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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畜共通傳染病
（Zoonosis）

• 在動物和人之間自然傳播的
感染與疾病。(Those 
diseases and infections which 
are naturally transmitted 
between animals and man.)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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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病理學在人畜共通傳染病
扮演的角色



新興及再浮
現傳染病

新興傳染病
(Emerging)

新發現或之
前不明的感
染，造成地
區性或國際
上的民眾健
康問題

➢新型庫賈氏症，禽流
感，AIDS，
Hendravirus

infection，Nipah

virus infection，
Ebola， SARS，
MERS，COVID-19

再浮現的傳
染病 (Re-

emerging)

已知的疾病
再度出現並
增加感染數
量，但之前
造成的感染
數量少，不
足以造成民
眾的健康問
題

包括西尼羅，登革熱，
里夫谷熱，流行性腦
脊髓膜炎，黃熱病，
霍亂， 白喉 ，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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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衛生

• 引起人類疾病病原，60% 來自家畜或野生動物。
• 75% 新興人類病原來自動物。
• 80% 生物恐怖攻擊病原來自動物。

• 食物
安全

• 在2050年預估人口98億，需要額外生產 70% 動物性
蛋白質。

• 動物疾病造成全世界超過 20% 動物產品的損失。

• 環境 • 了解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及傳染病之間關係。

• 經濟

• 動物疫病對依賴家畜生產的農村社會造成收入的直接
威脅。

• 全世界十億人口，超過 75% 賴以糊口農業及飼養家畜
而獲得每日少於美金2元為生。

全球健康風險及未來挑戰 (OIE)



傳染病病原

2021/11/25

• 病毒 (Virus)

• 細菌 (Bacteria)

• 真菌 (Fungus)

• 原蟲 (Protozoa)

• 蠕蟲 (Helminth)

• 立克次體 (Rickettsia)

• 黴漿菌 (Mycoplasma)

• 披衣菌 (Chlamydia)

• 普里昂（傳染性蛋白，
朊蛋白）(P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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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成功三要件

•足夠具感染能力病毒量

•有感受性細胞讓病毒進入
•ACE2-SARS, COVID-19
•DPP4-MERS
•APN-coronavirus in dogs and cats

•宿主抗病毒防禦系統無效或不存在



病毒侵入機制

• 在入口黏附：病毒通常黏附呼吸
道、胃腸道、眼結膜、皮膚和泌
尿生殖道上皮細胞。垂直感染亦
可能發生。

• 局部複製：入侵的病毒必須在細
胞內大量繁殖。

• 散播：
• 最常見途徑是循環系統 (病
毒血症)。病毒可以在內皮
細胞內繁殖、通過縫隙或通
過白血球攜帶到目標器官
(Trojan horse mechanism特洛
依馬機制) 。

• 神經傳播：比通過血液傳播
更不常見，如Rabies、Polio
及Herpesvirus。

• 排毒：
• 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生殖
道以及血液是最常見的排毒
部位。

• 唾液(狂犬病)及尿液 (犬瘟熱
及麻疹)。

• 精液 -Ebola virus
• 乳汁 -T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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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的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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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史、症狀及理學檢查

病原、免疫學及分子生物學檢查

病理學檢查

• 特殊病理學檢查

• 組織化學染色 (Histochemistry): Acid-fast染抗酸菌

•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偵測病原出現位置

• 原位雜交 (In situ hybridization):偵測病原核酸

• 聚合酶鏈鎖反應 (PCR):偵測病原核酸

• 電子顯微鏡檢查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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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三角論

病原 (Pathogen)

宿主

(Host)

環境
(Environment)

⚫ 使用殺滅病原藥物
⚫ 消毒
⚫ 例行監控

⚫ 自衛防疫
⚫ 提高免疫力-疫苗、抗體

⚫ 維持生態平衡
⚫ 勿食野生動物
⚫ 消毒
⚫ 蟲媒

2021/11/25



重要人畜共通傳染病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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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英國爆發牛海綿狀腦病（BSE）

1994 英國發生人類新型庫賈氏病（vCJD）

1994 澳洲發生人與馬感染亨德拉病毒 （Hendra virus）

1998 馬來西亞爆發人與豬感染立百病毒（Nipah virus）

1999 美國發生人、馬與鳥類感染西尼羅熱（West Nile fever）

2002 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2003 亞洲地區發生H5N1流感（俗稱禽流感，Avian flu）

2005 大陸四川發生豬第二型鏈球菌（Streptococcus suis type 2）感染症

2009 H1N1 新型流感

2012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

2013 臺灣鼬獾狂犬病

2014 非洲伊波拉病毒 (Ebola virus)

2019 2019冠狀病毒性疾病 (COVID-19)



全球人類及動物傳染
病影響因素

氣候變遷

人口增加 (2050
年為98億，集中
于亞洲、非洲及

拉丁美洲)

飼養家畜增加

城市化加速

農業制度改變

森林砍伐

交通便捷 貿易全球化

野生動物
交易

•跨界動物傳染病
（Transboundry animal 
diseases）

•近年來人畜共通傳染病
• 75%來自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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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M (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

◼Doctors of Very Many Species 

◼Doctors of Very Many Situations

◼Determinators of Very Many Scenarios

(Dr. Brian EVANS)

2021/11/25

建立早期病
毒預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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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動物傳染病 (Transboundary animal 
diseases, TAD)

• 許多國家使用外來 (exotic) 或海外 (foreign) 動物疾病來指一些
疾病，如果進入其領土將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 以聯合國的觀點，全球疫病戰場上，沒有什麼是外來的，必需
全世界共同聯防。

• 世界糧農組織 (FAO)動物衛生緊急預防系統關注約12-14種跨界
疾病（口蹄疫、牛瘟、傳染性牛胸膜肺炎、綿羊和山羊痘、小
反芻獸疫、高病原性禽流感、裂谷熱、新城病、非洲和古典豬
瘟、馬腦炎，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狂犬病和布魯氏菌病）及新興
傳染病 (大部分是人畜共通傳染病) 。

2021/11/25 13



2021/11/25 14



蝙蝠，又名蟙䘃（音同「職墨」)

•對翼手目（學名：Chiroptera）動物的通稱，翼手目
是哺乳動物中僅次於齧齒目動物的第二大類群，現生
種共有19科185屬962種，除極地和大洋中的一些島
嶼外，分佈遍於全世界。蝙蝠是唯一會飛的哺乳類。

•蝙蝠基因組許多有DNA修復基因，在抑制病毒複製方
面有著顯著的作用，所以雖然攜帶很多致命病毒，但
是病毒的複製被嚴重抑制。

2021/11/25 15(Wikipedi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5%90%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BA%E4%B9%B3%E5%8A%A8%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AE%E9%BD%BF%E7%9B%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_(%E7%94%9F%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8D


Rabies

Ebola

Hendra

Nipah

COVID-19

MERS

SARS

蝙蝠為自然宿主傳播的病毒性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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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在2015年確立避
免「歧視」疾病命名原則

• 疾病命名經世界衛生組
織 (WHO)、世界動物衛
生組織（OIE）及世界糧
農組織（FAO）這三個聯
合國組織確立「五不」
原則，避免五個類別的
字眼出現，包括：

1.地方名字

2.人名

3.特定類別的動物或食物
名字

4.跟文化、人口、產業或
職業有關（例如「退伍
軍人症」）

5.引起不必要恐慌（例如
「不明」、「致命」）

2021/11/25 17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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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拉病毒感染
Hendra virus infection



