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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H5N1 禽型流行性感冒 

香港 H5N1 禽型流行性感冒病毒之現況 

香港自 86 年 8 月發布第一名人類感染 H5N1 禽型流行性感冒病毒病例

後，截至 87 年 1 月 14 日的統計資料，計有 19 名疑似或經證實感染 A 型 H5N1

禽型流行性感冒病毒個案（確定病例 18 名，疑似病例 1 名）。5 名病患死亡、

4 名正在住院治療中、另 9 名已復原、1 名正在觀察中。有關該 19 名病例之個

人資料如表一。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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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曾接觸過禽類的學生、1 名為化驗人員、另 1 名為曾照顧該病童但無接觸禽

4 名已死亡的病例中，一名為 3 歲男童，86 年 5 月死亡、8 月經美國 CDC

證實感染 H5N1 病毒。該病患初期罹患呼吸道疾病、併發肺炎，最後可能因曾

服用阿司匹靈導致雷氏症候群而死亡；一名為 54 歲的男性，11 月 24 日住院、

12 月 5 日死亡。初期有發燒、咳嗽等感冒症狀，因旅遊延遲就醫，併發肺炎、

腎衰竭而導致死亡；一名為 13 歲女童，11 月 26 日住院，12 月 21 日死亡。該

名女童起初因更換醫師導致延遲住院，因此併發肺炎、成人呼吸緊迫等症狀，

病情嚴重，一直住在加護病房中，直到 12 月 21 日因併發症而死亡。另一名

60 歲的婦女則於 12 月 23 日死於肺炎，已證實感染 H5N1 病毒。第五名死亡

病例為一名 34 歲婦女，於 12 月 28 日住院，1 月 14 日死亡，血清抗體對 H5N1

病毒呈陽性反應。自 12 月 29 日香港特區政府銷毀港區雞隻後，尚無新病例出

現。 

H5N1 禽型流行性感冒之傳染途徑、症狀及治療 

H5N1 禽型流行性感冒病毒過去只存在鳥禽類，人類病例目前只出現在香

港，其他地區並無個案發生。香港衛生署在 86 年 12 月 27 日公佈該署與美國

疾病管制中心在發現第一名人類感染禽型流行性感冒病例後，針對港區 502

名高危險群民眾（該病童之家人、學校師生及學生家長、負責照顧之醫護人員、

與該病童同區居民、化驗室工作者、工作上與禽畜接觸者）所作的 H5N1 抗體

血清學檢查之初步結果。報告指出：502 名受檢民眾中，初步檢出 9 名 H5N1

抗體陽性反應但均無臨床症狀。在這 9 名陽性個案中，有 5 名為養雞業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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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且已發病或未發病者。 

