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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退伍軍人菌(Legionella spp.)普遍存

在於環境水體中，傳染途徑為吸入含此菌的

水霧，公共休閒用水亦可能造成感染，近年

來國內曾有報導溫泉Spa按摩池與公立游泳

池蓮蓬頭感染退伍軍人菌之案例。疾病管制

局於 2008 年 4 月上旬接獲一位通報個案，

尿液檢體檢驗結果為嗜肺退伍軍人菌(L. 

pneumophila)抗原陽性，並由痰液檢體培養

分離到該菌血清型第一型菌株。疫情調查發

現個案發病前曾使用某溫泉池，遂採集該溫

泉池相關檢體送驗，實驗的病原菌分離培養

結果顯示該溫泉池至少檢出3種血清型之嗜

肺退伍軍人菌。以脈衝式電泳對個案痰液分

離菌株與該溫泉池分離菌株進行分子分型

比對，發現溫泉池中有 4個環境菌株與個案

痰液中分離的臨床菌株有相同的DNA指紋圖

譜，此結果說明本感染個案與該溫泉池的退

伍軍人菌污染有密切關係，也顯示應加強預

防旅遊設施相關之退伍軍人症感染。 

 

關鍵字：退伍軍人症、嗜肺性退伍軍人菌、

脈衝式電泳、旅遊相關之退伍軍人

病、溫泉池 

 

前言 

自 1976 年美國費城發生著名的飯店集

體感染事件後，退伍軍人菌被認為是一個重

要的社區感染與院內感染肺炎的病原體[1, 

 

2]，退伍軍人菌目前已知至少有 48 個菌種及

70 個血清型(serogroups)，包括嗜肺退伍軍人

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及其它退伍軍人菌

種(Legionella species)，約有一半會造成人類

呼吸道疾病[2, 3]，大部份退伍軍人症由嗜肺

退伍軍人菌所引起，其中以血清型第一型佔

最多數[4]。該菌傳染途徑為吸入遭污染的水

霧，在人為環境中包括冷卻水塔、水龍頭、

蓮蓬頭、Spa 按摩池等皆有可能成為傳播媒

介，目前尚未發現人傳人的病例[5, 6]。 

旅遊相關的退伍軍人病(travel-associated 

Legionnaires＇ disease) 近 年 來 逐 漸 受 到 重

視，美國每年約有 8,000-18,000 人因退伍軍

人病住院治療，約有 20 %與旅遊有關，美國

2005-2006 年旅遊相關感染的個案中約有

40-51 %是與飯店有關[7]。在英國，退伍軍

人症個案中約有 50 %為旅行相關之感染[8, 

9]。歐洲一份涵蓋 35 個國家的監測研究報告

指出，2005 年該區域共有 755 個旅行相關之

退伍軍人症個案，包括 93 個群聚感染事件

[10]。世界各國 Spa 按摩池造成的退伍軍人

菌感染事件時有所聞[6, 11, 12, 13]，美國

CDC 人員由一個 Spa 按摩池群聚感染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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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指出，若 Spa 池已遭退伍軍人菌污

染，接觸 Spa 池的時間越長感染的機率越高

[13]。 

為確認感染源，實驗室通常採用分子分

型技術(molecular typing)，比對臨床菌株與環

境菌株的 DNA 親源關係，以確認感染源 [6, 

13]。脈衝式電泳(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具有高度再現性與分型效力，常應用於

各種細菌傳染病的分子分型研究[14] 。台灣

近年來使用脈衝式電泳技術證實休閒用水造

成感染退伍軍人菌的事件有二，一件為 2005

年台北市某三溫暖 Spa 池造成的嗜肺退伍軍

人菌血清型第二型感染事件[6]，另一件為

2007 年南投縣某公立游泳池蓮蓬頭造成的嗜

肺退伍軍人菌血清型第一型感染事件[15]。 

本中心實驗室再次利用脈衝式電泳技

術證實退伍軍人菌的可能感染源，確定本文

個案為國內第二件溫泉池與感染退伍軍人

菌相關的案例，研究結果同時顯示，調查個

案的旅遊紀錄將有助於追查感染源及防疫

工作進行，同時突顯維持公共休閒用水清潔

衛生的重要性。 

 

