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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 71 型的感染與防治 

黃冠穎、林奏延 

林口長庚兒童醫院兒童感染科 

摘要 

腸病毒 71 型是正單股核糖核酸病毒，屬於小核醣核酸病毒科、腸病毒

屬及 A 型人類腸病毒種。臨床上多以手足口症及咽峽炎表現，曾在 1998 年

的台灣造成大流行，並導致 78 例兒童死亡，之後每年亦均有疫情傳出。腸

病毒 71 型已成為台灣的地方性流行病，雖自 2005 年底起，沉寂了約兩年，

然而在去年底及至今年初，又在南台灣現跡，且疫情有向北蔓延的趨勢，至

五月底已造成逾百名的重症病例。腸病毒的防治已成為政府公共衛生及防疫

政策的頭號目標之一，許多專家、學者針對腸病毒 71 型進行基礎及臨床的

研究，本篇文章整理有關病毒傳播途徑、分子流行病學、重症病理機轉、相

關臨床表現及預後、實驗室診斷、治療策略與防治方針等內容，期能對往後

腸病毒 71 型的研究與防治有所助益。 

關鍵詞：腸病毒 71 型、手足口症、心肺衰竭、定點監測系統 

前言 

自1969年在美國加州發現腸病毒71型以來，全世界各地均有零星病例出

現，但較大流行的疫情僅分別發生在1975年的保加利亞、1978年的匈牙利、

1997年的馬來西亞、以及1998年、2001年的台灣，均有相當的死亡率；在台

灣，回溯過去，該病毒曾在1980年及1986年，分別在台北及高雄發生小規模

流行，縱有少數嚴重病例但均無死亡病例傳出〔1〕。 

在1998年的台灣，腸病毒71型肆虐，當時導致有78例兒童死亡(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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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例為病毒學確定)，其後在 2000 年與 2001 年的流行亦造成二十至三十名

的死亡病例，而在 2002、2003、2004、及 2005 年間也有流行，但有病毒學

確認的死亡病例降至個位數。被感染的病患絕大部分是兒童，臨床表現以手

足口症為主，而有些重症病患在短時間內惡化而死亡。目前認為，病毒侵襲

中樞神經，進而發展成心肺功能衰竭為重症病患兇猛病程的主要病理機轉

〔2,3〕。 

腸病毒71型已成為台灣的地方性流行病，雖自2005年底起，沉寂了約兩

年，然而在去年底至今年初，又在南台灣現跡，且疫情有向北蔓延的趨勢，

值得嚴密監控。 

腸病毒的防治已成為政府公共衛生及防疫政策的頭號目標之一，許多專

家、學者針對腸病毒71型進行基礎及臨床的研究，而台灣整體社會對腸病毒

的認知，則由恐懼漸轉為積極的了解與防治，誠如瑞典病理學家韓森所謂「疾

病的歷史即有如人類的歷史」。 

病毒學簡介 

腸病毒71型是正單股核糖核酸病毒，屬於小核醣核酸病毒科、腸病毒屬

及A型人類腸病毒種。 

傳統上，腸病毒依組織培養及動物培養的特性可分為小兒麻痺病毒、伊

科病毒、及克沙奇病毒，及新發現的腸病毒就以數字代表，例如68至71型，

而自2000年起，King等學者依基因定序，將腸病毒分為人類小兒麻痺病毒

種、及A型至D型人類腸病毒種共五個種〔4〕，腸病毒71型屬於A型人類腸病

毒種。 

而腸病毒71型依親源演化樹分析可進一步分類為基因型A型、B型和C

型，而基因型B型可再分為B1至B5五種亞型，基因型C型則可再分為C1至C4

四種亞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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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傳播 