的糞便，經空

氣傳

的流行性感冒類似，會有急性發燒、咳

嗽、

ine 藥物可以用來治療

H5N

N1 禽型流行性感冒病毒在人類身上是一種新型病毒，因此尚無疫

苗可

免接觸烏禽類動物或接近養雞場所，並養成常洗手、注重個人衛生習慣。 

類經驗的醫師。因此，根據該署與美國疾病管制中心之初步結論，人類感染

H5N1 禽型流行性感冒病毒之可能傳染途徑為： 

（一）暴露於受 H5N1 病毒感染的禽類。 

（二）直接暴露於 H5N1 病毒。 

（三）暴露於感染禽型流行性感冒

但是香港衛生署強調，目前最可能之傳染途徑為接觸過禽鳥

染或人傳染人之可能性甚低。 

這種新型流行感冒的症狀與一般

喉嚨痛、流鼻水等症狀，如果延遲就醫，可能會導致病毒性肺炎、成人呼

吸緊迫症候群及腎衰竭等併發症，嚴重而導致死亡。 

一般使用來治療 A 型流行性感冒病毒的 Amantad

1 禽型流行性感冒，但是醫師建議，應在感冒症狀初期（24-48 小時）服

用，始能有效控制病情。此外，此藥物並不建議使用為預防性藥物，以避免引

起抗藥性及神經系統、腸胃道方面的副作用。另外香港醫療界最近又發現

Rimantadine 亦可控制 H5N1 病毒。該藥物只對 A 型流行性感冒有效，並不建

議用來治療其他病毒引起的流行性感冒。目前我國衛生署只核准 Amantandine

藥物之進口與製造，因此市面上並無 Rimantadine 之販售。（有關 Amantandine

之使用方式可參閱香港衛生署於 86 年 12 月 12 日公佈於網際網路之資訊）此

外，根據醫學研究報告指出，曾出過水痘或感染濾過性病毒，例如流行性感冒

病毒的孩童，服用阿司匹靈可能導致雷氏症候群。因此，若無醫師的指示，切

勿給予十二歲以下、感染濾過性病毒的孩童服用阿司匹靈。 

防範措施 

由於 H5

以預防。但是世界上有能力製造疫苗之國家，已做好製作該型疫苗之前置

準備，一旦發現 H5N1 禽型流行性感冒病毒轉變為可經由人傳染給人之新病毒

型，將立刻製造該型流行性感冒疫苗。因此，欲前往香港旅遊的民眾，平時應

注意均衡飲食、增強自己的抵抗力，在港期問應減少出入擁擠的公共場所、避



第十四卷第一期                     疫情報導 17 

，

如果

實第一名人類感染

香港衛生署除發布新聞告知大眾外，同時加強監測

（二）

了原木的 65 家醫院外，再增加私人開業醫師的通報責任，

（三）

染源。 

 

嚨痛，應儘速就醫並抽血檢查。 

（八）

之

此外，根據香港衛生署之調查結果，目前所發現之患者在病發前的身體狀

況良好，而且患者年齡層偏低。因此，香港醫師特別提醒健康的年輕人或孩童

突然發生嚴重感冒症狀：38℃發燒伴隨咳嗽或喉嚨痛、則有可能感染 H5N1

病毒，應儘速就醫治療。另香港醫師根據近來診斷 H5N1 病患之經驗亦表示：

H5N1 患者最明顯的臨床症狀為持續發燒、或發生體溫突然急升之情形。所以，

民眾在港旅遊期間或返台後，如有一般感冒症狀，並同時出現發燒、肺炎、有

消化系統或腸胃道問題，或者是患有嚴重慢性病者且有一般感冒症狀，應儘速

就醫，以便及早診斷與治療。 

香港政府、美國疾病控制中心、世界衛生組織之因應措施 

香港政府之處理措施： 

（一）自 86 年 8 月份經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證

H5N1 病例後，

工作。 

86 年 12 月份陸續確認其他感染 H5N1 病例，香港衛生署擴大通報

系統，除

以便及早發現病例。 

針對曾與該 10 名病例接觸過的親友、朋友、學校師生做血液檢查，

以期找出病例及可能感

（四）使用 one-dayquicktest 對疑似病患做第一次檢驗後，將檢體送至美

國 CDC 做第二次檢驗、確認。

（五）高危險群包括曾接觸過病患的親友、學校師生、醫護人員；養雞業

者等，如果突然發燒、咳嗽、喉

（六）香港衛生署與農漁、環保等單位成立跨部會合作，嚴格查驗由大陸

進口的雞隻、清潔養雞場等衛生措施，以避免雞隻感染 H5N1。 

（七）訂定七點預防方法，以教育民眾如何防範及降低民眾的恐隴。 

香港特區政府自 86 年 12 月 29 日起，全面銷毀港區一百二十萬至

一百三十萬隻雞，並禁止大陸雞隻進口。另將繼續撲殺學校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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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疾

作。此外， （WHO）亦分送 H5N1 試劑（H5N1TestKits）至分

佈在

及 6

但是這些數據並不足以構成對公共衛生的威脅。 

（三）

外地

（四）

經人傳染人時使用。 

 

我國

（一） 研商防範

感冒事宜，會中決議：1.請警政、海關單位協

雞、鴨、鵝、白鴿，同時將偵測香港區內其他鳥禽類，以徹底杜絕

H5N1 病毒。 

病管制中心（CDC）則繼續協助香港送驗檢體的確認及相關調查工

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各地 110 個 flusurveillancecenters，以預防可能爆發的全球性流行。 