材料與方法 

一、個案描述 

患者為 60 多歲男性，於 2008 年 4 月上

旬持續發燒最高至 40℃，伴隨乾咳及腹瀉，

並有呼吸困難及肺炎現象，就診醫院通報為

退伍軍人症疑似病例。疾病管制局收到患者

之臨床檢體進行各項檢驗，尿液抗原檢驗結

果為陽性，並由病患痰液中分離到退伍軍人

菌。經調查得知，患者發病前 10 天內曾使用

溫泉池，實驗室對該溫泉池相關環境檢體進

行培養與鑑定後，從溫泉池水檢體分離出多

株退伍軍人菌，其後進行血清型鑑定與分子

分型比對，以利追查感染源。 

二、臨床檢體 

個案的臨床檢體包括痰液、尿液、發病初

期與恢復期血清。個案家中用水之環境檢體

共 8 件，包含水塔、水龍頭、浴室蓮蓬頭及

飲用水。溫泉池相關環境檢體共 4 件，包含

蓮蓬頭、水龍頭、飲用水及溫泉池水。各檢

體以低溫保存方式運送到本局實驗室，收件

後隨即進行各項檢驗。 

三、尿液與血清檢體之檢驗 

檢 驗 尿 液 中 退 伍 軍 人 菌 抗 原 採 用

Legionella Urine Antigen ELISA kit (BINAX, 

Maine, USA)。在含有 L. pneumophila 血清型第

一型專一性的兔子多株抗體 IgG 的微量滴定

盤中加入患者尿液，若有抗原存在即會被抗

體吸附，抗體-酵素結合體(Anti-Legionella 

HRP conjugate)與尿液檢體同步加入，經 2 小

時反應，以洗劑去除未結合之尿液及抗體-

酵素結合體，最後加入呈色劑呈色，以分光

光度計判定結果。 

檢驗血清抗體力價採用間接免疫螢光抗

體檢驗法，試劑為 Legionella Indirect Antibody 

Test System (Zeus scientific, NJ, USA)。檢體血

清經兩倍序列稀釋，加入含有 L. pneumophila

的玻片中，於 37℃反應後洗去未吸附血清並

加入螢光抗體，再經 37℃反應後洗去未吸附

的螢光抗體，在螢光顯微鏡下觀察結果。若

有典型菌體螢光反應，表示血清中含有 L. 

pneumophila 的抗體，並由稀釋終點判定其抗

體力價。若發病初期與恢復期抗體力價有 4

倍以上差距，且最高力價大於或等於 128，

判定為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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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臨床檢體菌株分離鑑定 

痰液經過均質化及 0.2 M KCl-HCl（pH 

2.0）溶液酸處理，加入 KOH 中和劑均勻混

合，取 0.1 ml 接種到 PNV 選擇性培養基，內

含 BCYE 培 養 基 (Buffered charcoal yeast 

extract agar, REMEL,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Kansas, USA )，半胱胺酸 L-cysteine (Mast 

