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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流感新知與國際訊息~ H5N1 感染特性與 1918 年病毒重建 

（資料期間: 9/29~10/31） 
作者: 劉定萍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一組 

人類感染禽流感 H5N1 病毒之特性  
Avian influenza A (H5N1) infection in humans; by the Writing Committee 
of WHO Consultation on Human Influenza A/H5. N Engl J Med 2005, 
353;13: 1374; ( http://content.nejm.org/cgi/reprint/353/13/1374.pdf ) 

本文係針對最近東南亞發生的 59 名 H5N1 人類病例資料加以整理；根

據所得結論，有關 2005 年 5 月 10 日 WHO 於越南河內召開的 Case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on Human Influenza A/H5 會議，對於 H5 禽

流感之預防及臨床處置的部份建議已需要加以修正。茲將本文發現分為數

個項目摘要如下： 
發生狀況（Incidence）：仍不清楚，亟需於流行地區進行血清抗體盛行率

調查。 
傳播途徑（Transmission）：係經由吸入具傳染性的飛沫、直接接觸、或

可能經由間接或媒介物（formite）接觸而將病毒帶到上呼吸道或眼結膜；

何者相對效率較高尚不清楚。目前主要經由禽傳人，亦可能由環境傳人，

以及有限性、非持續性的人傳人。 
＊ 香港 1997 疫情中，食用、製備禽類製品以及接觸 H5 病人者，其危險

性並無顯著增加，但目前的流行發現有許多病患曾食用鴨血或未煑熟禽

肉；而傳播至貓科動物如老虎及豹的案例，都是經由餵食已遭受感染的

生禽肉而感染；家貓在同樣實驗狀態下亦可感染。可見部份感染可能源

自病毒侵入食道及腸胃道所致。 

＊ 目前沒有因飛沫引起的人傳人，泰國及越南的血清學調查亦未發現接觸

者中有無症狀感染者。不過最近越南北部以 RT-PCR 對接觸者擴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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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發現有症狀輕微者（mild cases）；而成年感染者的年齡層上升，以

及家庭聚集的數目及期間增加，顯示當地病毒似乎正適應人體，惟尚需

流行病學與病毒學研究確認。 
＊ 即使沒有適當防護，院內感染的危險仍低；僅在越南有一位護士因照護

病患而感染重症。 
＊ 可能引起感染的環境因子包括游泳喝入污染的水、污染物直接接觸鼻腔

或結膜，或經由媒介物污染雙手再帶入病毒。廣泛使用未經處理的雞/
鳥糞也是可能的危險因子。 
臨床表現：有些病患呈現較輕微的病症（milder illness）、次臨床感染

（subclinical infection）或非典型表現（如腦病變encephalopathy及腸

胃炎），但頻度不明。 
＊ 潛伏期：可能較其他已知人類流感為長。1997 的病例大部份在暴露後

2-4 天發病，最近的報告期間相似，但最長可達 8 天；同一居家之病患

發病間隔一般為 2-5 天，但最長可達 8-17 天，可能係仍有動物或環境

感染源未被找出所致。 
＊ 早期症狀：大部份病患為高燒（一般大於 38℃）、類流感及下呼吸道症

狀，上呼吸道症狀僅偶爾發生。與 H7 病患不同的是，H5 感染者鮮少

發生結膜炎。部份病人在發病早期亦有腹瀉、嘔吐、腹痛、肋膜痛

（pleuritic pain）、鼻子與腸道出血的報告。沒有含血或炎症變化的水瀉

則較一般人類流感病患來得常見。有二個病患報告只有腦病變及腹瀉而

沒有明顯呼吸道症狀。 
＊ 病程：發生呼吸困難（dyspnea）的中位數為 5 天（範圍自 1 至 16 天）。

幾乎所有病人都有臨床上十分顯著的肺炎，自發燒到 X 光檢查顯示異常

之中位數為 7 天（範圍自 3 至 17 天）。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案例，至少二

個區域的多點實質化（multifocal consolidation involving at least two 
zones）為病人入院時最常見的異常狀況；依有限的微生物學資料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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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原發性病毒性肺炎所引起，在入院時並無細菌的共同感染。在泰

國，發病自發生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的中位數為 6 天（4-13
天）；多重器官衰竭者十分常見，多以失去心及腎功能表現。 