世界衛生組織流行性感冒部門主管 Dr.DanielLavanchy 近來針對香港

H5N1 疫情發表下列聲明： 

（一）香港雖然已發現 8 名確定病例 2 名疑似病例（8 年 12 月 20 日

之統計數據），

（二）世界衛生組織並無建議在香港或其他地區實施旅遊限制。 

由於香港的監測工作增加，預計感染人數會繼續增加。香港已採

取一些防範措施，確保雞隻健康，因此應不會對香港居民或

造成威脅，但是 Dr.Lavanchy 強調，這些只是預防性措施。 

香港衛生組織及農漁處正與美國 CDC 合作進行多項研究，最快在

1998 年 1 月底會有報告結果發表。 

（五）目前世界衛生組織尚不準備生產預防 H5N1 病毒之疫苗，但已做

好前置準備，以因應該病毒轉變為可

（六）香港衛生當局對於該事件之處理及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情形令

人滿意，世界衛生組織並將繼續監控各方面的情況。 

（七）Dr.Lavanchy 認為，香港在銷毀全港雞隻後，仍應繼續監測其他鳥

禽類，俟確定無 H5N1 病毒感染後，再考慮輸入雞隻。

衛生農政單位之因應措施 

農委會於 86 年 12 月 18 日邀請國內農政、衛生單位召開

高病原性家禽流行性

助加強查緝雞隻走私。2.農政單位加強國內雞隻監測外，並將邀請

國外學者來台指導雞隻 H5N1 病毒血清型之鑑定工作。3.請衛生署

與農委會密切配合，做好 H5N1 禽型流性感冒之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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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禽型

（三）

性感冒疫情之因應措施，會中決議將擴大執行台灣

（四）

能

（五）

填寫，以利追蹤有感冒症狀之旅客是否就醫診

結  論 

香港 H 型流行性感冒疫情發生至今，引起全世界之關注。由於國人

旅遊、洽公、探親之機率頻繁。因此，為避免國人赴港感染 H5N1 禽

型流

電

視傳

info.gov.hk/dh/new/bullet.htm 

ve.exe/avianflu.htlnl 

衛生署在 86 年 12 月 18 日於北高國際機場張貼大型衛教宣導海報

並發布新聞稿，提醒欲前往香港之旅客，應注意防範 H5N1

流行性感冒。 

衛生署於 86 年 12 月 23 日邀請國內學者專家召開研商香港爆發

H5N1 禽型流行

地區流行性感冒監視系統，以便及時掌握疫情，及早因應。 

衛生署已自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取得檢測 H5N1 禽型流行

性感冒病毒之試劑，一旦有民眾感染 H5N1 病毒，衛生署已有

力檢出該病毒。 

衛生署自今年（87)1 月 1 日起，於來港班機上發放健康申明表，

要求赴台旅客詳加

療。 

5N1 禽

前往香港

行性感冒，台灣衛生醫療防疫人員均密切注意香港疫情之發展動態，同時

加強國內流行性感冒之監視工作，以期能及早發現個案，儘速掌控疫情。 

資訊科技之進步，帶動世界各地走向電腦化之潮流。因此，藉著電腦網路

的傳遞，我們的世界已經真正走到天涯若比鄰之境界。各國的資訊除了經由

播媒體之宣傳外，亦可經由電腦網際網路取得最快、最新、最詳盡的資訊。

本文內容之參考文獻皆取自世界各國特地為香港 H5N1 禽型流行性感冒疫情

所製作之網址。所得網址詳列如下，有興趣者可自行查閱、參考。 
資料來源： 

1.http://www.who.ch/newsletters/WHONewsletters.html 

2.http://www.

3.http://www.geocitites.com/HotSprings/2188/h5nl.html 

4.http://www.outbreak.org/cgi-unreg/dyn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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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diseases/fiu/Weekly.htm 

5.httP://www.medicine.org.hk/ 

6.httP://www.eda.org.hk/h5nl.ht

7.httP://www.doh.gov.tw/ 

8.httP://www.cdc.gov/ncido

撰稿者：許瑜真、許須美［行政院衛生署防疫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