Group Ltd., Merseyside, U.K.)，以及添加物

PNV (polymyxin B, natamycin and vancomycin, 

Mast Group Ltd.)；於二氧化碳培養箱內，溫

度 35℃、CO2 濃度 5.0 %，相對溼度 60 ~ 90 %

條件下培養 7 至 14 天，若觀察到可疑菌落

則挑出來再次培養，並進行革蘭氏染色、

L-cysteine 生長需求測試、退伍軍人菌乳膠凝

集試驗（Legionella Latex Agglutination Test；

Oxoid Limited，England），與直接免疫螢光抗

體試驗(DFA) [16]。 

五、環境檢體處理與培養 

使用孔徑 0.2 μm 的濾膜過濾水檢體 

500 ml，濾膜加入 3 ml 滅菌水並震盪，使濾

膜上的殘留物再度懸浮於水中，取出其中 1 

ml 溶液進行酸處理與培養，酸處理的過程

與上述痰液檢體處理過程相同，使用的選擇

性培養基為 BCYE 培養基添加 L-cysteine 與

MWY(Modified Wadowsky and Yee)添加物 

(Mast Group Ltd., Merseyside, U.K.)。 

六、菌株血清型鑑定 

採用直接免疫螢光抗體試驗法，試劑為

Direct Fluorescent Antibody Test (Zeus scientific, 

NJ, USA)，為使 DFA 試驗法可檢測之血清型

更齊全，增加使用另一廠牌抗體(m-TECH, 

Monoclonal Technologies, Inc., Alpharetta, GA, 

USA)。將培養 48 小時的純菌加在 1 %中性

福馬林中，製成濃度為 McFarland No.1 的懸

浮液（約 3 × 108 cfu / ml），吸取少量菌液滴

於螢光染色專用玻片，自然風乾並固定，加

入不同血清型之抗體共軛物，於室溫下保溼

並反應 20 分鐘。取出玻片以磷酸鹽緩衝溶

液沖洗浸泡後，用蒸餾水沖洗，自然風乾，

封片後以螢光顯微鏡檢視，培養分離之細菌

如呈現單一桿狀，並出現亮黃綠色螢光，則

認定為陽性結果。 

七、脈衝式電泳分子分型 

菌株培養 48 小時後挑取適當菌量加入

2 ml 緩衝溶液(100 mM EDTA,100 mM Tris, 

pH 8.0)調整濁度，另外配製 1 % Agarose 溶

解於 TE buffer (10 mM Tris, 1 mM EDTA, pH 

8.0)，將菌液與 Agarose 等體積混合後注入模

具。凝固的膠塊放入 Proteinase K 溶液( 20 

mg / ml Proteinase K, 50 mM Tris, 50 mM 

EDTA, pH 8.0, 1 % Sarcosine)，於 56℃水浴 2

小時，後以滅菌水及 TE Buffer 清洗數次，

每次皆於 56℃水浴 15 分鐘。 

膠塊以 Sfi I 限制切割酵素(New England 

Biolabs, MA, USA)於 50℃ 反應 4 小時，反應

完成後將膠條黏貼上模具，以 1 % Agarose

鑄膠後，使用 Bio-Rad CHEF MAPPER 電泳

儀(Bio-Rad Laboratories, California, USA)進行

電泳。電泳條件為電場梯度 6 V / cm、電場

角度 120°，變換間距 2 秒至 40 秒，電泳總時

間 20 小時。完成後以 Ethidium bromide 染色

並 照 相 ， 以 BioNumerics (Applied Maths, 

Kortrijk, Belgium)軟體進行分析。 

 

結果 

一、臨床檢體檢驗結果 

尿液檢體抗原檢驗結果顯示為嗜肺退

伍軍人菌血清型第一型陽性。血清抗體免疫

螢光試驗結果，發病初期力價小於 128，四

週後採檢的血清抗體力價 IFA 等於 1024。患

者恢復期抗體力價已超過發病初期抗體力

價 4 倍並超過 128，判定為嗜肺退伍軍人菌

抗體陽性。痰液檢體的分離培養成功自檢體

中分離到嗜肺退伍軍人菌血清型第一型菌

株，此臨床菌株之後與環境菌株進行脈衝式

電泳分型分析。 

二、環境檢體之菌株分離與血清型鑑定 

環境檢體經培養後，在溫泉池水檢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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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基上發現數十個疑似菌落，挑出並再次

培養，經革蘭氏染色為革蘭氏陰性桿菌、

L-cysteine 生長需求測試陽性、退伍軍人菌乳

膠凝集試驗陽性。進行直接免疫螢光抗體試

驗確認菌株之血清型，鑑定結果如圖所示，

共確認 33 株退伍軍人菌，分別為嗜肺性退

伍軍人菌血清型第一型 19 株、第五型 12

株、第十型 2 株。12 個環境檢體中，只有溫

泉池的池水檢體有退伍軍人菌株被分離，其 

他檢體包括患者家中 8 個環境檢體，則未分

離到退伍軍人菌。實驗結果顯示該溫泉池水

已遭到至少 3 種血清型之嗜肺退伍軍人菌污

染，其中以第一型出現頻率最高，佔所有菌

株的 57.6 %，第五型和第十型分別佔 36.4 %

與 6.1 %。 

三、脈衝式電泳分型(PFGE patterns) 

結果如圖所示，患者之臨床分離株與 33

個環境分離株同時比對結果，發現 34 個菌

圖、退伍軍人菌血清分型及 PFGE 分型結果 

33 個環境菌株與 1 個臨床菌株可分成 3 種血清型，11 個 PFGE 型，臨床菌株

( Patient )與環境菌株中的 EN12-1、EN12-2、EN12-11、EN12-16 有 100%相同的

PFGE 圖譜，證明此個案的感染與溫泉池有密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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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可分成 11 個 PFGE 型，血清型第一型菌株

可分為 P3、P5、P6、P8、P9 共 5 型，血清

型第五型可分為 P1、P1a、P4、P7 共 4 型，

血清型第十型為 P2、P2a 共 2 型，其中 P1

與 P1a；P2 與 P2a 相似度高於 90%。臨床分

離株與 Spa 按摩池的 4 個菌株( EN12-1、

EN12-2、EN12-11、EN12-16 )同屬於 P6 型，

DNA 指紋圖譜 100 %吻合，分析結果顯示個

案之感染與溫泉池的退伍軍人菌污染有密

切關係。此外由溫泉池 33 個菌株的分型實

驗結果，可發現該池環境中各 PFGE 型別分

布均勻，沒有一個特定 PFGE 型菌株數量超

過 20%，而造成感染的 P6 型僅佔所有菌株

數量的 12.1% ( 4/33 )。 

 