＊ 死亡率：1997 年的死亡病例多發生於 13 歲以上者，目前的病毒則造成

嬰幼兒的高死亡率；在泰國，15 歲以下的致死率高達 89%。病人平均

在發病後 9 或 10 天死亡（範圍自 6-30 天），多數病人死於進行性呼吸

衰竭。 
＊ 實驗室數據：常見白血球缺乏，尤其是淋巴球；多數病患有輕微至中度

的血小板缺乏及轉胺酶升高，以及明顯的高血糖（hyperglycemia）及

肌酐酸（creatinine）升高。在泰國，入院時白血球、血小板、尤其是

淋巴球計數下降者常有較高的死亡率。 
與一般流感不同的是，咽喉檢體在病毒培養及 RNA 檢測上都較鼻腔檢體有

較高檢出率。在越南，發病至咽喉拭子檢出病毒 RNA 的期間約 2 至 15
天（中位數為 5.5），且 H5N1 病患在發後 4 至 8 天咽喉拭子的病毒量

為同時期一般 A 型流感病患的 10 倍。在泰國，於發病後 4 至 18 天採

檢，抗原快速檢測試驗只有 36%的檢出率（11 個病毒培養陽性檢體中

僅 4 個為抗原快速檢測陽性）。 
＊ 病患處置：大部份病人在住院 48 小時內需要呼吸支持及多重器官衰竭

的加護醫療，有時還有低血壓的問題。大部份病人除了廣效性抗生素的

治療外，均使用抗病毒藥劑，或再外加皮質類固醇（corticosteroids）。

存活病患的可培養病毒多在使用克流感後 2 至 3 天內消失，但仍有死亡

病例雖然已早期用藥，咽喉病毒量仍未見減低。 
致病機轉 ：在二號聚合酶鹼性蛋白（polymerase basic protein 2）的

Glu627Lys胺基酸置換可增強複製能力，一號非結構性蛋白（nonstructural 
protein 1）的Asp92Glu胺基酸置換則可抵抗干擾素及TNF-α對病毒的抑制。 

H5N1 病毒的鼻咽檢體檢出率較一般流感為低，因此必須採取下呼吸

道檢體。大部份病患的糞便檢體均為病毒 RNA 陽性，其中一例尚具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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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尿液則全部陰性。此一結果顯示病毒在腸胃道內複製，已有一個解剖

案例證實此一發現。 
由於高病原性禽流感病毒的紅血球凝集素具有多個鹼性胺基酸序列，

使其在禽類得以侵犯內臟，在哺乳類動物也有類似報告。至於人類的狀況，

在發病 4 至 9 天對 6 名病患採取血清，檢驗結果均為病毒 RNA 陽性，有

一名病人則為血液、腦脊髓膜液及糞便均為病毒及 RNA 陽性；至於糞便及

血液在疾病傳播上的角色尚不清楚。 
感 染 後 存 活 者 在 發 病 後 10 至 14 天 後 可 以 微 量 中 和 試 驗 

(microneutralization assay)測得針對 H5N1 病毒的抗體，使用皮質類固醇

（corticosteroids）可能延遲或減弱此一反應。 
個案偵測：檢測病患呼吸道檢體中的病毒RNA，是早期偵測H5N1 病毒最

敏感的方式，不過敏感的程度視引子(primer)及檢驗方法而定。實驗室個案

的確認必須包括以下一或二項以上的條件：病毒培養陽性、A/H5N1 流感

病毒RNA之PCR陽性、使用H5 之單株抗體操作免疫螢光試驗測得病毒抗

原陽性、以及二次血清H5 抗體至少 4 倍上升。 
個案處置：H5N1 的疑似病例應在檢驗確認前即給予抗病毒藥劑，至於使

用的劑量及期間不定，目前建議的處方劑量（成年人 75 mg，一天二次，5
天；另依年齡及體重調整）似乎僅為最基本的需求，對於輕症及早期用藥

的病人尚可適用；但對於重症病患則建議使用高劑量（成年人 150 mg，一

天二次，7-10 天），不過使用方法尚需相關研究支持。目前的病毒在試管

中 對 oseltamivir 及 zanamivir 兩 種 神 經 胺 酶 抑 制 劑 （ neuraminidase 
inhibitor）均具感受性，在動物實驗中亦有效果。不過 2004 年的分離株較