歷史
• 1994年在澳洲Brisbane的Hendra開始出現馬及人嚴
重且常致命的呼吸和神經系統疾病。

• 截至2020年6月，Queensland and New South Wales共
發生64起亨德拉病毒疫情，85匹馬確診死亡，20匹
疑似感染死亡。另有7人感染，5人死亡，人類病例
死亡率為71%，馬死亡率為75%。2011年，一隻犬
有HEV抗體。

• 沒有證據顯示從蝙蝠直接傳染給人類，人類感染似
乎只通過中間宿主-馬發生。

• Flying fox（Pteropus poliocephalus)是病毒自然宿主。
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於2014年批准摧毀飛狐群落。

• 疫病初期被稱為Equine morbillivirus, Bat 
paramyxovirus

• 2021年於死亡馬發現變種病毒(HeV-g2) ，已有診
斷試劑。

202021/11/25



Summary of human cases of 
Hendra virus infection

11/25/2021 21

Case 1 
and 2

In 1994 In Hendra, a 49-year-old horse trainer died after a fulminating 
pneumonic illness, and a 40-year old stable worker survived an 
influenza-like illness.

Case 3 In 1995 in Mackay, a 36-year-old horse trainer died from encephalitis. 

Case 4 In late 2004 in Cairns, a veterinary practitioner aged in her 20s, 
performed a post-mortem examination died of Hendra virus infection. 

Case 5 
and 6

In July 2008, a veterinary hospital at Redlands (a suburb of Brisbane), two 
of the staff members caring for the horses, One of them subsequently 
died. 

Case 7 In August 2009, at an equine nursery at Cawarral near Rockhampton, 
central Queensland, a 55-year-old veterinarian died of encephalitis. 



澳洲Hendra virus發生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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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

Hendra virus (HeV) is a member of the family Paramyxoviridae, 
genus Henipavirus.與Nipah virus同屬Henipavirus。

Henipaviruses are zoonotic, enveloped, negative-sense, single-stranded 
RNA virus 。

Monaghan et al. Virology Journal 2014, 11:200 Page 8 of 12 
http://www.virologyj.com/content/11/1/200

• Serological evidence of Hendra virus 
infection was endemic in all four 
species of flying fox on mainland 
Australia (Pteropus. alecto, P. 
poliocephalus, P. scapulatus and P. 
conspicillatus)

• Flying foxes were a natural host and 
probable reservoir of this virus.

2021/11/25 23

https://www.oie.int/app/uploads/2021/05/henipaviruses-
hendra-virusesinfection-with.pdf

https://www.oie.int/app/uploads/2021/05/henipaviruses-hendra-virusesinfection-with.pdf


傳播

•馬感染被懷疑是因為吃了牧場上被蝙蝠
糞尿或流產/生產胎組織污染的草。

•馬之間的傳播主要是通過呼吸分泌物及
污染器械。

•馬傳人。
2021/11/25 24



馬臨床症狀

•潛伏期：8 - 11天（最長16天）

•臨床病程：短，死亡率高；死亡發生在大約3天內

•急性呼吸窘迫、厭食、發熱、抑鬱和共濟失調

•大量黃色泡沫狀鼻涕、共濟失調和在終末期頭部緊
靠牆很常見

•咳嗽不是主要症狀

• JPC SYSTEMIC PATHOLOGY

RESPIRATORY SYSTEM

October 2017

P-V262021/11/25 25



疫苗

• 在接種兩次疫苗，可以保護
馬匹免受亨德拉病毒的侵害
長達六個月。

• Equivac® HeV vaccine for 
horses (Zoetis, Parkville, VIC., 
Australia)

• 馬的血清監測證明可以
誘發高力價中和抗體。

• 尚未有人用疫苗。

2021/11/25 26



立百病毒感染症

• 立百病毒腦炎 (Nipah
Virus Encephalitis)

• 豬呼吸腦炎症候群
(Porcine Respiratory and  
Encephalitis Syndrome)

• 豬呼吸神經症候群
(Porcine Respiratory and 
Neurologic Syndrome)

• 吠豬症候群 (Barking Pig 
Syndrome)

272021/11/25



2019立百病毒國際會議

杜克-國立新
加坡大學醫學院、世衛組織和國
家衛生研究院共同主辦。

2021/11/25 28

High 
impact
Low 
frequency



2021年9月，印度喀拉
拉邦科日科德市一名
12歲男孩死亡。

立百病毒感染- 印度（世衛組織） 2021年9月24日
發佈

8月29日-一名12歲男孩出現低燒。

9月4日-血漿及腦脊液中出現立百病毒。

9月5日-病人死亡。
29



疫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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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過程：日本腦炎及立百病毒腦炎

•人檢體送日本-JE

•依日本腦炎方式滅蚊
及消毒-無效

•美國CDC: Nipah virus

•兩者豬疾病之區別

2021/11/25 31



立百 (尼帕) 
病毒感染症

https://youtu.be/MSuWYB3
FnFQ?t=7

https://youtu.be/VS8F6SXVp
Qs?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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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MSuWYB3FnFQ?t=7
https://youtu.be/VS8F6SXVpQs?t=6


印度及孟加拉疫情

• 2001年至2004年底有十數
起腦炎病例發生於孟加拉
（Bangladesh），此後幾乎
每年都發生疫情。尤以
2004年三月發生34例群聚
感染，而造成24人死亡案
例最為嚴重。

• 2001年起在印度東部有75
人群聚感染，造成45人死
亡疫情，繼後也陸續發現
該疾病。

2021/11/25 33



History of 
Nipah virus 
outbreak 
(1998-2021)

11/25/2021 34

2019 Kerala, India. A 23-year-old student was infgected and 
discharged.
2021 Kerala, India. A 12-year-old boy was dead.



菲律賓疫情

• 2014年，菲律賓爆發了一起
Nipah virus感染（根據血清學和
部分基因組序列懷疑為NiV）。

• 疑似馬傳人及人傳人，導致17
例人感染，82%的死亡率。

• 10匹馬死亡。

• 可能還有一隻犬和幾隻貓被餵
食馬肉而感染。

2021/11/25 35



發生地區

36

•迄今為止，只有馬來西亞、孟加拉和
印度有報告。新加坡屠宰場工人的人
類病例與1998年首次報告的疾病有關。

•菲律賓未有正式報告。

•在已知的天然宿主狐蝠屬蝙蝠以及柬
埔寨、迦納、印尼、馬達加斯加、菲
律賓和泰國等一些國家的其它若干蝙
蝠種類中存在立百病毒。

2021/11/25



• An enveloped, negative-sense, single-
stranded RNA, genus Henipavirus, family 
Paramyxoviridae.  

• Two major strains in pigs in Malaysia.

• Human cases in Bangladesh and India 
differ from strains in Malaysia. 

• A henipavirus in Philippines thought to 
be Nipah virus, based on RT-PCR and 
most similar to the viruses from Malaysia.



天然宿主：果蝠
• Fruit bats of the family Pteropodidae –

particularly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Pteropus genus. 

