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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N1 禽流感病毒為何會襲擊人類？ 

摘  要 

H5N1 流感病毒首度於 1997 年在香港爆發流行造成 18 人感染，其中

6 人死亡，由於香港政府當機力斷撲殺所有的雞隻幸未造成大禍害。過去

五年間，雞、鴨、鵝、天鵝或鵪鶉等都曾發現禽流感病毒的蹤跡，但都未

發現感染人類。殊不知此病毒在此期間卻悄悄地變種，終於在今年（2003
年元月）再度造成四人感染二人死亡的慘劇，此種變種病毒不僅威力無比

而且奪命的時間比原病毒株更短更快。由於大陸當局拒絕提供詳細資料，

因此醫學界至今仍未能斷定其病源，但從感染到發病死亡的過程，一般相

信是在大陸感染。此病毒的毒性為何如此的強勁，由病患所分離的病毒分

析結果此病毒除了 HA 基因之外均不同於 97 年的 H5N1 流感病毒。為何會

如此，由 1997 年的禽流感病毒的研究發現流感病毒的病原性除了 HA 的開

裂能力之外可能也與聚合酶 PB2 蛋白質有關。 

前  言 

流行性感冒病毒（以下簡稱流感病毒）每年都會在人與人之間造成或

多或少的流行或大流行，有時甚至造成大禍害（如 1918 年的西班牙型流

感），此種病毒在自然界除了人類之外，也可在其它動物造成感染。尤其是

存在於鳥類的流感病毒一旦傳給人，而人們又無此種病毒的抗體時便很容

易發生世界大流行。在前世紀（二十世紀）我們就遭遇過三次大流行，即

1918 年的西班牙型流感，1957 年的亞洲型流感及 1968 年的香港型流感，

其中西班亞型流感曾造成 2-4 千萬人死亡。因此在 1997 年，從未在人類分

離到的H5N1 禽流感病毒，在香港便造成 18 人感染，其中 6 人死亡（1），

接著 2003 年元月又在中國大陸造成 4 人感染其中 2 人死亡（2），因而引起

流感病毒學者的憂心是否是會造成大流行。在 1997 年之前從未發現有流感

病毒由鳥類直接傳给人的記錄，因此這兩次的感染事件不僅對醫師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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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造成大震撼，同時也造成世界大恐慌，為何禽流感病毒會在人類造成

如此大的病原性。本文主要是在探討香港禽流感H5N1 病毒之病原性的可

能出現機轉。 

流感病毒 

流感病毒依其內部的核酸蛋白（nucleoprotein，NP）及基質蛋白

（matrix，M）抗原性的不同可分為A、B及C型（3）。A型流感病毒可感染人、

豬、貂、馬、海獅、鯨魚，而在鳥類則有雞、火雞及水禽類如鴨、鵝等。B
及C型流感病毒主要感染人類。H5N1 型流感病毒、香港型流感病毒、亞洲

型流感病毒及蘇聯型流感病毒均屬A型流感病毒。這些A型流感病毒均曾經

在人類造成大流行及重大死亡。因此，在此處我們將以A型流感病毒為主討

論其病原性。 
A型流感病毒依其表面糖蛋白質血球凝集素（hemagglutinin，HA）之

抗原性的不同可分成 15 種亞型（1~15）及神經胺酸酶（neuraminidase,NA）

抗原性的不同分成 9 種亞型（1~9）。前面曾談過A型流感病毒的宿主範圍

非常廣可感染各種動物，但是並非相同的流感病毒均可感染所有的動物，

流感病毒感染何種動物由病毒及動物種所具有的特定受器決定。基本上，

在海鳥等水禽類均可分離到所有的亞型流感病毒，但在人類及其他動物則

只能分離到特定的亞型流感病毒。1918 年爆發大流行的西班牙型流感病毒

不僅在健壯的年輕族群造成死亡(4),同樣地,就連不曾在人類造成感染的香

港H5N1 流感病毒及最近發生在福建的H5N1 流感病毒(學術界已將此病毒

定名為 03-H5N1 流感病毒)也在人類造成致死病例其原因至今仍不清楚。 

H5N1 流感病毒的出現 

1997 年 5 月 9 日，3 歲的男童因發燒,喉嚨痛及咳嗽等症狀而於同月

15 日住院.。但因病情惡化而在住院 6 天後死亡，這是人類史上首次因為感

染 H5N1 流感病毒而造成死亡的案例。此後，在同年的 11 月及 12 月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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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流感病毒造成 17 人感染，其中 5 人死亡，連同最初的一例及今年

