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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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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禽流感是由 A 型流感病毒株引起

的禽鳥類傳染病，首度發現於義大

利。一般認為野生候鳥是自然宿主，

藉由候鳥攜帶而感染家禽，進而在家

禽間流行及致病。禽流感病毒依鳥類

感染之後出現的症狀嚴重程度，分為

高病原性與低病原性，但並不等同於

其對人類的致病性。

H7N9 流感病毒感染人類的潛伏

期，推估可長達 10 日 (中位數為 6 日)

[1]。目前尚無足夠證據推論 H7N9 流

感的可傳染期。此病毒對禽鳥類呈現

低病原性，但根據現有中國大陸公布

人類感染 H7N9 流感病例的調查結

果，病例臨床表現多為嚴重肺炎，需

要住院；雖然也有輕症個案，甚至無

症狀之病毒帶原者。病人臨床症狀包

含發燒、咳嗽及呼吸短促等類流感症

狀，可能伴有頭痛、肌肉酸痛、畏寒

和全身倦怠；重症病人病情發展迅

速，多在 5~7 天出現嚴重肺炎，體溫

大多持續在 39℃以上，有呼吸困難，

可能伴隨咳血，或快速進展為急性呼

吸窘迫症候群、敗血性休克、多重器

官功能障礙甚至死亡[2]。

一般而言，禽流感病毒不容易跨

越物種造成人的感染；但任何具備感

染人類能力的動物流感病毒，理論上

都有可能造成流感大流行。自 1996

年起，曾報告造成人類疾病之禽流感

病毒有 H5N1, H7N2, H7N3, H7N7,

H9N2, H10N7 等。現階段因為 H7N9

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學、傳染窩、傳播

方式等相關資訊尚未明朗，所以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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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追蹤疫情變化[3-5]。