討論 

本文是國內第二篇與溫泉池相關之退

伍軍人菌感染報導，退伍軍人菌具有耐高溫

的特性，使得溫泉設施易滋生此菌，並造成

長期的污染，因此定期消毒溫泉管路與水質

監控實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加氯消毒是維持

溫泉池池水衛生常用的方式，而大眾池的氯

溶解量消耗的速度比個人池快，因此較容易

被細菌污染[17]。隨著檢驗技術與分子分型

技術逐漸成熟，菌株的分子分型實驗得以使

感染源被證實，近年來的研究報告更逐漸突

顯出公共休閒用水受退伍軍人菌污染的重

要性，也意味著國內業者應該重視公共休閒

用水中退伍軍人菌的監控。本文所提之溫泉

池在檢驗出退伍軍人菌後，業已經過消毒處

理，複驗之環境檢體並無檢出退伍軍人菌。

定期監測水質並進行消毒工作、加裝必須的

過濾設備、以及更新老舊的供水管路等工作

將可避免日後再度發生相同的事件。 

本文患者為旅遊相關感染的個案，旅遊

感染退伍軍人菌的個案一般不易被發現，由

於旅客通常是返家數日後才發病，難以判斷

自身的可能感染源。而旅遊造成群聚感染的

事件也不易發現，因旅客來自各縣市，個案

發病的時間點也有差異，各地的醫療單位不

容易警覺這些個案皆感染於相同旅遊地

點，因此需要一個整合性的監測系統，收集

各地通報個案的旅遊紀錄，加以整合以便發

現共同的感染源，並驗證來源與消毒[13]。 

歐 洲 的 退 伍 軍 人 症 監 測 網 路

(EWGLINET)非常完整，以 2005 年為例，涵

蓋 35 個國家的監測系統共找到 93 個群聚感

染事件，其中有 36.6 %是藉由該監測系統而

發現[10]。美國 CDC 於 2005-2006 年提供一

個輔助系統，有 32 州共同參與，各醫院可

使用 E-mail 的方式進行通報，以期及早發現

旅遊感染退伍軍人菌的感染源，兩年間共找

到 10 個旅行群聚感染事件，其中 7 件與飯

店有關而 3 件與郵輪有關[7]。我國於 1999

年將退伍軍人病納入第三類法定傳染病監

測與通報系統，並於 2004 年中開始對陽性

個案採集其潛伏期間相關之環境檢體，包括

居家、娛樂及旅遊場所，因此詳實的疫調及

採檢，將有助於找到退伍軍人菌感染源。 

在同一溫泉池環境內發現並分離兩種

以上之退伍軍人菌相當常見[6,18,19]，本次

研究自環境中分離培養的菌株皆為嗜肺退

伍軍人菌(L. pneumophila)，其中血清型第一

型佔 57.6 %，第五型和第十型分別佔 36.4 %

與 6.1 %，顯示此遭受污染的溫泉池檢體中

有超過 40%的菌株是屬於非血清型第一型

的嗜肺退伍軍人菌。國內外均有過非第一型

菌株造成溫泉池感染的案例[6, 13]，而目前

最常用的尿液抗原免疫試驗，只能偵測血清

型第一型的感染，若為非第一型的病患將可

能被遺漏[20] 。因此處理溫泉池感染事件時

應注意非第一型的案例是否可能被低估。 

環境分離菌株中的血清型第一型菌株

可分成 5 種 PFGE 型別，分別是 P3、P5、P6、

P8、P9，使用 Bionumerics 軟體分析的結果，

相似度皆不到 60%，顯示各菌株間之親源關

係疏遠。而各菌株間是否有致病性的差異？

本次造成感染的 P6 型菌株是否具有較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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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性？值得進一步針對相關致病基因進

行分子生物學實驗深入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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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新興冠狀病毒與其他動物 
冠狀病毒之回顧 

 
賴治民 1、黄柏桐 2 

 

1.國立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2.馬來西亞博大大學獸醫學系 

 

摘要 

冠狀病毒(coronavirus)一般認為僅造

成局限性且易自我恢愎的感染。至今，已有

三亞群、16 種以上的冠狀病毒被發現。本病

毒核酸大小為 RNA 病毒中最大的，在電子顯

微鏡下呈現皇冠狀，顆粒大小約為 100nm。

可利用自身合成的的複製酶(replicase)及

蛋白酶(proteinase)合成棘蛋白(spike 

protein)、封套蛋白(envelope protein)、

膜蛋白 (membrane protein)及核殼蛋白

(nucleocapsid protein) 四個結構蛋白及

其 它 非 結 構 蛋 白 (non-structural 

proteins)，部份冠狀病毒可合成血球凝集

素 酯 化 酶  (Haemagglutinin-esterase 

protein)。病毒傳播以飛沬及口糞傳染為

主，感染患者後，病毒就會開始複製，至今，

已有數種抗原或抗體檢驗套組可檢驗並確

診。然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卻在

病患發燒之後，才會開始大量複製，使得世

界衛生組織仍用臨床症狀當作是 SARS 的指

標，良好的診斷試劑仍待專家努力發展。至

今，已有即時聚合酶連鎖反應套組，可以在

發燒 4天內檢出病毒；應用免疫色層分析法

(immuno-chromatography test)發展的套

組，可以在發燒 10 天內檢出抗體。人類冠

狀病毒現已發現五型。除 SARS-CoV 外，

HCoV-OC43 可造成患者下痢，HCoV-229E 及

2004 年後發現的 HCoV-HKU1 及 HCoV-NL63

均與呼吸道感染有關。後者於成人發現之

HCo-NH 株與幼兒 Kawasaki 病之關聯性仍待

証實。 

 

關鍵字：冠狀病毒、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病毒、致病機轉 

 

