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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出血性結膜炎綜論 
陳婉伶 

疾病管制局第七分局 

摘要 

急性出血性結膜炎（Acute hemorrhagic conjunctivitis；AHC）是一種高

傳染性的眼部疾病，其病原體主要是腸病毒 70 型（Enterovirus 70；EV70）

和克沙奇病毒 A24 型變異株（Coxsakievirus A24 variant；CA24v），藉由分子

生物學的方式有助於快速且正確地進行病毒株的鑑定。AHC 的臨床症狀包

含：眼部疼痛、搔癢、畏光與異物感等，整個病程約 2-3 週，目前沒有藥物

或疫苗可以預防 AHC，由於其感染力高，所以適當的預防控制策略是十分重

要的課題。在台灣，自 1970 年起即開始有 AHC 的疫情發生，而在 2007 年

10 月又再度爆發，本次疫情在採取適當的控制策略下，於一個月內迅速結

束。本篇綜論包含流行病學與微生物學、實驗室診斷、相關的臨床症狀與預

防方式，期望能為往後 AHC 的防治工作有所助益。 

關鍵字：急性出血性結膜炎、台灣、爆發 

前言 

急性出血性結膜炎（Acute hemorrhagic conjunctivitis，AHC）俗稱「紅

眼症」，是眼部病毒性感染症的一種，在流行病學史上，於 1969 年首度發生

在非洲的迦納（Ghana），常見於人口密度高的潮濕沿海地區。AHC 的病原

體主要是腸病毒中的腸病毒 70 型（Enterovirus 70；EV70）和克沙奇病毒 A24

型變異株（Coxsakievirus A24 variant；CA24v），其具有高傳染性，此外，數

種腺病毒（Adenovirus；Ad）血清型也與之有關。1969 年 EV70 首次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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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爾後幾乎普遍流行於全球；CA24 經過抗原變異後成為 CA24v，並且在

1970 年於新加坡被發現，不同於 EV70，CA24v 直到 1986 年才在東南亞與

印度之外的地區流行[1,2]。 

AHC 臨床症狀通常發生在雙眼，包括眼睛突然感覺疼痛、搔癢、畏光、

與眼部有大量分泌物，患者可在 2 至 3 週後自行痊癒[3]。傳染方式主要直接

接觸患者的眼部分泌物，或是患者手部接觸眼睛的分泌物，再污染手部接觸

過的物品，間接傳染給其他人，尤其家庭成員之間，由於日常生活的接觸頻

繁，容易加快病毒的傳染速度。由於紅眼症的傳播速度很快，若爆發嚴重疫

情，有可能影響疫區的經濟[4]，因此應針對高風險族群提出預防方式。 

流行病學與微生物學 

1969 年，位於西非的迦納發生史上首起 AHC 病例，爾後擴散至整個西

非，並於 1970 年在北非發現病例。1969 年與 1970 年，在印尼(雅加達，巴

里島)和越南也有一些小規模的疫情爆發。到了 1970 年代，AHC 侵襲了整個

東南亞並蔓延到印度(孟買，加爾各達)、日本、中東(巴林及沙烏地阿拉伯)

及歐洲(倫敦、鹿特丹、莫斯科、南斯拉夫)，而台灣與新加坡也在 1970 年代

中期無法倖免[1]。 

到了 1981 年，西半球發生首起病例，之後遍及南美洲、中美洲與美國[2]。

現今，AHC 已成為全球常見的眼部傳染病之一，除了地域性的疫情之外，也

有機會爆發大規模的流行。本段將以流行病學與微生物學的角度，探討幾個

國家的紅眼症疫情資料。 

一、台灣 

1970 年代初期的一次 AHC 疫情中，分離出 Ad11 與 EV70 病毒株，但是

還無法在臨床上分辨出此二種病毒的差異性[5]；1980 年至 1981 年亞洲爆發

AHC，從高雄地區的病患檢體中分離出 Ad8 與 EV70 病毒株，在 53 個高雄

病例中，EV70 病毒株分離率約 15.1%，高於 Ad8 的分離率，同時期日本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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榥市的 60 個病例中，則有 40%的 EV70 分離率[6]。後續的血清學研究結果

