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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前前前前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傳傳染染病病是是由由微微生生物物（（包包括括病病毒毒、、細細菌菌、、黴黴菌菌或或寄寄生生蟲蟲等等））感感染染人人體體而而發發病病的的總總稱稱，，傳傳染染途途徑徑

若若是是經經由由母母體體將將微微生生物物經經過過胎胎盤盤傳傳給給胎胎兒兒者者稱稱之之為為垂垂直直感感染染（（VVeerrttiiccaall  ttrraannssmmiissssiioonn））；；  若若經經由由空空

氣氣 、、 水水 、、 食食 物物 、、 飛飛 沫沫 或或 接接 觸觸 將將 致致 病病 的的 微微 生生 物物 傳傳 給給 他他 人人 者者 稱稱 之之 為為 水水 平平 感感 染染 （（ HHoorriizzoonnttaall  

ttrraannssmmiissssiioonn））。。垂垂直直感感染染的的影影響響範範圍圍較較小小，，但但水水平平感感染染則則可可一一傳傳十十，，十十傳傳百百的的傳傳給給他他人人，，在在極極短短

的的時時間間內內就就可可波波及及到到成成千千上上萬萬的的人人，，影影響響深深遠遠。。自自 11997733 年年以以後後，，每每隔隔 33  到到 55  年年就就不不斷斷的的有有新新品品種種

的的微微生生物物感感染染人人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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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新興傳染病（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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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流行的傳染病則稱為再浮現傳染病（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表 1）。 

  

 

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11111111........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興興興興興興興興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再再再再再再再再浮浮浮浮浮浮浮浮現現現現現現現現傳傳傳傳傳傳傳傳染染染染染染染染病病病病病病病病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型型型型型型型型態態態態態態態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病原/新病症：愛滋病（HIV/AIDS）， 煞士（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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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興傳染病之所以恐怖是因為這些病原菌過去未曾發生，被感染之後又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

病原體及診斷的方法，也找不到適當的藥物治療，且傳播速度又快，死亡率又高，有時甚至醫護

人員首當其衝，率先殉難，以致震驚全球。最近 30年來造成人類極大災難的新興傳染病可說是又

多又廣（表 2），由於篇幅所限，無法一一介紹，僅將近年來最受注目的四種可由我們自己在日

常勤於洗手即可達到部份預防效果的新興傳染病加以簡單描述，藉此強調隨時洗手的重要性。        

        

        

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22222222........        11111111999999997777777766666666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以以以以以以以以後後後後後後後後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新新新新新新新新興興興興興興興興傳傳傳傳傳傳傳傳染染染染染染染染病病病病病病病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76  退伍軍人症（ Legionnaire’s disease）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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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煞士病毒煞士病毒煞士病毒煞士病毒（（（（SARSSARSSARSSARS））））    

        

SSSSSSSSAAAAAAAARRRRRRRRSSSSSSSS        緣緣緣緣緣緣緣緣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自 2002年 11月起流行於廣東佛山地區的非典型性肺炎 （atypical pneumonia），原因不明，但

卻迅速漫延，由於亞洲地區與大陸交往密切，經貿旅遊往來頻繁，因此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

大、台灣等相繼出現病例，且病程發展快速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者迅速增加。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3 年 3 月 15 日將此種特別的病例稱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簡稱煞士 SARS）。 

    SARS 的症狀為突然發高燒（超過攝氏 38度）、乾咳、發冷、顫抖、呼吸困難，其他症狀包

括頭痛、肌肉痠痛、食慾不振、倦怠、意識紊亂、皮疹及腹瀉等。得到此病的病人皆會發燒，醫

護人員亦紛紛受到感染甚至死亡，每天從報紙上看到罹患疑似 SARS 病人的統計在快速的增加，

使得全台灣地區人人聞 SARS色變，因此在 SARS 流行期間，凡是有發燒的病人皆被認為有 SARS

的嫌疑，尤其是剛從國外回來的同胞，衛生主管當局要求一定要自我監測體溫，自我隔離。政府

亦在疫情流行期間宣布將 SARS 列為法定傳染病，並創下光復以來，首度發生醫院封院、全民出

門戴口罩、進入公共場所要排隊量體溫等奇景。各大、中、小型的醫院也紛紛在院外設立發燒篩

檢站，一旦發現有發燒的病人，立刻將其隔離觀察。同時全球的醫學專家們亦不眠不休、日以繼

夜地研究以找出此新興傳染病的致病因，在很短的時間內確定了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就是 SARS 元