疫情概況

中國大陸自 3 月 31 日首度公布

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病例迄

今，截至 5 月 2 日止，已知 127 例

H7N9 流感病例 (浙江省 46 例、上海

市 33 例、江蘇省 27 例、江西省 5

例、河南省 4 例、安徽省 4 例、北京

市 1 例、山東省 2 例、福建省 3 例、

湖南省 2 例)，其中 26 例死亡 (上海市

13 例、浙江省 6 例、江蘇省 6 例、安

徽省 1 例) [6]。疫區初期集中在長江

三角洲區域，隨疫情發展目前已擴大

至 8 省 2 市。依據相關文獻資料指出

[1,7-8]，確認病例中有 82 例取得詳細

調查資料，其中有 63 例 (77%) 曾有動

物接觸史，主要是雞 (76%) 和鴨

(20%)；年齡中位數是 61 歲，其中 17

例 (21%) 大於 75 歲；有 71% 的病例

(58 人) 是男性。除了 3 個家庭有群聚

病例外，H7N9 流感確定病例間未發

現有流行病學關聯性，且相關病例接

觸者與醫療照護人員也未發現感染情

形。

我國自 102 年 4 月 3 日起將

「H7N9 流感」公告列為第五類傳染

病，截至 5 月 2 日止共計通報 295 例

病例，其中 1 例確定為輸入性 H7N9

流感感染，病人在發病前有江蘇省之

旅遊史，除檢驗中病例外，餘均排除

感染[6]。

H7N9 病毒介紹

H7N9 流感病毒為 A 型禽流感病

毒的一種；禽流感病毒普遍對熱敏

感，對低溫抵抗力較強，因此 65℃加

熱 30 分鐘或煮沸 (100℃) 2 分鐘以上

便可使病毒失去活性，但在較低溫環

境下的糞便中可能存活 1 週，在 4℃

水中甚至可能存活達 1 個月；對酸性

環境具抵抗力，所以在 pH 4.0 的條件

下也可能存活[2]。流感病毒具有套膜

(envelope)，因此不論使用肥皂和清水

或使用酒精性乾洗手液正確執行手部

衛生步驟，都能有效減少手上的病毒

量，降低疾病傳播風險[9]。

流感病毒的基因是由 8 個單股

RNA 組成。依套膜上的血球凝集素

(hemagglutinin, H) 和神經氨酸

(neuraminidase, N) 蛋白抗原性不同，

目前可分為 16 個 H 亞型和 9 個 N 亞

型。過去雖然曾有人類感染 H7 亞型

禽流感病毒的案例，但從未曾有人類

感染 N9 亞型禽流感病毒的報告。依

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位於北京之

流感協作中心在 2013 年 3 月 31 日公

佈之 H7N9 流感病毒基因序列結果顯

示，該病毒為新型之基因重組病毒，

主要由 3 種不同禽流感病毒株之基因

重組而成：H 抗原與來自歐亞大陸

H7N3 禽流感病毒 (A/duck/Zhejiang/

12/2011) 相近，N 抗原與曾在韓國發

現 之 H7N9 禽 流 感 病 毒 (A/wild

bird/Korea/A14/2011) 相近，而內部蛋

白六段基因則與中國發現之 H9N2 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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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 (A/brambling/Beijing/16/2012-

like viruses) 相近。現階段資料支持，

病毒是由禽類直接傳染給人類，而非

在其他哺乳類動物體內重組後再傳給

人類；且就病毒分布地理範圍廣以及

不同病毒株基因序列的差異度推測，

在人類病例出現以前，此病毒已在中

國大陸傳播一段時日[10-12]。

A 型禽流感病毒除感染禽類外，

還可能感染人、豬等哺乳動物。依據

基因突變分析發現，本次疫情分離出

的 H7N9 流感病毒基因有多處變異，

其中，在 HA 蛋白造成的氨基酸改變

(Q226L)，可增加病毒與哺乳類呼吸

道受體 (α-2,6 linkages) 結合的能力，

甚至有研究指出這項突變可能增加病

毒透過空氣傳播的能力；在 NA 蛋白

有 5 個 胺 基 酸 的 刪 除 (69-73

deletion)，這項變異也出現在人類感

染的 H5N1 禽流感病毒，會改變病毒

對呼吸道細胞的趨性 (tropism) 或增加

病毒的繁殖速率，以及提升其感染家

禽的能力；而在 PB2 蛋白的突變

(E627K)，使病毒最適應的溫度由 40

℃ (鳥類的體溫) 改變為 33℃，或增加

其 對 實 驗 小 鼠 (mice) 的 毒 力

(virulence) 以及在哺乳類動物繁殖的

速率，且此一變異目前僅在分離自人

類的 H7N9 流感病毒以及人類感染

H7N7 唯一的死亡病例發現，而未出

現在分離自禽鳥的 H7N9 流感病毒，

顯示這項突變可能是導致重症個案的

因素之一，或是 H7N9 流感病毒感染

人類的演化過程[10-13]。

政府因應作為

目前 H7N9 流感病毒雖然仍屬於

禽流感病毒，不確定是否有侷限性人

傳人，但亦無法排除病毒將來發展成

具有人傳人的潛力，且 WHO 專家小

組前往疫區評估考察 H7N9 禽流感疫

情形勢後，也指出 H7N9 比 H5N1 更

易由禽類傳至人類；因此，在面對疫

情的相關因應準備上，實不容掉以輕

心。為此，衛生署於 4 月 3 日公告

H7N9 流感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同

日報請行政院成立 H7N9 流感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並積極推動下列作

為：加強疫情監測與邊境檢疫，維持

與中國大陸有關衛生部門暢通之溝通

管道，並派遣專家學者前往疫區訪

視，以即時了解及確認疫情發展；持

續加強風險溝通，即時更新國際旅遊

資訊/重要疫情資訊及動物疫情資訊，

提醒民眾避免接觸鳥禽，並做好個人

防護措施；規劃我國全面實施禁止傳

統市場販售與屠宰活禽；協調自大陸

取得 H7N9 病毒株，協助提升國內

H7N9 流感疫苗研發能力及進行相關

研究準備，以確保大流行發生時及時

取得疫苗；同時根據國內外相關資訊

和借鑒之前 H5N1 禽流感疫情的經

驗，與各部會協調，陸續制定了各方

面的防疫措施和指引，包括機場港口

檢疫、醫院感染管制、緊急醫療救護

服務載運 H7N9 流感疑似或確定病

例、應變醫院啟動、擴大公費流感抗

病毒藥劑之使用對象、長期照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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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管制、疑似感染 H7N9 流感個案

