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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版  活力  微笑  健康人生 電子報：http://stud.adm.ncku.edu.tw 

一種幾乎被遺忘的肝炎∼A型肝炎 
衛保組 洪美如 整理

    三餐老是在外！少年 A 肝暴增，今年多 1
倍，您也是「老外一族」嗎？這個年輕人的新
名詞，意思是「老在外面吃」，那您可得小心了！
疾管局公佈統計數據，青少年得 A 型肝炎的人
數暴增，比去年多了整整一倍，外食族越來越
多，卻越來越不重視衛生，讓 A 型肝炎傳染快
速。早餐三明治外面買，午餐便當外面買，下
午點心生煎包，晚餐來碗蚵仔麵線，通通外面
買，小心 A 型肝炎找上門，少年ㄟ你也是這樣
嗎？就是不洗手，危險拉警報， A 型肝炎是透
過污染的食物和飲水傳播，年輕人又比較沒抗
體，所以外食一族，香噴噴的美味送進嘴巴前，
洗手絕對少不了，不然這一吃，又不知把多少
細菌吃進肚子裡。 

    行政院衛生署也呼籲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
疫情上升，要注意飲食衛生。根據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發布最新的病毒性肝炎監測資料顯示，
自 2008 年初迄今，國內急性病毒性 A型肝炎疫
情有上升趨勢，累計確定病例數 82 例，如與過
去 5 年（2003-2007 年）同期的確定病例數比
較，依序為 42 例、57 例、62 例、49 例及 45
例，本年明顯高於歷年同期。其中多為 30 歲以
下年輕人，有 47 例為 30 歲以下，其中有 18 例
為 8-28 歲的學生。病毒性 A型肝炎全年均有可
能受污染的食物，經腸胃道而感染致病，應落
實預防措施，避免遭受感染。 

    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之潛伏期平均約 30
天，症狀包括發燒、全身倦怠不適、食慾不振、
嘔吐及腹部不舒服，數天後發生黃疸，甚至有
可能因導致猛暴性肝炎而致命。病毒進入人體
後在肝細胞增殖而導致肝功能異常，經由膽汁
排入腸道，藉由患者污染不潔的手部、糞便污
染的食物、飲水而傳播。雖然臺灣環境與衛生
的改善，A型肝炎已不常見，但近年因國外及兩
岸間之經商及旅遊頻繁，加上外食人口增多，
年輕族群更可能因未具 A 型肝炎抗體，很容易
在毫無防備下增加感染機會。 

    疾病管制局呼籲注意飲食衛生，選擇良好
衛生環境之餐飲，並避免生食、生飲。值得注
意的是，A 型肝炎在零下 20 度也能生存，值此
夏日將近之時節，應特別留意冰品衛生，以避
免感染。40 歲以下，尤其是食物製備者如廚師
及飲食從業人員，除加強個人的食品衛生觀念
外，檢驗 A 型肝炎抗體及施打疫苗，可保護自
己免於感染並預防傳染顧客。台商或預定前往
大陸、東南亞地區停留一段時間的民眾，除注
意飲食衛生外，如未具抗體，亦可考慮自費接

種疫苗。如發生疑似症狀，請儘速就醫；醫師
亦應提高警覺，發現疑似病例，24 小時內儘速
向衛生單位報告，以採取防疫措施，避免疫情
擴大。 

    曾經有一位20歲的健康年輕人前往印度旅
行，回國後 3 個禮拜來到急診室求診，主要的
症狀有噁心、嘔吐、倦怠、與尿液成茶色。抽
血檢查發現肝功能異常，經住院治療，他的症
狀逐漸緩解。後來血清抗體反應證實他罹患的
是 A型肝炎。A型肝炎和國人熟知的 B型肝炎類
似，是一種病毒性的肝炎。它與 B 型肝炎主要
的不同是: A 型肝炎是經口傳染，症狀通常比 B
型肝炎輕微，包括發燒、倦怠、腹痛、肝功能
異常、黃膽等等，通常會自己痊癒，不會轉變
為慢性。因此，台灣在 B 型肝炎盛行率很高的
年代，A型肝炎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A型肝
炎另一個不太受到重視的原因可能是，隨著世
界各地環境衛生的改善，A型肝炎的盛行率也逐
年下降中。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非洲、
中美洲、中東等地是 A 型肝炎的高度盛行區，
亞洲、南美洲等地則屬中高度盛行區。台灣是
屬於中度盛行區。 

