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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病毒檢驗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規範
吳文超 ＊、蔡威士、曾淑慧
摘要
2013 年 12 月，於西非幾內亞發現伊波拉病毒感染首例，隨後疫情快速擴及
鄰近非洲國家，到了 2014 年 7 月，疫情蔓延更為嚴峻。疾病管制署對於國際伊
波拉病毒感染疫情持續關注，並展開因應可能經境外移入疑似個案之各項整備
工作。在實驗室生物安全方面，於同年 9 月公布「處理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
感染病人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引」
，並請各縣市衛生局督導轄區醫
療院所檢驗部門之整備狀況，於 10 月回報區域級以上醫院檢驗部門因應伊波拉
病毒感染病人檢驗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整備現況。當 2014 年 10 月不幸傳出西班
牙 1 名護士及美國 2 名護士，因照顧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而遭感染之意外，促
使各國對於照護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之人員防護措施，進行通盤檢討及修正。
疾病管制署也依據國際最新指引進行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引修訂，並要求國內依
法可執行伊波拉病毒感染檢驗之單位，辦理實驗室意外事故及感染意外之應變
演練。顯示疾病管制署在因應國際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之實驗室生物安全，已
積極完成國內備戰準備，在確保實驗室工作人員安全防護下，提供疫病檢驗之
堅強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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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3 年 12 月在西非幾內亞發現伊波拉病毒感染首例，隔年 3 月在幾內亞及
賴比瑞亞爆發疫情，5 月在獅子山共和國也傳出疫情，到了 7 月在幾內亞、獅子
山及賴比瑞亞等國之病例數急遽上升，疫情蔓延越顯嚴峻[1]。疾病管制署（以
下簡稱疾管署）對於國際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持續關注，並展開因應可能經境
外移入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個案之各項整備工作。在實驗室生物安全方面，於
2014 年 7 月參考美國疾 病管制及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2]及加拿大公共衛生署（Public Health Agency, PHA）[3]相關指
引，訂定我國 「處理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出血熱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
生物安全規定」
；於 8 月另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
[4]、美國 CDC[5]及新加坡衛生部[6]相關指引，訂定醫療機構處理疑似伊波拉病
毒感染病人進行常規檢驗項目（如生化學、血液學或其他支持或治療病人檢驗）
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行政指導；於 9 月將指引與行政指導整併成「處理伊波拉病
毒（Ebola Virus）感染病人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指引」。為確保國內
因應收治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之醫療院所檢驗部門，已依前開指引完成相
關檢驗工作之安全防護措施，疾管署於 2014 年 9 月請各縣市衛生局督導轄區醫
療院所檢驗部門之整備狀況，並於 10 月回報區域級以上醫院檢驗部門因應伊波
拉病毒感染病人檢驗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整備現況。惟 10 月份不幸傳出西班牙 1
名護士及美國 2 名護士，因照顧波拉病毒感染病人而遭感染之意外，促使各國
對於照護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之人員防護措施，再做檢討及修正。疾管署於 12
月再參考 WHO[7]、美國 CDC[8,9]及加拿大 PHA[10]等最新指引及規範，進行前
開指引之修訂 [11]。並要求國內依法可執行伊波拉病毒感染檢驗之單位，應辦
理實驗室意外事故及感染意外之應變演練。顯示疾管署在因應國際伊波拉病毒
感染疫情之實驗室生物安全，已積極完成備戰作業。
伊波拉病毒檢驗之實驗室生物安全防護
對於伊波拉病毒檢驗，主要是以病毒分離及鑑定，以及分子生物學檢驗為
主。由於病毒分離及鑑定之操作危害風險極高，應於生物安全第 4 等級（biosafety
level 4, BSL-4）實驗室進行，目前國內只有一個單位可以執行這項檢驗工作。
BSL-4 實驗室一般有兩種設計類型，包括防護衣型實驗室（suit laboratory）及安
全櫃型實驗室（cabinet laboratory）。國內 BSL-4 實驗室採後者之設計，所以使用
第三級（Class III）生物安全櫃（biosafety cabinet, BSC）
，實驗室工作人員應穿著
正面無接縫或類似設計之實驗袍、手套、呼吸防護具(如 N95 或同等級以上之呼
吸防護具)、眼睛保護裝備或面罩。離心機置放於 Class III BSC 內。待離心物應
置於密閉容器內，並於 Class III BSC 內開啟容器。限制使用針頭、注射器和其
他尖銳物，以免工作人員發生穿刺感染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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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分離及鑑定之生物安全防護等級要求頗高，考量對於疑似伊波拉病毒
感染病人檢驗之量能及時效，將先進行分子生物學檢驗。在進行分子生物學檢
驗前之檢體去活化（inactivation），仍應於生物安全第 3 等級（biosafety level 3,
BSL-3）實驗室進行。實驗室工作人員應戴雙層手套、N95 口罩、拋棄式防護面
罩，以及穿著拋棄式防水性（fluid resistant）連身型防護衣及防水長筒鞋套。已
完成去活化之檢體，經適當檢體去活化確認機制後，可移至生物安全第 2 等級
（biosafety level 2, BSL-2）實驗室進行後續操作。
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之臨床檢驗（例如生化學、血液學、其他支持或治療
病人之檢驗等）之實驗室生物安全防護
一般臨床檢驗項目，並不適合事先進行檢體之去活化，這將影響到檢驗結果
之正確性。考量對於進行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臨床檢驗之工作人員安全，應
避免非必要之臨床檢驗。由於分子生物學檢驗快速，可在初步獲知是否排除為伊
波拉病毒感染後，再進行相關檢驗。
進行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之常規檢驗（包括生化、血液及尿液等檢驗項
目）
，可考量於病人隔離房或其內部隔離設施進行，使用定點照護檢驗（point-of-care）
設備或密閉式全自動分析儀器進行相關檢驗，並做好人員感染管制措施。
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檢體應使用密閉容器直接送至實驗室，由專人簽收，
不可使用自動傳送系統運送檢體，以免檢體包裝疏失，造成傳送系統管道之汙染。
所有常規檢驗應視進行之檢驗項目及危害風險，落實標準防護措施、接觸傳播防
護措施及飛沫傳播隔離措施等，以避免發生實驗室感染意外。
應指派經過訓練且經驗豐富之檢驗人員負責檢驗工作，實驗室工作人員應戴
雙層手套、N95 口罩、拋棄式防護面罩，以及穿著拋棄式防水性連身型防護衣及
防水長筒鞋套。
於臨床實驗室進行病人檢體操作時，應穿著適當人員防護裝備及使用物理防
護裝置，以保護實驗工作人員之手鼻、眼睛及皮膚接觸病人檢體。包括使用 Class II
BSC 或防噴濺擋板進行操作，如 Class II BSC 或防噴濺擋板無法使用時，應確保工
作人員防護之有效性。
進行常規檢驗所使用之儀器設備，以 500 ppm 含氯之消毒劑(如市售之 5%含氯
漂白水稀釋 100 倍)進行消毒或根據原廠儀器操作手冊之消毒規定，進行相關清潔、
消毒及除汙。
檢體廢棄、儲存及意外處置
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檢體檢驗產出之所有廢棄物，丟棄前應以高壓蒸氣
滅菌、焚燒或化學消毒進行除汙處理。對於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人陽性檢體，
如有保存需要，應以密封、防漏容器，適當標示及上鎖，置於高度保全區域實驗
室。對於進出該區域之人員、儲存材料設備、設施通道等，有效管制及監控，並
2015 年 6 月 23 日‧ 第 31 卷‧第 12 期