腸病毒的傳播主要以糞口傳染為主，但依 1998 年大規模的疫情，以及

當年在長庚兒童醫院病毒培養的資料來看，發現在急性期時，由咽喉採檢的

病毒培養陽性率高於糞便採檢者，可推測飛沫傳染應是另一個重要的傳播模

式，而這在張鑾英醫師利用兒科門診與急診收集空氣並以聚合酶反轉錄酶連

鎖反應法(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方式檢測病毒的研究

中也可得到初步驗證。  

依照鍾醫師等學者的研究，腸病毒可在咽喉存留一至二週，而在糞便中

則可長達六至八週。由此可知，在急性期時，腸病毒的傳播應以飛沫傳染為

主，且此時傳播的病毒量大、傳染力高，為避免傳染他人，病患宜在家中休

息，避免上學或去密閉場所；而在其後的六至八週，則應注重個人衛生，尤

其養成勤洗手的習慣〔7〕。 

族群中愈高比例的易感受性宿主有利於病毒的傳播。張醫師等學者針對

腸病毒 71 型血清中和抗體陽性率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北台灣半歲以上到

三歲間兒童有著最低的陽性率.，1998 年大流行時，該族群佔了北台灣所有

死亡或嚴重個案的七至八成；相對而言，六歲以上兒童的陽性率則已與成人

族群相近，在流行期均少見有死亡或嚴重病患〔8〕。 

研究亦發現，1998 年流行嚴重的區域(例如桃園、台中、彰化、宜蘭及

高雄縣等地)，流行後的陽性率亦的確比流行輕微的區域(例如台北市、高雄

市)來的高。 

就那些具易感受性的嬰幼兒而言，家庭中兄弟姊妹間以及幼稚園學童間

的傳播可能是感染該病毒的主要途徑。張醫師等學者在 2001 年至 2002 年

間，在桃園地區進行一前瞻性研究，共分析九十四名因腸病毒 71 型感染之

住院病童的家庭成員，包含了四百四十三位家庭成員，結果發現兄弟姊妹間

或堂(表)兄弟姊妹間的傳播率高達八成，比與父母親間的四成或與其他成人

間的二成傳播率來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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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將近一半被感染的成人沒有症狀，且就算有症狀的成人

也甚少是手足口症或咽峽炎，而是以非特異性的上呼吸道感染來表現，這些

看起來健康或像是感冒的成人，其實帶著腸病毒回家時，也會造成與其他家

庭成員，尤其是與那些學齡前兒童間的傳播；相對地，被感染的兒童超過九

成都會發病，且其中七成是以手足口症來表現，其中高達二成為嚴重個案 

〔9〕。 

目前認為除了病毒本身的特性外，族群中易感受性宿主的比例多寡是影

響病毒傳播及發生流行與否的重要因子之一，此外關於地域、氣候和人種等

等的差異是否造成病毒與宿主互動改變的探討，對病毒傳播的了解其實也是

甚為重要〔8, 10〕。 

分子流行病學 

腸病毒基因序列中，與中和抗體相結合之表面蛋白質關鍵部位有關的

VP1 序列和與病毒複製有關的 5’端非轉譯序列往往被定序用來分析腸病毒

71 型的基因演化或分子流行病學。 

長庚大學施教授等學者藉由定序 VP1 序列和 5’端非轉譯序列，分析 1998

年造成死亡病例的九株病毒株以及造成輕症的七株病毒株，除一株外，均屬

基因型 C 型；而後的研究亦確認當時造成大流行的病毒株，絕大部分屬於基

因型 C2 亞型，而少數屬於基因型 B4 亞型；1999 年之後，在台灣造成流行

的腸病毒 71 型則主要是基因型 B4 亞型，直到 2004 年之後，基因型 C4 亞型

的腸病毒 71 型興起，而從去年 2007 年底開始，卻發現流行的腸病毒 71 型

變成是基因型 B5 亞型。 

參考亞洲鄰近國家的情況，C4 亞型自 1998 年後，就一直是中國大陸流

行之腸病毒 71 型的主要基因型；至於 B5 亞型，當時由 Mizuta 等學者在 2005

年首度發現，它曾造成馬來西亞及日本當地的流行〔6,11,12〕。值得探討的

是，隨著國際間人們的交通頻繁，病毒也可能隨著異地而居，令人不禁推測

台灣的 C4 亞型腸病毒 71 型可能由中國大陸傳播而來後，漸成為 2004 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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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基因型，而 B5 亞型則最有可能近年來由馬來西亞傳入台灣。 

