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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湖口鄉某托兒所腸病毒聚集疫情調查及分析 

戴民主 1、林千惠 2、林慧真 3、施秀 1、簡大任 1、楊世仰 1 

1.疾病管制局第二分局 

2.疾病管制局第七分局 

3.疾病管制局第四分局 

摘要 

2008 年 1 月 23 日及 1 月 25 日，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二分局分別接獲通

報各 1 例疑似腸病毒併發重症個案，在進行疫情調查過程中，發現此 2 例通

報個案居住同鄉鎮，疑似有共同的接觸感染源-托兒所，進而展開人、時、地

相關調查。 

本次調查在瞭解疫情發生場所（托兒所）腸病毒聚集情形，並避免托兒

所學童及其家中幼童發生次波腸病毒併發重症。 

本次調查有症狀者（含北區首例通報重症個案）總計 29 人，檢體採有

病毒性咽喉拭子 19 件及糞便檢體 11 件。檢驗結果：19 件病毒性咽喉拭子檢

體均為陰性、11 件糞便檢體中，總計確認 7 例感染腸病毒 71 型。檢驗結果

顯示，該托兒所於調查期間確實有腸病毒 71 型聚集流行之疫情。 

2 通報個案排除直接相關，是各自在家庭內感染；本調查指出此次疫情

之感染源在地下一樓，傳播方式推測為在學校共同用餐環境之孩童接觸感染

後，將病毒傳回家中其他同校不同班的家人，再傳回學校之模式，造成此次

聚集事件。 
在防治措施方面，採取有症狀者居家隔離之停課措施，並於年假期間由

衛生局進行電話健康關懷追蹤，年假復課後持續健康監測 2 週，同時防疫措

施提升至「社區」層次，確實達到阻斷及控制疫情，有效防範次波重症疫情

的發生。 
西元 2008 年 6 月 6 日受理；西元 2008 年 7 月 3 日接受刊載 
通訊作者：戴民主；聯絡地址：桃園縣大園鄉航勤北路 22 號  
e-mail：mingchu@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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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腸病毒聚集、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疱疹性咽峽炎、停課措施 

前言 

腸病毒屬於小 RNA 病毒科（Picornaviridae），為一群病毒的總稱，在所

有腸病毒中，除了小兒麻痺病毒之外，以腸病毒 71 型（Enterovirus Type 71）

最容易引起神經系統的併發症。此病毒是在 1969 年美國加州的一次流行中

首次被分離出來，當時引起很多無菌性腦膜炎與腦炎的病例〔1〕。腸病毒臨

床上可以引起多種疾病，多數感染者（約 50%至 80%）沒有症狀。有些只有

發燒或類似一般感冒的症狀。少數則會出現一些特殊的症狀，包括手足口病

（hand-foot-mouth disease）、疱疹性咽峽炎（herpangina）、無菌性腦膜炎、病

毒性腦炎、肢體麻痺症候群、急性出血性結膜炎、心肌炎等〔1,2〕。 

台灣地區曾於 1998 年發生過一次大流行，2000 年及 2001 年亦發生流

行。其中以 1998 年最嚴重，當年造成 78 名個案死亡，九成為 4 歲以下幼童

〔1-5〕，使許多家長恐慌。10 年來，學界、醫界及衛生單位對腸病毒的傳染

途徑、治療方式、以及預防方法已多面向研究及瞭解。先前研究指出，年齡

是腸病毒 71 型感染的危險因子之一，年齡愈小感染率愈高〔3,6〕，其中又以

未滿 1 歲嬰幼兒之重症發生率最高，重症致死率約在 10.0%至 25.7%之間。

由於年齡愈小的幼童自我照顧能力愈低，同時免疫系統尚未成熟及缺乏抗體

保護，因此容易感染腸病毒，這可能也是造成幼童高發生率及高重症死亡率

的原因〔7〕。由於幼童為併發重症及死亡之高危險群，故至今腸病毒仍然是

幼童傳染病防治的重點。 

腸病毒的傳染途徑主要是經由腸胃道（糞-口、水或食物污染）或呼吸道

（飛沫、咳嗽或打噴嚏）傳染，亦可經由接觸病人的口鼻分泌物、皮膚水泡

的液體而受到感染〔3,6,8〕。幼童感染腸病毒常見方式為：幼童在學校經由

接觸患病者的口鼻分泌物、皮膚上水泡或接觸無症狀帶病毒者而感染；或其

同住的兄弟姊妹、成人從外面帶回，經由接觸或飛沬方式感染家中幼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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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照顧者手部不潔如受病人的口鼻分泌物或糞便污染，再經由接觸幼童造