疫情報導

289

│原著文章│

保存相關存取紀錄。檢驗操作過程發生溢出意外，工作人員應視發生溢出位置
及範圍，決定是否立即處理。如發生在實驗室 BSC 外設施內之檢體翻灑，人員
應儘速離開發生溢出之區域並立即通報實驗室管理者。工作人員至少 30 分鐘再
進入實驗室，以利氣膠之沉降及排除。在清理過程，張貼人員禁止進入之標示。
處理人員必須穿著適當防護衣及呼吸防護裝備，遵照以下溢出清理程序：
(1)戴上手套、穿著實驗袍及口罩。
(2)進入發生溢出之區域。
(3)以布料或紙巾覆蓋溢出物。
(4)倒入適當消毒劑於紙巾上以及周圍區域(一般使用 5%漂白水溶液)。
(5)以同心圓方向將消毒劑從溢出物外圍往中心方向倒入。
(6)等待消毒劑作用約 30 分鐘至 1 小時，再進行溢出物之清除。若含有玻璃碎片
或尖銳物，則以畚箕或硬紙板將溢出物收集到防穿刺容器中再丟棄)。
(7)其餘感染性物質放置於密封塑膠袋，以利處理。
(8)清潔並消毒溢出區域。
任何暴露於溢出物之人員應進行醫療諮詢，事故應記錄並保存。
有鑑於美國醫護人員可能因穿脫個人防護裝備之疏忽，造成感染伊波拉
病毒。故實驗室工作人員應接受個人防護裝備之穿脫教育訓練，並確認能正確及
熟練穿脫個人防護裝備。確認個人防護裝備之穿著，不可有皮膚暴露的情況。穿
脫個人防護裝備時，宜由通過個人防護裝備穿脫訓練之同袍，協助監督穿脫個人
防護裝備流程之正確性。運送該病毒檢體及病原體應遵照「感染性生物材料或臨
床檢體運輸包裝規定」之 A 類感染性物質（P620）三層包裝規定[12]辦理。有關伊
波拉病毒檢驗，應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由收治疑似
病人之醫療機構，通知疾管署所在之區管制中心到院收取檢體，再由該區管制中
心送至疾管署昆陽辦公室檢體單一窗口，進行後續檢驗及轉檢作業。
結語
我國自 2003 年 12 月發生實驗室感染 SARS 事件後，疾管署致力於國內實驗
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之建構。對於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實驗室生物安全技術
指引以及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工作，已逐步建置完成及運行。因此，在因應國
際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之實驗室生物安全作為，能夠很快速完成及更新實驗室
安全指引，同時也積極查核及掌握整備狀況，以及完成相關應變演練，以期杜
絕實驗室感染意外之發生。相信在確保實驗室工作人員安全防護下，對於伊波
拉病毒感染威脅，提供疫病檢驗之堅強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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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傳染病生物材料庫之簡介
江亭誼、黃凱宏、徐鳳光、許國昌 ＊
摘要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傳染病生物材料庫之保存管理業務，自 1992 年成立迄
今已初具規模，目前除生物材料之儲存管理外，亦提供外部機關申請分讓與交流，
並與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研發試劑已有初步成果，未來生物材料庫維護與擴充重點
包括:建立完善生物材料庫資訊管理系統、提升蒐集傳染病生物材料庫量能、申請
生物材料庫之國際認證、培訓生物材料保存人才等，以符合國際間日趨嚴謹之生
物安全規範與未來興建防疫中心生物材料庫之擴充需求。
關鍵字: 生物材料庫；國際認證
前言
生物材料(Biological Materials)係指對人類具有實際或潛在用途與價值的生物資
源，包括生物體與其衍生物(如核酸萃取物)、生物物種或任何生物組成。1992 年國
際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後，各國開始重
視生物資源之保護與運用，並規範生物材料之移轉與可能衍生利益之分享[1]。2001
年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建議各國成立生物材料資源庫(Biorepository)，收集、處理、儲存、分讓生
物材料與相關資訊，以因應未來科學研究(如基因體學及個體化醫療)之挑戰[2]。例
如：人類基因組的定序，對於研究多因素的疾病，以及對整體自然界的認識有顯
著的幫助；另過去許多研究僅針對少見的單一基因疾病，或可能後續的標靶性治
療方法進行研發討論。目前生物資訊的發展，可以讓科學家建立更清楚「疾病與
基因」之關聯性，同時也可連結更多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以及來自個案檢體資
訊的世代追蹤調查等資訊，有助於科學界與醫學技術的進展。因此，生物資料庫
之建立更顯重要，尤其有組織性的檢體收集、以及相關資訊的連結與共享機制的
建立等，對於生物研究更是刻不容緩[2]。
近些年來，國際間相繼發生生物性恐怖攻擊案件，包括 1993 年日本奧姆真理
教蓄意散布炭疽桿菌、2001 年美國 911 恐怖攻擊及炭疽郵件事件等引起大眾的恐
慌，世界各國更重視病原體等感染性生物材料的安全運用；國內亦於 2004 年發生
SARS 實驗室生物安全事件，這些均凸顯生物材料保存中心對生物材料的系統化管
理、國際流通與開發應用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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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近年來兩岸擴大交流、外勞引進、國際旅遊、以及全球氣候變遷等因素
影響，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之威脅再起，國際間生物材料之運用，如疫苗選株以
及製造疫苗、或進行相關檢驗試劑之開發檢測，以及進行境外移入感染源之追溯
等，均有賴於傳染病生物材料之分讓及交流，目前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傳
染病生物材料庫之保存管理雖有相當之規模，惟為維持生物材料庫之長期運作，
仍須持續提升生物材料庫系統功能及管理，以符合日趨嚴謹之生物安全規範及未
來興建防疫中心擴充生物材料庫量能之需求。
疾管署生物材料庫執行現況
一、生物材料種類及來源
疾管署生物材料之保存管理，源起於 1987 年前行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
研究所設立血清銀行執行「加強 B 型肝炎防治計畫」所保存之血清檢體，
其後於 1992 年始納入常規性業務辦理，長期保存研究所需之血清檢體。1999
年疾病管制局（現已改制為疾病管制署）成立後，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47
條規定，傳染病檢體基於防疫之需要，可進行處理及研究，因而陸續增加
生物材料來源及種類。這些生物材料鑑定、處理和儲存等工作流程如圖一
所示。除了法定傳染病之驗餘檢體為大宗外，尚有病毒合約實驗室分離之
病原體、重要醫院院感菌株、以及疾管署執行相關研究計畫所保存之檢體
等，目前保存之生物材料種類，包括血清、病原體，以及病原體相關衍生
物等，迄 2014 年 6 月止共保存血清檢體約 25 萬餘件，以及重要病原體約
12 萬多株(表一)。
檢驗(研究)單位與疾管署生物材料庫協調
運送(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

