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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ImpactGlobal Impact

1. 每年造成有三百至五百萬嚴重個案和三十至
五十萬死亡。過65歲、小於兩歲的及有其他
健康狀況使他們會更容易染上由流行性感冒
引致的併發症為最高。(CDC 2005)

2.  每一至二年就會出現週期性流行，每隔10至
50年出現pan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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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性感冒
Influenza

禽流感
家禽的流感

人類的禽流感(1997-HK首例)

人流感 人類的流感(20世紀的大流行)

新型流感

禽流感來的人流感-

新型流感(禽流感病毒衍生出的
混種流感病毒)



流感病毒

流感病毒可分為A 、 B 、 C三型，其中只
有A型與B型可以引起大規模的流行，C型流
感則在臨床上不太重要。

流感病毒是一種RNA病毒， 它的RNA分成八
個節段而分別製造不同的十種蛋白質。

病毒的外表有兩種重要的抗原：



1.A型流感依據病毒表面的血凝集素
(HA蛋白)，以及神經胺酸酶(NA蛋
白)配對而成不同亞型

2.HA蛋白有H1~H16等16種

3.NA蛋白可分為N1~N9等9種



人類流感病毒

• A型：H1-3、N1-2為主

– 現今流行為A(H1N1)、A(H3N2)

• B型：不分型



流感病毒命名

• 含8段RNA之正黏液病毒(orthmyxovirus)有
脂肪外殼對酒精敏感

• 命名：

型別/宿主/區域/病毒株號/分離年度(HN)
– A/Moscow/10/99(H3N2)
– 莫斯科株A型(H3N2)-1999年分離



流感病毒的抗原變異
分為兩類：

抗原飄變(antigenic drift)：抗原的變異
比較小的時候，此時A1仍是A1，只是病毒內
基因稍微改變，A/USSR/77 → A/Brazil/78

抗原移變(antigenic shift)：抗原的變異
比較大的時候，此時A1可能變為A2或A3，此
時病毒會變成一個新的病毒亞型，這種變異
可能引起世界性的全面流行(pandemic)，
H2N2 → H3N2



流感病毒

• Type A & B  epidemics 
of disease

• Type C  症狀輕，不會
大流行

• 疫苗（含Type A & B 不活
化病毒）：
無法預防C型流感

• A型：人、鴨、雞、火
雞、猪、馬、鯨、
海豹

• B型：人

• C型：人、猪



人流感病毒

‧傳染途徑

–飛沫傳染(1-2公尺以內)

–接觸傳染

‧季節：冬季持續3個月

‧傳染力：發病前24小時
發病後7天均有傳染力

‧潛伏期：1-3天







人流感病毒 SARS冠狀病毒

‧較能耐高溫

‧未發燒之前就有傳染力

‧較不能耐高溫

‧不發燒時無傳染力

故人流感較SARS更不易防治

均為飛沫及接觸傳染

均可用70％酒精或含氯漂白水消毒





H5N1H5N1病毒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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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禽流感的著色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圖(TEM)。H5N1病毒(金色)養在MDCK細胞(綠色)。圖
片來自CDC/ Cynthia Goldsmith, Jacqueline Katz, and Sharif R. Zaki, 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 http://phil.cdc.gov/Phil/home.asp



Natural Reservoir + SurvivalNatural Reservoir + Survival

1. A型流感病毒會出現在許多不同物種，通常在鳥類身上，
特別是水生的鳥類，主要感染腸道和透過水傳染而感染，
而且常是無症狀的。

2. 高度致病性的禽流感病毒可以在長時間生存。在水中，病
毒在22度可以生存4天，在0度更可生存30天以上。在凍結
了的物質，病毒可以無限地生存下去。

3. 最新研究指出在2004年的H5N1病毒變得更穩定，可以在37
度生存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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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N1H5N1：：進展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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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N1不止感染禽鳥物種中的寄主
範圍(Perkins 2002)，也擴大到感
染哺乳動物：人類、老虎、豹、家
貓和石貂。



