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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20 世紀末之回顧與 21 世紀公共衛生之挑戰 

前  言 

雖然「地球村」的口號在過去 10 年已拜交通工具便利之賜和人類遷

徙與互動關係之密切而成為人類的一句新名詞，但在人類歷史正邁向公元

21 世紀之際，全球發展的腳步仍未擺脫政治、社會、經濟、衛生等各領域

依進程快慢而有「已開發國家」、「發展中國家」與「未開發國家或地區」之

別，因此，我們所接受到的訊息就不免受到已開發國家的影響或既有的統

計資料所限，往往忽略了還有其他國家或我們身處的環境中仍潛藏的問題。 

傳染病對人類健康與公共衛生的影響，可作為代表性的例子，目前評

估台灣公共衛生的概況常以十大死因變化作為指標之一，根據最近出版之

88 年公共衛生年報
（1）

，肺炎、結核病、瘧疾等傳染病在民國 41 年是當時

第二、第三與第十位死因，到 87 年已退居到十大死因之外，取而代之的則

是惡性腫瘤等慢性疾病及事故傷害，然而這些變化可能僅代表衛生醫療經

費與相關設備必需重新分配，並非宣告台灣地區民眾可從此不再受到傳染

病的威脅，這是必需特別受到重視的觀念，因為「地球村」中，某些國家

主要死因仍以傳染性疾病為主，而傳染病的防治尤需藉助全民的配合，如

果對其失之警覺，其對人類健康的反噬可能超出預期，尤其一些新興傳染

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IDs，如AIDS、Lyme disease、和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和再浮現之抗藥性傳染病（Reemerge in drug-resistant 

forms，如Malaria、Tuberculosis、和Bacterial pneumonias）（2）
。 

本文第一部份描述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發表自 1996 年發生於世界上較大規模之傳染病爆發流行資料，並作一概括

性整理，期使讀者了解過去重大傳染病之發生情況，第二部份則以美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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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介紹該國對 21 世紀傳染病所提出之防治策略，期使對台灣地區之防

疫工作有所助益，俾益防疫政策之修訂參考，最後將依據上述之重點，探

討台灣地區未來傳染病防治工作之展望! 

傳染病爆發流行事件（1996-March.2000） 

據統計，過去 20 年至少有 30 種新發現的傳染病，其中以伊波拉出血

熱（Ebola Haemorrhagic Fever）和牛隻腦海綿體腦炎（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為最受囑目的兩項傳染病
（3）

，除此之外，痢疾（Shigella）、

霍亂（Cholera）和結核病（Tuberculosis）在非洲的某些國家則仍屬非常容

易發生的傳染病。 

以發生之次數與規模而言，霍亂、出血熱（Haemorrhagic Fevers）、流

行性感冒（Influenza）和腦脊髓膜炎（Cerebrospinal Meningitis）是自 1996

年以來最為重要的傳染病，若以分布之地區來看，除流感外主要集中在非

洲、其次為中亞、東南亞與拉丁美洲地區之少數國家，另外歐美少數國家

因境外移入亦仍難免爆發流行，尤其這些所謂先進國家因境外移入所引發

之爆發流行，其所傳達之訊息更值得作為我們防疫工作者預先檢驗本身防

疫體系之重要參考，以下簡要敘述 WHO 自 1996 年至 2000 年 3 月上述 4

項傳染病於各國發生之情形。 

（一）霍亂 

爆發流行的地區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區與少數的亞洲、南美洲國家。 

（1）1996 年 

非洲的盧安達（Rwanda）、薩伊（Zaire）、賴比瑞亞（Liberia）、奈及利亞

（Nigeria）、查德（Chad）、塞內加爾（Senegal）和蒲隆地（Burundi）。亞

洲的蒙古、菲律賓、馬來西亞等地區，非洲少數國家曾發生一年不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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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跨越國界的大流行。 

（2）1997 年 

非洲的吉布地（Djibouti）、莫三鼻克（Mozambique）、肯亞（Kenya）、中

非共和合國（Central African Republic）、索馬利亞（Somalia）、坦尚尼亞

（Tanzania）。南美洲的玻利維亞（Bolivia）。 

（3）1998 年 

非洲的索馬利亞、盧安達、喀麥隆（Cameroon）、獅子山共和國（Sierra 

Leone）、烏甘達（Uganda）、莫三鼻克、坦尚尼亞、剛果（Congo）、辛巴

威（Zimbabwe）、葛摩伊斯蘭共合國（Comoros）。美洲的巴西（Brazil）、

秘魯（Peru）、智利（Chile）。亞洲的斯里蘭卡（Sri Lanka）、伊拉克（Iraq）、

蘇 俄 聯 邦 （ Russian Federation ）、 亞 美 尼 亞 （ Armenia ）、 阿 富 汗

（Afghanistan）、不丹王國（Bhutan）、柬埔寨（Cambodia）。 

（4）1999 年 

非洲的剛果、盧安達、辛巴威、獅子山共和國、索馬利亞、迦納（Ghana）、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尼日（Niger）、尚比亞（Zambia）、莫三鼻克。