•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enipaviruses overlaps with that 
of Pteropus category. This hypothesis was 
reinforced with the evidence 
of Henipavirus infection in Pteropus bats 
from Australia, Bangladesh, Cambodia, 
China, India, Indonesia, Madagascar, 
Malaysia, Papua New Guinea, Thailand 
and Timor-Leste (東帝汶)

• African fruit bats of the genus Eidolon, 
family Pteropodidae, were found positive 
for antibodies against Nipah and Hendra 
viruses.

https://youtu.be/tbx6fqYdN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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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tbx6fqYdNWc
https://youtu.be/tbx6fqYdNWc


11/2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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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症狀
Nipah virus infection 1min 20 

sec.WMV

Nipah virus infection 1min 20 sec.WMV


潛伏期

• 豬為7至14天，但可能短至4天。

• 實驗性感染的貓在6-8天出現症狀。

• 實驗性感染雪貂6-10天出現症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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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症狀

2021/11/25 41



豬感染以呼吸和神經症
狀為主與年齡有關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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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豬和小豬
（<1個月齡大）

• 用力呼吸和肌肉震顫與肢體無力
• 小豬死亡率可能很高（40%）

幼豬（1至6個
月齡大）

•開始是急性發燒，伴有呼吸道症癥
狀;用力呼吸、鼻腔分泌物和大聲的
無痰性咳嗽（"豬吠症候群"和"一英
里咳嗽"）

•伴隨神經症狀：肌肉震顏、肢體無
力和痙攣性截癱：在某些情況下，
側臥划水狀及破傷風式痙攣

•疾病表現可以是輕度到猛爆，高發
病率和低死亡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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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較大
的動物
（>6個月
齡大）

• 急性發熱及明顯的神經症狀
• 中樞神經系統：眼球震韻、磨牙、頭傾、攻擊性行為、
破傷風式痙攣和癲癇發作

• 呼吸症狀：張口呼吸、鼻腔分泌物和流涎（可能是咽
部癱瘓所為）

• 密閉動物的發病率接近100%

• 突然死亡：死亡率仍然很低
• 流產

• 豬可以變成增幅宿主，並在呼吸道分泌物和唾液中傳播這種病
毒。

• 實驗性感染：排毒可能最早在感染後2天開始，並持續長達3周。



人臨床症狀
(馬來西亞)

• 感染平均年齡42歲，男女性別比為18：1，先有2-3天
的低燒，然後發燒到40℃，有頭痛、頸部僵硬、暈眩、
肌肉無力、抽搐，昏睡，意識不清並昏迷，最後休克
死亡，病程約4-5天。

• 少數有呼吸症狀，包括有間質性肺炎，此外消化道、
關節、肝臟、腎臟、淋巴結、耳、鼻、喉及皮膚均無
特異現象。

• 許多病人有高血壓、高燒、面紅及流汗等疑似副交感
神經被刺激的症狀。18-20﹪病人的橫膈膜肌陣攣
（diaphragmatic myoclonus）。

• 感染者致死率約為40%至75%（豬隻則小於5﹪），而
感染日本腦炎病毒致死率約為36﹪，若兩者混合感染
則致死率為52﹪。

• 糖尿病患者死亡率較高。在倖存的患者中，估計有
19-32%有殘餘神經缺陷。

• 並無因為照顧立百病毒病人而遭受感染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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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發病
率和死亡率

46

• 東南亞的人類病例，截至2016年已發現500
多例。

• 孟加拉國的疫情是季節性的，主要發生在
12月至5月之間。

• 喝生榔棗汁，人與人傳播和爬樹。

• 一些人類感染可能是無癥狀或輕微的。

• 在馬來西亞疫情中，亞臨床感染率估計為
8-15%。

• 孟加拉國和印度的病例死亡率比馬來西亞
高得多，但這是否是由於應變變異還是由
於醫療保健的差異而不確定。

• 糖尿病患者死亡率較高。在倖存的患者中，
估計有19-32%有神經後遺症。

2021/11/25



傳染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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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病豬（直接接觸和空氣）和果蝠

•被感染蝙蝠糞尿污染的棗椰樹汁 (Raw 
date palm sap)。

•人與人傳播。

•吃腐肉的動物可能會將病毒傳播到豬。

•動物運輸。

•通過胎盤垂直傳染、醫源性及精液垂
直傳播，曾被怀疑，但未在豬確認。

•在菲律賓，食用未煮熟病馬的肉或參
與屠宰工作。

(IndiaMART)
2021/11/2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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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及消毒

50

• 在某些果汁或芒果中存活長達 3 天，在 22°C 
下的人工椰棗棕櫚汁（水中 13% 蔗糖和 0.21% 
BSA，pH 7.0）中存活至少 7 天。

• 果蝙蝠尿液中的半衰時間為18小時。

• 肥皂、洗滌劑和許多消毒劑滅活。使用次氯酸
鈉或市售消毒劑進行常規清潔和消毒有效。

• 在 100°C 下加熱超過15 分鐘，可完全失去活
性。

2021/11/25



預防和控制 (OIE)

衛生預防

• 嚴格的生物安全，避免接觸果
蝙蝠及其分泌物

• 主動監測計劃，檢測和撲殺血
清陽性豬

• 有效的檢疫和動物運輸的控制
• 所有材料和設備都應進行清潔
和消毒

• 控制野生或家畜進入豬場
•

醫療預防

• 沒有針對人或動物的治療或疫
苗。

• 2018年世衛組織優先列入疾病
研發清單，迫切需要加快立百
病毒的研究和開發。

2021/11/25 51



疫苗

• 2021年7月，詹納研究所、牛津大學
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報
告說，ChadOx1疫苗載體在定製為尼
帕病毒時，完全保護了非洲綠猴。

11/25/2021 52



傳染病分類

2021/11/25 53

疾病管制署列入「重點監視項目」-立百病毒感染症 (Nipah virus 
infection)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依法定動物傳染病分類列入「乙類動物傳染病」
-立百病毒腦炎 (Nipah virus encephalitis)



公共衛生教
育資訊應側
重於

•降低蝙蝠對人傳播的風險。

•降低動物與人之間傳播的風
險。

•降低人與人之間傳播的風險。

11/25/2021 54



立百病毒可
能不會是下
一個大流行，
但應該受到

關注！



人畜共通傳染病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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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 (Rabies)

全球每9分鐘死亡1人，一半
為兒童。 (OIE)



•每年9月28日為
世界狂犬病日
(World Rabies 
Day)

•目標：2030年
起沒有犬傳播
造成人類死亡
案例。



狂犬病 (Rabies)

• 古老的病毒性人畜共通傳染病，引起致死性腦脊髓炎。

• 感染人、家畜及野生動物；動物抓咬人時藉由唾液傳
給人；犬是絕大多數人狂犬病死亡病例的傳染源。

• 在貧困及脆弱群體中是一種被忽視的疾病。主要發生
在未實施預防犬-人傳播措施的偏遠農村社區。

• 遍佈150多個國家及地區，估計每年死亡人數近60000
人，95%集中在非洲及亞洲，需全球共同防治的傳染
病。

• 台灣屬第一類法定傳染病，乙類動物傳染病。

•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通報疾病。

• 跨界動物傳染病 (Transboundary animal diseases)。



目前全球狂
犬病之情況

• 全球前10大死亡原因，一年約5.5萬人死亡例：
3.1萬人在東南亞，2.4萬人在非洲。

• 在美、加及西歐國家，狂犬病由於犬實施疫苗
注射，已變成地方性疾病，主要發生在野生動
物。

• 亞洲、拉丁美洲及非洲，主要發生在犬、野生
動物及遭患犬咬傷而感染人的病例。

•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牛狂犬病，主要是藉吸血
蝙蝠傳播，1985年估計死亡100,000隻以上，
損失美金約3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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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9年美國狂犬病監控 ( Blanton JD et al, JAVMA)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地區 48州及波多
黎各