前言 

哺乳類之冠狀病毒感染一直被認為通

常僅造成局限性且易自我恢復的症狀，但至

今，已有五種人類冠狀病毒被發現，並包括

可造成下呼吸道嚴重感染的急性呼吸道症

候群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m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本文將討論冠狀病

毒的種類、複製、致病機轉、症狀及感染方

式，並進而討論 SARS-CoV 疫苗及診斷試劑

發展的困難，並提及其他可感染人的新興冠

狀病毒。 

 

冠狀病毒的發現及其家族 

冠狀病毒於 1937 年首次從雞分離出，

但遲至 1965 年，Tyrrell 及 Bynoe 利用帶有

纖 毛 的 人 類 胚 胎 氣 管 細 胞 (human ciliated 

embryonal trachea cells)才首次於體外培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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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冠狀病毒[1]。由於在電子顯微鏡下呈現

皇冠的形狀，於 1975 年，正式被命名為冠

狀病毒科(Coronaviruses)[1-3]。Corona 在拉丁

文為皇冠(Crown)的意思。 

Spaan 等 指 出 ， 冠 狀 病 毒 科 屬 於

Nidovirales 目 ， 同 目 的 病 毒 科 有

Arteriviridaes，及 Roniviridaes。冠狀病毒科則

有二個屬：Coronaviruses 及 Toroviruses。冠

狀病毒屬可以分為三個亞群(subgroup)，16

種以上的病毒[4]。第一亞群和第二亞群冠狀

病毒主要感染哺乳類，第三亞群則感染鳥禽

類。第一亞群中，主要的病毒有感染人的

HCoV-229E 、 感 染 豬 的 傳 染 性 腸 胃 炎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virus, TGE) 及

porcine respiratory coronavirus (PRCV)、貓冠狀

病毒(feline coronavirus)：含貓傳染性腹膜炎

病毒(feline infectious peritonitis virus, FIPV)和

貓腸炎病毒(feline enteritis virus, FEV)及狗冠

狀病毒(canine coronavirus)，第二亞群則有感

染 人 的 HCoV-OC43 ， 牛 冠 狀 病 毒 (bovine 

coronavirus)，鼠肝炎病毒(murine hepatitis virus, 

MHV) 及大鼠之 rat sialodacryoadenitis virus 

(RAT-SDAV)，第三亞群有雞傳染性支氣管

炎病毒(chicken 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 IBV) 

[5]。病毒通常都可以分到這三亞群中，然而

加拿大的研究團隊將 SARS-CoV 多倫多株

(Tor2)定序，發現其基因序列與 HCoV-OC43

比較接近，血清反應和第一亞群比較接近，

所以其特性和原來的三亞群都不同，因而建

議將 SARS-CoV 列在第四亞群中[6]，但是更

多的研究顯示，SARS-CoV 仍應列於第二亞

群中[3,6]。 

 

冠狀病毒構造及複製方式 

冠狀病毒為正向單股 RNA (+ssRNA)之

病毒。其病毒顆粒直徑約為 75 - 160nm，平

均為 100nm，核酸為長鏈狀，大小 27–31kb。

其核酸不分段，分子量為所有 RNA 病毒中

最大的。病毒外表有封套(envelope)，在封套

上的棘蛋白(spike, S protein)則突出於病毒體

(virion)表面，形成冠狀結構[2]。 

冠狀病毒有 11 到 17 個開放讀碼區(open 

reading frame, ORF)，通常轉錄 7 到 9 個

mRNA。病毒進入細胞後，先利用宿主的酵

素系統，製造出一個含全部基因的負向單股

RNA (-ssRNA)，並利用這為模板，再利用本

身之 ORF1 轉譯出蛋白切割酶(proteinase)及

核酸複製蛋白酶 (replicase)，負責接下來的

mRNA 的轉錄及轉譯的工作[2,3]。接下來，

核酸複製酶會依序將每一個開放讀碼區轉

譯依序製作出棘蛋白、血球凝集素酯化酶

(Haemaglutinnin-esterase, HE protein)、膜蛋白

(membrane, M protein)、封套蛋白(envelope, E 

protein) 、 及 最 後 的 核 殼 (nucleocapsid, N 

protein)，凝血蛋白僅第二亞群的部份病毒會

合成[4,5]。在轉譯過程中，也會合成一些非

結構性蛋白，這些非結構性蛋白可能與病毒

的毒力有關，如 SARS-CoV 中之非結構蛋白

[5]。SARS-CoV 有 14 個有功能的開放讀碼

區，製造出 4 個結構蛋白、8 個附屬蛋白及

16 個非結構蛋白[3]。 

 