兇，定名為 SARS 冠狀病毒（SARS-CoV），並發展出各種可靠的檢測方法以確定發燒的病人是否

為 SARS 病人。至 2003 年 7 月底 SARS 風暴平息時，台灣地區真正受到 SARS 病毒感染者共有

346 人，因此病死亡者有 37 人，死亡率為 11%。值得檢討的是醫護人員中煞者竟高達 20% （68

人）。SARS 病毒可由飛沫及接觸傳染，因此照顧此類病人時除穿戴個人防護裝備之外，尚須嚴

格推行洗手政策，才能阻絕病毒的傳播，感控專家及學者所擬定的各種院內感染管制措施亦因此

得到政府及醫院當局的高度重視。 

        

SSSSSSSSAAAAAAAARRRRRRRRSSSSSSSS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治治治治治治治治療療療療療療療療經經經經經經經經驗驗驗驗驗驗驗驗        
SARS 流行期間，由於是全新的病毒感染，並無特定的治療方法，因此各種治療的方法紛紛

出籠，最常見的是支持性療法包括使用退燒藥、抗生素治療續發性感染、輸液治療、氣管插管及

呼吸器的使用等；實驗性療法包括抗病毒藥物 （ribavirin， lopinarvir/ritovir， IFN-α）、類固醇、

恢復期血漿輸血、免疫球蛋白等。其他尚有各地發展出的奇奇怪怪的療法，可查得到的文獻高達

300 多篇。事後經專家研判，只有部份方法具有療效，有些方法不但無效甚至有害。SARS 曾被認

為 21世紀的黑死病，在流行期間造成全球恐慌、國際交流受限、民眾互信基礎潰堤、史上第一次

出現群眾排隊量體溫及大量醫護人員傷亡。我們期盼早日能發展出對抗 SARS 病毒的有效藥物及

疫苗以免 SARS 再度光臨時又忙得人仰馬翻，張皇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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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禽禽禽禽禽禽禽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感感感感感感感感起起起起起起起起源源源源源源源源        
 早在1878 年，義大利首先發生高病原性的家禽流行性感冒，造成大量雞隻死亡 ，當時病因不

明，稱之為雞瘟，至1955 年時，科學家才證實為A型流感病毒。至2004年時，已有越南、泰國、

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國、蒙古、哈薩克、俄羅斯、克羅埃西

亞、羅馬尼亞、土耳其等地區相繼發生H5N1禽流感。台灣迄今雖未發現有高病原性的H5N1禽流

感病毒，但已有低病原性禽流感H5N2疫情的發生。 

 

 

 

禽禽禽禽禽禽禽禽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感感感感感感感感病病病病病病病病毒毒毒毒毒毒毒毒與與與與與與與與人人人人人人人人類類類類類類類類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關關關關關關關關係係係係係係係係        

禽流感病毒屬於AA  型型流流感感病病毒毒，，與與一一般般的的流感病毒一樣外表有兩種抗原，分別稱為H抗原及N

抗原，H抗原共有16種（H1-H16），N抗原共有9種（N1-N9），這兩種抗原總共可以組合成多種亞

型（subtype） 病毒類型。常流行於人人類類亞亞型型為為HH11，，  HH22，，  HH33；；  NN11，，  NN22；；  豬豬為為HH11，，  HH33；；  NN11，，  

NN22；；  馬馬為為HH77；；  NN77，，  NN88；；  禽禽鳥鳥的的亞亞型型則則可可為為HH11--HH1166；；  NN11--NN99  。。過去認知禽流感病毒不會感染