成感染；亦可能經由吃進被含有病毒之糞便所污染的食物而受傳染。玩具也

常是幼童間傳染的媒介，在玩咬之間將讓病毒有機會經由口鼻進入人體而感

染〔3,5〕。 

腸病毒在家庭之中有很高的傳染率。先前的研究顯示，在家庭內接觸者

的傳染率為 52%。其中小孩間(如直系或旁系兄弟姊妹)的傳染率為 84%最

高、次為父母 41%、祖父母 28%〔3〕。此外曾與有症狀者如手足口症、疱疹

性咽峽炎患者接觸也是感染腸病毒的顯著危險因子之一〔5〕。顯示家庭內應

特別注意將腸病毒患者與其他小孩隔離照顧，避免孩童接觸造成次波感染。

學校、幼稚園等也較容易發生傳染。研究也指出，學齡前孩童主要感染腸病

毒的模式是經由家庭內及幼稚園傳染〔5〕，因此家庭、幼稚園是衛教宣導及

防治的重點。 

依據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疫情監視資料顯示，腸病毒 71 型已有兩年未發

生流行。疾病管制局 2007 年在桃園的調查顯示 3 歲以下幼童體內應不具抗

體保護。且腸病毒 71 型活動情形從 2007 年 10 月開始有上升趨勢，並在南

部縣市造成重症疫情，推測今年可能會有較大規模的流行，因此北區自今年

初即嚴陣以待。 

本次聚集事件發生與通報情形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二分局在 2008 年 1 月 23 日及 1 月 25 日分別接獲

通報各 1 例疑似腸病毒併發重症個案。經調查發現，此 2 例通報個案均居住

在新竹縣湖口鄉，雖未就讀同一托兒所，但住家僅鄰 1,048 公尺，故懷疑有

地緣相關。經初步疫調人時地相關發現，因個案二未就學、未托育，故先排

除二案直接接觸傳染之關係；但在進行接觸者健康狀況追蹤時發現，2 個案

家中均有其他家人先有疱疹性咽峽炎，而後才發病，因此初步判定二案應是

各自在家庭內感染。然而，疫調又發現，個案一、個案一妹及個案二堂哥，

皆就讀於同一托兒所。由於 2 例通報個案分別於 1 月 28 及 31 日審查確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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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 71 型併發重症個案，故全案急需立即介入調查及防治，以避免爆發

下一波重症疫情。 

二例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通報病例之資料摘述如下： 

個案一：5 歲、男、就讀某托兒所中班，1 月 17 日發病、1 月 23 日通報、 

1 月 31 日審查研判為 EV71 陽性個案。 

個案二：8 個月、男，未就學、未托育，1 月 20 日發病、1 月 25 日通報、 

1 月 28 日審查研判為 EV71 陽性個案。 

調查目的 

為瞭解 2 個案有無流行病學上的人、時、地相關，並評估該地區疫情爆

發之可能性及規模，疾病管制局於 02 月 01 日前往調查。此次調查目的為： 

一、瞭解疫情發生場所（托兒所）腸病毒聚集情形。 

二、調查疫情發生規模、可能傳染途徑及感染源。 

三、避免托兒所學童及其家人發生第二波腸病毒併發重症。 

材料與方法 

學校背景 

此次發生疫情之某托兒所位於新竹縣湖口鄉，該校為一棟 5 層透天樓

房，主體建築物空間寬敞、各班內皆有獨立厠所；全校共 9 班，學生共有 168

人，分別為大班 3 班 65 人，中班 3 班 59 人，小班 2 班 30 人，幼幼班 1 班

14 人。班級分佈為中班在一樓、大班在二樓、小班及幼幼班在地下一樓。 

平日各班上課方式及作息為分年級、分樓層、各班獨立上課；中午用餐

及午休均各自在班級內，不同年級無共同活動課程、上下學乘坐不同娃娃車。 

調查對象 

個案一就讀之某托兒所的全體學童。 



第 24 卷第 9 期 疫情報導 687 

 