居家照護、自主健康管理等，都有詳

細規劃；相關資訊皆已掛置於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 H7N9 流感專區，並依疫

情與可掌握資訊等，適時進行更新

[14-15]。

醫院感染管制

近年來國際間新興傳染病頻傳，

各類傳染病依傳播途徑，有其共通的

防護原則可供依循，但不同的病原體

之間仍存在特性上的差異，因此在面

對新興重要疫情，國際間仍須透過持

續收集疫情發展與相關重要訊息，檢

討修正因應對策。以 H7N9 流感病毒

來說，依目前流行病學資料與基因序

列研判，仍屬禽類流感，並非人類流

感；根據相關資料顯示，禽類流感病

毒辨識人類的結膜和具纖毛的鼻腔上

皮細胞之流感病毒接受體的能力優於

人類流感病毒，因此人類感染禽類流

感病毒和人類季節性流感病毒的傳播

途徑可能不同。而基於傳播途徑不明

確以及疾病嚴重度差異等考量，不論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或美國 CDC，

皆對於人類感染禽類流感病毒和季節

性流感病毒，分別訂定相關感染管制

措施建議。

為因應近期中國大陸 H7N9 流感

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參考

WHO 於 2007 年公布，針對醫療機構

因應人類感染禽類流感病毒 (Avian

influenza, including influenza A (H5N1),

in Humans: WHO interim infection

control guideline for health care facilities,

2007) 與可能引起流行或全球大流行

的 急 性 呼 吸 道 傳 染 病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and

pandemic-prone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health care, WHO Interim Guidelines,

2007) 所建議採取的感染管制措施指

引，以及美國 CDC 於 2013 年 4 月間

公布之 H7N9 流感醫院感染管制指引

(Interim Guidance for Infection Control

Within Healthcare Settings When Caring

for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Probable, or

Cases Under Investigation of Avian

Influenza A (H7N9) Virus Infection) [16-

18]，同時考量國內外 H7N9 流感疫情

現況，並經徵詢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

詢會-感染控制組委員意見後，公布修

正我國「H7N9 流感醫院感染管制措

施」[19]。強調現階段醫療機構人員

於照護 H7N9 流感疑似病例或確定病

例時，應依循標準防護措施、飛沫傳

染及接觸傳播防護措施之原則，視身

體可能暴露之範圍及業務執行現況，

搭配使用手套、隔離衣及護目裝備

(表一)。對於口罩的使用，建議執行

一般醫療照護時，以配戴外科口罩為

原則；但在執行呼吸道侵入性醫療處

置等會產生飛沫微粒的高風險狀況

下，在場的人員則均應配戴高效過濾

口罩 (含 N95 等級 (含) 以上口罩)；醫

院出入口、掛號櫃檯、急診、門診區

與網頁上應有明確公告，請就診病人

如於 10 日內曾至 H7N9 流感病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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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旅遊，且有發燒及咳嗽等症狀，

應配戴口罩，並主動告知院方相關旅

遊史及症狀，由醫院立即為病人進行

分流看診之機制；針對發燒、咳嗽等

具有呼吸道感染症狀的病人，醫師要

確實詢問旅遊史 (travel history)、職業

別 (occupation)、 接 觸 史 (contact

history) 及是否群聚 (cluster) 等資料。

在門、急診規劃具負壓或通風良好之

診間與檢查室，做為分流看診區域，

表一　因應 H7N9 流感之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建議

處置項目 場所 呼吸防護 手套 隔離衣a 護目

外科口罩 N95 等級 (含) 裝備

以上口罩

一般檢查及收集病史 門診或急診檢傷區b ˇ ˇ ˇ ˇ

資料 (如：量測體溫、

血壓及詢問過去病史

、旅遊接觸史)

執行住院疑似病人之 收治病室 (以負壓隔 ˇ ˇ ˇ ˇ

常規醫療照護 (如：抽 離病室為優先)

血、給藥、生命徵象

評估等)

執行可能引發飛沫微 收治病室或專屬區域 ˇc ˇ ˇ ˇ

粒 (aerosol) 產生的檢 (如：具負壓或通風良

體採集 (如：咽喉拭 好之檢查室)

子) 或治療措施

環境清消 ˇ ˇ ˇ ˇ

協助病人或接觸者就 病室→救護車及救護 ˇ ˇ ˇ ˇ

醫、病人轉運 (包含救 車運送途中

護車)