冠狀病毒的傳播方式 

病毒主要的傳播方式為經飛沬由呼吸

道進入或經糞口傳染，由於飛沬傳染的距離

通常不會超過一公尺，因此經由被污染的器

具接觸傳染也是一個重要的途徑[7]。除此之

外，其他的傳播方式在許多冠狀病毒中也很

重要。例如貓傳染性腹膜炎則是以垂直傳染

為主[5]。冠狀病毒對環境的抗性很強。

SARS-CoV 的存活時間比一般的冠狀病毒稍

久，它可以在乾的塑膠表面及糞便中存活 48

小時、在尿液中可達 24 小時，患者的下痢

便中可以存活 4 天，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封套

結構使其較耐酸及耐腸道酵素[5]。病毒可被

254nm 波長之紫外光、高於 65℃之溫度、高

於 14 或低於 3 之 pH 值環境去活性。福馬林

或 戊 二 醛 (glutaraldehyde) 也 可 以 去 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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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由於 SARS-CoV 的高風險性，

因此，此病毒僅能於BSL3級(biosafety level 3)

之實驗室操作[8]。 

 

冠狀病毒的結構蛋白 

棘蛋白是由 S1 和 S2 二個次單位(subunit)

構成。S 蛋白是第一型的膜轉化醣蛋白(type I 

transmembrane glycoprotein)，當病毒與細胞接

觸後，就借此蛋白與細胞膜上的受體接觸，

而將細胞膜開孔，使核酸能進入細胞內，故

也是一個重要的中和蛋白[8]。其受體可以有

很多種，第一亞群病毒的受體是胺基胜肽酶

(aminopeptidase N, APN) [9]；第二亞群的受

體 ， 以 鼠 肝 炎 病 毒 為 例 ， 為 癌 胚 抗 原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SARS-CoV

的 受 體 為 血 管 加 壓 素 轉 換 酶

(angiotension-converting enzyme 2) [10, 11]，S1

蛋白就是和此受體結合，而 S2 蛋白負責將

病毒與細胞融合，使核酸進入宿主細胞。在

微酸的環境中，其結合的效率會更好[11]。 

封套蛋白和膜蛋白為病毒在組裝時所

須的蛋白，均在內質網系統中完成醣化，而

運到細胞膜表面，核酸會和核殼蛋白結合，

形成螺旋狀結構，穩定並包裏核酸，並靠近

細胞膜而與上述二種蛋白質形成的顆粒結

合而後芽出(budding) [5]。核殼蛋白可以與棘

蛋白合作，而在當細胞膜被打開後，將核酸

送入宿主細胞內[3]。 

某些冠狀病毒，如鼠肝炎病毒，可以合

成 血 球 凝 集 素 。 這 個 核 酸 序 列 應 是 從

influenza C 病毒獲得。它的主要功能是利用

acetylesterase 的活性，破壞具有 sialic acid 的

蛋白，而使細胞膜破壞，尤其是紅血球。它

也可以協助 S 蛋白，使病毒更容易進入細胞

中，因此也被認定為毒力因子之一[5]。 

 

冠狀病毒對動物的致害 

Weiss 等於 2005 年指出，通常冠狀病毒

感染之動物，在有足夠的營養下，可以耐過

疾病的侵害[3]。貓冠狀病毒於城市中的貓的

盛行率為 30%以上[12]，通常感染症狀輕

微，但是如病毒突變，尤其經垂直感染的貓

冠狀病毒，病毒可穿過腸道至腹腔，因體液

性免疫反應所產生的抗體抗原結合反應，而

造成組織液中蛋白沈澱，最後造成纖維蛋白

(fibrin)堆積在腹腔，而形成自體免疫性之腹

膜炎，病貓最後常因惡體質而死亡[3]。老鼠

之鼠肝炎病毒(mouse hepatitis virus, MHV)為

一種高傳染力、高致死率的老鼠疾病，於英

國家鼠中之盛行率為 86%[13]。此病可以作

為一個非常好的冠狀病毒感染動物模型[5]。 

 

病毒株的變異 

由於 RNA 聚合酶(RNA polymerase)的錯

誤率為 1X10
-4，因此，RNA 病毒複製時的突

變率是相當高的，例如每一株貓傳染性腹膜

炎的病毒序列都不相同[5]。因此，冠狀病

毒也容易越過物種的差異，而侵襲其他動

物。人的 HCoV-OC43 和牛的冠狀病毒(BCoV)

的基因序列就很相似[5,13]。但是不同的開

放讀碼區，其突變速率也不相同。如 RNA

核酸複製酶的基因部份，相對而言，就比較

穩定，適合當作聚合酶連鎖反應時的基因檢

測序列[5]。 

傳統的人類冠狀病毒有二型，第一種

為 HCoV-OC43，造成嬰幼兒腸胃道疾病，

臨床症狀以下痢為主，病毒通常僅感染腸

道上皮部上 1/3 處，因養份無法被絨毛吸

收，而有水樣下痢，小於 12 個月的嬰兒會

有乳糜狀下痢。第二種為 HCoV-229E，通

常僅感染上皮細胞(epithelial cell)，造成輕

微症狀的上呼吸道感染。臨床上，大部份

的感染都是很輕微的、局限性的，而無法

和類流感區分，除了極少數感染會有神經

症狀[5]。在人類，呼吸道型的冠狀病毒感

染通常與季節有關，冬天為好發時期。病

毒可由巨噬細胞攜帶至其他器官，而造成

肝、腎、心及眼的隨機感染，極少有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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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狀。因血清型眾多，又無交叉保護力，所