1997 年者需要更高的劑量並用藥更長的時間，才能在老鼠達到相同的抗病

毒效應及存活率。 
oseltamivir 抗藥性的發生源自 N1 神經胺酶（neuraminidase）的單一

胺基酸置換 (His274Tyr)。這類變異株出現於 16%感染 A/H1N1 流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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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藥的孩童，所以在目前 H5N1 的病患中，發生抗藥性病毒株並不令人

意外。雖然研究顯示，H1N1 的抗藥性病毒株在細胞培養及動物模型中較

不具傳染力，但仍能夠在雪貂間傳播。目前的 H5N1 病毒對 M2 抑制劑

amantadine 及 rimantadine 具高度抗藥性，故上述藥品完全無法用於治

療。目前治療上常用的藥物包括 zanamivir，peramivir，long-acting topical 
neuraminidase inhibitors，ribavirin，及 interferon alfa。 

雖然使用效果不明，皮質類固醇（corticosteroids）仍時常用於治療

H5N1 病患。依 1997 年對 5 名病人用藥的經驗，其中二名晚至急性呼吸窘

迫症候群纖維增生期（fibroproliferative phase of ARDS）始用藥者仍得以

存活。在越南的隨機臨床試驗中，所有 4 名使用 dexamethasone 的病患均

死亡。α 干擾素（Interferon alfa）同時為抗病毒藥劑及免疫調控劑，但在

建議例行性使用前仍需適當的臨床試驗結果支持。 
預防：醫療機構進行病患隔離時需注意事項如下： 
＊ 需對病患進行標準、接觸、飛沫及空氣傳播的綜合隔離措施。 
＊ 病患必須單獨住在負壓隔離病房，若無法達成，應採取措施依序為單人

房關上門、多人房但床間隔至少一公尺且以屏障區隔。 
＊ 醫護人員應穿戴 N95 口罩、長袖長袍、面罩或眼罩、手套。 
＊ 限制與病患接觸的醫護人員人數，這些醫護人員並儘可能不再照護其他

病患。 
＊ 限制訪客人數，並提供訪客個人防護裝備(PPE)並教導如何使用。 
暴露之醫護人員應該： 
＊ 每日監控體溫二次並報告任何發燒個案，任何人感到不適應即刻停止照

護病患。發燒 38℃以上且確定曾與病患接觸者應接受實驗診斷，若未

發現其他病因，應立即假設為流感並投予抗病毒藥劑。 
＊ 任何人因不適當的無菌操作而可能接觸到傳染性飛沫、分泌物、或其他

體液，應立即施以暴露後預防性投藥，建議劑量為 oseltamivir 75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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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次，用藥 7-10 天。 
＊ 任何操作高危險性程序（如會產生氣霧）者，應考慮予以暴露前預防性

投藥。 

1918 年流感病毒之全長基因定序及病毒重建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1918 influenza virus polymerase genes.  

Nature, 6 Oct 2005; 437:889-893.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37 

/n7060/pdf/nature04230.pdf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reconstructed 1918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Virus. 
Science, 7 Oct 2005; 310:77-80. 

http://www.sciencemag.org/cgi/reprint/310/5745/77.pdf 
十月初的兩大自然科學龍頭期刊不約而同的收錄了與解密 1918 年流

感大流行病毒相關的研究論文：自然雜誌（Nature）由美國 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 的 Taubenberger 等人，發表了 1918 年病毒剩餘三

個未定序的基因-- 聚合酶的基因序列與其特性分析。有關 Taubenberger
博士如何從美國軍方珍藏的病理材料庫中找到 1918 當年美國大兵的肺組

織，進一步以分子生物學方法解開病毒基因密碼這個膾炙人口的故事，相

信大家都已耳熟能詳。科學雜誌（Science）則刊登了美國疾病管制中心與

Taubenberger 博士、紐約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及農業部合作

的論文，成功使用 Taubenberger 博士解碼的所有 8 段病毒基因，以反轉基

因法(reverse genetics)在實驗室中重建 1918 年的流感病毒顆粒，用以感染

狗腎細胞（MDCK）、雞胚蛋、小白鼠及人類氣管上皮細胞株。這是一個極

端危險的研究，甚至對於實驗是否進行以及論文可否發表均引發爭議－製

造目前在地球上已不存在的致命病毒，且公布其基因序列，可能淪為恐怖

分子的工具而造成另一次世界性大流行－但為了瞭解歷史上曾發生過的大

災難，進而研發出新的治療方法及疫苗，以避免浩劫再度發生，經過數個

生物安全委員會的重重審查並權衡輕重後，這些科學家們還是在週延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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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安全保護下(BSL-3)涉險完成了這個研究，並順利將成果公諸於世。由於