病理機轉 

腸病毒71型重症患者可能在短短數天內病情急轉直下而死亡的病理機

轉，仍需更進一步的研究。 

雖在1998年的病例觀察到肺水腫的表現，加上在解剖病例中，發現了僅

中樞神經器官(尤其是延腦及頸脊髓)嚴重發炎且很快培養出病毒的結果，證

實了重症病人中，中樞神經為腸病毒71型感染的主要部位，再引發交感神經

失調及全身性發炎反應症候群，而引起心肺衰竭為主要病理機轉，但詳細致

病機轉仍未完全清楚，其實極可能是多重因子的參與造成的〔13, 14〕。 

臨床表現及預後 

感染腸病毒 71 型的臨床表現以手足口症為主，其次為咽峽炎。然而，

克沙奇病毒 A16、A5、A7、A9、A10、B2、和 B5 型等腸病毒也可引起手足

口症。在 1998 年的腸病毒疫情，結果顯示腸病毒 71 型和克沙奇病毒 A16 型

同時在流傳，且臨床上均多以手足口症及咽峽炎表現，然而兩者的症狀其實

有顯著不同。張醫師等學者曾分析長庚兒童醫院一百七十七位感染腸病毒 71

型及六十四位感染克沙奇病毒 A16 型的病患，發現前者較易有嘔吐、倦怠、

發燒大於攝氏 39 度、發燒超過三天、以及發燒大於攝氏 39 度併超過三天的

症狀，且前者演變成重症的機會遠高於後者〔15〕。 

而那些會演變成重症的病患，其臨床表現有何特點呢？ 

依據 1998 年之臨床資料及後續的研究發現，大部分患有腸病毒 71 型手

足口症的小孩會痊癒，但有少數會侵犯中樞神經，有更少數的兒童在侵犯中

樞神經後的短期內引起心肺衰竭。侵犯中樞神經的危險因子有嗜睡，激烈嘔

吐以及抽搐，而引起心肺衰竭的危險因子有心跳加快、高血壓及高血糖 

〔15,16〕。 

張醫師等學者針對長庚兒童醫院與台大醫院一百四十二位中樞神經系

統受侵犯的重症存活病患追蹤其神經學預後，有下列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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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只引起無菌性腦膜炎的較輕微之族群，預後最好，幾乎都能完全復原。 

(二) 但若有腦炎、腦脊髓炎或類小兒麻痺脊髓炎症候群的族群，即使沒有進

展至心肺衰竭，預後仍差，約二成會留下肢體無力、萎縮或顏面神經麻

痺等後遺症。 

(三) 至於併發有心肺衰竭的族群，預後最差，高達四分之三的比例會留有神

經性後遺症，包括中樞性換氣過少症候群而須依賴呼吸器、吞嚥困難而

須鼻胃管灌食、抽筋、肢體無力或萎縮、或顏面神經麻痺等後遺症，近

二成會出現有發展遲緩的問題，而需要家庭照顧者或社會照護體系長期

的支援〔17〕。 

檢測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在 1999 年 3 月建立實驗室病毒監測系統，全台灣共

有十三家合約實驗室，其任務在檢驗疑似腸病毒重症個案檢體及定點主動監

測檢體檢驗結果，可即時掌握國內腸病毒之流行趨勢及其流行血清型別之變

動。 

快速而正確的檢測出腸病毒 71 型，是防疫監測和感控隔離的重要一環，

而且在臨床治療上也可提供醫師在治療計畫或病情掌控上相當資訊。 

以細胞培養法結合血清抗體中和試驗仍是目前實驗室檢測腸病毒 71 型

的標準方法，而目前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病毒實驗室與各合約實驗室的

臨床檢體則佐以各血清型單株抗體間接螢光免疫法，可縮短檢驗時程。此

外，以腸病毒 71 型特定的寡核苷酸引子進行聚合酶反轉錄酶連鎖反應法則

提供另一個敏感且準確的快速檢測工具〔18〕。 

治療 

目前對於腸病毒 71 型感染並無有效抗病毒的藥物。而國內，衛生署疾

病管制局，建議採依病程分期式的治療策略。 

第一期：手足口症，咽峽炎，和非特異性發熱疾病的治療以症狀治療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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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中樞神經系統受侵犯時，例如腦炎或腦膜炎，應接受住院治療，

限制水份輸入量，控制顱內壓升高現象，若合併有抽搐則加上抗癲癇藥物，

最重要的是密集監測血壓、肌躍型抽搐、血糖等情形，若發現需過度換氣治

療、昏迷指數快速降低、呼吸衰竭、血壓上升或高血糖時，應進入加護病房。

是否給與免疫球蛋白並沒有一致性的結論，一般認為應審慎給予，只在腦

炎、腦脊髓炎、心肺衰竭或類小兒麻痺脊髓炎症候群的病患才建議使用。 

第三期：分為 A、B 兩期，第三 A 期係指自主神經失調時，此時會有血

壓升高、心跳加速或肺水腫的表現，此時應給予加護治療，持續的限制水份

輸入量及繼續頻繁監測神經系統變化外，應嚴密監測心臟功能，如果心輸出

開始變壞，可給予 milrinone 或 dobutamine，此外在出現呼吸衰竭、肺水腫、

肺出血之際，可早期選擇性插管並提高呼氣末氣道正壓，若出現肺水腫、肺

出血持續且惡化可考慮使用高頻振動呼吸器；第三 B 期係指心臟衰竭時，此

時會以低血壓為初期表現，應立即使用血管升壓素，以維持足夠之血壓(收縮

壓)。有建議當心臟酵素 Troponin I 大於 30ng/mL、持續使用高單位的升壓劑、

或持續低血壓且寡尿時，可考慮使用體外心肺循環機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第四期：為恢復期，此時考慮結束血管升壓素使用，此外若病患無法脫