屍體處理 病室→太平間或解剖 ˇ ˇ ˇ ˇ

屍體解剖 室，以及太平間或解 ˇ ˇ ˇ ˇd

剖室

a. 隔離衣 (gown) 非連身型防護衣 (coveralls)，二者的材質與規格比較，以及防護衣的建議使

用時機，請參考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布之「個人防護裝備使用建議」。

b. 門診及急診應有病人分流機制。本表門診係指 H7N9 流感疑似或確定病例之診療區；其餘

常規門診區醫療照護工作人員之個人防護裝備，以配戴外科口罩為原則，可視身體可能暴

露之範圍及業務執行現況，搭配使用手套、隔離衣及護目裝備 (如：護目鏡或面罩)。

c. 採集檢體或執行醫療照護時，若可能引發飛沫微粒 (aerosol) 產生的檢體採集或治療措施，

建議選擇 N95 或歐規 FFP2 等級 (含) 以上口罩。

d. 執行屍體解剖時，應避免使用動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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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妥善安排病人就診動線，以提供 10

日內曾至 H7N9 流感病例發生地區旅

遊，且有發燒及咳嗽等症狀病人進行

評估、診療或採檢之用；需住院之疑

似病人優先安置於負壓隔離病室或通

風良好之單人病室，維持房門關閉；

基於醫療體系保全之考量，確定病例

原則上須轉送至應變醫院之負壓隔離

病房，如有特殊情況，可由傳染病防

治醫療網指揮官判斷是否轉送至應變

醫院 (圖一)。轉送至其他醫療院所的

過程中，如果病人狀況允許的話，應

圖一　現階段醫療機構 H7N9 流感感染管制措施啟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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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外科口罩，以預防病人的呼吸道

分泌物噴濺，轉送人員或護送人員應

戴上穿戴高效過濾口罩，若預期過程

中有接觸或噴濺到病人分泌物之風

險，可視身體可能暴露之範圍及業務

執行現況，使用手套、隔離衣及護目

裝備。若病人無法戴口罩 (如：因為

病人年齡或是呼吸道系統狀態的惡

化)，應教導病人於咳嗽/打噴嚏時使

用衛生紙覆蓋口鼻或是其他有效覆蓋

呼吸道分泌物的方式。除此之外，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參考醫院感染管

制查核基準，選取其中與疫情因應準

備相關之重要事項，訂定「醫院因應

H7N9 流感整備現況查檢表」[19]，於

4 月 5 日函請各縣市衛生局及中央部

會主管機關轉知所轄醫院，請醫院就

其隔離措施與動線規劃、醫護人員健

康狀況監測、防疫物資儲備情形、洗

手設備完整性之執行現況，以及院方

制定之「緊急關閉、部分清空、收治

與 消 毒 作 業 規 範 」 是 否 足 以 因 應

H7N9 流感疫情發生等 5 大面向，進

行自我檢視，並於 4 月 6 日依查檢表

內容訂定稽查重點，請各縣市衛生局

實地稽查轄區醫院整備工作完成情

形，進行督導改善。

長照機構感染管制

目前雖然並無國內本土疫情發

生，但無法排除機構工作人員、住民

或訪客前往中國大陸旅遊感染 H7N9

流感的可能性。同時考量長照機構住

民之醫護照護需求高、免疫力較弱、

往來醫院機會頻繁，且居住方式屬人

口密集，故為傳染病之易感族群，因

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參考長照機

構感染管制指引，訂定「長照機構因

應 H7N9 流感疫情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20]，強調機構應自我檢視平時感染

管制工作落實情形，做好相關因應準

備；機構內若出現疑似感染 H7N9 流

感個案，應遵循標準、接觸傳染、飛

沫傳染、及空氣等防護措施之感染管

制原則，採行適當的防護措施並進行

適度清消；同時配合轄區衛生主管機

關執行相關防治措施，對於被列為

H7N9 流感確定病例接觸者的機構員

工或住民，依規定採取自主健康管

理。除此之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參考長照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

訂定「長照機構因應 H7N9 流感整備

現況查檢表」[20]，查檢表包括：

「訂定疫情監視、隔離措施、訪客管

理及動線規劃」、「工作人員及住民

體溫監測」、「防疫物資管理」、「設

置合格洗手設施及實施手部衛生作

業」、「訂定疑似病患轉介送醫流程」

等 5 大稽查項目 12 點查檢內容，查

檢重點包括：辦理工作人員感染管制

訓練與 H7N9 流感相關衛教宣導；進

行機構內全體工作人員與住民的體溫

監測，特別注意工作人員、住民及訪

客是否有 H7N9 流感病例發生區之旅

遊史，若發現有出現類流感症狀並具

相關旅遊史者，應向主管報告，並請

病人戴上口罩，儘速循機構之轉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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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流程，安排就醫；機構內規劃獨立

