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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型新流感（H1N1），別來！ 
衛保組 整理

H1N1 新型流感的認識與預防 

一、什麼是 H1N1 新型流感？ 

人類常見的 A 型流感病毒為 H1N1、
H1N2、H3N1 與 H3N2。H1N1 新型流感(豬
流感)原是一種於豬隻中感染的疾病，屬於
A 型流感病毒。2009 年 4 月美國疾管局資
料顯示，美國以前即曾有人類感染豬流感之
病例發生。2009 年 4 月墨西哥與美國爆發
的豬源流感疫情，即為 H1N1 病毒所引起，
但目前對此種結合豬流感、人類流感的新病
毒型所知不多。H1N1 新型流感病毒是會造
成人類感染的，目前美國已經分離出在豬身
上基因重組成功的豬源流感病毒，這次疫情
對全世界 (尤其美國及墨西哥 )造成相當人
數的感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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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感染 H1N1 新型流感之症狀：  

人類感染  H1N1 新型流感症狀與季節
性流感類似，包括發燒、咳嗽、喉嚨痛、全
身酸痛、頭痛、寒顫與疲勞，有些病例出現
腹瀉、嘔吐症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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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史及疑似症狀，請儘  
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五、個人平時之預防措施：  

（一）遠離感染來源：避免前往 H1N1 新
型流感發生地區。  

（二）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養成良好衛
生習慣。  

（三）注意個人保健：規律運動、均衡飲食。 

六、有呼吸道症狀時，應注意呼吸道衛生及
咳嗽禮節：  

（一）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口罩，當
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即更換
並丟進垃圾桶。  

（二）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
鼻，若無面紙或手帕時，可用衣袖代
替。  

（三）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儘
可能保持 2 公尺以上距離。  

（四）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要立即
澈底清潔雙手。  

（五）生病時應在家休息，除就醫外，儘量
避免外出。  

七、如無法避免前往 H1N1 新型流感流行
地區：  

（一）出國期間，請注意下列事項：  
1.避免前往人潮聚集處及至醫院探訪
病人。  

2.注意個人衛生，養成勤洗手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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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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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症狀
b.旅遊史 c.是否曾與 H1N1 疑似或確
定病例近距離接觸。  

因此，教育部呼籲地方政府、各級學校
及部屬機關加強新型流感防治宣導，並注意
下列事項： 
1.若有相關旅遊史、接觸史及疑似症狀，請
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請隨時注意疾
管局發佈之訊息及旅遊警示，作好相關手
部衛生及呼吸道衛生，且不要接近疑似病
人，若有出現類流感症狀（發燒、咳嗽、
喉嚨痛、全身酸痛及噁心、腹瀉等），請
迅速就醫並告知出國旅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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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宣導正確洗手方法及維持良好個人
衛生習慣，並宣導減少出入公共場所、多
戴口罩。如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停止上班
上課，在家休息及戴口罩，咳嗽時用衛生
紙遮口鼻並丟入垃圾桶，手部接觸到呼吸
道分泌物後要洗手（使用酒精性乾洗手劑
或肥皂及清水洗手），儘可能與別人保持
2 公尺以上距離，以免傳染給家人等。 

相關疫情或防治措施，可參閱行政院衛
生署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cdc.gov.tw，或撥打免付費疫情
通報及諮詢專線 1922 洽詢。  