這兩篇論文內容屬於基礎科學，僅摘錄重點以饗讀者，有興趣者可到上述

網址詳細研讀。 
＊ 本研究發現，1918 年病毒的聚合酶基因序列和禽類的流感病毒十分相

似－ 包括今天在亞洲伺虐的 H5N1 病毒－ 整段基因極可能全部來自

禽鳥；據推測此區域的某些突變會使得病毒在宿主的複製變得更具效

率。若以病毒全部八段基因來做比對，則發現其模式與人類流感病毒相

當不同，顯示 1918 病毒的祖先應感染禽鳥；而重建的 1918 病毒能夠

殺死雞胚蛋，亦不像人流感病毒，而與禽流感病毒的特性相似。 
＊ 此發現代表的一個重大意義是，也許現在的 H5N1 病毒並不需要取得人

類流感病毒的基因來獲致人傳人的能力，只要聚合酶基因的重點區域發

生必要性的突變，即可變得十分具有威脅性。Taubenberger 已發現 25
個 1918 病毒與現存人流感病毒的蛋白質序列相異處，其中一處位於聚

合酶基因 PB2，此處的變異亦發現存在於 2003 年 H7N7 疫情中唯一死

亡例之分離株。 
＊ 1957 及 1968 年的大流行，則比較像是人類流感病毒與禽流感病毒感染

同一宿主，而取得其二三個關鍵基因而造成。 
＊ 人類肺細胞在感染 1918 病毒後，每天可釋放感染對照組 Texas 株病毒

50 倍量的病毒顆粒。 
＊ 1918 病毒感染小白鼠 2 天後即使其喪失 13%的體重；4 天後在其肺組

織內發現的病毒顆粒量是 Texas 株感染的 39,000 倍；在感染 3 至 5 天

後即可殺死小白鼠（感染對照組 Texas 株病毒，小白鼠失去體重僅為感

染後過渡現象，在 6 天內無任何小白鼠死亡），比任何已知人類流感病

毒都要快速；該病毒並造成嚴重的肺部發炎現象，與曾經看過 1918 年

病患醫師的描述相符。 
＊ 該病毒毋需仰頼宿主細胞提供胰蛋白酶（trypsin）去切割並活化紅血球

凝集素(HA)，其神經胺酶(NA)可能能幫助其切割。這表示 1918 病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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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某些高病原性禽流感病毒，能夠在任何細胞生長，而不僅在能提供胰

蛋白酶（trypsin）的肺細胞。而且 1918 病毒的聚合酶基因使其能在人

類氣管細胞極有效率地複製。這些發現顯示我們亟需研發新的抗病毒藥

劑。 
＊ 為了瞭解 1918 病毒 8 段基因對於致病力的重要性，科學家尚操作了以

1918 年病毒的 8 段基因與現存人類流感病毒的基因隨機重組成新病

毒，接種至小白鼠確認其致病力的實驗。結果發現若置換了 1918 病毒

的 HA，病毒即無法殺死小白鼠；置換了聚合酶的 3 個基因，則顯著地

降低了病毒毒性。此結果證明了 HA 在致病機轉上的必要性，但整個病

毒的超強毒力應來自多基因的混合效應。 
 
抗病毒藥劑最近發展 
＊ 越南證實有一位 14 歲女孩對 Ostalmivir（商品名 Tamiflu）治療產生抗

藥性，惟此一病毒株複製能力較其他未具抗藥性者為差，且對另一種神

經胺酶抑制劑（neuraminidase inhibitor）—Zanamivir (商品名 Relenza)
仍具感受性。 

＊ 我國已於十月底完成克流感製藥原料議價，若國內人類感染禽流感之疫

情緊急時，將可自製 230 萬人份藥劑（約佔國內總人口數之 10%），以

供應患者及接觸者使用。 
 

最新國際動物疫情 
＊ H5N1 禽流感病毒經由候鳥的傳播，已侵襲歐亞交界並漫延至歐洲地

區，確認發生疫情的國家包括土耳其、羅馬尼亞、克羅埃西亞及歐俄。

由於天氣逐漸轉涼，依已知候鳥南遷的路線將可能影響非洲，世衛組織

已緊急提醒非洲國家注意監測及防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