疾管署生物安全會(官)審核作業
1.檢驗(研究)單位之生物安全會核可文件
2.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文件

疾管署生物材料庫收受來自檢

檢查/檢驗程序
1.包裝與儲存狀態

驗(研究)單位之生物材料

2.核對檢體標籤與個案資料
(姓名編號、條碼、檢體量)

生物材料之處理、培養、凍晶
乾燥(依據標準作業程序)

需要即時定量聚合脢連鎖反
應或免疫螢光染色鑑定(依據
標準作業程序)

生物材料保存入庫、菌株基本
資料及菌株初次保存記錄填入

定期抽樣進行品質管制

生物材料管理資訊系統

圖一、檢體存入、處理和儲存之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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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傳染病生物材料庫儲存情形(1987 年~2014 年 6 月)
生物材料種類

第二等級病原體
(Risk group 2, RG2)
註1

保存數量

病毒株:腸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單純疱疹病毒、
登革熱病毒、伊科病毒、克沙奇病毒、副流感病毒、
豬流感病毒株、麻疹病毒、德國麻疹病毒、日本腦炎
病毒

101,722 株

細菌株:致病性沙門氏菌（鼠傷寒、副傷寒）
、侵襲性
細菌性肺炎（肺炎鏈球菌、A 群鏈球菌）、侵襲性嗜
血桿菌、志賀菌痢疾桿菌、退伍軍人菌、霍亂弧菌

第三等級病原體
(Risk group 3, RG3)

病毒株:SARS 病毒株

註2

細菌株:結核分枝桿菌、類鼻疽、炭疽桿菌、
布氏桿菌、鼠疫桿菌、立克次體

血清檢體

傳染病病人驗餘檢體
肺炎疫苗效益評估
老人流感疫苗評估
臺灣地區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盛行率調查
學童 B 肝盛行率調查
SARS 患者自願捐血之血清
B 肝長程效益追蹤、山地鄉兒童 B 肝追蹤計畫
健保 BC 肝炎計劃
同仁健康檢查血清等

19,813 株

251,076 件

註：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4 年 6 月增修之「基因重組實驗守則」病原體微生物危險性等級分類：
1.第二等級病原體：在人類很少引起嚴重的疾病，而且通常有預防及治療的方法。
2.第三等級病原體:在人類可以引起嚴重或致死的疾病，可能有預防及治療之方法

目前在日常維護管理上，生物材料儲存庫內共有 53 台冷凍櫃，每日由
專人記錄冷凍櫃溫度、環境溫度管控，且備有 24 小時電腦自動溫度異常警
示系統與配備自動發電機，並定期測試系統可用性。在生物保全管理
(biosecurity)方面，共設有 5 道門禁管制且連線保全系統以限制人員進出，使
進出該區域之人員均有相關紀錄可供追溯。另為生物安全(biosafty)考量，
所有儲存設備均上鎖保存，由專人造冊列管，並依材料致病風險程度，將
生物材料分區儲存管理。
二、生物材料分讓與交流
為有效運用所持有之生物材料，促進學術交流，並配合國內生物科技產
業發展之需要，疾管署訂定「生物材料分讓作業規範」
，採不收費制開放各級
政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之學術或醫療機構、
相關生物科技產業業者申請使用(相關申請流程，如圖二)[3]，同時要求申請單
位須嚴格管理各種生物材料，使其負有利用、保管及生物安全管控之責任，
並規定使用三級以上生物危險等級或可能具生物恐怖潛能之病原體，屆期須
提供銷毀證明(如行文提供該單位之生物安全會異動單與銷毀報告書)。此外除
非另有協議，禁止所分讓之生物材料應用於原申請計畫以外之商業獲利及專
利申請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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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管署生物材料處分申請

註 1:表 A-001:感染性生物材料處分申請審查單
表 A-002:感染性生物材料處分申請結果通知單
表 A-003:生物材料移轉協議書
表 A-004:非感染性生物材料處分申請審查單
表 A-005:非感染性生物材料申請結果通知單
註 2:與外部設置單位間之第三級以上危險微生物或管制性毒素處分時，應取得設
置單位生物安全會之同意，並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後，始得為之。
註 3:本會受理審查之案件除屬召開生物安全會議審查之案件外，其餘案件應授權
生物安全官核定。(96 年 8 月 21 日疾管署生物安全會會議紀錄決議事項)

圖二、疾病管制署生物安全會審查生物材料處分申請流程

目前國內曾向疾管署提出分讓生物材料之單位或機構如表二，包括食品
工業發展研究所、工業技術研究院、食品藥物管理署、生技業者、學校及醫
療機構等 60 餘個學術機構與團體。疾管署亦於 2012 年與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簽定「生物材料分讓合作契約」，配合國家型生技醫藥科技計畫(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for Biopharmaceuticals, NRPB)之需要，雙方簽訂合作計畫，針
對相關病原微生物(含病毒)等生物材料之移轉和保存進行合作。此外，為持續
推動國際間及兩岸實驗室標本材料分讓交流，於 2013 年中國大陸爆發 H7N9
疫情時，我方曾向陸方申請並獲其同意分讓，順利取得 H7N9 病毒株；2014
年我方亦應陸方要求分讓 H6N1 病毒株給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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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傳染病生物材料分讓情形
分讓單位

分讓種類

政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
食品藥物管理署、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業
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腸病毒、伊科病毒、克沙奇病毒、禽流感
病毒、新型流感病毒、霍亂弧菌等

學術或醫療機構:
中央研究院、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工業技術研究院、國
家衛生研究院、合約實驗室、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臺大
醫院(含大學)、三軍總醫院、國防醫學院、長庚醫院(含大
學)、中國醫藥大學、臺北醫學院(含大學)、慈濟綜合醫院、
高雄醫學院(含大學)、臺北榮民總醫院、成功大學(含醫學
院)、東吳大學、彰化基督教醫院、交通大學、清華大學、
中興大學等 49 家學術機構與醫院

SARS 檢體及病毒等材料、流感病毒 A 型病
毒株、退伍軍人菌、沙門氏菌菌株、腺病
毒、單純皰疹病毒株、新型流感病毒株、
副流感病毒、豬流感病毒、麻疹病毒、德
國麻疹病毒、立克次體血清檢體、侵襲性
嗜血桿菌菌株、B 型 C 型肝炎血清、肺炎
鏈球菌、結核分枝桿菌、日本腦炎病毒等