調查期間 

我們以首例通報個案的發病日（1 月 18 日）往前推 10 天（兩個潛伏期）

來尋找該托兒所內可能的首例發病個案，再往後延伸至調查日（2 月 1 日），

也就是以 1 月 8 日至 2 月 1 日做為整個調查期間。 

有症狀者定義 

於調查期間曾經因感冒請病假、或在勤之孩童有感冒、或疑似腸病毒症

狀者，於調查當日經由防疫醫師逐一診察評估，如診斷為疑似腸病毒症狀感

染者，定義為本次疫情調查之有症狀者。 

調查工具與方法 

為確認疫情發生場所（托兒所）腸病毒聚集情形，調查當日由防疫醫師

進行診察、採檢〔9〕。請學校老師協助將調查期間有症狀之孩童逐班、逐一

讓防疫醫師進行診察及採檢；診察項目包括症狀診察如發燒、皮疹、口腔潰

瘍、咳嗽、喉嚨痛、流鼻涕、倦怠、食慾差等、以及發病或請假日期、是否

就醫、就醫診斷、及家中成員是否感染等。採檢項目包括病毒性咽喉拭子及

/或糞便檢體；調查當日仍有症狀者採集咽喉拭子，已痊癒或發病 1 週以上者

採糞便檢體。請病假者由衛生所追蹤及採檢糞便檢體。 

實驗室檢驗 

自 2 月 1 日起，針對個案一就讀之某托兒所於調查期間內所有有症狀者

進行病毒性咽喉拭子及/或糞便採檢。 

所有採集到的檢體送往本局昆陽實驗室進行 RT-PCR、病毒分離檢驗，

任一檢體經實驗室診斷確定者，為陽性個案〔10,11〕，並鑑定病毒種類及型

別。 

結果 

個案與托兒所人、時、地相關 

調查發現，該托兒所內最早發病個案之發病日為 1 月 12 日，為個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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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妹妹，發病前曾短暫試讀該托兒所之幼幼班，發病後即請假暫不就學。第

2 例發病個案在小班，發病日為 1 月 14 日，為個案二的堂哥。個案一則是第

3 例發病者，在 1 月 17 日發病，就讀於中班。個案二則於 1 月 21 日發病，

但未就學。 

疫情調查與規模 

本次疫情調查總計 168 人，符合腸病毒症狀感染者 29 人，其中 28 人為

輕症個案、1 人通報為腸病毒重症個案。19 人經防疫醫師評估、採檢，其餘

10 人(調查當日請病假者)則請當地衛生所進行追蹤及採檢。19 人主要症狀以

感冒症狀為主，依序為流鼻涕 73.7%(14/19)，咳嗽 68.4%(13/19)，發燒及喉

嚨紅均為 31.6%(6/19)、手部皮疹 10.53%(2/19)。 

所有符合有症狀定義之 29 人當中，6 人為大班、10 人為中班、8 人為小

班、5 人為幼幼班；侵襲率分別為 9.23%、16.95%、26.67%、35.71%，整體

侵襲率為 17.26%，如表一。 

樓層分佈方面，在地下一樓有症狀者 13 人佔總病例數 44.83%最多，其

次為一樓 10 人(34.48%)，二樓 6 人(20.69%)。樓層侵襲率以地下一樓 29.54%

最高，其次為一樓、二樓。 

男女病例性別比率為男 13(44.83%)人、女 16(55.17%)人。 
表一、新竹縣某托兒所疑似腸病毒感染各班分佈、採檢及侵襲率 

大班 中班 小班 幼幼班
班別 

A B C A B C A B  
總計 

樓層 2F 1F B1 B1  
人數 22 21 22 20 21 18 15 15 14 168 

1 2 3 5 4 1 5 3 5 有症狀 
(小計) 6 10 8 5 29 

咽喉拭子 1 1 2 3 4 0 4 1 3 19 採

檢

數 糞便 0 0 1 2 1 1 3 2 1 11 

侵襲率 9.23% 16.95% 26.67% 35.71%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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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採集及檢驗結果 

本次調查總計採檢 19 件病毒性咽喉拭子、11 件糞便檢體送驗。其檢驗

結果：19 件病毒性咽喉拭子檢體，以 RT-PCR 檢驗結果均為陰性。11 件糞便

檢體中，以病原分離結果，共 5 件培養出腸病毒 71 型病毒、5 件利用分子生

物分析鑑定為腸病毒 71 型，總計確認 7 例感染腸病毒 71 型，如表二。 

檢驗結果顯示，該托兒所於調查期間確實有腸病毒 71 型聚集流行之疫

情。 

表二、新竹縣某托兒所腸病毒聚集個案列表 
編號 班別 性別 發病日 檢體種類 採檢日 檢驗結果 

咽喉拭子 × × 
1 

幼幼班 
編號 3 妹 

女 97/01/12
糞便 97/02/05 陰性 

咽喉拭子 × × 
2 

小班(B) 
個案二堂哥 男 97/01/14

糞便 97/02/05 腸病毒 71 型 
咽喉拭子 97/01/23 陰性 

3 
中班(B) 

