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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流感大流行防治策略綜覽 

周淑玫、陳昶勳、周玉民、張佳琪 

疾病管制局第四組 

摘要 

在 20 世紀人類歷史上曾發生三次流感大流行，為 1918 年的西班牙流感

(H1N1)，1957 年的亞洲流感(H2N2)及 1968 年的香港流感(H3N2)，三次都與

禽流感有關，死亡人數以千百萬計。2003 年韓國、越南發生禽類、人類 H5N1

流感流行疫情，至今不僅未曾稍歇，且其影響範圍更從亞洲延伸擴及歐洲及

非洲，誠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及各國專家所言，

流感大流行遲早會來，所以流感大流行不是「萬一」的問題，只是「何時」

會來。流感大流行因而成為 WHO 及各國最關注之全球性議題，在我國更將

其提昇至國安層次，其重要性自是不言可喻。 

本文首先對禽流感、禽流感傳播及流行進行介紹，並描述目前 H5N1 流

感的禽及人類疫情狀況，接著對全球流感大流行防治因應策略及作為進行探

討，最後就目前我國流感大流行因應策略及未來防治重點分析，以期國人對

於禽流感及其防治有更深瞭解，俾利流感大流行防治。 

關鍵字：流感大流行、禽流感、H5N1 流感 

前言 

鑑於 20 世紀流感大流行歷史殷鑑，自 2003 年年底越南報告第一例人類

H5N1 流感病例，全球莫不對流感大流行給予無比關注。迄今，人類及禽類

H5N1 流感疫情仍然持續、未曾稍歇，然僅限於有限性人傳人。為此，全球

因應禽流感之準備未曾懈怠，並多方投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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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WHO)更早於 2004 年 3 月召開之流感大流行諮詢會議(WHO 

consultation on priority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before and during an influenza 

pandemic) ［1］，將流感大流行之監視、公共衛生介入、抗病毒藥劑之使用

與獲得、更好的疫苗與通路等列為主要之議題，以期能將流感大流行傷害減

至最低。 

我國目前雖尚未有人或禽類 H5N1 流感案例，然疫病無國界，我國對於

大流行因應準備，亦應積極，以確保流感大流行時，能及時因應，減少其對

民眾生命威脅、社會及經濟衝擊。 

禽流感簡介 

禽流感是由 A 型流感病毒引起的一種禽鳥傳染病，禽流感病毒依其毒性

可分為高病原性與低病原性。高病原性禽流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PAI)，具高度傳染性及致病力，家禽感染後死亡率高達 100％，

疫情可快速蔓延。低病原性禽流感(Low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LPAI)，傳

染性及致病力低，感染的禽鳥通常沒有或僅有少數出現臨床症狀，但有些低

病原性禽流感病毒經過一段時間的突變後，會轉變成為高病原性禽流感病毒

［2］。 

禽流感病毒除了在禽類中具有高度傳染性之外，也易於透過活禽、人(特

別是當鞋和衣服被污染時)、污染的車輛、設備、飼料和圈養籠在農場之間傳

播。禽流感病毒能夠在環境中長期生存，特別是當溫度很低的時候。例如，

H5N1 禽流感病毒可在鳥糞中於低溫(4℃)下存活 35 天；於 37℃能存活 6 天。 

禽流感之傳播 

一、侯鳥遷徙 

研究顯示，2005 年下半年，自蘇聯延伸至哈薩克、奈及利亞、伊拉克、

土耳其並進入歐洲之禽流感疫情，其病毒與 2005 年春天於發生於中國青海

湖野鳥之流感病毒同源［3,4］。此外，曾於中國鄱陽湖健康野鴨排遺中，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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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到 H5N1 病毒，野鳥排遺中有高達 3.1%可測得 H5N1 抗體，此項發現顯示

