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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漢他腎症出血熱、漢他病毒肺症候群及漢他病毒國際會

議」心得報告 

摘  要 

於民國 90 年前往法國參加『第五屆漢他腎症出血熱、漢他病毒肺症候

群及漢他病毒國際會議』，有來自 25 個國家的 158 位科學家參與。會議大

綱有 （1）病毒親緣關係、複製及型態發生學；（2）生態及病毒－宿主的

交互作用；（3）流行病學；（4）臨床及診斷；（5）致病性免疫反應；（6）

疫苗與治療等六個主題。共包括專題演講 17 篇、口頭論文 36 篇、及壁報

論文 82 篇。限於篇幅，本文僅就專題演講 17 篇做簡要之介紹。 

前  言 

台灣因自民國 83 年至 89 年僅有大陸感染的境外移入漢他感染病例 4

例，分別發生於民國 84 年 1 例、85 年 1 例及 86 年 2 例，所以咸認為漢他

病例在台灣並不構成威脅，且其主要的流行型別為引起輕微症狀的漢城型 

SOE。因民國 90 年 1 月花蓮吳姓夫婦猝死案，漢他病毒再度引起大家的注

意及恐慌。90 年 1 月 1 日台灣與大陸之間開始實施小三通，而大陸是漢他

病毒主要感染地區，病例佔全世界 90%以上。所以了解全世界漢他病毒的

新知（例如分布、流行狀況、病毒型別、致病機制等）及技術來因應台灣

本土性病例及小三通的實施，以作為漢他病毒感染防治政策研擬的參考。

另外，因此會議有全世界研究漢他病毒的科學家參與，可藉此機會建立一

個與外界聯絡溝通的管道，而成為漢他病毒全球聯絡網的一分子。 

會議內容 

1976年漢他病毒（型別為Hantaan Virus（HTN））由Dr. Ho Wang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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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由黑帶鼠 Apodemus agrarus 的肺中分離後，漢他病毒的研究進入一

個新的紀元。1993年美國在西南四角區（four cornners）發現漢他病毒可引

起漢他病毒肺症候群（HPS）流行，並分離出Sin Nombre 漢他病毒。而後

HPS病例及其新致病病毒型別不斷的在世界各地傳出。全世界研究漢他病

毒的科學家們，於1989年首度在韓國漢城舉辦第一屆國際會議，彙整瞭解

全世界漢他病毒的發生狀況及研究成果，而後每3年舉辦一次，第二屆（1992

年）在中國大陸北京舉行，第三屆（1995年）在芬蘭賀爾新基（Helsinki，

Finland），第四屆（1998年）在美國亞特蘭大，第五屆（2001年）原預定

在蘇俄莫斯科舉行，後因該國經費問題，改在法國 Les Pensières，由 the 

Mérieux Foudation舉辦，未來暫定2004年在漢城（Soel），2007年在阿根廷。 

此次會議共有6個主題，82張海報，參加人員約158人，分別來自瑞士、

希臘、斯洛法尼亞、蘇俄、日本、中國大陸、德國、法國、巴西、瑞典、

美國、南斯拉夫、阿根廷、比利時、墨西哥、泰國、芬蘭、印尼、保加利

亞、台灣、韓國、義大利、智利、高棉、加拿大等25個國家。 

會議由法國病毒及免疫研究中心Marc Girard介紹人畜疫苗製造生產的

先驅Charles Mérieux醫生（即 the Mérieux foundation 的前任總裁）的一生

來揭開序幕，而後由韓國的Ho Wang Lee致歡迎詞，接著由Ho Wang Lee頒

『the Joel Dalrymple award』 給目前在美國科羅拉多州立大學任教的

Charles Calisher。最後由Dr. Calisher發表得獎感言。 

會議大綱有六個主題：（1）病毒親緣關係（Virus phylogeny）、複製（

Replication）及形態發生學（Morphogenesis）；（2）生態及病毒－宿主的交

互作用；（3）流行病學；（4）臨床及診斷；（5）致病性免疫反應；（6）疫

苗與治療。今分別敘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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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毒親緣關係、複製及形態發生學 