人，但在1997 年香港首次爆發人及雞隻的禽流感病毒（H5N1）的疫情，罹病的18 人中有6 人死亡

的案例之後，才發現此事件的嚴重性，證明禽流感病毒是會感染人的。目前在禽流感病毒的16 種

H 亞型中共有H5 、H7 、H9 三種不同亞型禽流感病毒有感染人的報告。由於病毒會不定時的發生

基因突變，衍生出新品種導致原來僅感染禽類的流感病毒變得可傳染給人。這些突變的流感病毒

對人類而言是全新的病毒，大多數人對這種病毒沒有抗體，因此容易導致嚴重的病症。所幸目前

尚未發生禽流感病毒的人傳人的報告，但是已有專家提出警告，由於人類發生流感病毒的感染比

例很高，如果同時受到禽流感病毒與人流感病毒的感染，經由病毒基因片段的重新組合，產生可

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新型病毒時，將造成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員死亡，對人類發生嚴重的危

害。 

 

禽禽禽禽禽禽禽禽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感感感感感感感感病病病病病病病病毒毒毒毒毒毒毒毒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特特特特特特特特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禽流感病毒可在 野鴨（候鳥）消化道表皮細胞繁殖，是禽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對這種病毒

具有抵抗力，即使染病，症狀也相當輕微，但是其排泄物中含有大量的病毒，可由野鴨的糞便與

湖水中培養出來。北半球每年八、九月野鴨流感病毒量最高 （約30% 的野鴨已受到感染），當野

鴨往南方遷移準備過冬時仍能繼續排出流感病毒，而糞便中的病毒在 20oC 時可存活7 天，在 4oC 

時可存活30天，最長可達105天。禽流感病毒可存活於冰凍的湖水中直到野鴨再遷移回來。禽流感

病毒的潛伏期為: 3-10 天，最長可達 21 天，調查發現人類的感染來源主要來自接觸到家禽或野鴨

的糞便，而從事養雞業者之家庭成員、工人與屠宰業者更是首當其衝，有些人員甚至可從他們的

血清中偵測到H5的抗體。 

 

禽禽禽禽禽禽禽禽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感感感感感感感感之之之之之之之之症症症症症症症症狀狀狀狀狀狀狀狀及及及及及及及及治治治治治治治治療療療療療療療療 

人類感染禽流感初期病徵與人類流感相似，患者會有發燒、頭痛、肌肉痛、流鼻水、咳嗽、

喉嚨痛、腹瀉等症狀，若被H7N7感染者則可併發結膜炎；後期症狀可發展為肺炎、呼吸衰竭、多

重器官衰竭及死亡。目前已被報告的病例中H5N1型的病毒所引起的死亡病例最高，因此臨床醫師

宜加以提高警覺，詳細詢問病人有無接觸禽鳥之病史。目前的治療方式除支持性療法之外，尚可

使用克流感（Tamiflu） 藥物治療，但只在早期具有療效，晚期則沒有顯著的效果。 

     



禽禽禽禽禽禽禽禽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感感感感感感感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防防防防防防防防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禽流感的防治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減少人類與帶有病毒的家禽類接觸，以阻絕感染的來源。只

要偵測到家禽類爆發流行時，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感染的家禽撲殺及銷毀或作適當的掩埋處理，

避免病毒的擴散，因當高致病性的H5N1病毒爆發流行時，傳染至人類的危險性就會大增。香港在

1997年爆發禽流感時，以非常時期採取非常的手段，在三天內即撲殺及掩埋了1500萬隻家禽； 荷

蘭在2003年爆發流行時也是循著這個模式在一週內撲殺及掩埋了2300萬隻的家禽，以遏阻病毒的

快速漫延。台灣在經過SARS的洗禮之後，主管防疫的衛生當局經常在各縣市協同各大醫院舉行了

多次大規模的新型流感防治的演習，以期累積各種實務經驗，為將來萬一有疫情發生時作好妥善

的準備。對一般民眾則進行「九不」及「四要」的宣導，以期減少得到感染的機會。我們要強調

的還是除了不接觸禽鳥、不生食雞鴨肉及其雞鴨蛋類之外，就是要勤加洗手，萬一不慎接觸到禽

鳥肉類及排泄物後，更應徹底以肥皂清洗雙手。同時也鼓勵大家接受施打人流感疫苗，以避免發

生禽流感病毒與人流感病毒同時在體內結合成可以人傳人的新型流感病毒。 

 