病毒已經適應於若干野禽體內，並隨者候鳥的遷徙路徑進行病毒的散布

［3］。上述研究，證實了遷徙候鳥擔任傳播 H5N1 病毒的重要性，及其可能

加速全球禽流感的散布。 

二、禽鳥走私 

根據統計，禽類與其相關製品為所有走私品中排行第三高量，僅次於毒

品與槍械，隨著某些國家進口禁令的頒布，走私禽類與其相關製品的風險更

形升高［5］，而禽流感病毒的潛入與散布將更難以阻斷。如 2008 年 6 月初

香港發生市場活禽檢出 H5N1 流感病毒，就懷疑其來源為走私自中國大陸的

禽鳥。 

三、貿易行為 

有學者指出，病毒除了藉由候鳥的遷徙及禽鳥走私進行傳播之外，人為

貿易行為(包括禽類及其相關產品的進口)亦不容輕忽。尤其若干養禽大國，

在其發生爆發高病原性禽流感後，雖然禁止相關農產品之出口，但是病毒可

能在禁令頒布前，就已經悄悄的潛入輸入國。 

禽流感之於流感大流行 

禽流感病毒一般具有很高的物種特性，即物種屏障（species barrier），

自 1959 年以來，人類感染禽流感只有 10 起，在上百種的 A 型禽流感病毒種，

只有 4 種被發現曾感染人類，即 H5N1、H7N3、H7N7、H9N2［2］。 

一、打破物種屏障 

禽流感病毒可藉由兩種機制打破物種屏障，提高在人與人間傳染能力。

第一種是“病毒重組(reassortment)”，人或豬合併感染人和禽流感兩種病毒，

重新排列組合可能產生一種可全面傳播大流行的病毒。第二種是漸進式的適

應性突變過程，在人類感染的過程中，病毒增加了對人類細胞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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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5N1 流感病毒威脅 

認為 H5N1 流感病毒為目前具有引發人類流感大流行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禽類疫情不斷，如果 H5N1 流感病毒獲得足夠的機會，它將具備引發

另一場流感大流行所需的特點。其二，H5N1 流感病毒目前已在許多國家造

成人類病例，並有多人死亡。在最近幾年至少有三次感染人類，1997 年與 

2003 年在香港以及於 2003 年 12 月開始持續至今的爆發流行。雖然 H5N1 禽

流感病毒是目前最受關注的病毒，但是其他目前已知感染人類的其他禽流感

病毒，引起的大流行的可能性也不能排除。 

隨著 H5N1 流感病毒擴大其生存範圍，使得人類暴露於該病毒而造成感

染的風險因而增加，一旦這株病毒演變為可輕易在人類族群中傳播，則因人

類並未具有此病毒的抗體，可能在短時間內就造成多數人感染，便是所謂的

「流感大流行」［6］。 

H5N1 流感全球疫情 

一、動物疫情 

自 2003 年年中起，東亞 9 個國家的養禽場經歷嚴重 H5N1 高病原性禽

流感爆發流行，該病毒就在這些國家持續存在，難以根絕。至 2008 年 9 月

16 日，病毒擴散範圍擴及非洲、亞洲、歐洲及中東，共 61 國通報飼養家禽/

野鳥 (domestic poultry/wildlife)感染 H5N1 病毒，而在 2008 年部分則有 22 個

國家報告。這些受影響地區，有的人口密度高，有的缺乏完善的疫情監視與

醫療照護體系，從而增加人類感染風險。 

二、人類疫情 

依據 WHO 2008 年 9 月 10 日公布人類 H5N1 流感病例統計，目前報告

至 WHO 的人類 H5N1 流感確定病例已達 387 例，其中 245 例為死亡病例，

死亡率為 63%［7］。報告國家計有 15 國，通報最多病例的前 5 個國家分別

是：印尼、越南、埃及、中國及泰國。而 2008 年則有共孟加拉、中國、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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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尼及越南 5 國通報，共計 36 例，其中 28 例死亡，死亡率為 78%。 