    A 型肝炎是一種容易被忽視的潛在威脅，由
A 型肝炎病毒所引起的一種急性肝臟發炎疾
病，其傳染途徑主要為「經口傳染」的「病從
口入」方式：含有病毒的糞便污染了食物、飲
水後，再經由嘴巴吃到肚子裡引起感染。人們
吃到 A型肝炎病毒以後，發病的潛伏期為 15 至
50 天(平均為 28-30 天)。發病之前 2週內，糞
便排出的病毒效價最高,最具傳染性。黃疸出現
1 週後，傳染的危險性逐漸減小。發展中的國
家，患這肝炎的人數還算很低。少數的病人會
有嚴重的併發症危險且絕大多數病患者可在 6
個月內完全康復而沒有遺留任何健康問題，亦
不會成為慢性病患者或帶菌者。 

◎不能掉以輕心的 A型肝炎 

    由於急性 A 型肝炎患者的糞便中含大量 A
型肝炎病毒，如果污染到水源或食物，可能同
時使許多沒有抵抗力的人吃到被污染的東西而
感染。近年統計調查台灣地區，15 歲以下的孩
童幾乎都沒有感染過 A型肝炎，16-30 歲有 70%
沒有感染過 A 型肝炎。未感染過的人由於無對
抗 A 型肝炎病毒的抗體，因此容易因感染 A 型
肝炎後而造成 A 型肝炎大流行。事實上，環境
衛生好的先進國家也有可能出現 A 型肝炎的流
行。例如在 2003 年 11 月，美國賓州爆發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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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位民眾集體感染 A型肝炎，並奪走了 3條人
命，由此可見 A 型肝炎集體感染的危險性決不
可輕忽。 

    孩童極易將 A 型肝炎不知不覺中傳染給其
他人，年紀越大的人症狀越嚴重，6歲以下兒童
在感染 A型肝炎後，70%通常無黃疸症狀，但具
高傳染力，極易將疾病傳染給其他兒童及成
人。成人感染以後，可能出現的病徵有發燒、
發冷和身體虛弱等。其他症狀如食慾不振、噁
心、黃疸(眼睛及皮膚呈現黃色)、小便深色、
糞便淡色、腹痛和疲勞也很常見。A型肝炎患者
完全康復至少需要好幾個星期，因猛爆性 A 型
肝炎而死亡的機率約千分之一。有時患者症狀
會有反覆或持續達 6 個月之久，而這種再發性
肝炎的發生率，根據估計大約是 10%-15%左右。 

    雖然 A 型肝炎不像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會
造成慢性帶原或引發肝硬化或肝癌，但仍有少
數人(＜0.5%)會變成猛爆性肝炎而死亡，尤其
是老年患者。此外，如果本來就有 B 型或 C 型
肝炎的慢性感染或帶原，在得到 A 型肝炎後，
更容易導致猛爆性肝炎，因此更應提高警覺。 

◎A 型肝炎有什麼病狀？ 

    大部分的 A 型肝炎病患者沒有任何病狀。
如有病狀，像患了流行性感冒似的，很輕微。
少數嚴重的病患者會出現下列的情況：疲倦，
噁心，嘔吐，肝區疼痛，褐色或深色尿液，淺
色大便和發燒。 

◎如何預防 A 型肝炎？ 

1.注意飲食的衛生，飲水一定要先煮沸，切
勿生飲、生食。特別小心不要喝被 A型病
毒污染過的水，冰或被污染的食物，如海
產貝殼類，水果，蔬菜或其他沒有煮熟的
食物。旅行者最好以瓶裝水或蒸濾水代替
公共的飲泉水。 

2.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經常正確洗
手。記得每次用廁後，換尿布後，飯前，
飯後都需要洗手。 

3.注意環境衛生，尤其是廁所、廚房的衛生。 

◎疫苗是預防的利器 

    從前要預防 A 型肝炎，只能注射免疫球蛋
白，其保護效果約 85%，但只能維持 3-5 個月。
另一種更經濟有效的方法，是注射 A 型肝炎疫
苗。要達到理想的免疫效果，必須以 6-12 個月
的間隔接種 2劑，其保護效果在 97%以上，並可
以持續達 20 年以上。A 型肝炎疫苗目前的接種
方式是肌肉注射，兩劑隔 6至 12 個月注射，效
果好，副作用輕微。劑量以年齡分為兩種，18

