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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源起

中國大陸自2013年3月31日起陸續公佈人
類感染H7N9流感病毒確定病例，病例臨
床表現多為早期出現發燒、咳嗽及呼吸
短促等呼吸道感染症狀，而後發展為嚴
重肺炎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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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疫情現況 (2013.4.17上午更新)

自3/31起至今公佈共77例人類感染H7N9禽流感病毒病
例，其中16例已死亡。

此77例確診病例中，有數例曾與禽鳥接觸或宰殺活禽
。上海市傳出可能的家庭群聚，亦經回溯性確診5例病
例；北京市公布1例經由主動篩檢發現的H7N9禽流感
病毒無症狀帶原者。

疫情發生初期確認的病例臨床表現多為早期出現發燒
、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狀，而後發展為嚴重肺炎和呼
吸困難等重症表徵；近期確認的病例陸續出現輕症個
案，亦發現無症狀之病毒帶原者。

依現有流行病學調查結果，推測感染來源可能為禽類
，現階段無證據顯示有持續性人傳人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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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H7N9流感病
例發生地區有：上海
市、安徽省、江蘇省
、浙江省、北京市、
河南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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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流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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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釋疑
季節性流感 (Seasonal influenza)
– 在人類每年發生季節性流行的流感
– 有效人傳人，有疫苗可供預防

禽流感 (Avian influenza)
– 主要在禽類間流行的流感，分為高病原性與低病原性
– 偶然感染人類，主要為禽傳人，H5N1可能具備有限性人傳人的能力
– 病例多在於禽類疫情發生處，且多有禽鳥接觸史

猪流感(Swine influenza)
– 主要在猪隻間流行的流感
– 通常很少經由人與人傳播，但2009年H1N1新型流感經過基因重組後，

造成大流行

大流行流感(Pandemic influenza)
–如演化出新型流感病毒，人類無免疫力，且可人傳人，導致全球發生

大流行，此疾病稱為「大流行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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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禽流感

禽流感是禽鳥類的疾病，引起禽流感的流感病
毒與人類的流感病毒很相似，但不容易感染人
類

禽流感病毒感染可見於野生水鳥間，卻不常引
起鳥兒生病或只有輕微症狀

部份禽流感病毒感染了家禽後，會造成大量家
禽死亡，這類的病毒株我們將它稱為高病原性
禽流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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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擔心人類被禽流感病毒感染

過去已知僅有少數的禽流感病毒 (如H5N1)曾
造成人類的感染，具有限性人傳人的能力，故
人類病例多在於禽類疫情發生處，且多有禽鳥
接觸史

禽流感病毒也可能在感染人類後，進一步演變
成容易在人跟人之間傳播、且引起嚴重疾病的
病毒，如此就容易造成大流行

但目前尚未觀察到，禽流感病毒演化成有效的
人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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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感染禽流感病毒的途徑

感染來源

– 感染病毒的禽鳥

– 病毒污染的環境

傳染方式

– 禽傳人：接觸染病禽鳥或其排遺汙染的環境

– 有限人傳人：無適當防護下與發病期病例極
密切接觸者，目前案例大多具有親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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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流感病毒(H7N9 Influenza virus)

H7N9流感致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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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陸續於人類H7N9病例出現地區的禽鳥
檢測到H7N9流感病毒，且依據病毒基因序
列分析結果顯示人類感染的病毒應屬禽源性

該病毒於動物流行病學(含主要宿主、地理
散播等)，尚雖不明確，但多數人類感染病
例與動物接觸史有關

H7N9流感傳染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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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說，禽流感病毒會存在於受感染
禽鳥的呼吸道飛沫顆粒及排泄物中，人
類主要是透過吸入及接觸病毒顆粒或受
病毒汙染的物體與環境等途徑而感染。
至於H7N9 流感病毒的傳染途徑，則正在
調查中。

H7N9流感傳染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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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期

– H5N1流感的潛伏期通常約為2～8天，H7N9
流感的潛伏期仍在調查中

可傳染期

– 根據目前的觀察似乎不會有效人傳人，但目
前尚無證據顯示H7N9 流感的可傳染期為何(
此部分資訊需待觀察疫情演變及後續研究)

H7N9流感潛伏期及可傳染期



H7N9流感臨床症狀

根據中國大陸所報告的H7N9流感案例，最初
病徵包括高燒、咳嗽及呼吸急促等症狀

有些患者病情會在一週內, 進展為下呼吸道疾
病，造成呼吸困難、肺炎，並在之後的一兩天
內, 快速進展成需要重症加護的照顧 , 甚至造成
死亡

死亡個案的病程從發病到死亡約2-3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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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因應作為
2013年4月3日起將H7N9
流感列為第五類法定傳染
病
提升防疫應變等級，加強
疫情監測，提升機場港口
檢疫措施
醫界提高警覺與加強醫院
感染管制
公費流感抗病毒藥劑擴大
對象，並延長至2013年4
月30日止
持續加強媒體溝通及宣導
，提醒民眾避免接觸鳥禽
並做好個人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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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報檢驗現況

國內監測

– 國內目前無H7N9確定病例

– 國內自今年4月3日起將「H7N9流感」列為
第五類傳染病，迄今累計共85例通報病例，
其中5例檢驗中，餘均已排除H7N9感染。
(2013.4.17上午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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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預防H7N9流感(Q &A)?