 

腸腸病病毒毒  7711 型型（（（（Enterovirus Type 71Enterovirus Type 71Enterovirus Type 71Enterovirus Type 71）））） 

 

腸腸腸腸腸腸腸腸病病病病病病病病毒毒毒毒毒毒毒毒        7777777711111111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特特特特特特特特性性性性性性性性及及及及及及及及臨臨臨臨臨臨臨臨床床床床床床床床症症症症症症症症狀狀狀狀狀狀狀狀        
  腸病毒屬於小 RNA 病毒科（Picornaviridae），為一群病毒的總稱，種類繁多，包括小兒麻痺

病毒、克沙奇病毒及伊科病毒等。主要侵犯的對象為兒童，年齡越小者，發生率越高。1969 年美

國加州的一次流行中首次被分離出來，當時引起很多無菌性腦膜炎與腦炎的病例，經證實為腸病

毒 71型引起的感染，之後澳洲、日本、瑞典、保加利亞、匈牙利、法國、香港、馬來西亞等地也

相繼發生流行的報告。此種病毒最易引起神經系統的感染，如腦膜炎、腦炎等。1998 年在台灣大

流行時，導致 405例重症病例發生，其中有 78 例死亡，死亡率高達 19%，導致剛上任的防疫處長

因而去職。之後每年或多或少皆有重症腸病毒 71 型感染的報告，而每年的重症患者死亡率皆在

10%以上，已成為衛生主管機關的心頭大患。一般而言絕大部分非 71 型的腸病毒引起的感染，其

症狀是比較輕微的，早期可能有發燒或類似一般感冒的症狀，以及口腔出現潰瘍、手、足、臀部

有皮膚疹子等所謂的手足口病，大部分病例過了 7-10 天之後就會自然痊癒。但在腸病毒 71 型感

染的病例中，除 80%為手足口病之外常有中樞神經系統的侵犯，併發重症者以 5 歲以下最多，所

以對罹患手足口病的 5歲以下兒童必須特別注意。  

腸病毒的傳染途徑可由糞－口傳染，該病毒的生存力及繁殖力強，又不怕胃酸，可在胃腸道

裡繁殖再經腸道排出，時間可長達 2 個月，若吃進被糞便所污染的飲水或食物就可被傳染；亦可

經由接觸病人皮膚水泡的液體而受到感染，小朋友的玩具也能成為傳染的媒介；而呼吸道（飛

沫、咳嗽或打噴嚏）的傳染，更可讓托兒所或幼稚園的全部小朋友中獎，防不勝防。    

 

腸病毒 71型侵犯中樞神經系統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腦 膜炎或腦炎的神經學症狀期 

      肌躍式抽動、嘔吐、肢體協調障礙、局部肌肉無力、意識不清、易受驚嚇、表情淡

漠 。 

        第二期：交感神經亢奮期（自主神經系統錯亂） 

      如：心跳過快，瞳孔縮小、呼吸痲痺等。 

        第三期：休克期－循環衰竭，此時常發生肺水腫死亡，死亡率可高達 80-90%。 

 

腸腸腸腸腸腸腸腸病病病病病病病病毒毒毒毒毒毒毒毒        7777777711111111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防防防防防防防防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目前腸病毒中，除了小兒麻痺病毒有疫苗可以預防外，其他的腸病毒尚無疫苗可以預防，亦

無有效的抗病毒藥物來治療，所以家長及學校的老師必須加強教育小朋友養成隨時洗手的習慣，

尤其是便後及飯前務必洗手、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以期減少被腸病毒感染的機會。 

 