第一主題講題多半為各地區利用RT-PCR及共同序列分析方法來了解

當地病毒的型別及親緣關係，研究漢他病毒的複製及形態發生學，亦有研

究ELISA檢驗所使用的抗原。此部份共有專題演講4篇，口頭論文8篇，壁

報論文9篇，僅介紹專題演講4篇的簡要內容如下： 

1. Jiro Arikawa主講「以truncated hantavirus nucleocapsid proteins來區分 

Hantaan、Seoul（SOE）及Dobrava（DOB）漢他病毒感染型別」，建議利

用缺乏N terminal 49 aa的truncated hantavirus nucleocapsid proteins當做

ELISA方法中血清分型的抗原，是一個有效且快速的系統，可彌補耗時耗

力的中和試驗。同時亦適用於有多型漢他病毒流行地區。 

2. Paula Padula主講「南美玻利維亞及巴拉圭2000年的漢他病毒肺症候

群」。在過去六年中，南美有許多國家陸續報告漢他病毒肺症候群病例，其

中 Andes（AND）病毒感染佔大多數的病例（>400例），感染國家包括阿

根廷、智利及烏拉圭，而Oligoryzomys是主要老鼠宿主，而在巴拉圭大多

數的病例是Laguna Negra（LN）病毒感染。 

自1995年後，巴拉圭有65個報告病例。於2000年9月-12月巴拉圭發生 

HPS 流行，經過IgM及IgG抗體（Andes-ELISA test）診斷發現15個確定病

例，死亡率為7%。大多數的病例其住家或工作地位於Filadelfia鄉村200公

里內。在3個報告病例處及當地社區捕鼠，共捕獲55隻Calomys laucha，其

中2隻血清陽性。陽性的老鼠及病人檢體進行RT-PCR放大，序列分析及比

較，發現均為LN 或AND病毒感染。 

2000年玻利維亞有6例HPS經血清學證實的男性病例（死亡率高達

83%），其中5個病例發生於4月-7月。所有病例的住家及工作地點均位於

Bermejo市鄉下半徑70公里內。6個病例中，有2例檢體可進行RT-PCR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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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序列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第一個病例感染AND病毒，在G1片段，其相似

性高達96.7%（核蛋白）及98.8%（氨基酸）。第二個病例在阿根廷北部感

染，G1片段核甘酸序列分析結果顯示與Bermejo（BMJ）病毒有100%相似，

與AND病毒則有差異。這是第一個經BMJ病毒感染人的報告，而這型病毒

曾分離自一隻O. chacoensis老鼠。AND病毒則曾分離自1隻O. flavescens、2

隻O. chacoensis及2隻O. longicaudatus，目前這兩型病毒在玻利維亞的主要

老鼠宿主種類未明。 

3. Christina F. Spiropoulou主講「Sin Nombre 病毒形態發生研究」，此

研究的重點在找出SNV病毒顆粒組合所需要件及其組合地點及釋放地

點。他們的工作模式顯示nucleocapsid（N）及外套肝醣蛋白質the envelope 

glycoproteins（G1及G2）在病毒顆粒組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目前病毒

成熟的地點仍不確定。他們首先研究三種構造蛋白質（N，G1，G2）的表

現、生化變異biochemical modification及通行trafficking。第二部分在研究N

蛋白與G1，G2的交互作用。 

4. Colleen Jonsson 主講「 HTN 病毒的  the RNA dependnt RNA 

polymerase 的酵素核心的純化及特性描述」。此酵素是催化病毒RNAs的轉

錄過程及複製過程，由L段基因負責解碼，分子量246 kDa。經過與其他病

毒polymerase 比較發現aa 847-1234可能是酵素核心，並以此建立一個vitro

系統來研究漢他病毒的複製。 

 （二） 生態及病毒－宿主的交互作用 

第二主題為生態及病毒－宿主的交互作用，大半是各地區老鼠的漢他

病毒流行概況，少數著眼於老鼠間傳播的機制及防鼠策略，包括專題演講2

篇，口頭論文7篇，壁報論文24篇，僅介紹專題演講2篇的簡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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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N. Mills為大會特邀講座，其講題為「小哺乳動物社區生物多

