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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的由來 

摘  要 

新型流行性感冒通常都會造成世界大流行。1997 年香港禽流感 H5N1

型病毒直接感染人類，兩年後 H9N2 新型流行性感冒病毒也對人類造成感

染。這兩件感染事件終於打破鳥類流行性感冒病毒不會直接感染人類的一

般思維。雖然很幸運的這兩件感染事件並未在人類世界造成大流行，但是

這兩種病毒的基因分析結果卻發現這兩種病毒非常類似，雖然都屬鳥類病

毒卻可直接在人體增殖，由此顯示出是基因造成。由流行病學的調查研究

發現，具有此種基因的鳥類流行性感冒病毒仍持續停留在香港地區，相信

其他地區也具有此種基因病毒的存在，因此仍有可能引發出現新型流行性

感冒病毒，所以我們應隨時提高警覺並做出適切的因應。 

前  言  

1997 年香港爆發鳥型流行性感冒病毒 H5N1（簡稱香港 H5N1 型禽流

感病毒，電子顯微鏡圖，如圖一）感染人的流行，造成 17 人感染 6 人死亡，

因死亡率超過 30%而引起一般大眾的恐慌，同時也引起醫師及研究者的矚

目，因為 H5N1 型流感病毒屬鳥類病毒，在 1997 年之前從未發現此型病毒

感染人類的情況，此外流行性感冒大都發生在冬季，但此型病毒卻發生在

流行性感冒的非流行期，因此一般均擔心是否會如 1917-1918 年西班牙型

流行性感冒大流行而造成人類的浩劫，幸好香港政府處理得宜，並未造成

大災難。儘管如此，香港禽流感病毒 H5N1 到底來自何處，它為何會感染

人類，這是學術界所關心的大事，本文即在探討這些問題的可能情況。  

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的發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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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年 5 月 9 日一位三歲幼童出現高燒、喉嚨及咳嗽等症狀送醫師診

治，並於 15 日住院治療，但因病情持續惡化而於 21 日死亡。醫生雖然知

道是流感造成，但到 8 月才鑑定出是屬於鳥類的H5N1 型流感病毒。接著

在同年 11-12 月又出現同型病毒造成 17 例感染，其中 6 名病患死亡
（1）。

流感病毒除了 1917-1918 年西班牙型流感病毒造成上千萬人死亡之外，一

般在人類所造成的死亡率很少超過 0.1%，但此次感染事件的死亡率卻高達

30%，的確超出想像。由於一般均強烈懷疑H5N1 型流感病毒是直接來自

香港的雞市場，因此香港政府隨即實施雞隻撲殺政策，終於成功的遏制

H5N1 型流感病毒的持續擴大流行。 

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為何未造成大流行？ 

香港H5N1 型禽流感病毒和香港型、臺灣型、蘇聯型流感病毒一樣均

屬A型流感病毒。流行性感冒病毒的宿主範圍至為廣泛，在鳥類由海鷗等

野生水禽類到雞、火雞等陸地家禽，甚至擴及到海中動物如海豹（seal），

而在哺乳類則有豬、馬及人類等都是它的感染範圍
（2）。儘管如此，並非相

同的流感病毒都會對所有的動物造成感染，是否感染是由感染動物種類的

病毒決定。H5N1 型禽流感病毒是感染鳥類的病毒，至少在香港禽流感發

生之前並未對人類造成感染，1997 年在香港發生流行的H5N1 型禽流感病

毒是人類史上首度發現由飼養的雞隻直接對人類造成感染。 

在二十世紀，人類至少發生過三次新型流感病毒大流行（即 1918 年

H1N1 型西班牙流感，1957 年H2N2 香港型流感及 1968 年H3N2 香港型流

感），這三種均造成世界大流行。因此，H5N1 型禽流感病毒造成大流行的

可能性也相當大，但是很僥倖地本病毒並未在人類造成人傳人
（3），加上香

港政府適時的撲殺雞隻，阻止新病毒的感染源，否則後果將不堪想像。 

病毒受器的特異性及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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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鳥類流感病毒很少，或甚至不會越過動物種直接感染人類。1983

