日本、韓國、中國、馬來西亞、蘇俄、獨立國協、東
歐、南歐皆有病例。



漢他病毒肺症候群

病例主要發生在美洲大陸。這個疾病首次於1993年美
國四角地區被發現，一些原本健康強壯的年青人突然
致病，演變成急性呼吸窘迫症，約有一半病人很快死
亡，當時的病例主要都是居住在該地區的印地安人。
後續調查結果顯示，漢他病毒肺症候群並不是一種新
的疾病，至少在1959年以前就已經有病例發生，只是
從來未被發現而已。目前美國有一半以上的州都有確
定病例，侵襲對象不侷限於特定種族。

除了美國以外，加拿大及中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
智利、巴拉圭和烏拉圭等地陸續有病例傳出，使得漢
他病毒肺症候群成為泛美地區的一種由動物傳給人的
重要疾病。



傳染窩

引起「漢他病毒出血熱」的漢他病毒生存在嚙齒類
動物身上，人是意外宿主。

黑帶森鼠(Apodemus agrarius.)：分布在亞洲。

家鼠(Rattus spp.)：分布全世界。

田鼠(Clethrionomys voles)：分布在斯堪地那
維亞、蘇俄、獨立國協、中國及巴爾幹半島。

黃頸鼠（Apodemus flavicollis）：分布在巴爾
幹半島諸國。

根據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地區目前至少有8種
鼠類是漢他病毒自然宿主。常見溝鼠及錢鼠。不會
直接人傳人。



傳染方式

人類由呼吸道吸入漢他病毒鼠類排泄物或
分泌物(含糞、尿、唾液)或遭帶病毒的齧
齒類動物咬傷。

跳蚤、蜱、蚊子等會叮咬人的昆蟲不會傳
播漢他病毒。



潛伏期

「漢他病毒出血熱」的潛伏期一般是12~16天
，但變化範圍在5~42天。

「漢他病毒肺症候群」則未有確切定論，一
般認為範圍在6天至數週之間，帄均約2週。



臨床症狀

感染漢他病毒後，依其臨床症狀主要可分成兩群：

漢他病毒出血熱：發燒、血小板減少、急性腎衰竭
為漢他病毒出血熱的三大臨床表徵，通常會突然出
現發燒且持續3-8天、結膜充血、虛弱、背痛、頭
痛、腹痛、厭食、嘔吐，出血症狀在第3-6天出現
，可能會轉變成急性腎衰竭且維持數個星期。

漢他病毒肺症候群：早期症狀為發燒、疲倦和嚴重
的肌肉痛，伴隨有頭痛、胃部不適等現象。通常在
發病4至10天後才會開始出現咳嗽及呼吸急促等症
狀，一旦心臟及肺部不適症狀出現後，可能很快就
會出現呼吸衰竭與休克。



預防方法

落實「不讓鼠來、不讓鼠住、不讓鼠吃」
防堵老鼠可能入侵的途徑、清除可躲藏的死角，發
現老鼠蹤跡，應立即展開滅鼠行動

加強環境清潔，食物、飲水及廚餘等應妥善收藏，
以免引來老鼠覓食而造成汙染。

清理鼠糞、鼠尿時，應先配戴口罩手套及打開門窗
，並以稀釋漂白水（100cc市售漂白水+1公升清水）
潑灑於可能被污染的環境，待消毒作用30分鐘後再
行清理，以策安全。







類鼻疽
（(Melioidosis）



類鼻疽

致病原：類鼻疽桿菌（Pseudomonas 
pseudomallei），屬假單孢菌屬革蘭氏陰性桿

菌，菌體兩端極度濃染，呈現安全別針狀。

土壤腐生菌，本菌以腐生方式，存在於特定的
土壤或水中，常可由流行地區稻田中水及濕土

培養出。

許多不同的動物均可能被感染，包括羊、馬、
豬、猴、囓齒類及鳥類等。



流行病學

通常發病個案，其皮膚多有擦傷、撕裂傷或燒傷之
傷口，並接觸到受污染的水或土壤。

1911年在緬甸首都仰光發現世界首例類鼻疽病例。類
鼻疽罕有人傳人的案例，為人畜共通感染病。

台灣類鼻疽病例大部分都是散發性的個案，首例病例
是1982年到菲律賓，不幸溺水而遭受感染的個案，之
後1996到1998年，共有6例報告病例，2000年Hsueh等
人的報告。

從2012至2020年台灣地區294例類鼻疽病例，其中290
例為本土病例、境外移入病例4例。基隆1例(本土病
例)。





易感染類鼻疽危險因子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地中海型貧血(Thalassemia)

腎臟疾病(Renal disease)

過度飲用酒精(Excessive alcohol consumption)

污水或土壤的暴露(Soil / water exposure)

脾臟切除(Splenetomy)

慢性肺疾病(Chronic lung disease)

流行地之污水或土壤的暴露（soil/water 
exposure )