樣性:影響漢他病毒在老鼠間傳播的因素」。作者利用美國西南部10個地區7

年的數據來測試「減少小型哺乳動物社區的生物多樣性會增加老鼠宿主間

的漢他病毒傳播」假說。分析結果顯示針對SNB的宿主Peromyscus 

maniculatus及Limestone Canyon的宿主P. boylii，老鼠宿主間抗體陽性率與

社區種類多樣性成負相關。然而這個關係僅呈現於多年平均值及空間上。

所以這些結果建議多樣性及病毒傳播的關係是與地區相關的隨機自然函

數，可預測平均值但無法預測何時發生。同時，亦發現美國西南部社區小

型哺乳動物種類多樣性與HPS的病例數有負相關。然而此兩種關係在全球

會更複雜。 

2. Heikki Henttonen講題為「歐洲老鼠的地理分布以及 HFRS」。在歐

洲引起HFRS的老鼠宿主包括居住於森林的Apodemus.flavicolis（攜帶DOB）

及Clethrionomys glarelus（攜帶 Topografov）及農業區的黑帶鼠（攜帶

SOE）。老鼠宿主的密度與HFRS病例有相關，例如比利時在夏季流行

HFRS，而老鼠宿主的密度亦於6-8月達到最高點。 

 （三） 流行病學 

第三主題為流行病學，主要內容為報告各國的流行病學或分子流行病

學，亦有疫情調查報告，包括專題演講2篇，口頭論文4篇及壁報論文9篇，

僅介紹專題演講2篇的簡要內容如下： 

1.Alexander Dekonenko 為大會特邀講座，其講題為「蘇俄漢他病毒的

分子流行病學」。他們得到2項結論 僅分析G2基因可能導致錯誤的親緣關

係推論 PUU病毒及其老鼠宿主可能來自共同演化祖先，可能係在冰河期

由 refugia南部往北遷移的野鼠群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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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rian Hjelle為大會特邀講座，主講「Sin Nombre病毒在鹿鼠的保存

感染模式： 局部組織分布及病毒活化」。依感染老鼠組織病毒RNA及N抗

原長期檢測發現由急性期到保存期發生在接種後35天。急性期的特徵為大

部分組織均可發現RNA及N抗原，而保存期則主要發現於心臟、肺及褐色

脂肪組織（Brown adipose tissue （BAT））。在心臟及BAT組織，S段RNA

量的變化改變如後： 接種後7-35天高濃度 接種後60天及90天低濃度

接種後120天及180天高濃度 接種後217天低濃度。抗原的變化改變亦同，

僅延後30天。在BAT內的抗原遇冷則突然增加，係因引起老鼠BAT心臟休

克蛋白反應所致。 

在鹿鼠動物模式中， SN病毒仍能建立保存感染，而心臟、肺及BAT

是病毒保存的場所。病毒RNA及抗原可隨時間而有不同表示病毒在保存期

仍有反應，而此機制未明。BAT遇冷的反應則提出細胞抗壓反應可能為原

因之一。 

 （四） 臨床及診斷 

第四主題臨床及診斷，主要內容包括臨床診斷面、病例描述、感染後

遺症等，共有專題演講4篇，口頭論文7篇及壁報論文27篇，僅介紹專題演

講4篇的簡要內容如下： 

1.Jan Clement主講「Nephropathia epidemica（NE）的臨床面」。PUU是

NE的致病因子，為歐洲最主要的漢他病毒型別。NE是一種較輕微的疾病，

大部分的病例均沒有急性腎臟異常現象。 

2.Jukka Mustonen主講「NE的臨床觀點」。每年芬蘭發生上千例由PUU

感染的漢他病例。臨床症狀包括發燒、頭痛、嘔吐、背痛及腹痛，偶有流

血、低血壓症狀、肺水腫。典型的實驗數據包括proteinuria、血尿症及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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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的急性腎臟異常。僅少數病人需要暫時利尿處理（transient dialysis 