以重覆感染是可能發生的[5]。 

 

SARS-CoV 的病症及其致病機轉 

SARS-CoV 可造成嚴重的下呼吸道症

狀，27%的病人有下痢症狀，13%的病人有

腹痛症狀，其潛伏期約為 6.4 天。此病的死

亡率在小於 60 歲以下的病患為 13.2%，在

60 歲以上者為 43.3%[14]。Gu 等表示，

SARS-CoV 可感染肺部、腎上皮細胞、腸黏

膜細胞、神經原及免疫細胞並造成多發性器

官衰竭死亡。主要的病變仍然是在肺部，和

細胞性免疫反應及其相關的連鎖反應有

關。因被感染造成細胞凋零現象(apoptosis)，

自體抗體(autoantibody)、不適量的干擾素

(interferon)反應、過量的細胞素(cytokine)分泌

及過多巨噬細胞及 T 細胞，造成瀰漫性的肺

泡傷害(diffuse alveolar damage)，最後因肺臟

細胞大量的被破壞，肺產生空泡化及間質

化，並充滿組織液，病患會因無法換氣

(ventilation)而死亡[15]。 

 

冠狀病毒的演化，以 SARS-CoV 為例 

當 SARS 於 2003 到 2004 年爆發流行

時，科學家首先注意到的是流感病毒或其他

病原，而之後才發現是冠狀病毒；此病毒和

果子貍的冠狀病毒有 99%以上的基因都相

同，所以被認為是由果子貍的冠狀病毒傳到

人而造成。但是 SARS-CoV 是否能在動物間

傳播仍然是個疑問[5]。此病毒也可以感染家

貓(domestic cats)，短尾猿(macque monkeys)及

雪貂(ferrets)等宿主[5]，然而於實驗環境中，

其僅造成局限性的上下呼吸道症狀[3]。 

當跨越物種感染初期，很容易造成高致

病率及高死亡率。但是在病毒適應新宿主的

過程中，其演化的方向就會慢慢修改成與宿

主共存，但是保有最大的感染力，當達到平

衡時，病毒的變異率就會下降並穩定，這就

是 所 謂 的 宿 主 適 應 性 (host adaptation) ，

SARS-CoV 的演化符合這種原則[5]。Zhang

等指出，SARS-CoV 每一個基因每一年的平

均 突 變 率 為 0.8-2.38X10-3 (nucleotide 

substitution per site per year) [16] 。 依 據

SARS-CoV 棘蛋白的演化，SARS-CoV 的演

化可分為三階段：2002-04 跨物種時期、2003

年早期流行期及 2003 年晚期流行期。於

SARS 爆發之前及 2003 年初期，其演化方向

為正向選擇(positive selection)。初期，棘蛋白

的變異幅度大，以謀能跨越物種的障礙；在

03 年初期時，其變異的方向為加強在人類之

間的感染；在流行期末期，其變異的方向為

純化選擇(purifying selection)，主要目的是為

能與人類和平共存而在人類中大量繁衍。

SARS-CoV 的演化模型為一個典型的病毒跨

越物種的演化模型[16]。Groneberg 等也指

出，SARS-CoV 所產出的核酸變異率和其他

冠狀病毒比較，是比較穩定的，這可能是他

的 核 酸 複 製 酶 具 有 如 核 酸 外 切 酶

(exonuclease)的校正的功能。因此，在這麼長

的流行期中，只發展出香港淘大株及加拿大

多 倫 多 株 二 個 不 同 型 別 的 病 毒 世 代

(lineage)。同時，其病毒核酸的變異速率雖

然沒有改變，但是其轉譯出來的蛋白質變異

速率卻有變慢的情形[5]，表示所轉錄出的蛋

白質趨近於相同。因此疫苗的發展是值得期

待的。 

 

SARS-CoV 的疫苗發展 

雖然 SARS-CoV 的疫苗發展仍是一個艱

難之路，但至今的研究均指出 SARS-CoV 的

疫苗發展，是很有潛力的。不活化病毒疫

苗、重組抗原、DNA 疫苗、利用各類病毒為

載體的組合疫苗都在發展中。利用被動性免

疫法以研究抗體的效力也已以動物模型進

行多方面瞭解[3]。 

與棘蛋白相關疫苗的試驗為一重要的

課題，也有許多研究已位於前臨床試驗的階

段(preclinical stage)。DNA 重組棘蛋白載體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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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可以使小白鼠產生足夠的抗體對抗