傳染方式

主要的傳染途徑是由於皮膚傷口接觸到被病

原菌污染的土壤或水而引起感染，但也可能

經由吸入、食入受污染的土壤或水，或吸入

受污染的塵土而受感染，一般情形下，並不

會由人直接傳染給人。



潛伏期

從可能的暴露經驗推算至出現臨床症狀

之時間，可短至2天，或長達數月或數年。

(第9天，為發病高峰期)



臨床症狀

大部分症狀並不明顯，常常被人忽略以為是
感冒，提醒注意以下臨床症狀：

肺炎。

急性皮膚化膿與局部淋巴腫大。

慢性化膿性類鼻疽。

菌血症與敗血症。



治 療

類鼻疽菌本身對多種抗生素都有抗藥性，即使
在實驗室細菌培養有效的抗生素使用在臨床上
也不一定有效。目前一般認為急性期需要用針
劑的第三代頭孢子素(ceftazidiime)，視臨床
情況使用2-4週。

急性期治療後還必須使用長期20週的“維持療
法” (maintenance treatment)，以避免復發
。目前一般其認為有效的處方為四合一的抗生
素療法 (Chloramphenicol、Doxycycline、
Cotrimoxazole+Sulfamethoxazole)



預防方法

身體虛弱抵抗力差的人，例如：糖尿病
及慢性腎衰竭者，應避免赤足於污泥土
或污水中。

皮膚有撕裂傷、擦傷或燒傷的人，若接
觸到受污染的水或土壤，應儘快清洗乾
淨，或使用鞋套或手套，以避免皮膚直
接暴露於濕土。



鉤端螺旋體病
（Leptospirosis）



鉤端螺旋體病

致病性鉤端螺旋菌屬於Leptospira interrogans

菌種，現今已被鑑識出之血清型約有277種。

為熱帶、亞熱帶地區常見人畜共通感染病，
不會直接人傳人。



流行病學

在世界各地，不論鄉村或城市，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
除了極地之外，皆有鉤端螺旋體病發生。

此病易發生於野外經常接觸可能受感染動物排泄物污染
之水源或屠體組織之工作者，如：農民、礦工、獸醫、
畜牧業者、漁民及軍隊等。

於人群中爆發流行原因，為接觸到受感染動物污染之水
源（例：河流、湖水等），尤其是在污染區從事野外活
動－游泳、露營、運動等。洪水氾濫後常見爆發性流行
。

從1996至2020年，全國鉤端螺旋體病有294例，其中
284例為本土病例、10例為境外移入病例。基隆10例(
本土病例)。



傳染窩

幾乎所有的哺乳類動物，包括野生或

家畜動物，如鼠類、狗、牛、豬等。

病原菌寄生在動物的腎小管，讓其終

生帶菌。不同動物可能帶有不同的血

清型(超過300種)



資料來源:TCDC

傳染方式

可經由食入或接觸被感染動物之尿液
或組織污染的水、土壤、食物而感染。

當人們工作（農夫、衛生下水道工程
人員或維修人員、礦工）、游泳、戲水
或野營時，經由皮膚傷口、口咽黏膜、
眼結膜、鼻腔或生殖道的傷口感染。



資料來源:TCDC

潛伏期

通常為10天左右，其範圍在2～30天
。



可傳染期

人與人間直接傳染極為罕見，螺旋體
可經由尿液排除達一個月或更長，因
此，處理病人的污物或水災後清理家
園時須小心。



感染性及抵抗力

人體對此病的感受性是一般性的，感
染後可能產生免疫，但當再度遭遇不
同的血清型別，有可能會再度感染。



臨床症狀及診斷

可能沒有症狀或產生各種症狀，從輕微到嚴重都有可
能；輕微者最初的症狀多半與感冒類似，包括發燒、
頭痛、腸胃道不適、畏寒、紅眼、肌肉酸痛等症狀，
有的還會以腻膜炎症狀表現，嚴重者會出現腎衰竭，
黃疸與出血現象。

符合臨床條件之病患，應評估是否有鉤端螺旋體之可
能暴露風險因子與活動接觸史(如:曾暴露汙水、淤泥
或鼠類等動物之接觸史)，如懷疑患者染鉤端螺旋體，
適時提供患者妥適治療等處置措施。

目前國內已有鉤端螺旋體快篩檢驗試劑上市且領有有
效許可證，可作為篩檢輔助診斷工具；惟，仍必須使
用血清抗體檢測，以顯微凝集試驗(MAT)進行確認判定
。



預防方法

避免在可能遭受污染的水中游泳或涉水。當
工作必須暴露於病源環境時，採用適當的防護
措施。

保護高危險工作者，提供長靴、手套及圍裙
避免接觸可能遭受污染的水或土壤。

滅鼠，尤其是農村，保持居家環境清潔。

隔離被感染的動物，避免其尿液污染環境。

接觸動物後立即洗手。

對畜養之動物(如：狗)施打預防性疫苗。



登革熱
(Dengue)