歲以下使用孩童劑量，18 歲以上則使用成人劑
量，接種時程相同。 

    接種疫苗後發生局部紅腫酸痛副作用的比
率約在 4-7% 之間，且 1~2 天後即恢復。全身性
的副作用非常輕微，通常不會超過 24 小時，包
括頭痛、嘔吐、發燒、倦怠、噁心、食慾不振
等，發生率在 0.8-12.8% 之間，且會自動恢復。
疫苗使用於兒童產生的副作用和成人相似，但
頻率更低。國內目前有 2 家廠商取得 A 型肝炎
疫苗上市許可，一家適用年齡為 1歲以上(葛蘭
素史克 GSK)，且核准用於慢性肝病患者及帶原
者，另 1家僅可使用於 2歲以上(默沙東 MSD)。 

    A 型肝炎疫苗可和其他疫苗同時於不同部
位施打，包括麻疹、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
苗（MMR）、水痘疫苗、白喉、破傷風、百日咳
混合疫苗、日本腦炎疫苗及流感疫苗，但不可
和其他疫苗混合一起注射。 

◎孩童的預防: 

    由於台灣地區15歲以下的孩童幾乎都沒有
A型肝炎抗體，受感染而爆發流行的機會極高，
因此預防 A 型肝炎應從孩童開始。由於孩童的
高罹患率，以及孩童感染後，為主要的 A 型肝
炎傳染源之一，美國疾病管制局認為孩童應為 A
型肝炎疫苗首要的接種對象。孩童接種 A 型肝
炎疫苗除了可提供幾乎終身的保護外，並可避
免感染 A 型肝炎後再傳染給其他孩童或甚至成
人，既利己又利人。目前政府尚未全面施行 A
型肝炎預防注射，民眾可自費施打 A 型肝炎疫
苗，尤其是上述屬高危險群的人。平時多注意
飲食衛生及施行預防接種，是防治 A 型肝炎再
流行的不二法門。 

◎誰需要施打 A 型肝炎疫苗? 

    原則上所有可能被感染的高危險群都需要
接種疫苗: 

1.兒童及幼兒護理中心的職員。 

2.至 A 型肝炎中、高度流行地區工作或旅遊
的人。 

3.慢性肝臟疾病病人及帶原者。 

4.血友病患者，及須接受血液製品作治療用
途的患者。 

5.A 型肝炎病患的家中成員與性伴侶。 

6.進行高危險性行為的人。 

7.職業或平時接觸的環境容易得到感染者
(如醫療工作人員, 實驗室技術員)。 

8.靜脈注射藥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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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人（情況）不能注射疫苗？ 

1.對疫苗中的任何成份過敏者或第 1 次注射
後產生過敏現象者均不可使用。 

2.發高燒，嚴重疾病。 

3.出生 48 小時後，疑有機能或活力不正常之
新生兒。 

4.嚴重黃疸，窒息，呼吸困難，嚴重內臟機
能不全者。 

5.懷孕和哺乳期間：A 型肝炎疫苗屬去活化
病毒疫苗，理論上對發展中的胎兒危險性
很低，不過如非必要，不建議接種。 

    人類的病毒性肝炎共有Ａ，Ｂ，Ｃ，Ｄ，
Ｅ等 5 種。其中Ａ型與Ｅ型肝炎是經口傳染。
急性Ａ型肝炎病患的糞便含有大量Ａ型肝炎病
毒，被糞便汙染的水源、食物就可能感染沒有
抵抗力的人。Ａ型肝炎的潛伏期約２－４星期
左右。在臨床上，很難從症狀上 斷定病人所罹
患的肝炎是Ａ型肝炎。因為各種肝炎的症狀都
很像，必須靠抽血檢查Ａ型肝炎抗體才知道。
Ａ型肝炎抗體有兩種，一種是 IgG anti-HAV ，
此抗體若為陽性，表示曾感染過Ａ型肝炎，而
且目前對Ａ型肝炎病毒已有免疫力或抵抗力。
另一種是 IgM Anti-HAV，此抗體若為陽性表示
目前感染急性Ａ型肝炎。若是沒有 IgG 
Anti-HAV，表示你未感染過Ａ型肝炎病毒，而

且對Ａ型肝炎病毒沒有免疫力。 

    若不幸感染Ａ型肝炎會怎麼樣呢？有一部
份的人不會有症狀，抽血時才知道自己已感染
過Ａ型肝炎。有一部的人會有噁心、嘔吐、食
慾不振、疲倦、黃疸等症狀。只有極少部份人
會發生猛爆性肝炎。所幸的是，絕大部份的Ａ
型肝炎都可痊癒，而且也不會變成慢性肝炎、
肝硬化或肝癌等後遺症。 