生物科技產業業者:
國光生物科技公司等 6 家公司

登革熱病毒、腸病毒、SARS 檢體及病毒等
材料、流感病毒等

三、研發成果
疾管署除提供署外各機構生物材料外，也提供署內研究單位研發傳染病
試劑之用，目前已有不錯之成果，包括腸病毒 Coxsackievirus A 免疫螢光染色
檢驗試劑套組，可鑑定國內常見的 Coxsackievirus A2、A4、A5、A6 及 A10 等
病毒型別，對於提高診斷正確率與時效性，有相當大的幫助[4]，現已發送至
疾管署各合約實驗室使用。另有腸病毒 71 型快篩試劑，已於 2010 年技術移轉
台塑生醫科技公司，並於 2012 年取得食品藥物管理署之體外診斷醫療試劑（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 IVD）上市許可。其它開發中試劑尚有 Coxsackievirus B3
免疫螢光染色檢驗試劑及登革熱病毒快篩試劑等，均已進入臨床測試階段。
在與國內生技公司合作開發方面，目前研發成果包括：2011 年與亞諾法
生技公司合作共同開發腸病毒 71 型體外檢驗試劑抗體，雙方並簽署成果分享
與運用協議，建立與產業界之合作模式。由於現今生物科技蓬勃發展，未來
將結合生技公司共同研發相關檢驗試劑，以提升本土傳染疾病之及時診斷能
力並符合防疫需求。
四、病原體基因體資訊提供
為因應國際間基因資料庫(Gene Bank)之發展，疾管署積極建立國內本土病
原體基因資料庫，自 2008 年起開始建置「病原微生物基因體資料庫對外開放
網站暨分析平臺」(Taiwan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Genome Database, TPMGD)，
目前已存放約 20 餘種病原體基因分型及流行病學資料，約 20,000 多筆病原體
基因序列，為一完善整合病原體基因序列與流行病學資料之資料庫，除可供
疾管署監測基因序列變異，提供分子流行病學資訊之防疫需求外，亦可供發
展致病原檢驗技術與評估疫苗成效之用，目前開放各界以計畫方式申請腸病
毒、流感病毒序列及相關流行病學資料。此外，資料庫對外網站
(http://tpmgd.cdc.gov.tw/tpmgd_public/)亦提供腸病毒、流感病毒及腺病毒序列之
查詢、批次下載、比對分析、引子設計、腸病毒 71 型之分型及流感病毒疫苗
株比對等功能，迄今已有 400 多人註冊，30,000 多人次瀏覽紀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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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之生物材料庫發展
生物材料庫可依用途或設計分類，目前國際之生物材料庫有許多種類，包括
特 定 疾 病 導 向 (disease-specific) 、 人 群 基 礎 導 向 (population-based) 、 研 究 計 畫 型
(project-driven) 、 生 物 組 織 檢 體 型 (tissue versus multiple specimen) 及 商 業 營 利 型
(commercial)等實體生物材料庫與虛擬型(virtual)生物庫。從小規模、研究特殊題材
之大學標本儲存庫，發展至機構型、公營、商業用途之生物材料庫等。美國、加
拿大、日本、新加坡、瑞典、冰島、丹麥、英國等許多國家，近來積極發展大規
模之人群基礎導向生物材料庫，大量取得、儲存、分析各種人群資訊與相關特性(如
生活方式、臨床和環境數據等)，可獲得具有族群代表性之訊息[6]。虛擬生物庫則
透過特殊軟體或網站架設，連接世界各地之生物庫和調查研究，可提供各種不同
時期、區域之生物資訊，以數據整合比對方式進行各種研究。
大多數生物材料庫都有執行之標準作業程序及品質管理程序，然而為確保與
生物庫實際運作情形相符，必須要求生物材料庫獲得相關認證。例如：美國病理
學會(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CAP)在 2012 年展開為期 3 年之同儕認證的生
物材料庫認證計畫[7]；部分歐洲生物材料庫運作之品質管理體系統，如英國 DNA
生物材料庫，則以 ISO 9001(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Standard
9001)為主要認證系統[8]。此外，生物和環境生物材料庫國際協會 (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positories, ISBER)目前正制定生物材料庫專
業之全球認證計畫，過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為了提高儲存材料之質與量，
必須制定標準操作程序與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 QA）和品質控制（Quality
Control,QC）計畫，同時發展一套自我評估工具與能力驗證程序，可幫助生物庫設
置者用以檢驗待改進的部分與評估品質保證和品質控制的正確性[9-10]。
建構良好的生物資料庫，除了完善的檢體運送、儲存等機制外，隨著科技的
發展，在道德與法律層面上亦引發許多討論，衍生的問題包括：受試者隱私權的
保障與相關資料的保護、保存樣品及其產生數據的所有權、要告知受試者研究發
現與成果的範圍、受試者在研究中能夠同意的程度等[11]。在美國無論生物資料庫
管理者、擁有者、投資者或其他有權利使用的專業人員，在法律與道德上都有保
障個案隱私的責任。以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為例，如要取得人體研究的
相關資料，除得到生物資料庫監管機構的同意外，也需同時得到生物安全、放射
安全、動物安全、人體研究以及研究資助者等相關法律委員會審核同意後，方能
取得[12]。此外生物材料庫的樣品和數據通常是為未來多重研究而收集，對單一研
究獲得特定的同意權是不太可行的，但一次性的同意用於各種研究用途的廣泛同
意權，可能又無法符合倫理和法律的要求，這些均有賴於各方之充分溝通並達成
共識，方能圓滿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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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評析與未來展望
未來疾管署傳染病生物材料庫維護與擴充重點，仍有許多待改善及面對的
問題，分析如下：
一、完善生物材料庫資訊管理系統
為使生物材料管理系統資訊化，建置內部與外部生物材料異動管理機制，
對使用期限將屆期之生物材料，設立預警系統，並對申請分讓之持有者進行
該生物材料之追蹤管理。此外，尚需擴增檢體資料庫資訊系統建檔、舊有資
料匯入檔案、定期備份維護及資安保全等功能。
二、擴建傳染病生物材料庫量能
未來除需強化病原體鑑定與定量分析工作，以提昇生物材料保存與品質
服務外，還可增加疾管署研發之智慧財產權相關之生物材料及資源之寄存服
務(如融合瘤細胞、抗原、抗體、抗毒素、體外診斷試劑）等，並採取部分收
費方式，用以補足例行維護預算日益不足之窘況。
三、申請生物材料庫之國際認證
參與國際認證是提昇生物材料庫品質管理之指標，亦為走向國際化生物
材料庫之品質認證，惟需投注大量經費與人力，以進行各項硬體設施及儀器(大
型冷凍櫃)之校驗、建置相關標準化之文件管制系統等(包括儲存、分發使用、
以及領存資料的收集等標準化的作業程序)、對於各項檢體資料建置、保存管
理等品質指標，未來期待朝向符合國際認證之要求，進而達到申請國際認證
作業之目標。
四、培訓生物材料管理人才
生物材料之保存及維運，屬高科技人力工作，疾管署每年約進行 3,0004,000 株病原體之培養、鑑定、凍晶乾燥保存，與檢體資訊之蒐集及檢核等工
作，預期未來新興病原種類與數量將日益增加。因此，急需專業且訓練有素
之人才來管理，並給予持續培訓與國際交流觀摩之機會，使疾管署生物材料
庫的規模、管理及服務均能達到國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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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調查
2014 年北部某社區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群聚事件調查
邱珠敏、林怜伶、蔡璧妃、吳俊賢 ＊、劉慧蓉、顏哲傑
摘要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MDR-TB）為結核病防治重要議題之一。本事件 MDR-TB
個案案 1 於公衛人員進行疫情調查時，未能詳實提供接觸者相關訊息，以致案 2
當時未能列入接觸者進行追蹤檢查，後續因發病因症就醫，經通報後亦確診為
MDR-TB。該 2 案經菌株基因型別比對結果，兩案基因型別相同，確定為一起社
區結核病群聚事件。本事件經衛生單位積極追蹤並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43 條執行
公權力，後續新增案 1 與案 2 共同打牌牌友 5 人，且其中 1 人經接觸者追蹤檢
查結果，確診為結核病。本事件凸顯公衛人員結核病落實疫情調查及接觸者追
蹤重要性，故撰寫本事件調查處理過程之經驗，並提出對於結核病疫情調查及
接觸者追蹤之相關意見及建議，包括：與個案建立信任關係、強化公衛人員專
業能力，提升疫調及接觸者追蹤技巧、使用多元化管道，及時掌握結核病個案
及接觸者相關訊息、公權力行使之必要性等，提供公衛人員未來執行結核病疫
情調查及接觸者追蹤之參考。
關鍵字：社區感染；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群聚事件；疫情調查；接觸者調查
事件源起
2014 年 6 月間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臺北區管制中心接獲縣巿衛生局提
報其所轄某位多重抗藥性結核病（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MDR-TB）個案（以
下簡稱為案 2）之「MDR-TB 新案疫情調查表」，並於審核該案結核病接觸史資料
過程中，發現其可能曾接觸該巿另一區 1 名於 2013 年 6 月通報確診 MDR-TB 個案
（以下簡稱案 1）
，惟案 1 當時的接觸者名單中並無匡列案 2，案 2 接觸者名單中亦
無案 1，該 2 案尚未確認是否具流行病學關連性，隨即展開調查，並將 2 案菌株送
疾管署研檢中心進行基因型別比對，以確認二案菌株基因型別是否相同，同時亦
請縣巿衛生局再次進行深入疫調，以釐清兩案於人、時、地等流行病學之關連性。
同年 8 月基因型別比對結果，確認兩案基因型別相同，本案確定為一起社區結核
病群聚事件，爰衛生局依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之相關規範，召開結核病群聚事件
專家會議，研議並執行後續強化防治事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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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調查及環境評估
案 1（指標個案）
，男性、年齡 56 歲、無業，有糖尿病病史，無結核病接觸史。
2013 年 6 月因咳血至某醫學中心急診就醫，經醫師診療結果，因胸部 X 光（以下
簡 稱 CXR ） 異 常 無 空 洞 ， 痰 塗 片 及 培 養 3 套 皆 為 陽 性 （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
， 醫院通報確診，收治病患入住負壓隔離病房進行隔離，並給予
服用抗結核病藥物治療。後續因個案初次痰液培養藥物敏感試驗結果為 RMP
（Rifampin）抗藥，醫師予更改藥物處方，開始給予抗結核病二線藥物治療，9 月
再次予以驗痰，該套痰液培養藥敏試驗結果為 INH（Isoniazid）、RMP 及 EMB
（Ethambutol）抗藥，醫院送疾管署研檢中心進行傳統藥敏試驗複驗，2014 年 1 月
複驗判定，結果確定為 INH、RMP 及 EMB 抗藥，個案確診為 MDR-TB。個案加入
MDR-TB 治療團隊，持續定期回診追蹤，現痰已陰轉，目前社區都治服藥治療中
（表一）。
案 2，男性、年齡 67 歲、無業，有結核病接觸史，糖尿病及高血壓等病史。
2014 年 1 月開始出現咳嗽、食慾差等症狀，至某診所求診過 4 次皆未改善，同年 3
月至附近某醫院就診，經醫師診療結果，因 CXR 異常有空洞，痰塗片及培養 3 套
皆為陽性（MTB）
，該院通報確診，收治病患入住負壓隔離病房進行隔離，並給予
服用抗結核病藥物。後續因個案初次痰液培養，藥物敏感試驗結果為 INH、RMP
及 EMB 抗藥，醫院送疾管署研檢中心進行傳統藥敏試驗複驗，2014 年 6 月複驗判
定結果確定為 INH、RMP 及 EMB 抗藥，個案確診為 MDR-TB。個案加入 MDR-TB
治療團隊，現痰已陰轉，持續定期回診追蹤，目前社區都治服藥治療中（表一）。
表一、個案基本資料及檢驗結果
個案