致病原

由黃病毒科（Flaviviridae）黃病毒屬（
Flavivirus）中的登革病毒亞屬所引起。

分為Ⅰ、Ⅱ、Ⅲ、Ⅳ四種血清型別，而每一
型都具有能感染致病的能力。



流行病學

目前全世界約有一半人口，約近39億人生活在登革
熱流行區，每年約有3.9億人感染登革熱，其中約50
萬人為嚴重登革熱，需要住院治療，而有約2.5％的
病例死亡。

全球登革熱流行的地區，在1970年之前，只有9個國
家經歷過嚴重的登革熱流行疫情。目前已在世界衛
生組織所在區域之非洲、美洲、東地中海、東南亞
及西太帄洋地區，超過100個國家中流行。又以美洲
、東南亞和西太帄洋地區影響最為嚴重，其中亞洲
地區佔全球疾病負擔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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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 - 熱帶及亞熱帶國家的重要蚊媒傳染病

全球登革熱發生的地區，主要在熱帶及亞熱帶有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分布的國家，特別

是埃及斑蚊較多之地區， 包括亞洲、中南美洲、非洲及澳洲北部，以及
部分太帄洋地區島嶼。

但自1970年代後，似有向全球各地蔓延的趨勢，2010年首度於歐洲的法國及克羅埃

西亞出現本土疫情，2013年首次於美國本土現蹤，在部分東南亞國家如印尼、越南、泰國、



傳染窩

一般認為人與病媒蚊間的傳播循環為主要的傳染途
徑，但在馬來西亞西部與西非，另有猴子與病媒蚊
間的傳播循環報告，亦即是森林傳播循環（forest 
transmission cycle）。

近年分別在千里達及緬甸的仰光發現埃及斑蚊可在
自然狀況下將登革熱病毒經卵傳至下一代，只是陽
性率較低（分別為1/158 及 5/199）。在西非也從
森林中之雄蚊分離出登革病毒，顯示登革病毒在自
然界可以經卵傳遞。但是這種垂直傳播循環在登革
病毒的自然生態循環上到底占有多大份量則尚待評
估。



登革熱病媒蚊

• 胸部背板中僅有一條明顯
的銀白直線

• 分佈遍及全島

• 大多數均生活在野外

• 六足有黑白相間的 銀白色斑紋

• 胸部背板是＜＞白紋

• 分佈在北回歸線以南

• 主要在室內活動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傳染方式

病患(登革病毒)
↓

登革熱的病媒蚊
↓ 

健康人



潛伏期

典型登革熱的潛伏期約為3-14天，通
常為4-7天



可傳染期

病患從開始發燒的前一天到退

燒期間都具有病毒傳染力

病媒蚊叮咬登革熱病患8~15天

後，具有終生傳染病毒的能力



登革熱種類

典型登革熱(1-4型)

出血性登革熱



出血性登革熱的成因

第一次感染者可對該型病毒終身

免疫

又感染不同型的登革熱病毒時將

可能發生出血性登革熱



臨床症狀

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感染登革熱時，可引起
宿主不同程度的反應。

典型登革熱症狀：突發性的高燒（≧38℃） 、
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及出疹等

若是先後感染不同型別之登革病毒，有更高機
率導致較嚴重的症狀，可能出現嗜睡、躁動不
安、肝臟腫大等症狀，甚至可能導致嚴重出血
或嚴重器官損傷的登革熱重症，如果沒有及時
就醫或治療，死亡率可以高達20%以上。



登革熱治療

無特效藥

症狀治療

無疫苗

 登革熱疫苗(CYD-TDV):104年12月上市之登革熱疫苗，為法國Sanofi 
Pasteur藥廠所生產的Dengvaxia® (CYD-TDV)活性減毒疫苗，可保護4種血
清型，適用年齡為9~45歲的兒童及成人，感染過登革熱病毒的人接種本疫
苗有效且安全，但未曾感染者於接種後自然感染登革熱，發生登革熱重症
風險增加。目前已於墨西哥、菲律賓、印尼、泰國及新加坡等20多個國家
核准上市，尚未在台灣核准上市。



登革熱預防

登革熱是一種「社區病」、「環境病」，且
病媒蚊對於叮咬對象並無選擇性，一旦有登
革病毒進入社區，且生活周圍有病媒蚊孳生
源的環境，就有登革熱流行的可能性，所以
民眾帄時應做好病媒蚊孳生源的清除工作。
此外，民眾帄時也應提高警覺，了解登革熱
的症狀，除了發病時可及早就醫、早期診斷
且適當治療，亦應同時避免再被病媒蚊叮咬，
以減少登革病毒再傳播的可能。。



不讓登革熱斑蚊叮咬

早上 9~10 點及下午 4~5 點不在草

叢等陰暗處逗留。

穿淡色的長袖衣褲

噴防蚊液

掛蚊帳、捕蚊燈、殺蟲劑、蚊香…

紗窗、紗門



資料來源:T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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