SARS-CoV 的攻擊[17]。利用鼻腔接種或肌肉

注射之載體疫苗如 Ankara 疫苗，也証明能產

生足夠的抗體[18]。而以非洲綠猴所做的研

究中，利用重組棘蛋白的副流感疫苗病毒

(parainfluenza virus) ， 也 可 以 使 動 物 對 抗

SARS-CoV 的攻擊[19]。雖然至今，所有的研

究，都還未能進入人體試驗領域，由以上報

告指出，已發展出的疫苗應可以在未來有效

保護人類免受病毒侵害[3]。 

 

其他感染人的新興冠狀病毒 

自 SARS-CoV 被發現後，至今已至少有

三 種 新 興 的 冠 狀 病 毒 可 以 感 染 人 [4] 。

Dominguez 等於 2004 年在荷蘭發現第四種人

類冠狀病毒，HCoV-NL63，隨後其他國家也

在 幼 童 呼 吸 道 中 鑑 定 出 此 病 毒 [20] 。

HCoV-NL63 和 HCoV-229E 相似度高，所以

被歸於第一亞群。本病好發於冬季，主要感

染對象為五歲以下的幼童，主訴為上呼吸道

感染症狀及氣管炎症狀，少數出現肺炎症狀

[13]，可能與幼兒喘鳴(stridor)有關[3]。病毒

在細胞培養中生長速度較慢，因此聚合酶連

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技術為

主要的診斷方式[14]。此病毒於 New Haven

被 Esper 等人發現並稱之為 HCo-NH，並認

為 可 能 和 小 兒 之 Kawasaki 疾 病 有 關

[3,21,22]。第五種為 HCoV-HKU1，於 2004

年在香港的一位 71 歲的肺炎患檢體中發

現，研究證明這病毒與上呼吸道及腸胃疾病

有關[14]，屬於第二亞群的病毒[3]。 

 

SARS-CoV 診斷試劑發展現狀 

一般的病毒，在侵入宿主體內後就會開

始複製病毒，而後造成臨床症狀，但是

SARS-CoV 在潛伏期的病毒量很低，直至發

燒症狀出現後，SARS-CoV 才開始大量複製

[23,24]，這使其不易發展出可以在發燒前準

確診斷 SARS 感染的診斷試劑。再者，由於

SARS 的案例近幾年沒有出現，因此，已開

發出來的套組，也無法進行臨床上實際的評

估。這也是 SARS-CoV 至今仍然使用臨床症

狀來定義疾病的原因[25]。由於 SARS 被衛

生署定義為第一類法定傳染病，因此，發展

一個良好且準確的檢測方法，仍為疾病預防

中，很重要的一環。 

至 今 已 有 數 種 方 式 可 以 檢 測

SARS-CoV。電子顯微鏡檢查是一種快速的

病毒檢驗方式，以負染色法可以在二小時

內利用電子顯微鏡下看到病毒，然而，其

缺點為每一毫升必須至少約要有 107 個病

毒顆粒才可以看到，並且無法確診。但是

當各種方法都找不到病原時，本法非常適

用。例如此次的 SARS 疫情，就是因為在

電子顯微鏡下看到冠狀病毒的顆粒，才指

引出正確的方向[6]。 

利用細胞培養出病毒應為最正確的檢

驗方式，也就是所謂的基準檢驗法(gold 

standard)，然而由於細胞培養費時，細胞病

變有時不容易看到，敏感度低，某些病毒的

培養又具有高度的危險性，因此，此法也不

常用於快速診斷。 

利用 PCR 技術可大量及快速的增殖特

定病毒核酸片段，樣本可以由鼻腔、口腔、

糞便等部位收集。聚合酶連鎖反應是 WHO

認可的 SARS-CoV 檢驗方式，也是至今唯一

証明可在感染後十天內檢測出 SARS-CoV 的

方法[26]。其優點是可以在早期就從檢體中

判斷出病患是否感染，操作需時約 2 到 4 小

時。缺點是必須要用特殊的儀器，受過訓練

的操作員及在國家級的實驗室或國家委託

的實驗室才可以進行。 

血清學檢驗的優點是能快速及大量篩

檢。在感染初期，如果能進行大量篩檢，則

可達到早期發現及治療的目的。螢光抗體檢

測(fluoroscent antibody test)，為最早開發出來

的方法，利用間接螢光抗體反應可在發燒後

10 天檢驗出感染[26]。酵素免疫分析(enz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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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及免疫色

層分析法(immuno-chromatography test, ICT)雖

然都已發展出來，但還無法達到世界衛生組

織的要求。由於 SARS-CoV 的特性，依世界

衛生組織的建議，最好的判定方式先以臨床

症狀表現加上流行病學資料來做初診，再結

合至少一種的檢驗方法，如為疑似病例則再

送參考實驗室確診[25]。 

 

結論 

冠狀病毒由於體外培養比較困難，加上

病毒變異速率快，因此，在未來一定會有更

多的病毒株被發現，也可能有新病毒跳到新

宿主的情形發生，瞭解其致病機轉、疫苗及

診斷方式的發展，當新興疾病爆發時，公共

衛生防疫人員，可以利用過去的經驗，達到

疾病防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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