年在美國也發生過 H5N1 型流感病毒在家禽間造成大流行。在此流行期間

一共撲殺 1,700 萬隻家禽，一般相信應有很多人直接接觸到家禽才是，因

此隨即展開流行病學調查，結果並未發現感染者。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鳥類

與人類的流感病毒認識不同的細胞受器（receptor）之故。流感病毒的受器

分子是在糖鏈末端具有唾液酸，但是人類與鳥類的流感病毒是認識唾液酸

與半乳糖之不同結合方式（圖二）。人類的流感病毒是認識結合在半乳糖上

之 α2-6 唾液酸，而鳥類的流感病毒則是認識結合在半乳糖上之 α2-3 唾液

酸。此外人類的氣道上皮細胞是唾液酸與半乳糖上的 α2-6 結合在一起，但

是鳥類的氣道上皮細胞則是唾液酸與半乳糖上的 α2-3 結合在一起。也就是

流感病毒所具有的特異性受器與宿主細胞上的受器相當一致，這是流感病

毒決定宿主特異性的原因之一。 

儘管如此，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雖然是鳥類流感病毒，但仍會在

人體引發疾病。此外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是認識 α2-3，這是鳥類流感

病毒受器的特異性。也就是說鳥類流感病毒可感染人類而在人體增殖並引

發疾病，受器的不同特異性並不是決定感染的主要因素。引起 1957 年亞洲

型流行性感冒與 1968 年香港型流行性感冒的病毒其受器（HA）雖然都來

自鳥類，但仍然可認識人類細胞的受器。亦即，流行性感冒病毒可很有效

率的由人傳給人，其受器特異性雖然必須由鳥型轉變成為人型，但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卻可不必轉變其特異性，即可感染人體細胞。然而，H5N1

型禽流感病毒卻不同於其他鳥型病毒，它可在人體細胞增殖並引發嚴重的

疾病，由此可看出除了病毒受器的特異性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存在。到底

H5N1 型禽流感病毒是以何種方式直接感染人類，此謎至今仍甚不清楚。

我們若能瞭解其中的奧秘，便可預測何種鳥型流感病毒可感染人體，並在

大流行之前採取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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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的可怕 

所謂大流行（pandemic），是指新型流行性感冒病毒大規模感染人類並

引發疾病之謂。因此香港出現H5N1 型禽流感病毒時，大家都非常擔心會

造成大流行，所以有許多國家尤其是歐美各國，均派遣病毒學家及公共衛

生專家前往香港瞭解究竟。香港H5N1 型禽流感病毒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

病毒的病原性。鳥型流感病毒有弱毒型及強毒型病毒株之分，弱毒型病毒

株只在鳥類的呼吸道及腸道增殖，而且不會殺死鳥類，但是強毒型病毒株

則可在腦部及全身各個器官增殖，並引發致死性疾病
（6）。決定鳥型流感病

毒病原性的重要因子，是病毒粒子表面的HA結構，在弱毒型與強毒型病毒

株其HA結構有顯著的不同。通常人類的流感病毒都是屬弱毒型病毒，然而

香港H5N1 型禽流感病毒的HA卻屬於強毒型
（1）。也就是 1997 年發生在香

港的禽流感病毒不只是新型，而且對雞隻是強毒型病毒株感染人類。事實

上，香港禽流感H5N1 型病毒在人類不只具高致死性，而且症狀也比普通

流行性感冒嚴重，但是為何不會引起全身性感染，目前仍不清楚（圖三）。 

    利用老鼠進行香港H5N1 型禽流感病毒的病原性研究時發現此病毒株

在雞隻雖具強毒性，但在老鼠卻有病原性與非病原性之分
（7-9）（圖四）。在

此實驗中最強毒的H5N1 型病毒只要極少的病毒量便可殺死老鼠
（7）。有關

決定此病毒病原性的因子目前正以最新的技術分析中
（10）。此結果對瞭解

流感病毒在人類的病原性助益甚大。 

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的起源 

直接感染人體的香港禽流感H5N1 型病毒到底來自何處？在自然界除

了H5N1 型病毒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直接感染人類的病毒？為了瞭解此問

題而進行病毒的分子流行病毒分析
（11）。流感病毒的基因是由分節狀的 8

段基因組成（圖五），因此只要對這些基因片段進行基因序列分析，找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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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的基因序列，便可知道病毒的起源及在自然界的分布狀況。調查的結