這些通報人類病例的國家，均為禽類疫情的發生地區。且或因其生活環

境使然及民眾認知之不足，進而增加人類感染的風險，又因缺乏完善的疫情

監視與醫療照護體系，而導致其高致死率之困境。雖然國際間陸續發生數起

家庭聚集事件，但經過 WHO 調查，病毒並未在社區中擴散，亦無任何醫護

人員感染，顯示目前僅有在與 H5N1 流感病人極為密切接觸的狀況下，方有

感染的風險［8］。 

以目前的證據來看，H5N1 流感病毒之「物種屏障（species barrier）」仍

然存在，亦即該病毒仍是屬於禽類病毒，並不容易自禽類傳染予人類，所發

現的人類病例經調查，多生活於禽類疫情發生處，並曾經有屠宰、除毛、烹

調等與病禽極為密切接觸的危險行為［9］。 

全球因應準備作為 

一、防疫體系 

 WHO 建置「全球流感監測網絡（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Network）」

和「FluNet」，建立流感病毒基因資訊分享、交換網絡及監測資訊交換平

台［10］。目前此網絡有超過 121 個（分布在 92 個國家）國家流感中心

（National Influenza Center）及 4 個流感參考實驗中心（澳洲、日本、

英國、美國）。而「FluNet」則是一個網路版地理資訊系統。 

 爲實踐全球防疫觀念，WHO 成立「全球疫情通報與回應系統（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  GOARN）」，以聯絡全球疫情，並

發出警訊。 

 為預防、抵禦和控制流感大流行等疾病的國際傳播，WHO 公布之 IHR 

2005，為許多準備工作提供了強而有力的共識及依據。其重點包括：擴

大通報國際關注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加強流行預警及應變、增加 IHR

國家對口(National IHR Focal Points)及增加對監測與應變能力的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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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二、策略行動 

 WHO 為了幫助各國進行流感大流行之準備工作，在 2007 年發布 WHO 

strategic action plan for pandemic influenza，明確提出 5 項流感大流行的

關鍵策略行動（strategic action）［11］，包括：減少人類暴露於 H5N1 流

感病毒的風險（Reduce human exposure to the H5N1 virus）、加強早期預

警系统（Strengthen the early warning system）、強化快速圍堵作業

（Intensify rapid containment operations）、建立應對大流行的量能（Build 

capacity to cope with a pandemic）、協調全球的科學研究和研發工作

（Coordinate globa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三、防治策略 

 全球對於流感大流行有許多防治策略，包括疫情監視、出入管制、醫藥

介入（流感抗病毒藥劑、疫苗）、非醫療之公衛介入措施（隔離、檢疫、

擴大社交距離、衛教宣導等）、快速圍堵作業等；WHO 指出，在所有的

防治策略之中，目前以「良好控制動物疫情之爆發」為關鍵，一旦有效

控制禽畜間的流行，人類病例就會有效地減少［11］。 

四、警戒等級 

 為有效發布警戒，並配合運用適當的防治策略，WHO 針對流感大流行

設定 6 個警戒等級（phase），目前全球警戒等級維持在第 3 級，亦即雖

偶有人類感染新型病毒案例，但並未有證據顯示該病毒可有效與持續地

在人群間散播；接下來的疫情考驗在於，如疫情進入 phase 4，就需要考

量是否進行快速圍堵作業；而疫情等級之升級，需靠許多流行病學、病

毒演進等因素來決定［12］。 

五、工作重點 

 H5N1 流感的動物疫情及人類病例仍持續發生，流感大流行的威脅仍

在，目前各個國家及組織主要努力的重點可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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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立病毒株分享平台 