49州及波多黎
各

49州及波多
黎各

49州及波多
黎各、加拿
大、墨西哥

50州及波多
黎各

50州及波多
黎各

50州及波多黎
各

52個地區 54個地區 53個地區

動物感染 6,154 6,031 6,163 5,868 6,033 5508 4910 4454 4951 4690

92%來自
野生動物
(1980年
以後野生
動物佔

90%以上)

1. 浣熊 : 

2,246

2. 臭鼬: 

1,448

3. 蝙蝠: 

1,430

4. 狐狸: 429

5. 貓: 303

6. 牛: 71

7. 犬: 69

1. 浣熊 : 

1,981

2. 臭鼬 : 

1,627

3. 蝙蝠: 1,380

4. 狐狸 : 427

5. 貓: 303

6. 牛: 65

7. 犬: 70

1. 浣熊: 

1,953

2. 臭鼬 : 

1,539

3. 蝙蝠: 

1,680

4. 狐狸: 

340

5. 貓: 257

6. 牛: 115

7. 犬: 84

1. 浣熊 : 

1,898

2. 臭鼬 : 

1,447

3. 蝙蝠: 

1,598

4. 狐狸: 344

5. 貓: 247

6. 牛: 86

7. 犬: 89

1. 浣熊 : 

1,822

2. 蝙蝠: 

1,756

3. 臭鼬: 

1,588

4. 狐狸: 311

5. 貓: 272

6. 牛: 78

7. 犬: 59

1. 蝙蝠: 

1,704

2. 浣熊 : 

1619

3. 臭鼬: 

1365

4. 狐狸: 

325

5. 貓: 244

6. 牛: 85

7. 犬: 62

1. 蝙蝠: 1646

2. 浣熊 : 

1403

3. 臭鼬: 1031

4. 狐狸: 313

5. 貓: 257

6. 牛: 70

7. 犬: 58

1. 蝙蝠: 1433

2. 浣熊 : 1275

3. 臭鼬: 939

4. 狐狸: 314

5. 貓: 276

6. 犬: 62

7. 牛: 36

1. 蝙蝠: 1635

2. 浣熊 : 1499

3. 臭鼬: 1004

4. 狐狸: 357

5. 貓: 241

6. 犬: 63

7. 牛: 33

1. 浣熊 : 1545

2. 蝙蝠: 1387

3. 臭鼬: 915

4. 狐狸: 361

5. 貓: 245

6. 犬: 66

人感染 2例，皆與蝙
蝠接觸有關
(1例在墨西
哥感染，1例
感染處不明)

6例，其中2例
與蝙蝠接觸，
3例在國外被
犬感染，1例
疑與貓有關

1例，與蝙
蝠接觸有關

3例，其中1

例為腎臟移
植感染，1例
為瓜地馬拉
非法移民被
捕，病因未
知

1例，與蝙蝠
接觸有關

3例，其中1

例國外遭犬
咬，1例接
觸蝙蝠，另
1例遭貓鼬
(mongoose)

咬

沒有人感染病
例

2例死亡 3例死亡 沒有人病例

61

• 註: 美國每年約有1.6萬~3.9萬人接受狂犬病暴露後預防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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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0年台灣動
物狂犬病疫情概況
Rabies_ppt_11010
31(2).pdf

Rabies_ppt_1101031(2).pdf


狂犬病傳染、症狀及致
病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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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狂犬病
及類狂犬病之麗莎病毒

病毒為彈狀病毒科
(Rhabdovirida) 之麗莎病毒屬
(Lyssaviruses) 。

單股RNA具套膜病毒，分子
量為3.5 ~ 4.6 × 106 Da。在五
種病毒結構蛋白中，醣蛋白
（glycoprotein）是保護性抗
原，能刺激產生中和抗體，
此抗體可抵抗病毒感染，對
病毒與宿主細胞的親和吸附
及感染有關。

病毒分類：麗莎病毒屬中至
少有11種

基因型第1型：傳統狂犬
病病毒 (classical rabies 
virus)。

基因型第2-7型及其他，
包括rabies-related vir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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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溫血脊
椎動物

• 人類

• 家畜：犬、貓、牛、
羊、馬…等

• 野生動物

• 浣熊、臭鼬、蝙蝠、
狐狸…等

• 鼬獾（中國大陸、
印尼及臺灣）

65

感染狂犬病的鼬獾...mp4


傳染途徑

感染的唾液

咬傷 (最主要)及抓傷

傷口接觸

黏膜

呼吸道

蝙蝠洞

實驗室工作

角膜移植及器官移植

血液、尿液與糞便並不被
認為具有傳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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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機轉：皮膚肌肉解
剖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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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病毒入侵中樞神經系統

A bite on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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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grade axonal transport

(Figure modified from Warrell MJ, Warrell DA. 
Rabies and other lyssavirus diseases. Lancet. 363:959-969, 2004.)

Spinal 

cord

Brain Dorsal 

root 

ganglion



狂犬病病毒在腦部的侵犯位置

A bite on the body

Retrograde axonal transport

Entry into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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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bellum

Medulla oblongata

Hippocampus



狂犬病病毒離心散播
(centrifugal spread)

Spread to other organs

Cornea

Hair root

Salivary gland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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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期及發病死亡時間

◼影響潛伏期因子：1.咬傷時
注入病毒量 2.傷口大小及
嚴重度 3.離中樞神經距離 4.
病毒株 5.免疫力 6.攻擊動
物。

◼被患犬咬傷且未接受治療
的病人死亡率約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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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犬 貓 牛
野生動

物

潛伏
期

*一般為2-8週
(20-90天)，可
短至10天，長
至8個月甚至

數年

10天-2個
月，甚
至更長

類似
犬

25-150

天

一般10

天-6個
月

發病
後死
亡時
間

2-3週 1-11天
3-4

天
2-5天

狐狸約
2-4天，
臭鼬約
4-9天



犬臨床症狀dog rabies 
signs.mpg

前驅期：症狀出現的前2-3天。
行為改變、停止吃喝、喜歡
獨處、頻尿、公犬性慾增加、
不安、體溫稍高、瞳孔擴張、
畏光及角膜反射不佳等。

興奮期：此即所謂的瘋犬症
候群。神經質具攻擊性，臉
部表現警戒性與焦慮、散瞳、
無目的吠叫及咬東西、增加
不安感及狂暴。為本病最危
險階段，可能攻擊人或動物。

麻痺期：有些患犬興奮期短
或不存在，即進入麻痺期而
不會狂亂咬人或動物。喉頭
肌肉麻痺，流涎且無法吞嚥。
下顎常下垂。麻痺很快波及
全身，最後昏迷死亡。死亡
前，患犬有全身痙攣與共濟
失調等症狀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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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 rabies signs.mpg


人之臨床症狀 (1)human 
rabies signs.mpg

1. 潛伏期

2. 前驅期：發燒、噁心、嘔吐、
全身倦怠、頭痛、抑鬱、體溫
微升、神經質及焦慮，有時有
昏睡、下痢及咬傷部位有麻木
感。

3. 急性神經症狀期（狂躁期或麻
痺期）

 狂躁期病人有肌肉震顫、
抽搐、恐水症、腦膜及小
腦受侵害之症狀。亦有病
人死於狂躁期。

 約有20%病人有麻痺期，
出現肢體半癱或上行性麻
痺。(泰國及印度病例較多)

4. 昏迷

5.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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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abies signs.mpg