個人之預防方法

養成良好個人衛生習慣、注意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及
休息，維護身體健康

用肥皂勤洗手，不亂摸口鼻及眼睛

肉品及蛋類必須完全煮熟再食用

料理生鮮禽畜肉品及蛋類後立即洗手，刀具、砧板也
要徹底清洗後才能再度使用

不要購買或飼養來源不明或走私的禽鳥

避免接觸禽鳥及其分泌物，若不慎接觸，應馬上以肥
皂徹底清潔雙手

非必要或無防護下，避免到生禽宰殺處所及養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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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如何避免感染
H7N9流感

禽肉及蛋類要熟食 勤洗手，注意衛生習慣勿碰觸禽鳥及其屍體



個人健康指引

打噴嚏，手帕肩袖掩口鼻 生病即就醫
在家休息

生病戴上口罩
儘速就醫



Q: 到有H7N9流感個案的地區旅遊時
之注意事項

掌握前往地區的疫情概況

注意個人衛生，養成勤洗手的習慣

避免到活禽市場、屠宰場或養禽場參觀，也要避免餵
食鳥類

不接觸禽鳥及其排泄物，萬一不小心接觸到，必須馬
上用肥皂徹底洗淨雙手

千萬不要攜帶禽鳥返台

返國時如出現類流感症狀，可於機場
尋求檢疫人員協助，返家後如有不適，
應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向醫師說明
旅遊史及接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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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自中國大陸返台，於下飛機(船)時有
發燒、身體不適的情形，該如何處理？

(38度℃以上)、咳嗽、發病前7日內曾至
中國大陸H7N9流感病例發生地區

請主動告知機場(港口)檢疫站

檢疫人員將協助後送至醫院就醫，進行
診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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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家裡養寵物禽鳥的人要怎麼辦？

家中飼養禽鳥需避免與野鳥接觸或共用食器

定期清洗、消毒養禽設備及其排泄物，清消時應戴口
罩

避免直接接觸家禽、鳥類或其糞便。接觸過家禽、鳥
類或其分泌物後，要立刻用肥皂和清水徹底洗淨雙手

自家飼養的禽鳥死亡時，請密封包裝後，以一般廢棄
物處理，由垃圾車清運；如有疾病疑慮，可洽所在地
動物防疫機關處理

接觸禽畜後10天內，如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類
流感症狀或結膜炎，請戴口罩就醫，並主動告知禽鳥
接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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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於家中要如何照顧可能感染
H7N9 流感的家人(1/2)？

個案如何保護旁人
– 勤洗手

– 注意咳嗽禮節與呼吸
道衛生

– 避免外出

– 在家戶內公共區域時
，也應配戴外科口罩

– 外出就醫時，在可以
忍受的情況下，應戴
上外科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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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如何幫助個案

– 個案居住於單獨、通風良
好的房間、單獨使用一間
浴廁；房間中準備必要的
生活物品、足量外科口罩
及必備藥品

– 外務儘量由家人代辦

– 倘發生嚴重症狀或併發症
，請主動與衛生單位聯繫
，以利安排儘速就醫治療



Q:於家中要如何照顧可能感染
H7N9 流感的家人(2/2) ？

家人如何減低感染風險
– 儘量由同一成員照料病患

– 非主要照料者，避免進入個案房間

– 進出個案房間隨手關門

– 接觸過患者或患者曾接觸過之物品後皆應洗手

– 與個案面對面時，可配戴口罩

– 家中應保持良好的通風

– 家中可適當消毒

– 個案之同住者應隨時注意自身健康狀況，如有不適
可主動與衛生單位聯繫，以利其安排儘速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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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禽畜相關從業人員如何保護?

工作中應勤洗手並避免碰觸口鼻

工作時應注意自我防護措施

不到疫區國家的養禽場參觀訪問，也不要
邀請疫區國家之養禽業者到國內

如果出現類流感症狀，應配戴口罩盡速就
醫，並主動告知醫師自己的職業與禽鳥接觸史

配合動物防疫機關，進行必要的採樣監測工作

接種季節性流感疫苗以降低人類與禽類病毒於人
體進行基因重組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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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疫情通報及關懷專線

簡碼：1922
防疫專線：0800-00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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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疫情資料

每日更新國內外最新疫情於疾病管制局
網站 www.cdc.gov.tw
H7N9專區>查閱最新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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