亞洲的斐濟（Fiji）、阿富汗、柬埔寨。美洲的巴西。 

（5）2000 年 

非洲的馬達加斯加。 

（二）出血熱 

主要之流行地區以非洲為主，包括屬於新興傳染病之伊波拉病毒、拉

薩熱（Lassa Fever）病毒、馬堡（Marburg）病毒、漢他（Hantavirus）病

毒所引起的出血熱症候群、克里米亞剛果熱（Crimean-Congo）、烈谷熱（Rift 

Valley Fever）與其他的不明熱，另外傳統的出血性登革熱亦包括在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歐洲國家也因境外移入之個案而引發防疫體系之密切

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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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6 年 

非洲的加彭（Gabon）、南美洲、非洲南部等地區的伊波拉病毒出血熱。亞

洲的印度（India）、菲律賓、馬來西亞、南美洲的委內瑞拉（Venezuela）

等地區之登革病毒出血熱。南非地區之克里米亞剛果熱。 

（2）1997 年 

非洲加彭的伊波拉病毒出血熱。 

（3）1998 年 

亞洲、東南亞與拉丁美洲之登革病毒出血熱。亞洲的巴基斯坦（Pakistan）、

阿富汗之克里米亞剛果熱。非洲的肯亞之 Rift Valley Fever。 

（4）1999 年 

歐洲的德國傳出疑似出血熱。亞洲蘇俄聯邦之不明熱與克里米亞剛果熱。

非洲剛果之馬堡病毒出血熱。非洲辛巴威之病毒性出血熱、蘇丹之急性出

血熱。南非地區之烈谷熱。 

（4）2000 年 

歐洲的德國傳出拉薩熱之境外移入個案；英國傳出疑似拉薩熱。非洲剛果

之馬堡病毒出血熱。拉丁美洲巴拿馬（Panama）之漢他病毒肺症候群。 

（三）流行性感冒 

（1）1997 年 

WHO召開會議討論 1997 至 1998 年流行性感冒疫苗之混合株，包括 

A/Wuhan/359/95（H3N2）-like strain、A/Bayern/7/95（H1N1）-like strain 和 

B/Beijing/184/93-like strain，根據 1997 年北半球地區通報之流感流行偵測，

西歐與北美地區之流行高峰為 1997 年之 1 月和 12 月，而中歐和東歐地區

則在 1 月中旬達到流行之頂點。在全世界流感流行區所分離出的病毒以A

型最常見（不包括H3N2 亞型），亞洲地區除日本為A型（H3N2）外，B型

則為主要之病毒
（4）

。A（H5N1）型禽流感在香港爆發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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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9 年 

A（H9N2）型禽流感在香港特區爆發流行，並自鵝身上分離出 H5N1 病毒

株。 

（四）腦脊髓膜炎 

包括細菌性與病毒性腦脊髓膜炎，爆發流行的區域包括全球各區。 

（1）1996 年 

歐洲的羅馬尼亞（Romania）、亞洲的賽普勒斯（Cyprus）的病毒性腦膜炎

（Viral meningitis）。非洲的烏干達、莫三鼻克、安哥拉（Angola）、查德、

尼日、布吉納法索（Burkina Faso）的腦脊髓膜炎（Cerebrospinal meningitis）。 

歐洲的西班牙、非洲的馬利（Mali）、尼日和南美洲巴西的流行性腦脊髓膜

炎炎（Meningococcal meningitis）。 

（2）1997 年 

西非地區與迦納、東加（Togo）、辛巴威的腦膜炎（Meningitis）。歐洲西班

牙的流行性腦脊髓膜炎（Meningococcal meningitis）。 

（3）1998 年 

非洲剛果、查德的腦膜炎（Meningitis）與安哥拉（Angola）的流行性腦脊

髓膜炎炎（Meningococcal meningitis）。 

（4）1999 年 

非洲蘇丹（Sudan）、幾內亞比索（Guinea-Bissau）、衣索比亞（Ethiopia）、

塞 內 加 爾 （ Senegal ）、 安 哥 拉 的 流 行 性 腦 脊 髓 膜 炎 （ Meningococcal 

meningitis）。非洲盧安達的腦膜炎（Meningitis）。 

（5）2000 年 

歐 洲 法 國 、 英 國 與 匈 牙 利 的 流 行 性 腦 脊 髓 膜 炎 （ Meningococcal 

meningitis）。非洲的衣索比亞、蘇丹、中非共和國的流行性腦脊髓膜炎

（Meningococcal mening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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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21 世紀傳染病之預防策略 