或隔離空間供發燒或疑似感染 H7N9

流感的住民使用；訪客探視前後應洗

手，視需要配戴口罩，並填寫訪客紀

錄單，住民外出亦應登記；機構內部

應有足夠的洗手設備並定期管控稽

核；儲存至少為工作人員和住民一星

期之使用量做為防疫物資之安全用

量。並於 4 月 7 日函請縣市政府及中

央部會主管機關轉知所屬長照機構進

行自我檢視，加強相關感控工作，並

依查檢表內容，請各縣市政府實地稽

查轄區長照機構之整備工作完成情

形，並進行督導改善。

實驗室生物安全

H7N9 流感病毒列為第三級危險

群 (Risk group 3, RG3) 微生物。依據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及傳染病病人

檢體採檢辦法」相關規定，凡持有、

使用、異動及輸出入該病原體，除經

設置單位生物安全委員會同意外，應

向疾病管制局進行核備，始得為之。

為因應可能之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參考 WHO 及美國 CDC 對於

H5N1 流感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規定[21-

22]，以及加拿大衛生部公布之「Joint

Biosafety Advisory - Influenza A (H7N9)

virus」[23]，訂定「處理疑似 H7N9

流感人類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

安全規定」[24]，提供國內相關從事

H7N9 流感病毒檢驗及研究之實驗室

遵循。強調對於來自人類及禽類檢體

不可於同一實驗室進行處理，除非能

明確區隔及管制人類及動物檢體之工

作房間，以避免人類及動物檢體之交

叉污染；未涉及增殖之臨床/診斷檢

驗，包括檢體包裝及分裝給實驗室、

診斷檢驗 (培養除外)、使用無感染性

物質之分子生物檢驗等，應於生物安

全第二等級以上實驗室進行；涉及確

認/可能陽性培養物及後續體內實驗工

作，包括可能含有病原體之分離鑑

定、陽性培養物之包裝與分裝給實驗

室、病毒增殖培養等，應於生物安全

第三等級以上實驗室進行；H7N9 流

感病毒培養物之運送，應依 WHO 出

版之「感染性物質運輸規範指引」

(2013~2014 年版) [25]以 A 類感染性物

質之三層包裝規定辦理。只要實驗室

工作人員確實遵守相關生物安全規

定，將可確保其操作安全，避免發生

實驗室感染事件。除此之外，參考

WHO「實驗室生物安全手冊」之查

檢相關項目，訂定「因應 H7N9 流感

整 備 之 實 驗 室 生 物 安 全 查 檢 表 」

[24]，包括 (一) 實驗室工作人員防

護；(二) 實驗室設施及設備；(三) 實

驗室優良微生物操作規範；(四) 實驗

室清潔、消毒及滅菌；(五) 實驗室緊

急應變與意外事件之處置等要項，提

供給相關設置單位自行查檢其實驗

室。並針對疾病管制局所指定之 6 家

H7N9 流感個案通報指定檢驗機構進

行訪視，對於訪視之生物安全建議事

項，請實驗室進行評估及執行必要之

改善，確保實驗室工作人員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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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H7N9 流感為新型的人類感染禽

流感疾病，依現有病例之病毒基因序

列資料顯示為禽源性，目前評估為禽

傳人感染或有限度人傳人，現階段無

證據顯示為有效人傳人的現象，但未

來 H7N9 病毒是否會持續演變，仍需

密切觀察。

現有中國大陸已確認之 H7N9 流

感病例，臨床表現多為嚴重肺炎，但

隨著更多的監測通報機制建立，可能

還會有其他省分出現病例或是出現輕

症感染個案。醫療機構對於來自疫區

具有呼吸道症狀的病人仍應提高警

覺，進行通報確認並採取適當防護措

施。

由於我國與中國大陸往來頻繁，

國人到病例發生區旅遊或經商，應保

持勤洗手、咳嗽戴口罩的衛生習慣，

勿任意碰觸及餵食禽鳥，禽肉及蛋類

務必煮熟；返國後，如出現發燒、咳

嗽等症狀，請立即戴口罩就醫，並告

知醫師旅遊史。儘管時序進入夏季，

流感疫情的威脅可能稍減，但這正是

我們進行準備強化的適當時機，以因

應秋冬季節可能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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