新（豬）流感 Q＆A  

Ｑ：什麼是新流感？  
Ａ：新流感是豬隻常見的疾病，近期發現的新

流感主要為 H1N1。豬隻染禽流感、人流感
和豬流感後，病毒株發生基因變異成為新
的病毒。 

Ｑ：新流感跟一般流感的差異？ 
Ａ：單從症狀難以分辨，兩者都有發燒、咳嗽、

喉嚨痛、全身痠痛等症狀，但新流感的消
化道症狀比較明顯，會有腹瀉症狀。 

Ｑ：新流感會不會人傳人？ 
Ａ：會。感染途徑與人類流感相同，主要透過

咳嗽、打噴嚏飛沫傳染。 
Ｑ：不接觸疑似流感症狀患者，就不會染新流

感？ 

Ａ：是的，但因新流感患者在發病前一天到發
病後七天都有傳染力，旁人可能在無症狀
下遭感染。 

Ｑ：如何預防新流感感染？ 
Ａ：加強手部及呼吸道衛生，避免接觸疑似病

患；自美、墨返國旅客，若有發燒、咳嗽、
喉嚨痛、全身痠痛及腹瀉等症狀，要儘早
就醫，並告知旅遊史。 

Ｑ：防新流感，打現有流感疫苗有用嗎？ 
Ａ：因病毒株已突變，保護力極有限，提升免

疫力、加強手部及呼吸道衛生更重要。 
Ｑ：新流感有沒有藥可醫？ 
Ａ：新流感對舊的抗病毒藥物已有抗藥性，但

因對新抗病毒藥物（克流感跟瑞樂沙）尚
未出現抗藥性，目前毋須擔心沒藥可醫。 

Ｑ：新流感大規模流行的風險有多高？ 
Ａ：新流感病毒有可能與人類流感病毒結合並

突變，變成能夠輕易在人類間流傳的病
毒，世界衛生組織聲明，新流感可能爆發
全球性傳染。 

Ｑ：吃豬肉有沒有關係？ 
Ａ：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以攝氏七十度以上溫

度烹煮豬肉，就能殺死新流感病毒。 

※防疫三秘訣：勤洗手、量體溫、戴口罩。 
※參考資料來源： 
教育部 H1N1 新型流感專區網址：

http://140.122.72.62/h1n1/index.htm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H1N1 新型流感網址：

http://www.cdc.gov.tw/ct.asp?xItem=23068
&ctNode=2294&mp=1

WHO 疫情等級 
大流行警示狀況  人類風險狀況  疫情分級  

尚無動物流感病毒感染至人類。  Phase 1 
具大流行潛力的動物流感病毒感染至人類。  Phase 2 動物感染及有限

性人類傳染階段  動物或動物人類混合流感病毒引起人類散發病例或小
型聚集，但尚未形成有效人傳人機制致社區層次疫情。 Phase 3 

持續人傳人階段  已證實動物或動物人類混合流感病毒已能有效人傳
人，且引起社區層次疫情。  Phase 4 

動物或動物人類混合流感病毒在同一地理地區之 2 個
或以上非相鄰國家出現有效性人傳人疫情。  Phase 5 

地理擴散階段  
病毒在至少二大洲形成疾病流行。  Phase 6 

後高峰階段  妥適監測下多數國家疫情顯示已低於高峰期間之水準  Post-peak 
後大流行階段  流感病毒的活動性已回復至常態季節性流感之水準。  Post-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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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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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刷 品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 
地  址：台南市７０１０１東區大學路一號 

電  話：（06）2757575 轉 50300 

傳  真：（06）2753851 
E-Mail：em50300@email.ncku.edu.tw 

 

 

 出 版 者：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 

 發 行 人：徐畢卿 

 總 編 輯：李劍如 

 執行編輯：潘瑞琦 

 美編排版：潘瑞琦  蘇鈴茱 

 校    稿：黃正智 

 編輯委員：李  彬  陳國東  蔡重光  楊延光 

                韓世偉  蘇重泰  陳孟莉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通 訊 處：台南市 70101 東區大學路一號 

電    話：886-6-2757575 ext.50300 
傳    真：886-6-2753851 

電子信箱：em50300@email.ncku.edu.tw 

印    刷：鼎雅打字印刷品社 06-2086492 

2000 年 3 月 5 日創刊 

2001 年 11 月改版 

2005 年 2 月二次改版 

2007 年 11 月三次改版 
 

 

 敬請公告或傳閱週知，謝謝！ 
如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