通報日

MDR-TB
確診日

通報
原因

通報
年齡

CXR
結果

初痰
抹片

初痰
培養

基因
型別

治療情形

案1

2013 年 6 月 2014/1/6

因症
就醫

56

異常，但
陽性
無空洞

陽性

2013 年 6 月開始治療
相同 現痰已陰轉，社區都
治服藥治療中

案2

2014 年 3 月 2014/6/18

因症
就醫

67

異常，且
陽性
有空洞

陽性

2014 年 3 月開始治療
相同 現痰已陰轉，社區都治
服藥治療中

由於本事件案 1 當時的接觸者名單中並無匡列案 2，案 2 接觸者名單中亦無
案 1，該 2 案尚未確認是否具流行病學關連性，衛生單位再次進行深入疫調，依
據案 2 提供之訊息，再次進行釐清及查證，結果得知案 1 及案 2 兩人實際為多年
好友，認識已有約 20 年之久，案 2 經常到案 1 家中打牌或喝酒聊天，接觸頻率
較頻繁時 2-3 次/每週，較少時約 1 次/每 2-3 週，每次約停留案 1 家中 0.5-2 小時
不等，確認 2 案的確有流病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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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 住家位於一棟 5 層建築物之 1 樓，共計 3 個房間及一間客廳，房間皆有對
外窗戶及裝置獨立式冷氣機，客廳亦有落地窗門及裝置冷氣機，平日落地窗門會
開啓，大多只關上紗門，夏天開冷氣時玻璃窗門則會關閉。房間窗戶打開時，房
間採光及通風情形尚可，但因前院圍牆較高，因此客廳採光及通風情形較差，與
朋友打牌或喝酒聊天時，大多於客廳內活動。
至於有關案 1 及案 2 接觸者追蹤方面，本事件案 1 及案 2 因居住地不同，分屬
不同行政區域之衛生單位管理，案 1 地段公衛人員於案 1 通報進行家訪時，觀察
到案 1 客廳的牌桌，曾主動詢問案 1 是否有符合接觸條件之牌友，但案 1 表示與朋
友打牌時間不固定且時間短暫，再加上自己身體不好，精神欠佳，大多待在房間
內休息，較少參與，大多由太太與朋友一起打牌，當時案 1 疫調後匡列之接觸者，
共計 4 位，分別為共同居住家屬 2 人及非共同居住家屬 2 人，案 2 及其他牌友當時
並未列入接觸者。至於案 2 接觸者部分，原匡列之接觸者，為共同居住家屬 8 人，
後續再經案 1 所屬衛生單位深入疫調，並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43 條依法執行公權
力[2]，案 1 方提供接觸者訊息，後續新增案 1 與案 2 共同打牌牌友 5 人為其共同
接觸者，與另 1 名與案 2 較常往來朋友，案 2 接觸者共計 14 人。本事件 18 名接觸
者 CXR 檢查結果，13 人為正常，4 人為異常無關結核病，其中 1 人經接觸者追蹤
檢查結果，確診為結核病，但其藥敏檢驗結果與本事件兩案皆為不同，排除與本
事件之關連性（表二）。
表二、個案接觸者追蹤情形一覽表
個案