顯示，在 1981 年 AHC 疫情爆發前，台灣民眾的 EV70 抗體濃度平均約 34%，

而 CA24v 抗體濃度平均約 5.3%，這表示自 1971 年起，以 EV70 為主要的流

行病原，但 CA24v 在 1985 年首次出現前，都不是持續性地在此地域存在[7]；

分析 1983 年到 1984 年高雄地區的 38 個 AHC 病例，76.3%分離出 EV70 病

毒株，其餘依序是 Ad 4、Ad 8、Ad 3 與 Ad 11，而 CA24v 則未被分離出[8]。 

1985 年 10 月，高雄發生 AHC 疫情，並且是首度在台灣發現以 CA24v

為病原體的疫情[9]，該疫情由於氣候轉涼而趨緩，但是到了 1986 年 5 月，

疫情捲土重來，襲擊台灣中部與南部地區，到了 6 月與 7 月時，在台北市發

生大量的感染病例。Chou et al[9]調查此次台北的感染病例發現，家庭成員

中，男性由於社交活動頻繁，較女性有機會將感染源帶回家中，此外，年幼

家庭成員的某些特定行為，如：較差的衛生習慣等，則容易提高感染後的二

次傳染率。 

在 1985 年至 1989 年間，CA24v 引發數起的 AHC 疫情。由於 CA24v 屬

於 RNA 病毒，較 DNA 病毒具有更高的基因突變率，因此累積數代的基因突

變後，可能影響病毒的抗原性（antigenicities）與致病性（pathogenicities）等。

為了解 CA24v 演化上的關聯性與傳播路徑，Lin et al [7,10] 比較不同來源的

virus-encoded proteinase 3C region (3Cpro，549 個核苷酸)，包含台灣的 19 株

分離株（1985 年、1986 年、1988 年與 1989 年）、新加坡的標準株（prototype）

EH24/70、日本的 4 株分離株與香港的 2 株分離株。結果顯示，1985 年至 1986

年台灣與日本的分離株在演化上極為相近，而 1988 年至 1989 年台灣的分離

株與 1989 年日本的分離株則屬於同一個 lineage。這樣的結果顯示出，自

CA24v 首次出現在台灣後，不同時序不連續傳入台灣的 CA24v 屬於二個不

同的族群；此外，比較標準株與 1985 年至 1986 年的分離株，其 3Cpro 基因

片段存在著變異性，甚至 1988 年後的分離株具有另外 3 個胺基酸的變異，

而 1985 年至 1986 年的臨床症狀較 1988 年至 1989 年的臨床症狀來得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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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推測這幾個胺基酸的變異與臨床症狀有所關聯[7]。 

1990 年與 1994 年，台灣再度發生 CA24v 引起的 AHC，比對 7 株台灣

分離株、1 株日本分離株與 2 株泰國分離株的 CA24v 3Cpro 片段，此 10 株分

離株與標準株 EH24/70 之間有核苷酸序列上的差異，進一步分析 71 株來自

1970-1994 年間全球各地的病毒株，其 3Cpro 序列相似度為 88-100%，演化樹

分析（phylogenetic analysis）可將此 71 株分為 3 個基因型（genotype），其中，

基因型 III（genotype III）可再細分為 6 個 clusters，而台灣在 1985 年/1986

年、1988 年/1989 年與 1990-1994 年的分離株則分屬於基因型 III 內的 Cluster 

1、Cluster 5 與 Cluster 6〔11〕。 

2007 年 10 月，台灣爆發 AHC 疫情，疫情分佈於基隆市、台北縣市、雲

林縣與嘉義縣等地區，經過疾病管制局國家實驗室的檢驗，CA24v 是爆發此

次感染的病原體[3]。 

二、印度 

1971 年至 1972 年間，在西印度的孟買（Bombay）發生第一起 EV70 感

染，之後在 1981 年與 1991 年這二年，陸續在德里（Delhi）、普那（Pune）

分離出 prototype-like EV70；而在 1986 年至 1991 年之間，CA24v 卻是導致

AHC 的病原體[12]。 

1996 年的雨季（8 月與 9 月），德里再度爆發 AHC 疫情，Maitreyi et al[12]

爲確認病原體，使用 modified centrifugation-enhanced viral culture technique、

免疫螢光染色法（immunofluorescence）、中和試驗法（neutralization test）與

PCR 等方式進行研究，結果顯示 EV70 再度成為 AHC 的病原體。 

三、南韓 

1970 年至 2000 年間，南韓發生了幾起大規模的 AHC 疫情，科學家分析

1983 年、1987 年與 1990 年間的病毒分離株，多數為 Ad 與 EV70；2002 年

夏季，南韓爆發全國性的 AHC 疫情，這也是南韓首次發生 CA24v 感染，分

析 14 株 CA24v 分離株的 3Cpro 基因序列，彼此有 98.1%至 100%的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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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演化樹分析發現，韓國的 CA24v 分離株與先前亞洲爆發 AHC 的其他國