猪流感 Virus

• RNA, enveloped

• Viral family: Orthomyxoviridae

• Size: 
80-200nm or .08 – 0.12 μm
(micron) in diameter

• Three types
– A, B, C

• Surface antigens
– H (haemaglutinin)
– N (neuraminidase)



H1 N1

H2 N2

H3 N3

H4 N4

H5 N5

H6 N6

H7 N7

H8 N8

H9 N9

H10

H11

H12

H13

H14

H15

H16

Haemagglutinin subtype Neuraminidase subtype



Swine Flu: Transmission Through Species
Reassortment in Pigs

Source: Carolyn Buxton Bridges, MD, Influenza Branch, Division of Viral and Rickettsial Diseas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tlanta, Georgia: “Human influenza viruses and the potential for inter-species trans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xl3.info/pdf/prod13.htm

http://www.xl3.info/pdf/prod13.htm




Science  VOL 324 downloaded from Science  VOL 324 downloaded from www.sciencemag.orgwww.sciencemag.org on May 18, 2009 on May 18, 2009 



Swine flu names evolving faster than swine flu itselfSwine flu names evolving faster than swine flu itself



猪型流感

‧猪型流感是發生在猪的呼吸道疾病，它是
因A型流感感染引起

‧猪流感病毒一般是不會感染人類，不過仍
有猪流感病毒感染人類的報告

‧一般而言，人類感染猪流感病毒是因為接
觸猪才會造成



人類如何感染猪流感

‧經由接觸感染的猪隻或受污染的環境

‧接觸到已感染猪流感的病人

‧人傳人



病例定義

‧確定病例:有上呼吸道症狀，且經實驗室證
實

‧疑似病例:有急性上呼吸道症狀，且在症狀
發生前7天左右曾到過疫區接觸已感染的動
物或人



• H1N1新型流感傳染途徑:

H1N1新型流感傳染途徑與季節性流感
類似，主要是透過飛沫傳染與接觸傳染，一
般成人在症狀出現前1天到發病後7天均有傳
染性，但對於病程較長之病患，亦不能排除
其發病期間繼續散播病毒。另兒童病例的可
傳染期通常較成人病例為長。



‧感染H1N1新型流感之症狀:

H1N1新型流感症狀與季節性
流感類似，包括發燒(94%)、咳嗽
(92%)、喉嚨痛(66%)、腹瀉/嘔吐
(25%)、及其他(全身酸痛、頭痛、寒
顫與疲勞)。



比較項目 SARS
急性嚴重呼吸道症候群

禽流感 豬流感

病毒株 突變冠狀病毒 H5N1 H1N1

潛伏期 2~7天，最長10天 1~21天 1~7天

症狀 高燒（＞38℃）及咳嗽或呼
吸困難，頸痛、肌肉僵直或
酸痛

類似感冒症狀 發病前一天就具感染力，症
狀與人流感類似，包括高
燒、肌肉痠痛；但這波疫情
似乎以腹瀉等腸胃道症狀為
主，且即便接種過流感疫
苗，保護力也很低。

傳染途徑 飛沫跟接觸傳染 飛沫、接觸及水源傳染 飛沫跟接觸傳染

導致死亡病狀 肺炎併發呼吸道衰竭 病毒性肺炎，並產生危急生
命併發症，最常見的是胰臟
炎，胰臟腫大、變硬、出
血、有壞死點，有時脾臟也
會腫大有壞死點，盲腸扁桃
出血，心冠狀溝和腹部脂肪
出血點，內臟充血，腎臟有
尿酸鹽沉積。

嚴重肺炎

好發年齡層 幼童、有慢性病及老年人
為多（免疫力弱者）

N/A 青壯年（免疫力強者）

死亡率 11% 50%以上 6.77%

注意事項 世衛組織仍未尋得感染個案是經
由人傳人途徑罹病之證據，亦無
充分證據證明，亞洲地區發生的
禽流感有在人與人間傳播的能
力。

患者在病發前一天到痊癒後8
天內，都具有傳染力。

發燒後才傳染 N/A 發燒前就會傳染

預防方式 多洗手、戴口罩
少出入密閉空間（如電梯、
餐廳）與人直接交談、接觸
或議會
隨時量測體溫

多洗手、戴口罩
避免接觸鳥禽類
避免生食家禽(高病原性禽流感
病毒在攝氏五十六度以上便會死
亡)