確診後初次疫調情形

再次深入疫調情形

案1

共同居住家屬 2 人及
非共同居住家屬 2 人

4人
新增 5 名牌友，
(已扣除與案 2 重覆
列於案二接觸者追蹤
接觸者牌友 5 人)

4 人正常

案2

共同居住家屬 8 人
且透露曾有 TB 接觸史

新增 1 名友人及與
案 1 共同之 5 名牌友

14 人

9 人正常
1 人確診結核病
4 人異常無關結核病

6人

18 人

13 人正常
1 人確診為結核病
4 人異常無關結核病

小計

12 人

接觸者總數

CXR 結果

防治作為
衛生單位於個案通報確診後即進行個案管理、疫情調查、環境評估、調查符
合接觸者檢查定義之接觸者，進行接觸者衛教說明，協助其完成 CXR 檢查等相關
防疫措施。本案為社區結核病確定群聚事件，衛生單位於 2014 年 9 月邀請結核病
諮詢委員及衛生防疫人員，召開結核病群聚事件專家會議，研議後續防治作為，
專家會議決議重點摘要如下：
一、請衛生局再次詳細疫調，針對案 1 及案 2 生活活動史及接觸史，是否還有其
他符合接觸條件之暴觸接觸者（如：牌友、訪客）
，以避免遺漏可能之接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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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 2 曾於 2014 年 1 至 2 月期間至某診所就醫 4 次，須提醒相關醫療院所提高
警覺，若有疑似 TB 症狀患者，請及時轉介以早期診斷及治療。
三、 考量案 1 及案 2 皆為痰液抺片及培養陽性，屬較高傳染力個案，請衛生局調
閱兩案之健保就醫紀錄或老人健康檢查胸部 X 光資料，以釐清兩案可傳染期
是否為更早，藉以評估是否有新增接觸者。
四、 案 1 與案 2 共同暴觸之接觸者（牌友）
，為未來發病風險較高之族群，將納入
案 2 接觸者項下追蹤，須加強接觸者衛教其未來發病風險及早期症狀認知，
自主健康管理，強調有咳嗽症狀應主動戴上口罩，如有呼吸道症狀，應立即
前往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結核病的暴露史，以利及早診斷及治療，避免造
成社區傳播。
五、 本事件接觸者檢查追蹤期程，依據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 MDR-TB 接觸者追蹤
方式，每 6 個月進行一次胸部 X 光檢查，並持續追蹤至個案痰陰轉後滿 2 年
為止，藉以監測有無新增結核病個案[1]。
討論與建議
有鑑於國際間 MDR-TB 病患人數迅速增加，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將 MDR-TB 問題視為結核病防治之重要議題與人類須面臨之
巨大挑戰。由於 MDR-TB 病患治療困難度及治療期程，均較一般結核病病患複雜
且治療期程較長，所花費的社會資源及成本支出負擔相對較高，因此益加彰顯
MDR-TB 病患接觸者追蹤重要性，須將其列為優先處理之重要事項[3,4,5]。
本事件案 1 於地段公衛人員疫調時，未能詳實提供接觸者相關訊息，俾利公
衛人員進行接觸者評估，且於公衛人員獲知案 1 與案 2 共同打牌牌友 5 名為其共同
接觸者時，亦表示不知牌友真實姓名及地址，僅知牌友綽號及電話號碼，期間曾
多次拒絶提供公衛人員接觸者聯繫方式，直至衛生局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43 條，
當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接獲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之報告或通知時，應迅速檢驗診斷，
調查傳染病來源或採行其他必要之措施，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及相關人員對
於前項之檢驗診斷、調查及處置，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及同法第 67 條罰則等相
關規範[2]，以公文函送方式，依法執行公權力，個案方提供接觸者相關資料。
此外，本事件公衛人員電話連繫接觸者時，因須遵守保護指標個案隱私之原
則，無法提供指標個案相關資料予接觸者，亦面臨接觸者以為是詐騙電話，以致
不願接受檢查，增加公衛人員追蹤之困難，直至衛生單位依接觸者之電話號碼，
函請電信業者協尋，取得接觸者真實姓名及手機帳單登記地址，經公衛人員再次
聯繫接觸者，成功說服接觸者願意接檢，方得以順利完成接觸者檢查。
接觸者追蹤有助於找到社區潛藏感染源，並能早期偵測接觸者發病，使其及
早診斷並接受治療，避免其成為社區感染源，造成社區疫情散播。因此接觸者追
蹤時效及匡列完整性為結核病防治之重要關鍵，而如何找出有意義的接觸者，則
必須仰賴完整且詳實疫情調查，方能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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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案例及過去實務經驗，公衛個管人員收案後，進行結核病疫情調查時，
經常面臨結核病個案，拒絶提供接觸者名單或蓄意隠瞞其可能接觸者情形，究其
主因大多為個案不願自身罹病隠私曝露、擔心受到旁人歧視、害怕失去工作、擔
心受到其他接觸者的責難、對於結核病有不正確認知等相關因素，以致不願提供
日常生活活動史及相關可能接觸者予公衛人員，如此將使公衛人員難以得知個案
確切的接觸者，進而找出真正的感染源或可能已被感染的接觸者，錯失及早掌握
控制疫情之先機，因此如何消除個案疑慮，減少內心擔憂及害怕，願意配合提供
相關訊息，以利公衛個管人員正確且完整匡列真正有意義的接觸者，為公衛個管
人員執行疫情調查及接觸者追蹤首要之務。有關結核病個案疫情調查及接觸者追
蹤[6]，提出幾點建議，以提供衛生單位及公衛人員未來執行相關業務時之參考，
說明如下：
一、與個案建立信任關係
公衛人員收案及管理期間，可透過家訪機會或與個案電話聯繫時，與個
案建立信任關係，說明接觸者追蹤目的、意義及重要性，依傳染病防治法對
於其隱私權的保護，衛生單位將如何進行接觸者追蹤的作業流程，亦可透過
情境模擬演練或角色扮演等方式，以降低個案心中疑慮，減少內心擔憂及害
怕，願意提供相關訊息。
二、強化公衛人員專業能力，提升疫調及接觸者追蹤技巧
公衛人員須熟悉可傳染期及符合接檢條件之接觸者時數計算，詳細詢問
個案症狀發生日，以正確推算可傳染期起日。另外可藉由觀察個案家中物品
可發現蛛絲馬跡及各種可能之線索，瞭解個案家中是否有其他同住或未被發
掘之接觸者；於訪視會談過程中，協助個案逐一回溯回憶時間軸上曾接觸的
人、時、地等，可藉由行事曆或日記等輔助工具或商請個案自行查閱近期通
聯紀錄往來較為密切者，以幫助其回溯記憶；透過詢問個案如何安排一整日
的生活作息、與朋友來往的情形、是否參加旅遊、進香、社區活動，或透過
除個案以外之親人（如：配偶、子女）等，詢問相關訊息，以掌握其他可能
接觸者。此外，當個案可傳染期跨越主要節日（如農曆過年、連續假期等），
須仔細詢問個案是否有親友返家過節，瞭解接觸時數，以確實匡列接觸者並
進行接檢。其次，藉由詢問個案是否有慢性疾病（如慢性腎臟疾病、心臟疾
病、癌症等）、是否有因病就醫住院之情形，以了解是否需進行醫院接觸者
之調查…等方式，採旁敲側擊，靈活運用相關疫調及接觸者追蹤技巧，可透
過定期辦理公衛人員疫調及接觸者追蹤教育訓練方式，藉以提升衛生人員疫
調及接觸者追蹤技巧。
三、利用多元化管道，及時掌握結核病個案及接觸者相關訊息
針對部分結核病個案，未能配合提供接觸者相關資料 （如：工作職場名
稱及地點等），為及時掌握介入處理之時效性，衛生單位可透過健保協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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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或網路社群網絡，如：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網站，間接取得個案
工作職場名稱，必要時可聯繫職場負責人或主管，請其協助完成後續接觸者
追蹤。至於有關接觸者追蹤方面，如依現有訊息仍無法順利聯繫接觸者，亦
可透過函請電信業者，以取得其基本資料及帳單地址、健保協尋就醫紀錄及
投保單位、戶役政查詢等多元化管道，完成接觸者追蹤。
四、施予軟硬兼施之法，公權力行使之必要性
當結核病個案已明顯不合作，未能配合提供接觸者相關資料時，須採取
不合作個案處理機制，可先請衛生所主任、護理長或衛生局等協助溝通，若
仍不配合者，須落實公權力函請其配合或進行約談，促使其提供，以利衛生
單位進行評估及追蹤可能相關接觸者，及時提供接觸者結核病相關衛教訊息，
避免接觸者發病，造成社區傳播之風險。
本事件經衛生單位積極追蹤並依傳染病防治法執行公權力，後續新增案 1
及案 2 共同打牌牌友 5 人，且其中 1 人經接觸者追蹤檢查結果，確診為結核病，
發現率達 20%。本事件凸顯公衛人員結核病疫情調查及接觸者追蹤重要性，
完整且詳實疫情調查為接觸者追蹤之重要根本及基石，衛生人員於接觸者追
蹤過 程中，須展現專業諮商能力，發揮疫調及接觸者追蹤技巧，方得以順利
完成接觸者追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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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特寫
認識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CoV)感染症
陳孟妤
前言