家，如：新加坡、台灣、香港等，屬於不同的 lineage〔13〕。 

四、美國薩摩亞群島 

美國薩摩亞群島包括主要島嶼 Tutuila 及數個離島，1981 年至 1982 年

間，該群島爆發 EV70 引起的 AHC 疫情，感染率達到 68%[14]；1986 年夏

季，由 CA24v 引發的 AHC，也感染 47%的人口數，這是首起在東南亞與印

度大陸之外，以 CA24v 為病原體的 AHC 疫情。比較這二次由不同病原體導

致的 AHC 臨床症狀差異性，EV70 引起較嚴重的結膜出血，而 CA24v 則較

常引起呼吸道與全身性的症狀。此外，影響疾病傳染率的主因是年齡層與家

庭型態，4 歲以下的孩童及 50 歲以上的成年人感染率較低，traditional 

households 的傳染率比 government housholds 的傳染率高出許多[2]。 

1990 年至 1991 年爆發另一次的 AHC 疫情，這和 1981 年發生的 AHC

屬於同一病原體-EV70，此次爆發感染了 58%的人口，其中 2-10 歲的孩童比

其他年紀的感染率高，根據血清學的研究結果顯示，此年齡層較其他年齡層

體內的抗體效價低，原因應是 2-10 歲孩童未曾接觸過 1980 年代出現的 EV70

病原體；此外，21-40 歲女性的感染率約 66%，高於同年齡層男性的 49%，

原因可能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較男性長時間接近病童[15]。 

五、波多黎各 

自 1981 年起，加勒比海島嶼陸續發生三次 AHC 疫情，2003 年 8 月，加

勒比海島嶼中的波多黎各發生第四次的 AHC 疫情，病原體為 CA24v，自疫

情開始，報告病例隨週增加，到了第 6 週(9 月中旬)達最高點，而在 10 月底

降至基準線之下，總計這段期間的通報個案數超過 51,000 個，其中，較高感

染率族群包含：5-18 歲學齡兒童、居住在擁擠地區者與近距離接觸感染病患

的人們[4]。 

六、巴西 

2004 年 4 月至 5 月間，巴西里約熱內盧發生一起大規模由 CA24v 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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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HC 疫情，超過 60,000 個病例通報到州立公共衛生當局，比較 VP1 的部

分基因序列顯示，它和 2002 年、2003 年在韓國及法國圭亞那（Guiana）分

離的 CA24v 病毒株有 97%以上的相似度，然而，是否表示與這些國家的疾

病散佈途徑有直接關聯仍不清楚[16]。 

實驗室診斷 

早期的研究中，由於病毒株不易被分離出來，要確認 AHC 的病原體為

EV70 並不容易，此外，在疫區進行抗原偵測試驗（antigen detection tests）

或血清學試驗（serological tests）未必可行。Anderson 等人〔17〕嘗試建立

快速診斷技術，用以判定臨床檢體或分離物中的 EV70 抗原性，由於製造高

品質抗 EV70 的動物抗血清不容易，於是他們研發出抗 EV70 的單株抗體

（monoclonal antibodies），實驗結果顯示，該單株抗體在 ELISA，IFA 與 virus 

neutralization test 均具有專一性與靈敏性。Wulff 等人〔18〕發展出 capture IgM 

antibody ELISA 的檢測方式，此方法操作簡單且快速，只需要非常少量的血

清檢體即可進行。 

一般而言，以 neutralization test 進行 EV 型別鑑定是可信的，但由於

antigenic drift、recombination 或檢體中混合數種病毒的關係，使得人力投入

過多、耗費時日、血清型別確認不易。相較之下，使用分子診斷的方式，可

以快速而專一地鑑定感染的 EV 種類，由於分子選殖技術（molecular cloning 

technology）的進步，核苷酸序列分析（nucleotide sequencing analysis）已成

為精確的鑑定方式之一，例如：病毒的 5’ nontranslated region（5’NTR）與

VP4-VP2 junction 的核苷酸序列可以作為一種診斷的工具，但是，這些區域

的序列與血清型未必具有一致性[19,20]。由於 EV 血清型的鑑定是使用

neutralization test 方 法 ， 而 病 毒 的 VP1 包 含 部 分 重 要 的 neutralization 

epitopes，故推測 VP1 序列可能與血清型別具有相關性，Oberste 等人發現，

VP1 序列較 5’NTR 或 VP4-VP2 junction 序列與血清型別具有更高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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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確認 CA24v 是 AHC 的病原體可由 neutralization test 得知，此外，3Cpro

