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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首例新生兒聽損確診個案經主動監視確診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病例事件報告
陳富君 1,2、王功錦 1、林杜凌 1、賴佩芳 1、柯靜芬 1,3*、劉碧隆 1
摘要
婦女於懷孕初期感染德國麻疹，病毒可透過胎盤垂直傳染胎兒，造成胎兒多
個重要器官病變、缺損，即為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congenital rubella syndrome,
CRS)。接種疫苗產生免疫力，是預防 CRS 最有效方法。我國至 2009 年，法定傳
染病通報系統未再發現 CRS 確定病例。本文描述一 8 個月大女嬰罹患耳聾及先天
性白內障，經由主動監視作業和疫情調查判定為 CRS 確定病例。為預防及儘早診
斷 CRS，建議對新移民人口加強疾病防治認知及衛教，對申請簽證前已懷孕之外
籍配偶，進行德國麻疹 IgM 抗體篩檢。加強醫護人員對 CRS 的臨床症狀教育與通
報警覺性，以期早期發現個案。對 CRS 個案建立追蹤管理機制並轉介相關醫療資
源，把握治療黃金期限制殘障，減少家庭壓力，降低醫療財政負擔，促進國人健
康與福利。
關鍵字：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德國麻疹、監視作業、疫苗政策
事件源起
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於 2017 年 8 月在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
(congenital rubella syndrome, CRS)主動監視之「新生兒篩檢血片剩餘檢體之德國
麻疹 IgM 抗體檢測」作業中，發現一名居住臺中市 8 個月大女嬰，經國民健康署
提供的新生兒聽力篩檢，確診為聽損個案，且新生兒篩檢血片剩餘檢體之德國
麻疹 IgM 抗體檢驗結果為陽性，疑似為 CRS 個案。為了釐清此個案究竟是否為
先天性德國麻疹病毒感染、瞭解疫情規模、追蹤德國麻疹病毒之感染來源，遂
展開疫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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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描述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調集個案出生至 2017 年 8 月的病歷資料及案母的產檢病歷
資料。8 月 31 日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工作人員與衛生局防疫人員共同訪視案母及
個案，回溯個案母親於妊娠期間之危險暴露史，採集個案尿液、血液及咽喉拭子
檢體送疾管署研究檢驗中心實驗室檢驗。
案母 24 歲，中國大陸籍，疫苗接種史不明，自述在中國大陸期間有幾次發燒，
不記得是否出疹。2015 年 2 月至 5 月來臺探親認識案父。2016 年 5 月 1 日入境
臺灣。6 月 16 日因陰道紅點出血而至婦產科檢查，診斷懷孕，超音波推測為妊娠
12 週。6 月 23 日檢驗德國麻疹 IgG 為陽性，梅毒檢驗陰性。7 月 31 日出境，同年
12 月 4 日再次入境，12 月 6 日產檢發現胎兒小於妊娠年齡(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12 月 27 日因辦理居留證體檢，麻疹及德國麻疹抗體均陽性。12 月 31 日因胎兒
呼吸窘迫行剖腹產（38 週）。
個案出生時 Aspar score 為 8 轉 9 分，出生體重 1,930 公克（小於第 3 百分位），
身長 42 公分（小於第 3 百分位）
，頭圍 29.5 公分（小於第 3 百分位）
，胸圍 28 公分。
兩個月大時的身長、體重及頭圍均小於第 3 百分位，聽力檢查未通過，右眼球
混濁及震顫。2017 年 3 月耳鼻喉科發現雙側神經性聽力缺損。眼科檢查診斷小眼
症及右眼先天性白內障，4 月 23 日接受右眼人工水晶體置換術。疾管署檢驗及
疫苗研製中心實驗室檢驗結果：鼻咽拭子驗出德國麻疹病毒 real-time PCR 陰性，
德國麻疹 IgG 陽性，IgM 陽性。尿液一採及二採 real-time PCR 均陰性。
因案母首次在臺灣產檢時（約懷孕 13 週）即檢出德國麻疹 IgG 陽性，推測在
妊娠早期即感染德國麻疹。個案有先天性白內障及雙耳聽力缺損，未達疫苗接種
年齡，德國麻疹 IgM 陽性、IgG 陽性，研判為 CRS 確定病例。本案母親在懷孕 12
週前曾在臺灣及福建居住，由 2016 年中國大陸德國麻疹確診人數高達 4,535 人[1]
推估，案母在中國大陸的受感染風險明顯高於臺灣，故無法排除其於中國大陸遭
感染德國麻疹。
防治作為
在個案方面，給予案母及接觸者德國麻疹疑似症狀及相關防疫措施衛教，
心理支持及建議心臟科門診就醫，並至兒童聯合發展評估中心尋求專業協助，
提供相關社會福利協助資源，減緩因疾病帶來的家庭衝擊與經濟壓力。2018 年 6 月
再次追蹤該病例，嬰兒罹患開放性動脈導管，於某醫學中心兒童聯合門診接受
相關醫療復健。
衛生局加強幼童 MMR 疫苗接種催注及社區民眾德國麻疹衛教。疾管署也發
布新聞稿提醒懷孕婦女確認自身德國麻疹免疫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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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將德國麻疹及 CRS 列為重要
防治項目。德國麻疹是一種急性病毒性傳染病，懷孕婦女若感染德國麻疹，病毒
可能透過胎盤垂直傳染給胎兒，造成胎兒重要器官細胞病變和局部缺血引起死產、
自然流產或胎兒主要器官受損，如先天性耳聾、青光眼、白內障、小腦症、智能
不足及先天性心臟病等，即稱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2]。在懷孕的前 12 週感染，
產出 CRS 嬰兒的機率為 25%–30%；懷孕 20 週以後感染，生下畸形兒機率很小