（2003 年）的兩例共八例死亡案例，其死亡率超過 40%。在流感病毒的感

染案例中的確是異常，因為一般感染人類的流感病毒其死亡率很少超過

0.1%。97 年的禽流感病毒在同一時期也是由香港的鳥類市場直接傳染給

人，由於香港政府實施撲殺政策致未再擴散感染。 

以動物實驗分析其病原性 

由人體分離到的H5N1 流感病毒在雞隻可造成全身性感染並在 36 小時

之內殺死雞隻。然而有趣的是，此病毒在老鼠卻可分成強病原性及弱病原

性兩種。在老鼠顯現出強病原性的H5N1 流感病毒只要一個病毒即可在老

鼠造成全身性感染而將之殺死。此病毒不僅可在老鼠的呼吸道增殖而且也

可在腦及其他全身器官增殖。相反地，弱病原性的流感病毒即使一千個也

不會造成老鼠的病變（如圖三）。此外，此病毒也無法自老鼠的呼吸道分離

到（6）。由病毒病原性的強弱可分辨出病患的預後情況。即，分離到強毒株

的病患其預後的情況不僅較差而且也都需要送入加護病房治療，但是分離

到弱病原性病毒的病患其症狀也較輕而且預後也較好。由此結果可以看出

用老鼠分析病毒的病原性是一種相當有用的動物模式。 

流感病毒的病原性 

HA 蛋白質的構造是決定流感病毒病原性的主要因素之一。HA 蛋白質

是一種糖蛋白質存在於流感病毒粒子的表面（如圖一），它能認識細胞表面

的唾液酸並與之結合，而後病毒套膜再與細胞膜發生融合。所有流感病毒

的 HA 蛋白質都是在感染細胞內合成單股的多胜肽（HA0）後，再藉細胞

之蛋白質酵素裂解成 HA1 及 HA2 兩個次單位（HA 開裂）。此步驟是流感

病毒增殖所必需。這是乃是因為流感病毒必須藉 HA 蛋白與細胞結合，因

此 HA2 分子 N 端的疎水性區域必須顯露出來，病毒的套膜才能與細胞膜發

生融合。HA 蛋白質若無開裂流感病毒便無法感染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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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HA蛋白質的開裂能力與流感病毒病原性之間的關係在禽流感病毒

已有充分的研究（7，8），禽流感病毒依其病原性的不同可分為強毒型與弱毒

型兩種。弱毒型的禽流感病毒只能在雞隻的呼吸道及腸道增殖，並不會殺

死雞隻。但是，強毒型的禽流感病毒則可在包括腦部在內的全身器官增殖，

是一種致死性的感染。在強毒型禽流感病毒，其HA蛋白質的開裂部位是在

鹼基性胺基酸連續序列中的精胺酸（arginine）或賴胺酸（lysine）。由於，

強毒型的HA可被存在於全身組織中含有嘌呤（purine）或PC6 的蛋白質分

解酵素分解（9，10）。因此，強毒型禽流感病毒可感染全身器官的組織並增殖。

相反地，弱毒型禽流感病毒的HA蛋白質的開裂部位，在鹼基性胺基酸序列

不具連續性，由於蛋白質分解酵素相當有限，因此無法有效的分解HA蛋白

質。這些蛋白質分解酵素只存在於呼吸道及腸道，因此弱毒型禽流感病毒

只能在呼吸道及腸道增殖。所以，禽流感病毒只能在家禽造成全身性或局

部性感染，這是因為病毒的病原性受到HA的左右之故。 
目前由人體所分離到的所有流感病毒的 HA 蛋白質都和所有的弱毒型

禽流感病毒一樣，因此都不會在人體造成全身性感染。但是，H5N1 流感

病毒的 HA 蛋白質則是屬強毒型，此病毒在人類顯示出高死亡率，其症狀

也較一般流感嚴重。但是 H5N1 流感病毒在人類是否也和鳥類一樣可造成

全身性感染目前並不清楚。為了要瞭解 HA 蛋白質的分解是否是造成哺乳

動物全身性感染所必需，實有必要使用老鼠系統進行分析。 

以人工方式合成流感病毒 

日人Hatta等人首度開發出人工合成流感病毒的新方法稱為反轉基因法

（reverse genetic method）（11）。此種技術是利用質體（plasmid）生產 8
條流感病毒基因，以及產生轉錄及複製所需之聚合酶蛋白（PB1，PB2，