中 東 呼 吸 症 候 群 冠 狀 病 毒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在 2012 年 6 月首次由沙烏地阿拉伯一名肺炎病人的痰液中分離出來，
世界衛生組織截至 2015 年 6 月 14 日更新全球累計 1,304 確診病例，461 例死亡，
全球共有 25 國曾出現病例。在亞洲，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各曾出現過 2 名和 1 名境
外移入個案，南韓自 2015 年 5 月 20 日公布首例自中東地區返國指標病例後，迄至
6 月 15 日累計 150 例病例，其中 1 名在中國確診，16 例死亡。目前南韓累計病例
數為全球第二高，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
病毒特性與感染途徑
MER-CoV 為單股 RNA 病毒，與引起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冠狀病毒
同屬於冠狀病毒科之 beta 亞科。由於大部分 beta 亞科冠狀病毒之天然宿主為蝙蝠，
且 有 報 告 於 中 東 地 區 蝙 蝠 樣 本 分 離 出 MERS-CoV[1] ， 因 此 推 測 蝙 蝠 可 能 為
MERS-CoV 感染源。近期研究進一步發現 MERS-CoV 可感染中東地區的單峰駱駝[2]，
並由血清學的調查推測 MERS-CoV 在單峰駱駝身上，可能已經存在二十年[3]。另
一個證據是自確診個案檢體分離出之 MERS-CoV，與其接觸的駱駝所分離出的病毒，
兩者序列高度相似[4]，故認為駱駝為人類感染 MERS-CoV 之潛在感染源，但傳染
途徑仍不明，有可能是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或飲用有病毒的駱駝奶。目前無法排
除此病毒有其他傳染窩的可能性，為此曾經調查山羊、牛、羊、水牛、豬，及野
鳥等動物，但其病毒抗體結果皆為陰性[5, 6]。
除與動物接觸外，家庭群聚和醫院群聚感染事件[7, 8]，說明人傳人的可能性。
大部分人傳人的案例都發生在密切接觸者身上，例如家庭成員、醫護人員、同病
室病友。次波感染者的病情較輕微，一般認為持續傳憣的能力低，目前為止尚未
出現持續性社區內傳染的情形。傳染途徑主要透過呼吸道飛沫顆粒，以及直接或
間接接觸到感染者分泌物等方式傳播。有研究指出 MERS-CoV 在低溫低濕的環境
下穩定性較高，溫度 20 度和濕度 40%環境下可存活 48 小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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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表現，診斷與治療方式
MERS-CoV 感染症的潛伏期平均為 5 日，最大為 14 日。臨床表現從無症狀感
染到多重器官衰竭甚或死亡。大部分病患表現是嚴重的急性呼吸系統疾病，其症
狀包括發燒、咳嗽與呼吸急促等，約有三分之一患者可能出現腹瀉等腸胃道症狀。
感染者胸部 X 光通常會發現肺炎，部分病人則出現急性腎衰竭或敗血性休克等併
發症，慢性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易出現嚴重併發症。個案死亡率約四成，然此數
值可能因各國監測系統敏感度與病例定義不同而被高估。實驗室檢查會發現白血
球低下、淋巴球低下，呼吸道檢體（如咽喉擦拭液、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液）可
分離出病毒或病毒核酸，糞便、尿液、血液也可以偵測到少量的病毒。
治療方式以支持性療法為主[10]， 目前尚無特定之有效疫苗或藥物。恢復期
血清臨床試驗中，抗病毒藥物如雷巴比林、干擾素等，效果未明[11]。
感染控制與預防方法
早期偵測、隔離病患及落實感控措施是防止疫情擴散最有效的方式，醫護人
員對於門急診的病人，除症狀評估外，應加強進行旅遊史、職業史、接觸史、群
聚史的詢問，以早期偵測病例。照護疑似或確認 MERS-CoV 感染症病人時，應依
循標準防護措施、飛沫傳染、接觸傳染及空氣傳染防護措施之原則，採行適當的
防護措施。
結語
MERS-CoV 自發現迄今已三年，全球病例數持續增加，目前流行地區集中於阿
拉伯半島，故自中東輸出病例之風險仍在。鑑於南韓疫情有擴大之虞，提升潛在
社區傳播風險，我國於 6 月 9 日對南韓全境提升為黃色旅遊疫情警示，建議民眾
非醫療需要應避免進出醫療院所，前往 MERS-CoV 流行地區旅遊之國人仍應注意
個人衛生、呼吸道防護及手部清潔。針對南韓 MERS-CoV 疫情，世界衛生組織考
察團於 6 月 13 日發表評估結果[12]，表示(1) 病毒快速傳播的原因包括：大部分醫
師不瞭解 MERS-CoV、醫院感管措施不足、急診室與病房過於擁擠、病患逛醫院的
習慣、以及親朋好友的探病文化；(2) 目前無證據顯示病毒傳染力變強，此種院內
感染模式於中東已發生過，但確實傳播模式仍須進一步研究。目前仍無社區感染
進展中的證據；(3) 除強調旅遊史詢問、接觸者管理、健康監測/隔離檢疫、醫院感
染控制的重要性之外，並建議加強風險溝通、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並提升緊
急應變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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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疫情焦點