[3]。
接種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MMR)是
阻斷德國麻疹傳播，避免產下 CRS 個案的最重要方法。我國於 1987 年起全面推動
育齡婦女德國麻疹疫苗自費接種。全國出生滿 15 個月幼兒及小學 1 年級常規接種
第二劑 MMR 疫苗，維持德國麻疹和 CRS 確定病例發生率每 10 萬年中人口數
均低於 1 例以下[4]。女性外籍配偶於辦理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時，須檢具德國
麻疹抗體檢驗報告或提供德國麻疹預防接種證明，否則應接種 1 劑 MMR 疫苗。
外籍人士及外籍勞工申請入國簽證時，應檢具認可醫院核發之三個月內麻疹及
德國麻疹之抗體陽性檢驗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5]，以阻斷境外移入德國麻疹造成
社區傳播。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屬第三類法定傳染病。根據疾管署監測資料顯示，自
2001 年至 2008 年累計共 5 例 CRS 確定病例（圖一）
，其中 4 例為外籍母親（越南 2
例，印尼及中國大陸各 1 例）在原居住國受孕及感染。5 例中 2 例有先天性心臟
病，1 例有先天性心臟病併先天性白內障[6]，此 3 例均於出生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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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997 至 2017 年德國麻疹與先天德國麻疹症候群之確定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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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母親因身體異常至婦產科檢查發現非預期懷孕，檢測德國麻疹 IgG 陽性，
顯示已過感染急性期且具德國麻疹抗體，但胎兒已遭感染。該案在出生時及出生
後 2 個月的身長、體重及頭圍均小於第 3 百分位，聽力檢查未通過，右眼球混濁
及震顫，反覆就醫，但均未被診斷 CRS，顯示臨床醫師對 CRS 病例的警覺性仍有
不足，更可導致接觸者被傳染的風險。因此，外籍配偶若已懷孕，在申請入臺
居留時，其德國麻疹抗體 IgG 已為陽性，而受感染的胎兒在入境檢疫無法有效
篩檢，產檢及出生時第一線醫療人員警覺性不足，未能及早發現病例，存有潛在
病毒傳播的風險。目前只有在孕婦第一孕期前，單次檢測德國麻疹 IgG 抗體，
無法判斷個案母親是近期內感染或是之前接種疫苗所產生的免疫反應，對 CRS
防治成效有限。因此本文建議：
一、外籍配偶在申請簽證前已受孕並正處懷孕期者，加驗德國麻疹 IgM，建立
監測機制予以追蹤管理。
二、透過媒體事件報導效應，提升民眾及各相關領域醫療人員對 CRS 症狀表現的
警覺性。加強醫療人員對 CRS 的臨床症狀判斷教育，例如孕婦做產前檢查時，
詢問 TOCC（旅遊史 Travel history、職業 Occupation、接觸史 Contact history 及
群聚 Cluster 情形）。發現胎兒子宮內發展遲緩、聽力篩檢異常、開放性動
脈導管或有白內障的新生兒，都應懷疑是 CRS 並進一步檢查通報。
三、對 CRS 個案建立追蹤管理機制，轉介相關醫療資源，提供早期療育，把握
治療黃金期以限制殘障，減少個人家庭壓力，降低醫療財政負擔。
四、加強新移民之疾病防治認知及衛生教育，提升國人到中國及東南亞旅遊之
傳染病防範的認知，特別是育齡婦女接種 MMR 疫苗以及懷孕期間避免疫區
旅遊的宣導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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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結核，現在正是進行潛伏結核感染檢驗的好時機！
邱美玉*
每年3月24日這天是全球的「世界結核病日」，用以倡議結核病防治及紀念防
疫先驅—微生物學家Robert Koch。而今年「世界結核病日」的主軸為「It’s TIME!」。
這個主題旨在闡述「現在正是推動各種結核病防治工作的時機」，包含推廣潛伏
結核感染檢驗及治療、強化醫療照護者對於結核病防治教育、提升結核病防治
意識、促使機關團體勇於發聲展現防治作為、終止疾病標籤化，以及增加就醫可
近性等。
我國結核病防治在公共衛生及醫療相關人員的努力耕耘下，數十年來穩紮
穩打，新案發生數逐年下降。2017年首度跌破萬人大關（新案發生數9,759人），
推估2018年將持續下降至8,825人，發生率降至每10萬人口37例，防治成效優於
新加坡、南韓、香港等地。
然而結核病防治成效並非一蹴可及，防疫工作仍有許多關卡需要突破。尤其
我國面對人口老化，以及與東南亞結核病高負擔國家交流頻繁，對境內結核病
防治產生衝擊與挑戰。因此，疾病管制署自2018年起以試辦計畫方式，在部份
護理之家、安養及養護機構，推動機構結核病主動發現與潛伏結核感染檢驗及
治療策略，期望藉此建立年長族群之結核病防治模式，進而在長照機構內推動。
另外，針對曾停留結核病高負擔國家的通報個案提供分子快速檢測，以加速診斷
並給予適當治療。同時，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透過與新南向國家之交流
合作，提升鄰近新南向國家之防治成效，增加區域聯防量能。
此刻，我們將與國際接軌，共同為結核病防治貢獻心力，並以「現在正是
進行潛伏結核感染檢驗的好時機！」("It’s TIME to test LTBI!")，做為我國結核病
防治之年度工作主軸。讓民眾得以及早瞭解自身是否為潛伏結核感染，進而接受
治療，預防日後發病風險，同時提升結核病防治知能，達到自我健康管理與預防
發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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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疫情焦點