離呼吸器，可建議氣管切開術，積極胸腔照護防止反覆性肺炎，若有神經學

上的後遺症，例如中樞性換氣過少症候群、吞嚥困難、或肢體無力跟萎縮等，

應會診復健科積極介入治療〔19〕。 

長庚兒童醫院統計發現，病程分期式的治療策略的確可有效將中樞神經

系統併心肺衰竭之重症病患的死亡率由八成降至三成；然而存活個案中，神

經學後遺症的比例卻反而由小於一成上升至四成〔19〕。 

具有防止小核醣核酸病毒與細胞受器結合及其核糖核酸從宿主的釋放

之藥理機轉的 Pleconaril，有研究顯示對克沙奇病毒具有抗病毒效果，但對腸

病毒 71 型是無效的〔20〕。 

乳鐵蛋白雖在實驗室研究具有抑制腸病毒 71 型進入特定細胞株(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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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yonal rhabdomyosarcoma cells)的效果，或在基因轉殖鼠動物模式中藉由

母乳中分泌具有保護攝取母乳的幼鼠預防腸病毒 71 型感染的效果。但可惜

的是，在臨床上，初步觀察並無明顯的預防效果〔21, 22〕。 

防治 
預防重於治療。由政府機關、醫療體系、社會機構、乃至一般民眾，每

一份子都有責任做好腸病毒的防治。 
一、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藉由目前的多元化監測體系，包括有定點醫師、實驗

室病毒以及法定傳染病監測系統，及時掌握流行趨勢，並結合傳染病三

段五級的預防概念來訂定防治政策，其內容為〔18, 23〕： 
第一段預防包括落實加強個人衛生及腸病毒預防常識之衛教宣導。 
第二段預防則是宣導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轉診時機及轉診建議醫院以

達成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目標，並且維持多元化監測體系

的運作以達成早期偵測的目標 
第三段預防強調腸病毒臨床醫療諮詢管道運作的維持並提升醫療照護

品質。 
二、 在醫療院所，除落實定點通報及定期採檢送驗的腸病毒監測外，亦應加

強院內感染管制措施，包括〔18, 23〕： 
1. 加強醫護人員對腸病毒的認識，早期診斷腸病毒的感染。 
2. 對住院患者採取標準防護外，需要加強飛沫及接觸防護措施。 
3. 針對新生兒感染，依照疾病管制局的「醫療院所嬰兒室感染預防參考

措施」，應加強衛教、更衣、洗手、消毒及隔離措施，並通報轄區衛

生局，配合必要之疫情調查與協助採檢。 
三、 而一般民眾則應注意腸病毒疫情及衛教資訊，大人及病童不宜與其他小

孩親密接觸，不要共用奶嘴或交替食用同一食物，注意玩具的清潔，由

於病毒可存在糞便中約六至八週，這段時間要勤洗手以減少病毒傳播的

機會〔18, 23〕。 
四、 腸病毒可抗酸及酒精，需用醛類或鹵素類消毒劑，例如市售含氯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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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才能讓腸病毒失去活性，此外加熱或將內衣褲浸泡熱水，都可減少

腸病毒傳播。消毒時針對常接觸物體表面，例如門把、課桌椅、餐桌、

樓梯扶把、玩具、遊樂設施、寢具及書本等即可，清洗完畢的物體可移

至戶外，接受陽光照射，因紫外線可降低腸病毒活性〔18, 23〕。 
五、 就腸病毒 71 型的防治而言，疫苗的研發及應用刻不容緩。由於在歐美

等已發展國家甚少流行，所以許多研發疫苗的國際大廠對腸病毒 71 型

疫苗興趣缺缺，但對已是地方性流行病的台灣而言，卻是當務之急。衛

生署疾病管制局和國家衛生研究院正在積極研發腸病毒疫苗，同時涵蓋

腸病毒 71 型以及克沙奇病毒Ａ16 型，雖預計明年可進入動物實驗，但

在資金及技術上均遭遇許多瓶頸，若能同時轉移技術給民間疫苗廠或學

術單位一同研發，相信有助於研發困境的突破及加速臨床應用的腳步。 

結論 

腸病毒 71 型雖在 2006 及 2007 年初疫情稍緩，但自 2007 年底至 2008

年 5 月底已有百餘名重症病例，由此可知該病毒對我國民，尤其是兒童的健

康仍是莫大的威脅。據此，除了腸病毒持續定點監測以及加強衛生教育宣導

的公共衛生政策、有效防治及隔離的感控措施外，繼續的基礎醫學研究以及

臨床治療的改進加上疫苗的研發，冀望不久的將來，可能達到使全民免於該

病毒疫病恐懼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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