日期：2015 年第 22-23 週(2015/5/31-2015/6/13) DOI：10.6524/EB.20150623.31(12).005

疫情概要：
目前為腸病毒流行高峰期，第 23 週門診就診人次較前一週上升 10%；社區
主要流行病毒株為 Coxsackie A16。高雄市楠梓區永興市場周邊群聚疫情持續，
疫情有擴大趨勢；臺南市北區持續新增病例，顯示疫情擴大，該地區布氏級數
達 2 級以上，流行風險增加。
韓國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疫情擴大，故自 6/2 起提升韓國首爾
地區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二級：警示(Alert)，並於 6/9 擴大至韓國全境，呼籲到
韓國經商旅遊民眾提高警覺，非必要時應避免到醫療院所，並加強個人防護措
施；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持續新增病例。中國大陸、日本、新加
坡、越南、香港及韓國腸病毒疫情持續或上升；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登革
熱疫情持續或上升，密切關注後續疫情發展。
一、腸病毒
(一)國內疫情
1. 今年第 23 週腸病毒門診就診人次較前一週上升 10%。
2. 今年第 21 週社區腸病毒陽性率 47.2%，主要流行病毒株 Coxsackie A16。
今年累計 3 例腸病毒重症個案(感染型分別為 2 例 CB5，1 例 Coxsackie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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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07-15 年腸病毒門診就診人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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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疫情
1.中 國 大 陸：疫情上升，截至 5 月底累計逾 63 萬例，近 4,600 例重症，
56 例死亡，均低於去年同期；病毒型別以腸病毒 71 型為主。
2.日

本：疫情上升，截至第 22 週(5/31)累計逾 43,000 例，高於近 10
年同期，疫情集中西日本地區；病毒型別以 CA16 為主。

3.新 加 坡：疫情趨緩，截至第 22 週(6/6)累計逾 13,700 例，約為去年
同期及近 5 年同期平均的 1.5 倍。
4.越

南：疫情持續，截至 5 月底累計逾 18,000 例(4 例死亡)，較去
年同期下降 3 成。

5.香

港：疫情持續，截至 6/11 累計 37 例腸病毒 71 型感染個案及
137 起人口密集機構疫情，低於去年同期；迄今 7 名腸病
毒嚴重個案中，3 名感染 71 型病毒。

6.韓

國：疫情趨緩，第 23 週就診病例千分比 12.2，低於去年同期。

二、登革熱
(一)國內疫情
1.本土病例：高雄市楠梓區永興市場周邊群聚疫情持續；另臺南市北區持
續新增病例，2 縣市疫情均持續擴大。今年迄 6/15 累計 140 例，病例居
住地主要為高雄市。
2.境外移入病例：今年迄 6/15 累計 102 例，感染國別以印尼、馬來西亞及
越南為多。

圖二、2015 年登革熱本土確定病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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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疫情
1.馬來西亞：疫情上升，截至 6/14 累計逾 5 萬 1 千例，約為去年同期的
1.3 倍，高於近 5 年同期平均。
2.泰

國：疫情上升，截至 6/8 累計逾 1 萬 7 千例，約為去年同期的
2 倍。

3.新 加 坡：疫情上下波動，截至第 22 週累計逾 3,300 例，約較去年同期
下降 4 成七，為近 5 年同期平均的 2 倍。
4.中國大陸：疫情尚處低點，5 月報告 26 例，與去年同期(23 例)相近；今
年累計 2 例 本土病例，均分布於廣東省廣州市，餘境外移
入病例多自東南亞輸入；當局評估今年疫情範圍擴大，高峰
期可能提前至 7-8 月，鑒於去年疫情，南方省份發生大規模
疫情、重症或死亡病例風險增加。
三、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
(一)韓國：自 5/20 迄今累計 154 例病例(含中國廣東 1 例)，分布於 13 家醫院，
118 人治療中、17 人出院、死亡 19 人；死亡 19 人中有 7 成為男性
(14 人)，致死率 12.3%，其中 7 成 9 患者皆有慢性病史。目前已出
現第四波(6 例)病例，分布於 4 家醫院。
(二)沙烏地阿拉伯：上週新增 7 例確診病例，其中 5 例來自東部胡富夫市；該
市約自 5 月中發生醫療機構群聚事件，累計至少 18 例，當中包含
一起家庭群聚(7 例)；該國迄今累計 1,034 例，456 例死亡。
(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新增 1 例確診病例，65 歲男性，具慢性病史，5/31 發
病，6/6 入住急診室，6/9 轉 ICU，現病重，無相關危險因子暴露史；
該國今年累計 5 例。
(四)全球：世界衛生組織(WHO)6/15 更新全球累計 1,317 例，463 例死亡；另依
據各國官網公布數，截至 6/16 累計 1,329 例。
四、伊波拉病毒感染
(一)幾內亞、獅子山：疫情續上升，近一週分別新增 16、15 例，新病例中 6-8
成為已掌握之接觸者，持續有地理擴散及許久無病例地區再現病例，傳播
鏈及感染源追蹤等作為仍需加強。
(二)西非三國：WHO 6/15 更新西非三國累計病例數為 27,305 例，11,168 例
死亡，其中醫護人員 869 例，507 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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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7N9 流感
中國大陸：5 月公布新增 13 例病例(含 3 例死亡)，分別為浙江省 4 例、安徽省
及江蘇省各 3 例、上海市、北京市及福建省各 1 例；近全數具活禽接觸或活
禽市場暴露史；其中將上海市、北京市及安徽省旅遊疫情建議由注意(Watch)
提升為警示(Alert)。
六、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人類禽流感

國家/地區

麻疹

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
(MERS)

伊波拉病毒
感染

小兒麻痺症

旅行建議

發布日期

江蘇省、浙江省、
福建省、安徽省、
上海市、北京市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其他省市，不含港澳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3/6/28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4/12/9

東南亞地區 9 個國家：
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
西亞、菲律賓、寮國、越南、
第一級
柬埔寨、緬甸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中
國
大
陸

埃及

登革熱

等級

2014/10/182015/6/16

2013/7/15

中國大陸、菲律賓、越南、
德國
沙烏地阿拉伯、韓國

2014/1/21-4/28
第二級
警示(Alert)

中東地區通報病例國家：
第一級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約旦、
注意(Watch)
卡達、伊朗、阿曼、巴林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4/4/23-6/9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4/5/302015/6/2

幾內亞、獅子山

避免所有
第三級
警告(Warning) 非必要旅遊

2014/8/1

賴比瑞亞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5/5/12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4/5/7

巴基斯坦、阿富汗、喀麥隆、
第一級
赤道幾內亞、索馬利亞、
注意(Watch)
奈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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