日期：2019 年第 10–11 週 (2019/3/3–3/16)

DOI：10.6524/EB.201903_35(6).0003

疫情概要：
類流感急診就診病例百分比連續 2 週低於流行閾值，評估流感疫情脫離
流行期；近 4 週社區流感病毒以 A 型為主，H1N1 佔 7 成。國內出現感染麻疹
群聚案，且鄰近國家疫情持續，預期仍可能新增病例，惟不至於出現大規模流行
疫情。我國今年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數為近 10 年同期最高，感染地以東南亞國家
為主。
近期北半球國家除美國流感疫情處高峰外，多數國家疫情逐漸趨緩且轉為
H1N1 及 H3N2 共同流行。因應日本麻疹疫情升溫，我國於 3/7 提升該國麻疹旅遊
疫情建議至第一級注意(Watch)；日韓麻疹報告病例數已逐漸下降，惟仍高於去年
同期，菲律賓疫情持續。鄰近我國之多數東南亞國家登革熱疫情仍處高峰或流行
期，且報告病例數高於去年同期。
一、流感
(一) 國內疫情
1. 類流感就診人次：急診類流感就診病例百分比連續 2 週低於流行閾值
(11.5%)，評估整體疫情脫離流行期；今(2019)年第 11 週類流感門急診
就診計 85,163 人次，與前一週就診人次相當。
2. 流感併發重症：自去(2018)年 10/1 起至今年 3/18 累計 755 例（469
例感染 H1N1、250 例感染 H3N2 為多），其中 74 例死亡（45 例感染
H1N1、25 例感染 H3N2 為多）。
3. 近 4 週社區流感病毒以 A 型為主(95.8%)；已分型 A 型流感病毒中，
以 H1N1 佔 72.8%為多。