美 國 疾 病 預 防 與 管 制 中 心 （ Centers for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自 1994 年起即提出四項重要防疫工作
（5）

，以訂定美國

防疫工作之策略，並提供全球傳染病防治努力之方向。這四項工作如下： 

（一）提昇疾病監測與爆發流行時之應付能力 

-目的在於偵測、調查與監視新浮現之致病原，及其所引發之疾病與

其發生因子之探討。執行之優先順位如下： 

（1）增進各地方與州際間流行病學與實驗室能力，提昇流病與檢驗

能 力 合 作 計 畫 （ Epidemiological and Laboratory Capacity Cooperative 

Agreement Program） 

（2）設立以定點醫師監測之傳染病監測系統，包括浮現傳染病之緊

急 監 測 網 絡 （ Emergency Department Sentinel Network for Emerging 

Infections）與美國傳染病學會之傳染病浮現傳染病網絡（Infectious Disease 

Society of America Emerging Infections Network） 

（3）設立以社區群眾為基礎之傳染病流行病學與預防中心，主要預

防不潔飲食所傳染之疾病與疫苗可預防性傳染病。 

（4）強化並聯繫各國際性組織，偵測與調查世界各國所發生足以對

美國造成潛在性威脅之傳染性疾病。 

（二）增加相關之研究以因應威脅人類之重要傳染病 

-目的在於整合實驗室檢驗與流行病學兩大領域，使公共衛生之執行

更臻完備。執行之優先順位如下： 

（1）參照學術研究計畫之結果以檢討目前新浮現傳染病之防制策

略，重新評估傳染病預防對病原抗藥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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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討某些傳染病（如 E. coli O157:H7 和 Samonella Enteritidis）

對評估食品烹調與準備過程衛生之執行準則。 

（三）傳染病之預防與控制 

-目的在於增進防疫工作者吸收重要疫病資訊之管道以利執行疾病控

制計畫。執行之優先順位如下： 

（1）發展新的管道以增進有關新浮現傳染病或病原體抗藥性消長之

變化等資訊、實驗室及其他公共衛生計畫之研究結果，創立新的科學性刊

物、網站資訊之豐富化與提高出版相關訊息之速度等，增加資訊之流通性。 

（2）製作並宣導重要傳染病預防之指導原則，降低高危險群罹病之

機會，如免疫不全病患之伺機性感染。 

（四）重建公共衛生體系之傳染病控制架構並加強人員訓練 

-目的在於重建地方、州與聯邦等各層級之衛生體系，加強相關計畫

之監測，以提高執行效率。執行之優先順位如下： 

 （1）提供並加強各醫療實驗室人員之訓練，以提昇對傳染病檢驗之

能力，增進公共衛生與實驗室人員技術經驗交流。 

 （2）設立傳染病實驗室工作人員協會，訓練醫療人員學習分子流行

病學，提昇對傳染病之診斷能力。 

在 21 世紀前夕，美國 CDC 雖未改變自 1994 年以來所揭櫫之 4 項主

要目標，但由於防疫工作之視野更趨遼闊、各國間之資訊傳佈更快速，傳

染病之疫情傳播也因各國互動關係更形密切而不再限於區域性，所以 1994

年第 4 項有關衛生醫療體系與人力訓練之議題，不但更形重要而躍升為第

3 優先順位，其重點更從原來美國之本土觀點，「強化地方、州與聯邦等各

層級之衛生體系，以支持相關計畫與監測之執行效率」轉而變成「提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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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國際間對傳染病之流行病學與實驗室檢驗能力」，目標更趨向於國際