    由於Ａ型肝炎的傳染主要是經口傳染，所
以預防Ａ型肝炎傳染的最佳方式就是注重飲食
及飲水的衛生。若是不得不前往Ａ型肝炎的疫
區，而且自己沒有保護性的 IgG Anti-HAV 抗
體，最好接受Ａ型肝炎疫苗注射。值得一提的
是，台灣地區近一，二十年來，由於環境衛生
改善，30 歲以下的年輕人很多沒感染過Ａ型肝
炎，對Ａ型肝炎病毒毫無抵抗力，比較容易爆
發Ａ型肝炎的大流行。  
 
※資料來源： 

1.行政院衛生署  

2.King Net 國家網路醫院  

3.我的 E政府  

4.PChome 新聞  

5 呂俊毅@world  

6.GSK 葛蘭素史克網  

7.台灣海外網—長青論壇  

8.YaHoo 奇摩新聞  

9.德明科技大學網站 

 

登革熱本土病例現蹤台南市∼請加強個人保護措施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於 4 月 3 日公布台南市
出現本土病例，為 52 歲女性，居住於台南市南
區，於 3月 29 日發病，出現發燒、頭痛、關節
痛、肌肉痛等登革熱症狀，4月 1日由台南市立
醫院通報，4月 3日經疾管局實驗室檢驗確認，
但屬跨冬流行個案或今年首例，尚待實驗室進
一步確認。4 月 1 日台南市衛生局於接獲通報
後，立即進行疫情調查，發現該個案家中有一
名印尼籍看護有疑似登革熱症狀，其採血檢體
亦呈現 IgM 陽性，但該看護已二年未曾返國，
衛生局於 4 月 3 日下午已展開緊急噴藥及擴大
疫調等防治工作，目前尚未發現其他疑似個
案。該局已督導衛生局加強孳生源清除及緊急
噴藥工作，期盼快速掌控疫情。 

    去（96）年入夏首例本土登革熱於台南市

出現，該病例於 6 月 9 日發病，造成南部地區
1984 人感染，並以台南市疫情最為嚴重，計有
1459 例。根據該局資料顯示，跨年後有 20 例本
土確定病例，其中台南市 15 例，最後 1例發病
日期為 1月 28 日。目前正值清明掃墓時節，疾
管局籲請民眾加強個人保護措施，儘量穿著淺
色長袖衣褲，身體裸露部位塗抹衛生署核可之
防蚊藥膏，睡覺時可掛蚊帳避免蚊子叮咬。疾
管局提醒民眾，若有發燒、頭痛、噁心、全身
倦怠、後眼窩痛、肌痛或關節痠痛等症狀，請
迅速就醫，若有旅遊史請一併告知醫師，以利
醫師診療。 
    有關登革熱相關資訊，請撥打 1922 傳染病

諮詢專線洽詢，或參閱疾管局網站：
http://www.cdc.gov.tw。



 

 

品德教育－巢之眷∼96學年度宿舍大改造活動優勝名單

舍別 房號 系級 姓名 

光一舍 

626 

企管 99 簡瑞燁 

企管 99 黃建憲 

企管 99 陳閤順 

802 

化學 99 林冠宏 

化學 99 盧又銘 

化學 99 吳思璇 

敬一舍 

307 

醫學五 詹家榮 

醫學五 洪偉俊 

醫學五 吳玟叡 

醫學五 李京軒 

912 

資源系 范宸維 

資源系 曾憲楷 

資源系 林哲寬 

資源系 賴文麟 

勝二舍 208 

會計 許寶文 

會計 辜孟嫻 

企管  呂姿芳 

 

舍別 房號 系級 姓名 

勝二舍 219 

法律 李雅婷 

法律 鄭惠嬪 

法律 張妤瑄 

勝三舍 504 
夜會計 張又菁 

夜企管 高銘琇 

勝八北 208 

歷史 李珮淳 

歷史 柯彥如 

歷史 趙應賽 

歷史 溫欣宜 

勝八南 1015 

中文 藍聖淳 

經濟 吳金英 

護理 李昱嫻 

資源 蘇中鈺 

勝九舍 

202 

外文 吳貞慧 

外文 林志真 

外文 林意婷 

326 

會計 李宜靜 

會計 蔡宜平 

會計 賴映真 

◎以上各區棟寢室頒發圖書禮券 1,000 元，每一位同學優勝獎狀一紙，並給予保留下學期原棟

床位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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