圖一、近三個流感季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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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二、 麻疹
(一) 國內疫情
1. 今年截至 3/18 累計 32 例，較 2015–2018 年同期明顯為高；其中 19 例
為國內感染（10 例為接觸者，9 例感染源待釐清），另 13 例為境外移
入，感染國家為越南 6 例、菲律賓 5 例、印尼及日本各 1 例。個案年
齡層以 20-39 歲為多（佔 72%）。
2. 目前監測中 1,711 人，最後監測至 4/4。
(二) 國際疫情
1. 日本
(1) 今年第 10 週(3/4–3/10)新增報告 14 例，已連續 3 週下降；今年至第
10 週累計 304 例，為 2009 年以來同期最高；病例中近 7 成未接種
疫苗或接種史不明；病例分布以大阪府 106 例為最多，三重縣 51 例
次之；年齡分布以 20–29 歲為最多，其次為 30-39 歲。
(2) 因應日本麻疹疫情升溫，我國 3/7 提升該國麻疹旅遊疫情建議至
第一級注意(Watch)。
2. 南韓：今年第 10 週(3/3–3/9)新增報告 24 例，近 1 個月持續下降；今年
至第 10 週累計報告 256 例，為去年同期 23 倍；病例分布以京畿道 108
例為最多，其次為首爾 33 例及大邱 30 例。
3. 菲律賓：疫情持續，3/8–3/14 新增報告約 2,800 例；今年至 3/14 累計
報告逾 21,000 例，其中 315 例死亡；逾 5 成 5 病例來自卡拉巴松區
（4,401 例）、大馬尼拉地區（4,266 例）及中央呂宋區（3,40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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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革熱
(一) 國內疫情
1. 本土病例：今年截至 3/18 累計 1 例，個案居住於高雄市，感染登革
病毒第二型。
2. 境外移入病例：今年截至 3/18 累計 86 例，個案感染地以印尼 28 例、
越南 23 例、菲律賓 11 例等東南亞國家為主；境外移入病例數為近
10 年同期最高。

圖二、2018–2019 年登革熱病例通報趨勢

(二) 國際疫情

1.印尼：今年截至 2/22 累計報告逾 23,000 例（207 例死亡）
，以西爪哇省
近 4,000 例為最多；雅加達今年截至 3/12 累計報告 2,883 例（2 例死亡），
多來自該市東部（844 例）、西部（828 例）及南部（797 例），另其 2
月累計報告 1,564 例，為去年同期 198 例之 8 倍。
2.菲律賓：今年截至 3/2 累計報告 40,614 例，為去年同期 1.7 倍；另今年
截至 2/23 以中維薩亞斯區(Central Visayas)4,089 例為最多，其次為卡拉
加區(Caraga)3,878 例及大馬尼拉地區(NCR)3,821 例。
3.印度：首都德里今年截至 2/18 累計 2 例確診，較去年同期低，齋浦爾
(Jaipur)今年截至 3/17 累計 93 例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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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剛果民主共和國
(一) 北基伍省及伊圖里省自去年 5/11 至今年 3/17 累計 960 例（895 例確診、
65 例極可能），其中 603 人死亡。
(二) 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雖然每週新增病例數已較 1 月時減少 5 成，惟
社區死亡率仍高；今年 3/14 評估維持剛果民主共和國國內及區域傳播
風險為非常高，國際為低。
(三) 自去年 8/8 起累計 89,173 人接種實驗性疫苗(rVSV-ZEBOV)。
五、德國麻疹－日本
(一) 今年第 10 週(3/4–3/10)新增 77 例，較前一週下降；今年至第 10 週累計
860 例，病例分布以東京都 245 例最多，其次為神奈川縣 124 例、千葉縣
86 例及大阪府 84 例。病例主要為 40–49 歲男性及 20–39 歲女性，男性為
女性的 3 倍，逾 9 成病例未接種疫苗或接種史不明。
(二) 去年起發生疫情且延續至今，去年病例數約 2,900 例，為近 10 年次高。
六、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疫情

新型
A 型流感

國家／地區

中
國
大
陸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廣東省、安徽省、
福建省、北京市、
廣西壯族自治區、
江蘇省、湖南省、
雲南省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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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8/21

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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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緬甸
南亞地區 1 個國家：
斯里蘭卡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6/8/16

麻疹

亞洲：中國大陸、日本、
菲律賓、越南、泰國、印尼、
印度、哈薩克、以色列
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
獅子山、奈及利亞、幾內亞、
第一級
馬達加斯加
注意(Watch)
歐洲：義大利、羅馬尼亞、
烏克蘭、希臘、英國、
塞爾維亞、法國、喬治亞、
俄羅斯
美洲：委內瑞拉、巴西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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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格)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5/6/9

(MERS-CoV)

中東地區通報病例國家：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約旦、
卡達、伊朗、阿曼、科威特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5/9/30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5/12/1

亞洲 6 國、美洲 21 國／屬
地、大洋洲 3 國／屬地、非
洲2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8/12/5

亞洲 6 國、美洲 21 國、非洲
10 國、大洋洲 2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8/12/5

拉薩熱

奈及利亞、貝南共和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8/2/13

黃熱病

巴西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17

霍亂

葉門、索馬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8/15

白喉

印尼、葉門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2/2
6

伊波拉病毒
感染

剛果民主共和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8/5/15

德國麻疹

日本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2/12

中東呼吸
症候群冠狀
病毒感染症

茲卡病毒
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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