化，且監測更加的周延與完備，相關研究之投入與應用、衛生人力之訓練

及組織架構之效率均以更國際化的視野，來從事有關傳染病之預防與控

制，CDC 也計畫更廣泛的與其他國家的政府部門、專業團體、私人企業或

其他國際性組織合作，所設定之目標也更切合某些曾在 20 世紀造成重大傳

染之流行事件；對於本世紀急待解決之傳染病與如何阻斷高危險族群間傳

染等重要課題，可簡要歸納為以下幾點： 

（1）病原體之抗藥性：過去針對某些細菌、病毒或寄生蟲等特殊療

效之藥物因病原體之遺傳特性產生某種程度地改變，故使用已逐漸受到限

制，新的藥物將更為昂貴而且可能不容易研發出來。 

（2）飲食感染之傳染病：食物烹調形式或飲食習慣的改變使這類傳

染病爆發新的流行型態、同時經水傳播之致病原可能無法以過去消毒方式

阻斷其感染，如美國 1996 年發生因食用未經消毒的蘋果汁而感染 E. Coli 

O157:H7。 

（3）蟲媒疾病與人畜共通傳染病：地球生態環境的改變可能引發某

些病媒昆蟲數量或媒介疾病動態的改變，增加此類傳染病流行之可能性，

更甚者，人類可能無法避免受到過去某些以動物為宿主之傳染病的感染，

HIV 和禽流感的大規模流行即是明顯的例子。 

（4）經人類體液感染之傳染病：經人類行為而藉體液接觸感染之傳

染病將成為 21 世紀傳染病防治之重要課題，血液的篩檢技術與器官捐贈之

特殊限制亦將更受到重視。 

（5）慢性疾病與某些病原體關係之探討：人類慢性疾病，如腫瘤或

心臟疾病過去均被視為係生活型態或環境危險因子之暴露所導致，但隨著

因果關係之研究，發現某些細菌（例如 Helicobacter pyloric）可能與人類

胃部潰瘍有密切之關係，如果這方面的研究在下一個世紀能有更加具體的

證明，一些經證實具有療效之抗細菌藥物或疫苗將可廣泛的應用在人類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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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的防治。 

（6）疫苗的研發與使用：由於全面性的疫苗接種政策，美國小孩罹

患白喉、破傷風、小兒麻痺症、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與侵襲性 b 型嗜

血桿菌感染等疾病已明顯的降低，但對於目前仍困擾美國與全球之某些傳

染病，如 HIV/AIDS、登革熱、C 型肝炎與瘧疾，若能有更具預防效力之

疫苗問世，將可減輕傳染病防治工作的潛在壓力。 

（7）人類免疫不全障礙所引發之問題：因年齡、藥物或其他先天性

因素所導致之抗傳染性免疫功能障礙之病患，醫療與公共衛生人員更應重

視伺機感染所引發流行的可能性。 

（8）有關婦幼衛生所潛藏感染之問題：孕婦之不顯性感染對胎兒健

康之影響與母親因妊娠、生產、哺乳等過程而傳染嬰幼兒等將是本世紀婦

幼衛生所不能忽略之問題，尤其是高人口增加率與婦幼衛生醫療資源缺乏

之國家。 

（9）人口遷徙問題所引發之傳染病防治問題：因旅行、工作、移民

與難民收容等原因而造成國際間人口遷徙勢將於本世紀更加頻繁，這將考

驗各國之防疫體系應付爆發流行之能力，尤其是對於一些久已不曾出現的

傳染病，因境外移入個案所引發之潛在危機將是一項新的挑戰。 

台灣地區 21 世紀對傳染病工作之展望 

台灣過去曾發生的傳染病，可分為以下三大類： 

（一）藉由飲食傳染之腸胃道傳染疾病 

台灣地區由於自來水普及與過去公共衛生奠下良好的基礎，目前仍為

許多熱帶開發中或已開發國家所困擾之少數古老的地方性傳染病，如霍

亂、傷寒與痢疾等，對台灣已不再是防疫體系之隱憂，但某些尚以地下水

為主要用水來源之學校或療養院或偏遠地區之民眾，仍經常發生散發性之

個案，加強飲水衛生之教育宣導可大幅降低發生率，不過由於人口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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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的威脅仍將是本世紀防範爆發流行的重點，應密切監測每年疑似病