的序列比較也被利用在瞭解病毒株演化上的關聯性，例如：經由建構 3Cpro

序列的演化樹（phylogenetic tree），可將 CA24v 分為 3 個基因型，其與每次

疫情發生時 CA24v 的傳播路徑有密切關聯，此外，自首次發現 CA24v 開始，

CA24v 即有著固定地演化速度〔7,10,11〕。 

臨床症狀 

一般來說，EV70 或 CA24v 引起的 AHC，其臨床特徵是不容易分辨的。

AHC 臨床症狀通常發生在雙眼，包括眼睛突然感覺疼痛、搔癢、畏光、眼瞼

浮 腫 、 異 物 感 、 眼 部 有 大 量 分 泌 物 、 耳 前 淋 巴 結 腫 大 （ preauricular 

lymphadenopathy；PAL）等症狀 [1,2]，大部分的個案有結膜發炎伴隨結膜下

出血（subconjunctival hemorrhage；SCH）與濾泡反應（follicular reaction）的

現象。高雄醫學大學進行的南台灣 18 年間（1980-1997 年）流行性病毒性結

膜炎研究顯示，CA24v 會引起較高比例的 SCH，約佔 54.9%，而 EV70 引起

的 SCH 比例約 44%，至於 PAL 的比例在 CA24v 與 EV70 的病患中分別是 35%

與 13.6%；深入分析不同年代發生之疫情症狀顯示，CA24v 引起的 AHC 病

患中，發生 SCH 症狀者在 1985-1986 年間約有 44.1%，1988-1989 年間約有

46.4%，1990-1991 年間增加至 71.6%，1994 年則有 78.2% [22]。 

AHC 潛伏期約為 1-7 天，在症狀發生前的 1-2 天至症狀發生後 14 天具

傳染力，全部病程約在 2-3 星期內自行痊癒。臨床治療上，可以使用類固醇

藥物來舒緩發炎反應[3]。 

傳染方式 

結膜炎的病原體可能是細菌、病毒或衣原體，而 AHC 主要是由

enteroviruses 或 adenovisuses 感染所致，傳染方式為直接接觸患者的眼部分泌

物，或是患者手部接觸眼睛的分泌物，再污染手部接觸過的物品，間接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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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其他人。AHC 高危險群是學齡孩童、居住在擁擠地區的人們、近距離接觸

AHC 患者的家人。 

預防及控制 

目前沒有預防用藥物及疫苗，由於患者常會搓揉眼睛而污染到手部，進

而汙染接觸到的物品，所以最佳的預防方法就是注意個人與醫療人員的衛

生，建議的預防方法包括：經常洗手，並且依照正確的洗手步驟，避免用手

搓揉眼睛，避免共用毛巾、化妝品及其他個人衛生用品，以下是一些預防方

式[3,23]： 

一、正確的洗手步驟 

洗手對於疾病的控制最為重要，建議的做法如下： 

(一) 濕-以乾淨的自來水弄濕雙手。 

(二) 搓-沾肥皂或清潔劑，然後合掌以手指搓揉至少 20 秒。 

(三) 沖-用自來水充分沖乾淨肥皂。 

(四) 捧-捧水洗淨水龍頭並將其關掉。 

(五) 擦-以乾淨的紙巾或手帕擦乾雙手。 

二、注意醫療人員的衛生習慣 

醫療人員常會直接接觸病人，所以他們的個人衛生相當重要。由於病人

會有揉眼睛的動作，故經常會污染雙手，使病菌傳給醫護人員，因此在幫病

患檢查眼睛前後要立即洗手，並且要消毒使用後的相關器材。 

2006 年，澳洲一家眼科診所就診病患們發生流行性角膜炎感染事件，病

原體為 adenoviruse 8，調查顯示，使用受污染的多劑型散瞳劑是主要感染原

因，當該診所減少看診人次，並改用單一劑型眼藥水時，疫情得以受到控制。

因此，當使用多劑型眼藥水時，應注意避免藥水瓶直接接觸眼皮與睫毛，當

然最佳的方式是使用單劑型眼藥水[24]。 

三、乾淨與安全的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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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乾淨與安全的治療環境，係病患應有的基本權利，醫療院所與診所

的環境設備需保持乾淨，醫療廢棄物的處理需合乎相關規範。 

結論 

自 1969 年首度發生 AHC，至今已經過了約 40 年，現在，世界各地幾乎

都有 AHC 的疫情，雖然鮮少造成嚴重的後續影響，惟感染 AHC 除會造成病

患的不適，亦會影響其他人的健康。現今分子技術的快速進步有助於病原鑑

定，因而給予主管當局及相關人員較快與正確的資訊，將有助於採取適切的

感染控制策略，此外，為了達到快速控制疫情之目的，教育國人正確的預防

觀念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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