人之臨床症狀 (2) • 由於興奮過度，半數以上
病人喝水時，咽喉部肌肉
有疼痛性痙攣，導致恐水
症，唾液外流。病人有抽
搐及劇烈咬合的動作。

• 不論上述那一型病人，最
後皆死於心肌炎或心肺衰
竭。

• 非典型狂犬病需與腸病毒
71型感染、日本腦炎、登
革熱及立百病毒感染等非
化膿性腦膜腦炎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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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狂犬病之臨床及
病理表現: 一名境外
移入狂犬病病例

李進成1    劉振軒2 許永祥3

1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病理檢驗科

2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系暨獸醫學研究所

3 慈濟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科



(慈濟大學病理學科許永祥醫師提供)



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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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在三至六月齡應
注射疫苗，以後每年
定期補強注射。
(70%覆蓋率可以阻
止96.5%的狂犬病病
例發生。)

避免接觸野生動物：
如蝙蝠及可能帶病毒
的野生動物，如臭鼬、
狐狸、浣熊及鼬獾等。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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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病毒可被以下消毒劑不活化

•脂溶劑（如肥皂水、乙醚、氯仿 、丙酮） 、 1%次氯酸鈉（俗稱漂白水）、45-75％乙醇
（俗稱酒精）

•碘製劑、四級氨、甲醛、苯酚（又稱石炭酸）、胰蛋白酶及β-丙內酯（β-propiolactone）。

在pH < 3或 > 11環境、紫外線及陽光可以使病毒不活化，故在一般環境無法
長久存活。

加熱100℃(2分鐘)、60℃(30分鐘) 、 50℃ (1小時)或40℃ (2小時)，可使
病毒失去活性。



動物咬傷處理 遭感染動物咬傷後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PEP暴露後
預防)

被動免疫:儘快施打
免疫球蛋白，以中
和傷口病毒。

主動免疫:注射五劑
狂犬病疫苗，第一
劑在咬傷後隨即注
射，其餘則再第3、
7、14和28天時各施
打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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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後預防(PEP)實施與否與狂犬病病毒致病關係
(美國CDC Recommendation and Reports, Mar 19, 2010/59RR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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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有備
無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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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狂犬病只要有充分認知，其
實並不可怕。

因為可以事先預防，事後又可
以施以有效的暴露後預防治療。

全民健康靠全民防疫動起來。



人及動物冠狀
病毒性疾病

2021/11/25

•冠狀病毒是一種RNA病毒，可感
染多種哺乳類、禽鳥類及鯨豚類，
對感染宿主具有高度專一性，引
起的疾病症狀也有所不同。

•大部分冠狀病毒對呼吸道及腸胃
道上皮細胞具親和性，亦會造成
腦脊髓炎、肝炎、腎炎、漿膜炎
及血管炎等。

•通常在成年動物僅引起輕微或不
顯性感染，但對新生或幼年動物
則可能造成嚴重的疾病，但在人
類，則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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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傳染性支氣管炎（Infectious 
bronchitis）是最早的冠狀病毒性疾病，
於1931年出現於美國，在1936年病毒
才被確認。

• 在1965年體外培養人類冠狀病毒。

• 後來發現可感染多種哺乳類、禽鳥類
及鯨豚類。

• 近年來因為 SARS-CoV  (2003), ＭERS-
CoV (2012)及SARS-CoV-2 (2019)引起人
類嚴重呼吸道感染而備受曙目，而開
始研究自然宿主(蝙蝠)及陸續發現各
種動物冠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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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結構

• 冠狀病毒為具有外套膜、正向單股RNA之
病毒。

• 外形為橢圓形，直徑約100-120 nm之顆粒，
具有外套膜。外套膜上有突出之棒狀棘蛋
白（spike, S protein），在電子顯微鏡下
呈現皇冠樣，故命名為冠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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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途徑

• 消化道：主要透過接觸病毒污染的糞便、飼料、唾液及廢水 (Italy,
Australia及Spain都發現SARS-CoV-2)。

• 呼吸道：吸入由感染患者咳嗽、噴嚏時噴出之微粒或飛沬而感染。

• 眼結膜：例如雞傳染性支氣管炎 (IB), COVID-19 。

• 乳汁：藉吮乳傳染，例如豬傳染性胃腸炎 (TGE)。(COVID-19病人分娩後
的有限病例調查，未發現乳汁中存在SARS-CoV-2。)

• 精液：豬流行性下痢 (PEDv), SARS-CoV-2 (?)

• 血漿

• 垂直：COVID-19 (義大利31名孕婦中2名傳給胎兒，胎盤檢出病毒)。2021/11/2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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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各種動物冠狀病毒性疾病 (I)

動物 疾病/發現時間

家禽(2)
➢雞傳染性支氣管炎（Infectious bronchitis）(1936年)-冠狀病毒疾病鼻祖
➢火雞冠狀病毒性腸炎（Coronaviral enteritis of turkeys）(1973年)

犬(4)

➢犬冠狀病毐性腸炎（Canine coronavirus enteritis）(1971年)

➢犬呼吸道冠狀病毒症 (Canine respiratory coronavirus (CRCoV) infection) (2003年)

➢犬全身性冠狀病毒 (Canine pantrophic coronavirus) (2005年)

➢ 2019冠狀病毒性疾病 (COVID-19) (2020年)

貓(3)

➢貓傳染性腹膜炎（Feline infectious peritonitis；FIP) (1976年)

➢貓冠狀病毒性腸炎（Feline coronavirus enteritis）(1981年)

➢ 2019冠狀病毒性疾病 (COVID-19) (2020年)

豬(6)

➢豬傳染性胃腸炎（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TGE）(1946年)

➢豬凝集性腦膜脊髓炎（Porcine haemoagglutinating encephalomyelitis；PHE）(1962年)

➢豬流行性下痢（Porcine epidermic diarrhea； PED）：第一型 (1971年)及第二型 (2013

年)

➢豬呼吸道冠狀病毐症（Porcine respiratory coronavirus disease； PRCD）(1984年)

➢豬δ冠狀病毒感染症 (Porcine deltacoronavirus（PDCoV） infection) (2014年)

➢豬急性下痢症候群冠狀病毒 (Swine acute diarrhea syndrome coronavirus (SADS-CoV)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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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各種動物冠狀病毒性疾病 (II)

動物 疾病/發現時間

牛(1) ➢牛冠狀病毐感染（Bovine coronavirus（BCoV） infection）(1973年)

鼠(2)

➢鼠肝炎病毒感染（Murine hepatitis virus(MHV) infection）(1947年)

➢大鼠唾液腺淚腺炎病毒感染（Sialodacryoadenitis virus(SDAV)

infection in rats）(1970年)

人(8)

➢非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之人類冠狀病毐感染（Non SARS human 

coronavirus infections）(HCoV-229E, OC43-1960年代; HCoV NL63-

2004年; HKU1-2005年)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 SARS）
(2003年)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2012年)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19年)

➢CCoV-HuP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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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各種動物冠狀病毒性疾病 (III)

動物 疾病/發現時間
貂 (水貂)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0年)

老虎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0年)

獅子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0年)
大猩猩 (Gorilla)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1年)

雪豹 (Snow leopard )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1年)

美洲獅 (Cougar)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1年)

水獺 (Otter)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1年)

海狸(Beaver)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1年)

熊狸 (Binturong, Bear cat)➢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1年)

漁貓 (Fishing cat )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1年)

鬃狗(Hyena )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1年)

長鼻浣熊 (Coatimundi)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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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各種動物冠狀病毒性疾病 (IV)