PA蛋白）與NP蛋白質之質體同時導入細胞以人為方式合成流感病毒（如圖

二）。此種技術可自由地導入流感病毒基因，而且也可將表現不同病毒基因

的質體加以組合後導入細胞中以生產各式各樣具有 8 條基因的流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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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蛋白質在哺乳動物開裂的重要性 

利用反轉基因法已可製作出對老鼠具強毒性之香港禽流感H5N1 病毒株

A/Hong Kong/483/97（HK483）。如上述，禽流感病毒是否可造成全身性

感染與HA蛋白質的開裂有關。由人分離到的H5N1 流感病毒的HA開裂部位

與強毒型禽流感病毒一樣是在具連續性的鹼性胺基酸。Hatta等人以人工方

式將強毒型HK483 病毒的HA蛋白質的開裂部位以弱毒型禽流感病毒的序

列取代之而製出HK486 病毒（12）。此種病毒對老鼠不僅不具病原性，而且

只能在呼吸道增殖（如圖三）。由此可知，流感病毒若要在哺乳動物造成全

身性感染，則必須在全身的組織細胞中要有能開裂HA蛋白質的蛋白質分解

酵素存在。但是，無法殺死老鼠的 A/Hong Kong/486/97（HK486）病毒

株的HA蛋白質的開裂部位的胺基酸也是屬連續性，因此H5N1 流感病毒在

哺乳動物要發揮其強病原性除了分布在各種器官以開裂HA蛋白質的蛋白

質分解酵素之外可能還有其他因素存在。 

PB2 左右病毒的病原性 

為了要瞭解除了HA蛋白質的開裂能力會影響H5N1 流感病毒的病原性

之外，到底還有那些因素存在，Hatta等人
（11）便利用反轉基因法分析流感

病毒的 8 條基因中那幾條基因與H5N1 流感病毒不同。他利用反轉基因法

製作出無病原性的A/Hong Kong/486/97（HK486），而後用強病原性HK483
病毒中的 8 條基因，一條一條的取代弱毒型HK486 病毒株，接著再用老鼠

檢測其病原性（如圖四）。結果發現強毒型HK483 病毒中並無弱毒型HK486
病毒株的聚合酶PB2 蛋白質。 

接著，他再以相反的方法進行實驗。也就是，以弱毒型 HK486 病毒株

的 8 條基因逐條的取代強毒的 HK483 病毒基因製作出變種的流感病毒（如

圖四）。結果發現弱毒型 HK486 病毒株的聚合酶 PB2 蛋白與強毒型 HK483
病毒的聚合酶 PB2 蛋白互換後，弱毒病毒隨即轉變成可感染全身的強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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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由此可知，流感病毒的聚合酶 PB2 蛋白與香港禽流感病毒的病原性有