    
諾羅病毒諾羅病毒諾羅病毒諾羅病毒（（（（NorovirusNorovirusNorovirusNorovirus））））    
 

諾羅病毒是一種小圓型病毒，過去稱為類諾瓦克病毒 （Norwalk- like viruses），它所引起的感

染，是一種類似食物中毒的病毒性胃腸道的感染，容易在冬天發生大規模的群聚感染事件，尤其

是在人口密集的機構包括學校、餐廳、醫院、安養中心、托兒所、渡假中心等皆為傳播諾羅病毒

的場所。2002年美國地區曾爆發諾羅病毒的大規模流行，約有2,300萬人受到感染，其中5萬人需住

院治療，310人死亡，死亡者多數為老人、嬰幼兒和免疫功能不全的病人。2005年台灣地區亦曾爆

發多起的諾羅病毒的群聚感染事件，大都發生在各級學校、老人之家、呼吸照護病房、精神科病

房及身心障礙機構。2006 年之後更有增加的趨勢。依據衛生署之症狀系統腹瀉監測資料顯示，在

72 件群聚事件中有61 件證實是由諾羅病毒引起，所幸因控制得宜，並未釀成巨災。 

 

諾羅病毒的傳染途徑及症狀諾羅病毒的傳染途徑及症狀諾羅病毒的傳染途徑及症狀諾羅病毒的傳染途徑及症狀 
諾羅病毒的感染可發生於每年的任何時候，但以冬季為最多。病毒可在被污染的的環境中存

活數天。傳染途徑以糞－口途徑為主，最常見的方式為食用過被病人糞便所污染的飲水或食物而

感染，因病毒之感染劑量非常低，只要接觸到病人或病人的嘔吐物或排泄物污染的物件皆可受到

感染。 

諾羅病毒的潛伏期很短，一般為 24 至 48 小時，被感染的症狀通常是突發性的噁心，緊接著

是噴射性嘔吐和水樣腹瀉，有些患者還可能出現輕度發燒、頭痛、胃痙攣或四肢疼痛等。諾羅病

毒可侵犯所有的年齡層，為一自限性的疾病，症狀持續約二三天即可痊癒，對健康的人通常並不

會造成極大的危害，但對有心臟病疾患或其他慢性病的老人，則較易發生嚴重的併發症。 

 

諾諾諾諾諾諾諾諾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病病病病病病病病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染染染染染染染染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防防防防防防防防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諾羅病毒尚無藥物可以治療，亦無疫苗可以預防，所幸該病為一自限性疾病，會自已好轉，

嚴重的病患只要加以輸液及其他的支持性療法即可。但因病人發病所需的病毒感染劑量非常低，

傳播的速度又非常快，因此住院病人一定要採取嚴格的腸胃道感染的防護措施，將被感染的病患

迅速隔離治療。病患的嘔吐物、排泄物以及環境須使用漂白水消毒，家屬進出病房時亦須用 75%

的酒精洗手消毒，同時限制訪客，以免疫情擴大。除了醫護人員須勵行洗手消毒之外，其他在醫

院工作的伙伴亦應遵守感控措施，從我們處理過的諾羅病毒感染事件中發現一個負責打掃病房的

外包清潔人員在打掃之後忘記洗手，回家之後不但自己被感染，就連家人亦受到波及的例子，由

此可見洗手對防治諾羅病毒感染的重要性。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由於新興傳染病的相繼出現，而病人有問題時當然是立刻送醫治療，毫無疑問地醫護人員是

首當其衝接觸到這些病人的，因此在醫院工作的所有人員（包括洗衣工及清潔工）皆宜定期接受

感染控制的訓練，以免將病毒或細菌傳染給自已或其他的病人。目前各大小公立醫院為了節省成

本，大都將清潔工作外包，但因待遇不佳，以致流動率偏高，且工作人員又良莠不齊，感控人員

雖有定期給他們上課教育，但成效有限，如何將這一塊防疫死角做好就要看醫院當局的智慧了。

從 SARS、禽流感、腸病毒及諾羅病毒的防治經驗來看，雖然呼吸道的感染防不勝防，但接觸感

染是可用洗手的方法來達到最基本的防治效果的，因此一般民眾一定要養成隨時洗手以及便後及

飯前務必洗手的衛生習慣，同時儘量避免生食或生飲，以減少被各種病菌或病毒感染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