動物 疾病/發現時間

白尾鹿 (White tailed deer)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1年)

雪貂 (Ferret)

➢流行性卡他性腸炎 (Epizootic catarrhal  

enteritis) (1993年)

➢冠狀病毒相關疾病 (Coronavirus-

associated disease) (2004年)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2020年)

鯨豚

➢白鯨Beluga whale  coronavirus SW1 (2008

年)

➢寬吻海豚Bottlenose dolphin  coronavirus 

HKU22 (2014年) 

其他
➢馬 (2009年)、犬科動物、兔 (1961年)、
反芻獸、鳥類、靈長類、蝙蝠等



2021/11/15美國農業部確認境內自然感染動物(PCR及抗體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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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2自然感染動物物種 (2021/11/13)

Mink (水貂) Cat (貓)

Dog (犬)
White tailed 

deer(白尾鹿)

5. Lion (獅子)

6. Tiger (老虎)

7. Ferret (雪貂)

8. Gorilla (大猩猩)

9. Snow leopard (雪豹)

10. Cougar (美洲獅)

11. Otter (水獺)

12. Beaver (海狸)

13. Binturong (bear cat) (熊狸)

14. Fishing cat (漁貓)

15. Hyena (鬣狗)

16. Coatimundi (長鼻浣熊 )
2021/11/25 91



感染SARS-CoV-2動物的臨床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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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期：2-14

天（平均：5天）

咳嗽、打噴嚏、呼吸窘迫、鼻
腔分泌物、眼分泌物、嘔吐
或腹瀉、發燒和嗜睡

目前的證據可能
包括，但不限於

無症狀感染



SARS-CoV ACE2 receptors在
人體組織分佈

• Duodenum

• Small intestine

• Gall bladder

• Kidneys

• Testis

• Adrenal gland

• Colon

• Rectum

• Seminal ves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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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ACE2出現在鼻咽，肺，胃，小
腸，結腸，皮膚，淋巴結，胸腺，
骨髓，脾臟，肝臟，腎臟和大腦等。

• 最顯著的發現是ACE2蛋白在鼻腔黏
膜杯狀細胞、肺泡上皮細胞及小腸
非吸收型上皮細胞。

• ACE2存在于動脈和靜脈內皮細胞及
所有器官中的動脈平滑肌細胞。



Feline infectious 
peritonitis drug
(GC373, GC376)
inhibits protease of 
SARS-CoV-2 and 
blocks virus 
re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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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性呼吸道分泌物藉飛沫(droplet) 、空氣 (airborne)與接
觸 (contact)傳播比較

95

飛沫 空氣 接觸

⚫ 來源：咳嗽、噴嚏、鼻涕、談話
⚫ 一般在一公尺以內 (最遠可達1.83公尺)

超過一公尺

大量病原存在接種物 (inoculum) ⚫ 蒸發後氣溶膠變小，如果小於
10μm，滯留時間更長，吸入可深
入肺臟。

⚫ 相對小量病原存在接種物
(inoculum) ，但病原毒力強

氣溶膠或分泌
物汚染附近器
物表面，接觸
可能感染。

接觸易感染位置 (眼、鼻、口及氣管黏膜面) 接觸易感染位置 (如結核病感染的肺
泡)

洗手有效 洗手無效

Meningococcal meningitis, rubella (German 

measles), pertussis, common cold, SARS, 

influenza, COVID-19

TB, measles, varicella (chicken pox), 

smallpox, SARS, avian influenza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 SARS
2021/11/25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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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107個病毒顆粒/ml

•無法確診

電子顯微鏡檢查

利用細胞培養或實驗動物培養，以分離病毒。

• 包括RT-PCR、nested RT-PCR、定量PCR及in situ 
hybridization，但PCR無法區別是完整病毒或病毒基因片段。

核酸診斷

IFA或ELISA

血清中和抗體

組織病理及免疫化學染色



消毒

•冠狀病毒為RNA病毒，其對消毒劑抵抗性
較差，一般消毒劑都可快速抑制病毒活性，
如漂白水（clorax）、碘劑（betadine）、
福馬林、石炭酸衍生物（lysol）、70-75% 
酒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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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酒精消毒

11/25/2021 98



漂白水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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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 感染SARS-CoV-2的人應避免
與伴侶動物密切接觸。

• 在處理和照顧動物時，應始
終執行基本衛生措施。



Facial Masking 
for Covid-19 —
Potential for 
“Variolation” as 
We Await a 
Vaccine   
(Gandhi M, 
2020-9-16, 
NEJM)

• 普遍戴口罩可能有助於降低疾病的嚴重程度，
並確保更多新感染無癥狀。

• 高劑量的病毒性接種可以壓倒和調節先天免
疫防禦，增加疾病的嚴重程度。

• 在2003年非典大流行期間，亞洲各國在全人
口範圍內進行了戴口罩，這表明公共場所戴
口罩與大流行控制之間有著牢固的關係。

• 自 1938 年以來，主要是在動物模型中， 病
毒的致命劑量的概念 - 或 50% 暴露的宿主死
亡的劑量。高劑量的病毒導致在敘利亞倉鼠
SARSCoV-2感染模式中出現更嚴重的表現。

• 最近幾周出現了一些有的數據，表明強細胞
介質免疫力甚至來自輕度或無癥狀的SARS-
CoV-2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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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距離、口罩及眼罩保
護效果

• 美國有線新聞網路（CNN）引述最新發表在
美國《科學公共圖書館—醫學》（PLoS
Medicine）雜誌的研究，再一次肯定3大個人
舉動的防疫效果：定期洗手、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離。

• 荷蘭烏德勒支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Utrecht）研究員，根據上述3
大舉動建構模型，指出如果普及率超過50%，
已經能夠有效防範新冠肺炎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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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irologist says Covid-19 type disease was found a few years ago – but world didn’t 
prepare
2020-9-16 by Jarryd Neves,  BizNews

• 沃爾夫岡·普雷瑟教授 (Professor Wolfgang Preiser)是南非斯泰倫博斯
大學(Stellenbosch University)醫學病毒學系主任，他是全球人畜共患
疾病的頂尖專家。

• 他和他的醫療同事是2003年第一批分離SARS病毒的人之一。

• 世衛組織COVID-19疫情顧問。

• “In 2003, we learned that we were wrong and that we should have taken cues from our 
veterinary colleagues who had known coronaviruses. I’m talking of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coronavirus family here. In veterinary science, coronaviruses had been known for many 
years to be the etiologies of very severe diseases. Our veterinary colleagues had really 
investigated these properly, developed vaccines, diagnostic tests and so on. ‶

• ″2003年，我們得知我們錯了，我們應該從了解冠狀病毒的獸醫同事那裡獲得冠狀病
毒家族的不同成員線索。在獸醫學領域中，許多冠狀病毒多年來一直是非常嚴重的
疾病，而我們的獸醫同事確實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完整的研究，也開發了疫苗及診斷
試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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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端螺旋體病
（Leptospirosis）

• 2021年美國紐約爆發罕見人畜共通傳染病─鉤端螺旋
體病（Leptospirosis），累計已有15人染病、1人死
亡，從2006年到2020年，紐約僅檢出57例同樣的疾
病，幾乎所有病例都發生在容易與老鼠接觸的人身
上，可能是經由鼠尿被感染。

• 鉤端螺旋體病在美國很少見，每年發現約200例病例，
全球平均每年約有100萬人感染，近6萬人死亡。



鉤端螺旋體病（Leptospi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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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端螺旋體病原