 WHO 不斷督促各國分享 H5N1 流感病毒株，並建立病毒分享平台，

以協助疫苗研發，並承諾盡力提升大流行流感疫苗的全球產能，保

障開發中國家的需求。為此 WHO 在 2007 年 11 月 20 日至 23 日針

對「流感病毒共享與獲得疫苗及其他利益」議題召開政府間會議，

就確保公平及合理分享利益之體制與機制提出建議［13］。 

 在獲得與移轉流感疫苗研發技術，WHO 將给予開發中國家的 6 家

公司 200~260 萬美元的捐款，供其規劃、建立或加強流感疫苗的生

產能力。WHO 將繼續與相關公司及國際製藥廠商和協會進行討

論，探討合作模式，以促進發展中國家近一步獲得技術。 

(二) 建立國際疫苗儲備 

 WHO 將與疫苗生產廠家合作，推動建立全球 H5N1 流感病毒疫苗

儲存計畫，以及更廣泛獲得大流行性疫苗的機制，並制定機制確保

發展中國家在面臨大流行時，更廣泛地獲得大流行性流感疫苗。就

疫苗的分配優先次序、儲備的技術問題等進行協商、預期將提出疫

苗儲備的管制監督機制和管理模式、接受捐助的標準、維持儲備所

需資源、公平獲得儲備量的標準。 

 WHO 期望可儲備 1 億 5 千萬劑的 H5N1 疫苗，其中 5 千萬劑將作

為大流行初期圍堵疫情，其餘 1 億劑提供給不易獲得 H5N1 疫苗的

國家，以保護核心工作人員。 

(三) 疫苗產能提升 

 目前季節性流感疫苗常態性最大產能為 5 億劑，一旦大流行流感疫

苗的需求出現時，疫苗的產能就必須再擴大，WHO 發展「Global 

Action Plan for Pandemic Influenza Vaccines」以提升疫苗之全球產

能，其重點包括：提高季節性流感疫苗使用量、建置疫苗廠、提昇

疫苗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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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技術，能夠立即生產約 1 億劑 H5N1 禽流感疫苗，預計在 2010

年，提高至每年 45 億劑。而季節性流感疫苗的生產能力，2007 年

已從 2006 年的 3.5 億劑提高到 2007 年的 5.65 億劑。到 2010 年，

季節性流感疫苗的年生產能力預計會增至 10 億劑。 

(四) 儲備抗病毒藥劑 

 目前 WHO、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及美國都以「區域聯防」概念，儲備流感抗病毒藥劑，儲

備藥物以 oseltamivir 為主，期望可在疫情初期即終止人傳人的風險。 

 目前除政府儲備，亦鼓勵民間企業儲備抗病毒藥劑，以應流感大流

行時，提供員工使用，維持核心業務運作。如 2008 年 6 月美國衛

生部即提出企業儲備抗病毒藥劑草案公開大眾閱讀提供意見。 

(五) 社會機能維持與產業營運持續 

 先進國家一直將企業的營運持續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 

BCP)列為大流行因應的重要一環，美國政府亦陸續公布不同產業的

因應大流行檢核表，使各方及早準備，維持大流行期的社會機能與

經濟運作。APEC EINet【係亞太經合會衛生工作小組（APEC Health 

Working Group）所屬的 Emerging Infections Network（新興傳染疾

病網，簡稱 EINet）】在 2008 年 5 月 30 日即以「關鍵設施之夥伴關

係建立與營運持續計畫」為題，舉辦的流感大流行第二次國際視訊

會議，計有 16 經濟體參與，分享各國推動公私部門進行營運持續

經驗。 

(六) 演習與計畫評估 

 WHO 西太平洋區署(WPRO)於 2007 年 4 月結合亞洲十個國家辦理

「Panstop 2007」演習，美國甚至辦理金融機構因應流感大流行的演

習。此外，針對流感大流行準備的計畫評估亦為各國所重視。 

 2006 年倫敦衛生及熱帶醫學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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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ical Medicine)學者 Dr. Richard Coker，評估 21 個歐洲國家及 7