例及重症個案之通報數。 

（二）蟲媒疾病 

由於台灣地區的雨季及每年夏季颱風侵襲後的積水，提供病媒很好的

孳生環境，登革熱在台灣流行已有很長的歷史，開放觀光及外勞的引進，

使登革熱重新流行，雖然登革熱在台灣已絕跡很久，最近大規模的流行是

民國 70 年於屏東縣的琉球鄉，惟這也是登革熱近年來在台灣地區防治有成

之重要關鍵，因為傳染病防治工作之契機實有賴於提高民眾之警覺與衛生

機關之重視，其他如瘧疾或日本腦炎的防治，雖為境外移入或為疫苗可預

防性之傳染病，惟因仍為世界上許多國家重要之傳染性疾病，故仍不可掉

以輕心。 

（三）疫苗可預防之傳染病 

台灣全面推廣嬰幼兒預防接種，已大幅降低嬰幼兒感染疫苗可預防性

疾病感染之機會，WHO 正藉助疫苗的推廣，以加速某些傳染病之根除計

畫，20 世紀中期已成功根除天花，2000 年已完成小兒麻痺症根除計畫，根

除麻疹是 21 世紀另一個全球努力的目標。 

除非有效的疫苗充分供應，並持續提高嬰幼兒的預防接種率，否則縱

使疫苗可預防的傳染病，亦可能爆發流行，台灣 1982 年小兒麻痺爆發流行

事件即是因為未接種嬰幼兒的數量累積而造成爆發流行事件，本世紀將是

致力研發抗體效價高而且預防效力持續的疫苗，以增加疫苗可預防之傳染

病的效益。 

依照美國所提 21 世紀防疫之策略，將著重在加強傳染病之監測、提昇

實驗室檢驗能力、與更宏觀的國際視野，台灣未來可以努力的方向，略述

如下： 

（一）傳染病的監測 

雖然傳染病防治法的修訂，已將過去的法定傳染病增加至現行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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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並對某些特定的疾病，進行定點醫師的監測工作，但面對日益便捷的

交通及門戶之開放，應更加強傳染病的監測工作，WHO 正在推行的症候

群偵測系統，正可彌補國內對境外移入之新興與再浮現傳染病監測之不足。 

增加以症狀基礎為通報之監測系統，可以避免遺漏任何可能之傳染病

患，或錯失可能為傳染病原之控制，對現階段某些醫療院所仍以醫師直到

確認臨床症狀符合某類傳染病或甚至醫院初步檢驗確定才通報，症狀通報

可預防延遲通報而延誤防疫之時機，不過症狀通報必須輔以實驗室檢驗效

率與能力之配合，才能達到預期之目的，同時某類症狀必須採檢某類檢體

以確認感染，也必須考慮各項檢體之採檢與送驗的流程，這不但考驗衛生

機關的效率，也必須得到通報院方與病患的了解與配合，這是使疾病的監

測更趨精密與完備所必需克服的。 

（二）實驗室的檢驗 

微生物學門的日益進展，不但增進傳染病防治的效果，也使防疫工作

更倚重實驗室的診斷，因此美國 CDC 相當重視實驗室人力之傳承與經驗

之交流，對於藥物的濫用所導致微生物的變異而引發抗藥性問題日趨嚴重

的研究，更明示於本世紀之重要預防策略中，台灣是一個抗生素使用相當

普遍的地區，同樣的問題可能亦將成為我們關切的焦點，實驗室除對每一

菌株與血清學之培養與檢驗，提供傳染病防治迅速而有效的參考外，投入

更多相關的研究以紀錄菌株之變異，研發更快速的檢驗流程都將成為提昇

實驗室能力重要的工作內容。 

（三）開拓更具國際觀的視野 

從台灣歷年積極進入國際性組織努力的方向，及基於國際間的互動與

境外移入個案對本土防疫體系之衝擊，未來防疫工作將更脫離不了與世界

疫情的發展脈絡更加緊密結合。 

美國 CDC 嚴密監視各國的疫情是否影響美國本土，或更視為一個很

好的題材，投入相當的人力進行研究，以台灣發生腸病毒流行時，日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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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等先進國家紛紛派相關工作人員前來了解與協助來看，台灣也應培養

這樣的防疫觀點，除了為國內的傳染病防治工作外，積極培養本身的實力

以藉入國際的防疫事務，將是台灣與國際最良性的互動關係。 

結  語 

21 世紀面對生態之改變、病原體之變異、新傳染病所需因應之防治

方法、實驗室之快速檢驗與人類互動關係更形密切等因素，全球傳染病關

注之焦點仍以新興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IDs）為主
（6）

，

包括過去 20 年來，發生率有明顯的增加或具潛在性威脅之新的或再浮現

（Reemerged）的傳染病。 

面對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對新病原與傳染模式的認識、流行病學調查

的方向需重新釐定，並加強實驗室檢驗技術之發展，最重要的是傳染病防

治之精神，必需把握病原致病機轉、傳染途逕及病原發展過程做最適宜之

判斷與處理。 

撰稿者：黃繼慶 

疾病管制局疾病監測調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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