果發現，1997 年在香港雞市場由鵪鶉所分離到的H9N2 型流感病毒，其病

毒基因中有 6 段基因很類似H5N1 型流感病毒(12)（圖六）。同樣地由雞市場

的鴨所分離到的H6N1 流感病毒除HA基因之外，有 7 段基因非常類似H5N1

型禽流感病毒
（13）。在 1996 年大陸廣東鵝農場流行的H5N1 型流感病毒的

HA基因，很類似香港的H5N1 型禽流感病毒
（14）。由此結果可看出，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的HA基因，相當於鵝的H5N1 型流感病毒的HA基因，

而NA基因與其他內部蛋白基因，也相當於小鴨的H6N1 型流感病毒，這些

基因便成為供應基因發生重組的來源。由這些研究結果發現，可在人類造

成流行的病毒基因，仍存留在香港地區的鳥類體內。因此要評估新型流行

性感冒病毒出現的可能性，對持續監測鳥型流行性感冒病毒是非常重要的。 

H9N2 型禽流感病毒在人類的傳播 

   流感病毒依其HA抗原性的不同可分成 15 種（即H1～H15），而NA抗原

則可分成 9 種（即N1～N9）亞型病毒。至目前為止，這些亞型流感病毒均

可自鳥類分離到。在人類偶爾也可分離到H7N7 型病毒
（15,16）。在 19 世紀

只有H2N8 及H3N8 型（血清學檢測），而在 20 世紀只有H1N1、H2N2 及

H3N2 型流感病毒感染過人類。因此，感染人類的特定HA型別是非常重要

的。由於香港H5N1 型禽流感病毒可直接對人類造成感染，因此一般相信

H1～H3 型以外的流感病毒，在人類造成感染的可能性也相當大。1999 年

在香港就有 2 位兒童感染H9N2 型流感病毒
（17）。這種病毒在大陸也感染過

人類
（18）。近年來，H9N2 型流感病毒在歐洲，中東，南非及美國的家禽間

也曾經造成過流行
（19）。香港H5N1 型禽病毒流行期間，在香港的雞市場也

自鵪鶉分離到H9N2 型流感病毒，此病毒非常接近人類分離到的H9N2 型流

感病毒，而H9N2 型流感病毒和香港H5N1 型禽流病毒一樣，也由雞市場的

雞隻感染人類
（20）。此外，最近由人體分離到的H9N2 型流感病毒其內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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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也很類似香港H5N1 型禽流病毒，此病毒在巴勒斯坦的家禽也造成流

行過，因此H9N2 型流感病毒不只會在香港，在其他地區造成感染的可能

性也非常大，我們不得不需加以注意防範。 

結  論 

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的出現不僅對流行性感冒研究者、公共衛生  

學者造成重大的衝擊，這種衝擊也因媒體的報導，擴及到一般大眾。在香

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出現以前，事實上歐洲各國均已對新型流行性感冒

提出因應對策，因此，此次香港 H5N1 禽流感病毒的出現，也因國際間的

協同合作及時做出適切的反應，使疫情得以侷限在香港，而未擴及世界其

他地區，否則後果將不可設想。同樣的，在疾病管制局成立之後，檢驗研

究組也適時的提出我國對新型流行性感冒提出因應對策，因此相信一旦有

疫情發生我國也可配合世界各國做出適切的反應。 

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感染人類事件是有如曇花一現般就此結束？或持

續不定時發生則有待更進一步的監測與研究。 

 

撰稿者：陳豪勇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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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電子顯微鏡照片） 
 

 
 
 
 
 
 
 
 
 

圖二、人與鳥類流感病毒受器特異性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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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香港 H5N1 型禽流病毒的病原性 
 
 

 
 
 
 
 
 
 

 
 圖四、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在老鼠的病原性 
 
 

A/Hong Kong/486/97        A/Hong Kong/483/97 

 
 
 
 
 

 
  

呼吸道感染                全身感染 



第18卷第10期                                          疫情報導535 

圖五、香港 H5N1 型禽流感病毒的由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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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流感病毒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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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流感病毒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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