通報個案一 男 97/01/17
糞便 97/01/24 腸病毒 71 型 

咽喉拭子 × × 
4 

小班(A) 
與編號 7 
為兄妹 

女 97/01/21
糞便 97/02/07 腸病毒 71 型 

咽喉拭子 97/02/04 陰性 
5 小班(A) 男 97/01/23

糞便 97/02/04 腸病毒 71 型 
咽喉拭子 97/02/04 陰性 

6 小班(A) 女 97/01/25
糞便/分生 97/02/02 腸病毒 71 型 
咽喉拭子 × × 

7 大班(C) 男 97/01/28
糞便 97/02/05 腸病毒 71 型 

咽喉拭子 × × 
8 小班(B) 女 97/01/29

糞便/分生 97/02/02 腸病毒 71 型 
註：個案二未就學，故不在此表內。×表示未檢。 

防疫措施 

本案經現場勘查，並於園內召開疫情防治協調會議，確立以下防治措施： 

一、衛生局（所）持續監測托兒所疫情，以掌握疫情發生及新增個案。年假

期間（02 月 04 日～02 月 11 日）亦每日回報監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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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生局（所）對有症狀孩童進行每日電話健康關懷、衛教，為期 14 天，

至 2 月 18 日止。同時監測家中其他孩童健康，以掌握個案病情並避免

家庭群聚及重症個案發生。結果：放年假前(01 月 28 日～02 月 04 日)，

曾有感冒或疑似腸病毒症狀者定義為有症狀孩童；總計追蹤 32 人，除 1

人經醫院診斷為手足口症外，其餘經診所醫師診斷均為一般感冒。這些

孩童實施病假居家隔離並予以採檢，截至 02 月 25 日止，無新增腸病毒

重症個案，檢驗結果亦均為陰性。 

三、園方暫停大型團體活動如結業式等，並於年假復課後持續健康監測 14

天，以防返鄉過節染病造成次一波疫情之虞。追蹤至 02 月 25 日止，共

計 6 名感冒病假，無新增腸病毒重症個案，顯示疫情無擴大之虞，6 名

個案亦已痊癒而解除隔離。 

四、防疫措施提升至「社區」層次，以監視疫情發展。衛生局主動調查湖口

鄉 34 家幼稚園及托兒所孩童因腸病毒症狀請假情形：共追蹤 34 家幼稚

園及托兒所，計 2,212 名孩童，經查有某托兒所 1 名孩童曾於 2 月 18 日

經醫師診斷為腸病毒，其餘均無疑似症狀。截至 5 月下旬，湖口鄉無新

增腸病毒重症個案，顯示本次採行防治措施有效。 

討論 

傳染途徑推測及感染源探討 

2 例先後通報重症個案均居住在新竹縣湖口鄉，住家僅鄰 1,048 公尺，

故懷疑有地緣相關。經初步疫調人、時、地相關發現，因個案二未就學、未

托育，故先排除二案直接接觸傳染之相關性。但在進行接觸者健康狀況追蹤

時發現，2 個案家中均有其他家人先有疱疹性咽峽炎，而後才發病，因此初

步判定二案應是各自在家庭內感染。然而，疫調又發現，個案一、個案一妹

及個案二堂哥皆就讀於同一托兒所。因此，我們懷疑該托兒所是二案的共同

感染源。同時，托兒所內部目前可能有腸病毒 71 型流行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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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疾管局於調查當日現場勘查，並經園方解說平日各班上課方式及

作息後，得知該托兒所主體建物空間寬敞，分班級、分樓層上課，各班教室

內皆設有獨立廁所，且中午時間各班獨立在班級內用餐、午休，因此初步排

除為個案一與個案二堂哥間互相傳染。再推測可能還有其他間接接觸的共同

感染源。實際現場勘查後發現，位於地下一樓之幼幼班及小班雖然教室未相

鄰，亦無共同活動課程，但中午午餐時間卻在同一餐廳用餐。勘查當日亦可

發現用餐時間幼幼班及小班學童並未區隔用餐、且緊密聚集於餐廳，再加上

該餐廳環境狹小又位於地下室通風設計不足，且地下一樓有症狀者最多，此

情形提高了地下一樓餐廳為感染源可能之假設。調查資料與現場勘查結果比

對發現：二通報個案的接觸者（個案一妹及個案二堂哥）為園內最先發病者，

且分別就讀於幼幼班及小班，因此推測地下一樓餐廳應為共同感染場所。二

通報個案的接觸者是第一波感染，而二個案是在家庭內感染，屬第二波感染。 

由本案流行曲線佐以疾病潛伏期來看，呈現有三波疫情，依序發生在幼

幼班與小班、中班、大班，顯示在托兒所內疫情傳播的傳染路徑（如圖一）。

因此，我們認為此次疫情係由地下一樓開始，並在幼幼班及小班之間傳染後

向外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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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竹縣某托兒所疑似腸病毒流行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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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疫情之總體陽性檢出率為 63.64%，病毒鑑定均為 EV71，綜合人、