treatment）。雖然NE可預防性投藥但仍有死亡病例報告。NE臨床的嚴重度，

依病人體質而異。最近報告指出得到 NE 5年後，有些病人會出現輕微的

腎臟潰瘍及血壓增高的情形。 

3.Olli Vapalahti 主講「歐洲的漢他病毒：診斷」。依據可靠的檢驗分型

方法（利用適當的漢他病血清型進行focus-reduction中和試驗或RT-PCR/序

列），在歐洲引起人生病的漢他病毒型別包括PUU、DOB及SAAV。另外，

Tula病毒會感染人，但沒有病例報告。他們利用PUUV、DOB及HTN的

nucleocapsid （N） 蛋白研發出敏感且具專一性的IgM及IgG檢驗方法。 

4.Delia A. Enria主講「南美洲漢他病毒感染的臨床及流行病學特徵」。

血清學方法是進行致病診斷的第一步，特別是ELISA，主要是利用SNV、

Laguna Negra 及AND間交互反應。另外，RT-PCR及immunohistochemistry 

亦是可行的方法。南美洲漢他病毒的臨床及流行病學與典型的SNB不同。

最令人驚訝的發現首推1996年發生於阿根廷El Boson地區人傳人的AND感

染病例。兩者的臨床症狀亦有不同，死亡率因地區國家時間而有20-50%的

範圍，人抗體陽性率亦從1%到40%，南美洲小孩的罹病率亦較高 （阿根

廷及智利高達15%），腎臟及出血比例亦較高。將漢他病毒診斷放在病毒出

血熱症候群通報，不僅可診斷溫和型，亦可發現不典型症狀的病例，例如

僅腎臟疾病而無呼吸問題或中樞神經系統方面的疾病。 

 （五） 致病性免疫反應 

第五主題為致病性免疫反應，主要內容為致病機制的研究，包括專題

演講篇2篇，口頭論文5篇，壁報論文2篇，僅介紹專題演講2篇的簡要內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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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lemka Markotic主講「Cytokines，Chemokines及他們的接收器在

HFRS及HPS的免疫致病性可能扮演的角色」。感染HFRS及HPS病毒後，產

生不同的cytokine及chemokine pattern。HTNV在MRC-5細胞株（fetal lung 

fibroblasts cell line）產生GM-CSF，而在293HEK細胞株（human epithelial 

kidney line）產生RANTES（一種chemokines）。HPS病毒在THP-1細胞（a 

human monocyte line）產生TNF-α（一種cytokines），在293HEK細胞產生

MCP-1（一種chemokines）。同時HPS病毒可誘導293HEK分泌IL-10，而這

可能可以解釋為什麼病人沒有腎臟發炎的情形。cytokines、chemokines及

其接收器等複雜的組合可能在 HPS及HFRS扮演者特定角色，但仍須vitro

及臨床的研究來證實。 

2.Erich R. Mackow主講「致病性漢他病毒選擇性抑制β3 integren指導真

皮細胞遷移」。此研究顯示引起HPS/HFRS的漢他病毒抑制由β3 integren指

導真皮細胞遷移。因β3 integren作用及真皮細胞的遷移是維持血管完整的

中心，所以提供利用β3 integren在致病機制上所扮演的角色。 

 （六） 疫苗與治療 

第六主題為疫苗與治療，主要內容敘述中國大陸及韓國疫苗的政策、

研發及效果，共有專題演講3篇，口頭論文5篇，壁報論文11篇，僅介紹專

題演講3篇的簡要內容如下： 

1. Dexin Li 主講「中國大陸漢他病毒疫苗」。1980年初期，中國大陸

有許多個工作群在進行以細胞培養的不活化漢他疫苗的研發。包括已生產

有執照以黃金倉鼠肝臟細胞賠製的SEOV疫苗、以蒙古gerbil肝臟細胞賠製

的HTN疫苗及以黃金倉鼠肝臟細胞與以蒙古gerbil肝臟細胞賠製的雙價疫

苗。經過超過100,000人使用評估，他們的平均預防率大於90%。在大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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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超過三千萬人使用，沒有嚴重的副作用（現場問答表示副作用有腫脹