個亞洲國家的流感大流行準備狀況，並發表於國際知名醫學期刊

(The Lancet)。2007 年由 United Nations System Influenza Coordinator 

(UNSIC)和世界銀行，以問卷調查方式進行 146 國準備之國際評估。 

(七) 及早偵測與快速圍堵 

 依據國際衛生條例 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以下

簡稱 IHR 2005)規範，加強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預警，並透過國際

社會的合作迅速處理疫情。此外，為加強各國的監視系統效能，

WHO 也陸續公布病例調查、快速圍堵、國家流感中心的角色等指

引。 

我國因應準備 

為因應流感大流行，我國自 2003 年 12 月即著手規劃相關因應計畫，並

著手進行各項防疫物資，包括口罩等防護裝備、流感抗病毒藥劑儲備，2004

年 9 月開始衛生署層級因應流感大流行整備會議，2004 年 12 月將新型流感

公告為法定傳染病，2005 年 7 月開始辦理各項因應流感大流行演習，2005

年 8 月召開國安層級準備會議，2005 年 11 月開始行政院層級聯繫會議，2006

年開始對公私部門導入「流感大流行營運持續」的概念。 

一、我國防治總體目標 

 我國對於流感大流行防治之總體目標為，杜絕發生、避免傳染、減少傷

害及有效復原，即在大流行發生前，杜絕單一人類 H5N1 流感病例於國

內發生；如 H5N1 流感病毒自國外傳入，盡全力圍堵，避免進一步傳染

於國內發生；如 H5N1 流感病毒傳染力增強，則積極進行醫療及公共衛

生介入，減少國人之健康損失；大流行期間，社會機能與經濟活動持續

運作；流行期結束後，展開社會心理復原與經濟復甦計畫。 

二、我國因應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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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流感大流行，爰依據不同目的，擬定不同層級之應變計畫以茲遵

循。 

(一) 「我國因應流感大流行準備計畫」（準備計畫）：奉行政院核定之最

高指導綱領，各級政府均依準備計畫進行醫療與防疫物資儲備、動

員機制建立、防疫人力培訓等整備。 

(二) 「因應流感大流行執行策略計畫」（策略計畫）：依「準備計畫」制

定之執行策略；各項防治措施之原理原則；各機關制定因應實務之

依據；於每年更新乙次。 

(三) 「因應流感大流行作戰計畫」（作戰計畫）：依「策略計畫」所制定

之細部作業規劃；各單位實務執行防疫工作之細節；隨時依最新狀

況更新。 

三、我國因應防治主軸 

 對於流感大流行之因應，我國設定有「四大策略、五道防線」之防治主

軸，期提供我國民眾充分之健康保障。 

(一) 四大策略：及早偵測、傳染阻絕手段、流感抗病毒藥物及流感疫苗。 

(二) 五道防線：阻絕境外、邊境管制、社區防治、醫療體系保全、個人

及家庭防護。 

四、目前我國因應作為 

(一) 完成相關計畫撰寫及評核 

 2004 年完成「我國因應流感大流行準備計畫」，並奉行政院核定，

各級政府均依準備計畫進行醫療與防疫物資儲備、動員機制建立、

防疫人力培訓等整備。2007 年依「準備計畫」完成「因應流感大流

行執行策略計畫」，並於 2008 年更新，送請各機關據以制定因應實

務計畫。2007 年完成「因應流感大流行作戰計畫」訂定及發布。 

 2007 年倫敦衛生及熱帶醫學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學者 Dr. Richard Coker，就行政院 2007 年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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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所核定之「因應流感大流行執行策略計畫」，以 WHO 檢核表中之

7 大類 166 項目，設計系統加權部分重要項目，提出完成度之評分。

經評核我國總體完成度為 70%，較前 28 國之平均狀況為優(中位數

約 57%)，總評為高度準備(a high level of preparedness)，具相當之創

新策略可供其他國家學習。 

(二) 建立傳染病防治醫療網 

 以區域聯盟概念將全國分為台北區、北、中、南、高屏、東區等 6

區，建立「傳染病防治醫療網」，聘任專家擔任區指揮官及副指揮

官，並將醫療、感染控制、公共衛生等專家學者納入諮詢委員，期

疫情發生之初應變醫院能專責照護病患，指揮中心能掌握/有效研判

疫情，將病患快速分流防止疫情擴散。 

(三) 完成儲備個人防護裝備及抗病毒藥劑儲備 

 在中央、地方政府與區域級以上醫療院所建立防疫物資三級安全庫

存制度。規劃、建置物資資訊管理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資訊平台，疫情發生後，供應商利用 MIS 掌控各單位

消耗資料和庫存量，作為需求預測和庫存補貨的依據。 

 目前已儲備外科口罩、N95 口罩及全身式防護衣等防疫物資，另亦

儲備涵蓋 10%人口使用量的流感抗病毒藥劑，及 19 萬劑人用 H5N1

流感疫苗。 

(四) 以「演習」進行檢視及驗證 

 自 2005 年 7 月起，持續辦理各層面之演習，以驗證計畫之可行性，

已完成十餘次演習，項目包括：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運作、機場

入境旅客處置、醫療團隊進駐離島、防疫物資緊急配送、地方政府

應變，及營運持續等。 

(五) 營運持續與關鍵設施確立 

 為因應流感大流行，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自 2006 年對公私部門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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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感大流行營運持續」的概念，目前行政院各部會亦都有營運持