時、地流病分析〔8〕，顯示該托兒所於調查期間確實有腸病毒 71 型聚集流

行，與本調查假定疫情流行相符。以樓層糞便陽性檢出率來看，以地下一樓

45.46% (5/11)最高，大於一樓 9.09%(1/11)、二樓 9.09%(1/11)，顯示地下一樓

為主要感染源。 

進一步調查一樓、二樓檢體陽性之個案並追蹤其感染源時，發現其家中

均有年齡更小的家人就讀在幼幼班及小班，並且發病在前、檢體為陽性，此

情形更可說明此次疫情之感染源在地下一樓，並藉由家人傳回家中，再傳回

學校之傳播模式，造成此次腸病毒聚集事件。此結果與本案發病流行曲線呈

現三波疫情，且依序發生在幼幼班與小班、中班、大班，不謀而合。再次證

實二通報個案的接觸者先在托兒所感染是第一波感染，傳回家中造成家庭內

感染是第二波感染，再傳回學校其他孩童感染造成第三波感染。 

先前研究指出，感染腸病毒後，2 週內仍可從患者的咽喉分離出病毒，

而患者可持續經由腸道釋出病毒 6 至 8 週，甚至長達 12 週之久〔12〕。本調

查之咽喉拭子陽性檢出率為零，即使糞便檢出腸病毒 71 型陽性者亦無法檢

出，與先前研究顯示咽喉拭子檢出率高達 90%〔1,3,13〕、及爆發流行時採集

咽喉拭子最有效不同〔9〕，推測此差異可能與本調查咽喉拭子之平均採檢日

超過發病日 7 天，許多個案已無急性期症狀，咽喉的病毒量可能已大量減少

有關，故不容易由喉嚨部位採檢出。反觀本調查糞便檢出率為 63.64%，高於

先前的研究（32%）〔1,3,13〕，亦能以採檢時間距發病時間較長，而患者能由

腸道持續釋出病毒較久時間解釋；同時，本調查亦指出糞便培養在疫情調查

時亦是重要調查工具。 

本案陽性檢出情形亦可藉以說明採檢時機及檢體種類與病程有關，同時

疫情發生時正確採集檢體種類〔9〕之於檢驗結果以確認流行事件之重要性。 

而由於腸病毒患者可持續經由口鼻分泌物及腸道釋出病毒之特性，因此

在防治上需特別注意感染者之隔離照顧，也必須特別小心處理感染者之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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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口鼻分泌物，注意個人衛生，養成時時正確洗手、避免以手碰觸口鼻等

衛生習慣，以防將病毒傳染給他人。 

先前研究指出，3 歲以下尤其 1-2 歲的幼童可能因為被動抗體消失、體

內無血清抗體而易感染腸病毒、重症比率也愈高，年齡愈小疾病嚴重度甚至

是癒後情形也愈差〔3,5-7〕；過去研究亦發現家中第二個感染到腸病毒的較

容易發生重症， 比較本次通報之 2 個案亦可發現相同的結果。所以，家中

若有小朋友感染腸病毒，應做好隔離，以避免家中其他孩童或更小的小孩遭

受感染。 

研究限制 

本調查有症狀者大部份僅採單一檢體(即咽喉拭子或糞便檢體)，又咽喉

拭子之平均採檢日超過發病日 7 天，無法以糞便檢體結果做雙重確認，故本

調查實際得病情形可能低估。此外，無症狀或輕症的成人可能是一傳染來源

〔3〕，因此本調查原始感染源係來自家庭或學校成人、或無症狀幼童，亦無

法得知。 

結論 

本案為一起由就學之家人在學校感染腸病毒後，各自帶回家中再傳染給

家中其他人，並形成家中第 2 名感染者成為重症病例之事件。本調查證實某

托兒所於調查期間有腸病毒聚集流行，調查並指出，此次疫情之感染源在地

下一樓，同時藉由在學校感染後，由家人帶回家中接觸感染其他家人後，再

傳回學校之模式，造成此次聚集事件。 

疾病管制局於 02 月 01 日前往某托兒所進行疫情調查並協助相關疫情追

蹤及防治措施建議、採取有症狀者居家隔離之停課措施，並於年假期間由衛

生局進行電話健康關懷，年假結束復課後持續健康監測 2 週，同時防疫措施

提升至「社區」層次，之後無新增個案，確實有效達到防堵疫情擴大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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