現象），有些地區 HFRS的病例有下降的趨勢。 

最近已有自Vero cell, GHKC 及 MGKC純化疫苗的研發，目前已核准

進行臨床試驗。 

2. Yong-Kyu Chu主講「施打2劑 Hantavax 疫苗的免疫反應」。Hantavax 

是韓國第一個新生物製劑，1991年用來預防HFRS。以前的研究顯示在施

打間隔1個月2劑的疫苗後，seroconversion rate為83-94%（IFA）及67-76%

（PRNT）。此研究結果顯示免疫反應在施打疫苗3個月開始下降，6個月後

下降至谷底，此研究的結論是除間隔1個月2劑外，6個月後需要再施打一

劑，以提高抗體陽性率。 

3. Jay W. Hooper 主講「以M基因為基礎的DNA疫苗：倉鼠感染模式下

的保護及在Rhesus猴體內高中和抗體反應」。作者曾經證明利用M段SEOV 

DNA疫苗，可引起中和抗體及保護倉鼠免於SEOV感染。此處他們研發一

個新的M段 DNA 疫苗 plasmid，將此plasmid注入倉鼠，可引起中和抗體

產生及保護倉鼠免於SEOV，HTNV及 DOBV的感染。將SEOV M 或HTNV 

M DNA疫苗 打入恆河猴（Rhesus monkeys）可引起連續至少8個月高中和

抗體反應。因中和抗體反應代表人免疫的保護力，所以我們的數據顯示這

些疫苗可用來預防HFRS感染，同時報告研發預防HPS的疫苗進度。 

心  得 

1.漢他病毒肺症候群的流行多為散發型、血清型別很多，症狀變化多

端，且漢他病毒與其當地老鼠宿主的專一性很高。漢他病毒肺症候群的高

危險群，在許多國家為職業病，工作於或居住於鄉下或森林地區的人。 

2. 漢他病毒在新世界的分布比原來預計的範圍更廣，血清型別更多，

目前全世界有更多的地方開始瞭解並正視此疾病，積極建立該疾病偵測系



306 疫情報導                                     民國 91 年 6 月 25 日 

統，例如墨西哥、泰國、印尼等國家。在舊世界漢他病毒的分類也許是可

行的，但在新世界的漢他病毒臨床症狀的變化多端，特別是南美洲，需要

更多的研究加入。 

3. 此次會議宣佈成立漢他病毒的學會，並選出主席為首次分離漢他病

毒的 Dr. Ho Way Lee，而秘書為 Dr. Chales Calisher。 

4. 許多研究是跨國的研究，例如日本與蘇俄遠東區、韓國與遠東區、

印尼及泰國與法國、美國與南美洲等。 

5.目前使用疫苗防治漢他病毒的有中國大陸及韓國，核可的疫苗有韓

國的 Hantavax 及大陸的五種疫苗。其接種的時程為第一個月兩劑，六個月

後追加一劑，保護率可達 90%以上，但仍有腫脹等副作用。 

6.首度報導 HPS 的後遺症，包括美國及巴拿馬證明感染 HPS 痊癒後的

病人會有後漢他病毒症候群現象 （Dr. Wang 要將此結果報告 WHO）。 

7.目前漢他病毒僅 AND 病毒型在阿根廷 1996 的流行中有人傳人的病

例，而巴西、智利或阿根廷等國家利用聚集病例希望找出危險因子，而這

些危險因子主要仍為接觸老鼠或排泄物，但亦無法完全排除人傳人或長潛

伏期的可能性。 

8. 因漢他肺症候群缺乏疫苗及無有效抗病毒治療藥劑，而老鼠是攜帶病毒

的宿主，所以在疾病的預防及防治中包括 

(1) 如何減少人類接觸到老鼠的排泄物，預防感染是預防最佳策略。 

(2) 及早偵測病例，以達到早期治療，降低死亡率。 

(3) 在老鼠的防治上，分為三大策略： 

實驗室感染：殺死所有感染動物，重新建立老鼠新族群。 

郊區：長期進行老鼠防治是不實際且昂貴的代價。 

都市：鼓勵進行老鼠防治。 

在漢他腎症出血熱預防及防治中，大陸防治及預防策略主要為進行

宿主防治，高流行區及其他流行區的高危險群施打疫苗。 



第18卷第6期                                           疫情報導307 

建  議 

1.漢他病毒的流行除大陸或少數情形外多為散發型、血清型別很多，症狀

變化多端，且漢他病毒與其當地老鼠宿主的專一性很高，不管是漢他病毒

腎症出血熱或漢他病毒肺症候群均有後遺症產生，所以應增加研究經費及

團隊，甚至跨國界的合作計劃。 

2.漢他病毒可以利用 RT-PCR 來放大，並以 S 段或 M 段病毒基因來分型，

所以應先以此方法建立台灣地區漢他病毒血清型及老鼠宿主的分布，進而

才能掌握台灣漢他病毒感染疫情及發現新的漢他病毒血清型。 

3.台灣目前的研究顯示漢他病毒的血清型為 SOE 及 HTN 型，而 SOE 老鼠

宿主分別為挪威鼠及屋頂鼠，而 HTN 為黑帶鼠，屬於漢他病毒腎症出血

熱，而此兩種血清型雖有疫苗，但都僅使用於流行區，對於散發型病例仍

建議及早偵測病例及早治療，以減少重症死亡率及後遺症治療。另外，對

於老鼠密度高的地區，仍應定期進行滅鼠工作，以減少接觸機會，預防疾

病發生。 

4.應定期派人參加每三年所舉辦的漢他病毒會議，以收集各地漢他病毒資

訊以及建立聯絡網。 

撰稿者：鄧華真 

疾病管制局檢驗研究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