107(Image credit: CDC/ Rob Weyant)

• (中臺科技大學 潘銘正教授)

(潘銘正教授) (潘銘正教授)

鉤端螺旋體屬（Leptospira）可分為二群，具病原
性者通稱為Leptospira interrogans sensu lato，沒
有病原性者通稱為Leptospira biflexa sensu lato。



流行病學

• 本病分布於全世界，大多發生於熱帶及亞熱帶
地區。

• 台灣自1976年首例報告以後，已陸續每年證實
多起確定病例，近年來發生率約在0.03~0.13
（1/100,000）之間。

• 鉤端螺旋體幾乎能感染所有哺乳類，如鼠類、
狗、牛、豬等，造成腎臟慢性感染，並且由尿
液大量排菌。

• 人或動物可經接觸受病原菌污染的水而感染；
當人們工作（農民、衛生下水道工程或維修人
員、礦工等）、運動競賽（如游泳、三項鐵人
競賽）、或戲水（激流、泛舟等水上活動）時，
可經由皮膚傷口、口鼻咽黏膜、眼結膜或生殖
道黏膜感染。洪水氾濫過後也常見爆發流行。



致病機轉

• 菌體通過皮膚、黏膜（口、鼻、眼）入侵，經
2～30天（通常是5~14天）潛伏期，隨即進入
血液循環而大量增殖，引起菌血症。

• 由於菌體及其釋放的毒素的作用，病患會出現
發燒、畏寒、頭痛、全身酸痛、腓腸肌壓痛、
腹痛、結膜充血（紅眼）等。

• 菌體在血中存在約一週，隨後侵入肝、脾、腎、
肺以及中樞神經等器官。

• 臨床表現從無症狀到多重器官衰竭都有可能發
生。



依菌株毒力、
菌量以及宿主
免疫力差異而
引起不同程度
的傷害，臨床
上常見下列類
型

110

• 輕微流感型 (無黃疸型)：佔80~90%，常被忽略而自癒，
為早期菌血症的症狀，臨床表現類似感冒，如發燒、
畏寒、頭痛、全身酸痛、結膜充血（紅眼）等，症狀
輕。

• 嚴重Weil氏症候群 (黃疸出血型)：除突然發燒、畏寒、
全身酸痛以外，以出血、黃疸、腎衰竭、心肌炎合併
心律不整等損害症狀為特徵。出血和微血管損傷有關。

• 腦膜炎腦膜腦炎型：出現頭痛、畏光、嘔吐、頸部僵
硬、意識障礙、抽搐、以及昏迷等神經症狀。

• 肺出血合併呼吸衰竭型：非常急性，有出血性肺炎症
狀，如胸悶、呼吸窘迫、咳嗽、喀血、紫紺等，沒有
及時治療，死亡率極高。

• 部分病患還可能出現恢復期併發症，如眼葡萄膜炎和
虹膜睫狀體炎等。



犬鉤端螺旋體病變：黃膽及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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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醫學中心 楊智偉教授提供)



Kidney lesions in humans

113
INC

Silver stain
慈濟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科許永祥
主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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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科許永
祥主任提供)



預防與感染控制

• 鉤端螺旋體可能經由皮膚傷口、結膜或黏膜造成感染，故應避免食入或接觸到受病
原動物之尿液所污染的水、土壤或食物。因此，教育社會大眾有關此疾病的傳染途
徑為最重要之防治方法。

• 少見於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傳染。

• 針對宿主動物：（一）減少傳染宿主的數量（如撲滅老鼠），（二）對於宿主動物
進行隔離，（三）對寵物及家畜施打疫苗，（四）保持居住環境的清潔，將可能受
污染的水放乾，以避免其散佈。

• 感染的高危險族群，如（一）農夫及畜牧養殖場工作人員（二）獸醫師或寵物照護
者（三）屠宰場或食品處理者（四）下水道、漁民或礦場工作人員（五）常從事野
外活動或露營者（六）實驗室人員（七）水災或洪水氾濫過後之地區居民，在可能
接觸到傳染源時，應穿著防護衣或穿戴手套及防水衣物，以避免傷口。



蛔蟲症（Ascariasis）



病原特性

• 犬蛔蟲症為幼犬常見造成下痢的疾病之一。

• 寄生於犬並發病的有兩種，分別是犬小蛔蟲（Toxascaris
leonina）及犬蛔蟲（Toxocara canis）。

• 對於宿主通常是直接經口感染。

• 以公共衛生觀點而言，犬蛔蟲內臟幼蟲的移行對人類是一種
相當敏感的疾病，尤其是小孩，犬蛔蟲內臟幼蟲的移行會造
成許多組織的破壞。



流行病學

• 蛔蟲在溫帶及熱帶地區為常見之寄生蟲。

• 尤其是在低度開發之農業國家，農民喜愛用大便作肥料，使
蔬菜及植物污染蛔蟲卵。

• 夏季之蠅類及蟑螂之足部常攜帶蟲卵散佈於食物及飲料上為
傳播之重要媒介，而環境衛生不良及蟲卵抵抗力強均為流行
之主要原因。

• 人類感染主要是誤食被犬蛔蟲卵污染的食物或泥沙，在腸內
幼蟲孵出，進入腸壁寄生於內臟中，形成內臟幼蟲移行症。

• 在美國幼稚園兒童血清陽性率超過20％。



傳染窩

• 犬蛔蟲寄生於犬及狐狸小腸。



Toxocara canis
larva migrans

• Asymptomatic

• Symptoms with affected 
viceral organs

2003 NTU Vet Neuropathol 120



預防與感染控制

• 家中的狗必須例行性的給予驅蟲，避免犬蛔蟲感染人體。

• 貓、狗的床單要以熱水進行消毒，還要保持廁所的清潔，處理完貓狗
的排泄物務必要洗手。

• 藥物治療，並且多吃高纖維食物以增加腸蠕動，及時排出蟲體。

• 注意環境清潔衛生，飯前、便後要洗手。

• 不食生蔬菜，水果必須用水洗淨。

• 注意飲水衛生；飲水需經煮沸後始可飲用。

• 處理食物前先洗手；冷藏食物；煮熟所有食物；避免食物再受感染；
維持廚房清潔。

• 多運動，增強免疫力，身體更健康。



西尼羅熱
West Nile Fever



• 黃病毒屬(Flavivirus)經由蚊子(Culex species)
傳染

• 1937年首次在烏干達的西尼羅地區，由當
地發病的女人血液中分離到病毒

• 在1962-1965年法國疫情爆發；1996年在
羅馬尼亞發生高死亡率；1999年於美國東
部發生

• 傳染病並非經由直接的人類接觸

• 發燒、疲倦、眼睛及肌肉痛、頭痛及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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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尼羅熱病毒

•西尼羅病毒屬於黃病毒
科（Flaviviridae）之黃
病毒屬（Flavivirus）
RNA病毒。

124CDC, USA



傳染

• 蚊子是主要的傳染媒介，傳播本病之蚊媒
包括Culex tritaeniorhynchus, Cx. vishnui, Cx. 
bitaeniorhynchus and Cx. univittatus。蚊子
叮咬到帶有病毒的鳥類，感染的壁蝨
（ticks）及鳥類之間彼此傳染亦有可能。

• 鳥類為重要的病毒增幅者。而人及馬為終
宿主（dead-end host）。

• 少數病例中，可經器官移植、輸血、懷孕
婦女垂直感染胎兒、哺乳等方式傳播。

• 不會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直接傳染（如
觸摸、看護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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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