密切關係。 
HK483 病毒和 HK486 病毒的 PB2 蛋白質之間有 8 個胺基酸不相同。因此，

在這 8 個胺基酸之中到底那幾個胺基酸與病原性有關，實有必要加以分析

瞭解。其做法是製成許多 HK483 病毒與 HK486 病毒之間的 PB2 蛋白質嵌

合體病毒（chimeric viruses）而後進行實驗。結果發現第 627 個胺基酸與

病原性有關。強毒型 HK483 病毒的 PB2 蛋白質的第 627 個胺基酸的賴胺

酸（lysine）取代弱毒型 HK486 病毒的第 627 個胺基酸的谷胺酸（glutamine）

便可使弱毒型的 HK486 病毒轉變成強毒型病毒。由此可知，聚合酶 PB2
蛋白的一個胺基酸即可左右香港禽流感 H5N1 病毒的病原性（如圖五）。 

結  論 

1997 年發生在香港的 H5N1 流感病毒是一種強毒型的禽流感病毒，因

此可在人類造成嚴重的症狀。以前都認為 HA 蛋白質的開裂部位及影響此

蛋白開裂方式的蛋白質分解酵素的分布是控制流感病毒病原性的主要因

素。但自從最近的研究終於發現除了 HA 蛋白質的開裂部位及方式之外，

聚合酶 PB2 蛋白質也是影響流感病毒病原性的重要因素。 
PB2 蛋白質是在感染細胞內病毒基因發生轉錄時認識mRNA構造所需

的蛋白質。在以前完全不知道PB2 蛋白質會影響流感病毒的病原性，但自

從最近的一連串研究之後終於知道PB2 蛋白質的第 627 個胺基酸與禽流感

病毒可在哺乳動物細胞複製增殖有關（13）。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所分離到的

禽流感病毒的PB2 蛋白質的第 627 個胺基酸都是谷胺酸，而在人類的流感

病毒則都是賴胺酸。由此可以看出H5N1 流感病毒在哺乳動物會有不同的

病原性出現可能是因為H5N1 流感病毒在哺乳動物適應（adaptation）不同

造成。也就是，在 97 年， H5N1 流感病毒在香港雖然是由家禽傳給人類，

但其中有一部分病毒PB2 蛋白質之第 627 個胺基酸是由禽鳥型的谷胺酸轉

變成人型的賴胺酸，結果因為在人體適應良好提升增殖效率而發揮其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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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造成（如圖五）。 
此外，由 Hatta 等人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只要一個胺基酸發生改變就

可左右病毒的病原性。因此在自然界只要條件齊備，禽流感病毒便可發揮

其病原性而危害人類。為防止此事件的發生我們應積極研究調控抑制流感

病毒病原性的基因及其蛋白質的機能。 
撰稿者：陳豪勇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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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流感病毒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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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流感病毒是由 9 種蛋白質構成，其中 3 種是血球凝集素（HA）神經胺

酸酶（NA）及 M2 蛋白質存在於病毒表面。M1 蛋白質則存在於病毒的內

側表面是病毒的內襯構造有強化病毒體的作用，其內部是病毒基因體是由 8
條單股 RNA，核蛋白質（NP）及 PA，PB1，PB3 等 3 種聚合酶（polymerase
與 RNA 核酸複合體（RNP）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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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流感病毒的人工合成法：反轉基因法 
 

 
將生產 8 條流感病毒RNA的 8 個質體和生產病毒轉錄與複製所需之四種

PA、PB1、PB2 與NP等蛋白之 4 個質體導入細胞中，二天後即可在細胞培

養液中出現 108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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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HA 蛋白質的開裂能力對老鼠是否造成全身性感染致為重要 

利用反轉基因法，將弱毒性病毒 HA 開裂部位的連續鹼基性胺基酸序列

RETR（HK483----RETR）取代強毒的 HK483（RERRRKKR）。結果發現

強毒的 HK483（RERRRKKR）病毒只要 1.7PFU（感染價）就可造成全身

性感染而殺死 50%的老鼠，但是 HA 開裂部位發生變異的 HK483
（----RETR）病毒卻只能在呼吸道增殖，而且病毒量增加到 1000 個也無法

殺死老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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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PB2 基因的變化會影響到香港 H5N1 流感病毒的病原性 
 

利用反轉基因法，以人工方式由質體製作出 HK483 及 HK486 病毒。其中

只有一個基因來自 HK486（藍方塊），其他基因均來自 HK483 病毒（紅方

塊），或製作出相反的病毒而後再檢測其病原性。由此圖可以看出只有 PB2
基因發生改變的病毒才具強病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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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PB2 基因變異顯示出 H5N1 流感病毒具強病原性 

1997 年橫掃全香港禽鳥市場的 H5N1 流感病毒傳播到人類，其中有一部分

是病毒聚合酶 PB2 蛋白質中的第 627 個胺基酸谷胺酸（E）取代賴胺酸（K）

之後，便可在人體大量增殖而顯示出其強病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