多洗手、戴口罩
少出入密閉空間（如電梯、
餐廳）與人直接交談、接觸
或議會
避免接觸豬隻

發生國家/區域 亞洲地區 印尼、東南亞 墨西哥、美國、加拿大、西
班牙、紐西蘭、南美



• 如何確定是否感染H1N1新型流感:

無法依症狀研判是否感染H1N1新
型流感，需採取檢體進一步檢驗始可
確認。若您有相關旅遊史、接觸史及
疑似病狀，請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
師旅遊史及接觸史。



我國對他國入境旅客之檢疫措施考量因素：

該國疫情等級

該國疫情資訊的透明度

該國疫情控制能力



WHO公布H1N1新型流感病例統計表—98/5/5
國家 確定病例 死亡病例

墨西哥 822 29

美國 403 1
奧地利 1 0

加拿大 140 0
香港 1 0
哥斯大黎加 1 0

哥倫比亞 1 0
丹麥 1 0

薩爾瓦多 2 0

法國 4 0
德國 9 0

愛爾蘭 1 0
以色列 4 0



WHO公布H1N1新型流感病例統計表—98/5/19
國家 確定病例 死亡病例

墨西哥 3103 68
美國 4714 4
加拿大 496 1

日本 125 0
香港 1 0
哥斯大黎加 8 1

哥倫比亞 1 0
丹麥 1 0

薩爾瓦多 2 0

法國 4 0
德國 9 0

愛爾蘭 1 0
Total 8829 74





國內新流感疫情分級
分 級 標 準

第一級 未出現任何確定病例

第二級 出現境外移入確定病例

第三級 出現境外移入病例所引起之第二波感染

第四級 社區流行，但控制中

第五級 全國流行，但控制中

第六級 全國大流行，但失控

註：社區流行係指發生第三波(含)以上之傳播



各國疫情等級

等 級 國 家

第一級
新加坡、奧地利、瑞士、丹麥、
以色列、荷蘭、阿根廷、澳洲、葡萄牙等

第二級
香港、台灣、韓國、法國、紐西蘭、哥斯大
黎加、波蘭、馬來西亞、泰國、芬蘭等

第三級
德國、英國、西班牙、巴西、義大利、日本
等

第四級 加拿大、美國

第五級 墨西哥

第六級



‧民眾如何預防:

1.個人平時之預防措施:

(1)遠離感染來源

避免前往H1N1新型流感發生地區。

(2)注意個人衛生及保健:勤洗手，
養成良好衛生習慣。

(3)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禮節。



2.如無法避免前往H1N1新型流感流行地
區，請注意下列事項:

(1)避免前往至人潮聚集處及至醫院探訪
病人。

(2)注意個人衛生，養成洗手的習慣。若
無法洗手時，可以使用含酒精(60%以上)
的乾洗手液。

(3)旅途中若出現發燒等類似H1N1新型流
感症狀，應戴口罩並儘快就醫。若為參
加旅行團之旅客， 請告知領隊， 以便
協助就醫及通報。



3.從H1N1新型流感流行地區返國時:

(1)旅途中如果出現身體不適，返國入境機場時請
填交「傳染病防制調查表」，並主動告知機場檢
疫人員。

(2)自H1N1新型流感流行地區返國後，請早晚量測
體溫，並進行自我健康狀況監測7天。

(3)如果有類似H1N1新型流感的症狀，應立即戴口
罩，通報當地衛生局協助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 
1.症狀

2.旅遊史

3.是否曾與H1N1疑似或確定病例近距離接觸



抗流感病毒藥劑目前有兩類
1.一類係屬M2蛋白抑制劑，如amatadine
2.神經胺酸抑制劑，如：Oseltamivir

(Tamiflu)、Relenza，它對A、B型流感
均具良好治療效果，但需於發病後48小
時內服用，使用後可縮短病程、減輕疾
病癥候嚴重度、減少併發症發生率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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