• 80%是無症狀的，20%的患者產生自限性發燒
症狀

• 典型初始的症狀包含：急性的發燒、頭痛、
關節痛、肌痛、疲勞無法集中注意力，另外
約有四分之一至一半病人會發生斑丘疹
（maculopapular rash），四分之一至三分之
一病人會發有一些腸胃道症狀（如嘔吐或腹
瀉）。

• 只有<1% 病人是以神經侵襲性疾病表現（腦
炎、腦膜炎、急性無力性麻痺症候群）。

• 極少數病例會合併肝炎、胰臟炎、心肌炎、
心率不整、橫紋肌溶解症、睪丸炎、虹彩炎、
視神經炎及葡萄膜炎（uve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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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學檢查無法區分日本腦炎(Japanese B 
encephalitis)及聖路易斯型腦炎(Saint Louis 
encephalitis)

•西尼羅病毒可從鳥，馬及蚊子中分離出來

•在馬及鳥的中樞神經系統出現非化膿性腦炎

•常見不明顯的感染及輕微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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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西尼羅病毒腦炎

• 食慾減低及沮喪

• 發燒

• 後腳無力

• 後腳麻痺

• 視力缺損

• 頭部下垂頭部傾斜



鳥類

• 西尼羅腦炎病毒在脊椎動物的基本宿
主

• 為一個擴散的宿主

• 高病毒血症

• 病理學：腦脊髓膜炎及心肌炎

• 病毒出現在腦、腎臟及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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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尼羅熱病
例 (199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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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孢子蟲症
(Cryptosporid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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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

◆可以同時感染人與動物。

◆本蟲首先在1907年，由Tyzzer在小白鼠的胃
中發現，但是遲至1970年代才開始為獸醫研
究人員所重視，其後不斷有牛、羊、豬及雞
等動物感染的病例報告。

◆第一個人類病例是在1976年發現於一名三歲
小孩身上，1982年以後，由於成為愛滋病
（AIDS）的重要伺機感染病原，及歐美數個
地區的爆發流行，才又受到世人的囑目。

◆卵囊排出時就具感染力，藉由被糞便、唾液
或嘔吐物污染的水、食物或手而傳染給其它
人或動物，和患者有親密接觸者，看護病人
或公共游泳池，是人與人之間常見的傳染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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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sporidiosis new.wmv

畜牧業大量飼養的牛羊亦可能是導致人類罹病的來源。根據美國的調
查報告，1984年德州有2,006人，1987年喬治亞州有12,960人，1991年
賓州有551人，1992年奧勒岡有15,000人感染。

最嚴重的一次爆發案例在1993年威斯康辛州Milwaukee，隱孢子蟲污
染自來水，暴露人口403,000人，感染人口也是403,000人，震驚全美。

1989-1991年在英國有數起因進入農場及喝了公共飲水而爆發超過500

人感染的病例。隱孢子蟲病常見於年輕的動物，特別是反芻獸和小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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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隱孢子
蟲症感染情
況 (2009-

2017)

11/2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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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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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胞子蟲的卵囊隨罹病動物的糞
便排出，藉由被污染的水、食物
或手而傳染給其他人或動物。

•和患者有親密接觸者、看護病人
者或經公共游泳池，是人和人之
間常見的傳染方式。

•常有因公共飲水污染而導致群體
爆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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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及消化道寄生的隱
孢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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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顯微鏡
下的隱孢子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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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家畜疾病防治
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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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臨
床症狀

•一至三週齡的牛與羊尤具感受性，
引起持續性下痢，脫水，體重下降，
以及發育不良。沒有併發症，一般
會痊癒。但情況嚴重時，受感染的
牛犢會死亡。

•本蟲感染具有抑制免疫能力的作用，
導致受感染犢牛容易遭受其它病原
二次性感染，例如輪狀病毒或冠狀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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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臨床症狀

◆水樣下痢，脫水，體重下降，發熱，
腹痛，食慾不振及嘔吐。本蟲可以在
體內反覆感染，病情拖延可能導致死
亡。

◆腸道外感染，較多寄生在膽管上皮，
病人有右上腹痛，噁心，嘔吐，發熱。

◆少數會造成間質性肺炎，咳嗽，呼吸
困難，發熱，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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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源和傳播方式
Cryptosporidiosis 
new.wmv

• 人類感染源

• 其他感染者

• 受感染的牛

• 動物感染源

• 其他家畜

• 通過攝入受感染動物或牛糞
便污染的食物和水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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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

•例行糞檢（4-6μm大小的隱孢
子蟲卵囊,Ziehl-Neelsen acid-
fast stain）

•多聚合酶鏈反應（PCR）

•血清ELISA抗體測定：敏感度
約83-95%，但尚未商品化。

•螢光抗體檢查。

•組織病理學檢查。

•檢驗疫區人口血中抗隱孢子蟲
抗體，發現抗體陽性率比糞檢
陽性率高，顯示有許多人是不
顯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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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與預防

• 一般健康人及動物感染，會自我痊癒，因此
可用支持療法及防止脫水。但小孩及孕婦則
需注意因下痢導致的脫水情況。

• 落實個人衛生，使用煮沸過的水，吃煮熟的
食物可有效預防本病之感染。

• 監測飲水中是否存在卵囊，尤其提倡自來水
生飲時應考慮以有效方法先殺減卵蠹。

• 在美國本病被認為極具公共衛生的威脅性。
台灣牛、羊、豬、家禽、鴨以及人都有報告。
而且台灣的水域曾發現有隱孢子蟲卵囊但未
鑑定是否是C. parvum。

• 隱孢子蟲的檢驗應在各醫院實驗室列為常規
檢查，疾病管制單位更應建立監控，防範其
爆發流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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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及防治

•一種新藥， nitazoxanide已被批
准治療於免疫系統良好的病人。

•良好的衛生。

• 避免接觸遭污染的水和食物。
隱孢子蟲可以在氯化池中存活數
天。

•旅行時要格外小心。

•在性活動期間，避免糞口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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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相關人
畜共通傳染
病的及隨時
掌控國內外
最新疫情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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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CDC,及OIE網站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疾病
管制署網站

隨時接受繼續教育，保持
最新的資訊



醫學一體以保障一個地球上的
眾生健康與福利 (One medicine, 
one world and one health) 

• 「在動物醫學與人類醫學
之間並沒有界限-事實上
也不應該有。雖然服務的
對象不同，但是在彼此領
域所獲得的經驗卻是建構
了整個醫學的基礎。」

• "Between animal and 
human medicine there is no 
dividing line – nor should 
there be. The object is 
different but the experience 
obtained constitutes the 
basis of all medicine." -
Rudolf Virchow (1821-
1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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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lf Ludwig Karl Virchow was a German doctor, anthropologist, public 

health activist, pathologist, prehistorian, biologist and politician. He is referred 

to as the "Father of Path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dici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rop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tivist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th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Prehistorian&action=edit
http://en.wikipedia.org/wiki/Biologist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itician


建議

• 「相容並蓄，互通醫理。」-比較醫
學人才培育。「術業有專攻，聞道
有先後。」，醫學及動物醫學緊密
合作，共同聯防以阻止疫病入侵、
擴散與撲滅。

• 善用既有資源及可信網路，以收
「事半功倍」之效。

• Google快訊 (Google Alerts)

• 超前佈署，有備無患：「勿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 隨時掌控國
內外疫情，及早因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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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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