續的規劃，並就關鍵設施進行確認及訂定營運持續計畫，包括有水

/電/能源、交通、食物、緊急服務、醫療照護、金融財務、電信、

廢棄物處理及教育等 11 項。 

(六) 非醫療公衛介入措施之傳染阻絕手段建立 

 為阻斷、延緩大流行疫情之散播，建立非醫療公衛介入措施

(Nonpharmaceutical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包括：邊境發燒篩檢、

旅遊限制，以限制病毒在國際間傳播；病人隔離、密切接觸者檢疫，

或取消群眾集會、停課等擴大社交距離措施，以減少病毒在國內傳

播；加強洗手習慣，以降低個人風險；媒體、民眾之風險溝通，以

提昇民眾順從度，並避免社會恐慌與壓力。 

五、未來我國因應重點 

(一) 建立系統性評估機制 

 雖然各級政府、應變醫院均依準備計畫完成相關計畫撰寫，唯仍需

對於該等計畫進行系統性評估機制，藉由定期系統性評估、檢視及

修訂、更新計畫，以使計畫能符合實際需要，達成於大流行時減少

民眾生命損失及社會、經濟衝擊之最終目標。 

(二) 建立社區志工網絡 

 社區係維繫社區防治、個人及家庭防護之關鍵，然目前社區志工團

體不在於患寡，而在於缺乏有效/系統性的整合，因此建立社區志工

網絡，以有效動員並發揮其效能，即可以強化五道防線中社區防治

及個人及家庭防護之二道防線，提昇因應防治效能。 

(三) 企業營運持續 

 企業營運持續範疇包括，保護員工健康及業務經營維持，而流感大

流期可能持續超過數個月甚或長達一年，企業如能營運持續，勢將

提昇民眾健康保障，並能降低流感大流行經濟損失與社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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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疫苗自製及量產 

 疫苗仍是現今防治大流行最有效之工具，目前世界各國莫不投注大

量資源於大流行疫苗研發，及建置疫苗廠，我鄰近國家如日本、中

國等已完成大流行疫苗研發及具有生產量能，而越南、韓國、新加

坡等國亦建置有疫苗廠。我國雖將陸續完成儲備戰備疫苗及自製與

研發緊急疫苗等短、中程目標，然為因應流感大流行防治之需，自

製及量產疫苗自製產能之長期目標，應是未來努力重點。 

結論 

流感大流行造成人類生命重大損失與社會嚴重衝擊殷鑑不遠，加以這波

H5N1 流感疫情持續近 5 年，未有停歇跡象，雖現今疫情狀況屬有限性人傳

人 phase 3 等級，唯 H5N1 流感目前已具備有引發人類流感大流行潛力，隨

時可能發展為有效性人傳人，引發流感大流行。目前全球皆以「流感大流行

隨時會來」因應準備，而我國亦不能自外於國際潮流，且我國非為 WHO 會

員國，無法參與及受惠 WHO 建立之監視、通報、疫苗及藥品儲備機制，因

此對於因應流感大流行準備，更需自立自強。 

現今我國雖已完備相關計畫、建立傳染病防治醫療網、儲備個人防護裝

備及抗病毒藥劑儲備、以「演習」進行計畫檢視及驗證、推動營運持續及確

立關鍵設施，也藉由年度季節性流感計畫，建立大流行時疫苗物流機制及施

打量能。然為確保將來流感大流行我國民眾健康，有關各地方政府及應變醫

院因應計畫，建立系統性評估機制以能符合需要；建立社區志工網絡，以強

化五道防線中社區防治及個人及家庭防護之二道防線；推動企業營運持續，

降低流感大流行經濟損失與社會衝擊；建立疫苗自製產能，以因應流感大流

行防治之需，仍是未來努力的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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