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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 

狂犬病毒(Rabies virus) 
– 麗沙病毒屬(Lyssaviruses)，桿狀病毒科
（Rhabdoviridae） 

 

圖片來源:  US CDC 



感染途徑 

經患有狂犬病之動物咬傷：唾液中含有病毒，

可經由抓、咬(或經由皮膚傷口、黏膜)而進入

人體 

非經動物咬傷的感染：在蝙蝠山洞內吸入病毒

顆粒、實驗中吸入霧氣或經患者之器官移植而

受到感染 

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傳染，至今尚無病例報告 



圖片來源: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School of Medicine 



潛伏期 

人的潛伏期一般為1-3個月，偶而短於數天

或可長達數年 

潛伏期的長短，視傷口嚴重程度、傷口部位

神經分佈的多寡或與腦的距離、病毒株別、

病毒量、衣服的保護程度及其他因素等而定  

一旦發病，致死率接近100% 



全球流行 

全球每年約有55,000人死於狂犬病 

– 亞洲及非洲占大多數 

– 亞洲以印度、中國大陸、菲律賓及印尼病例數最多 

– 印度死亡人數約20,000人/年，中國大陸約2,000人/年 

目前無動物狂犬病病例 

– 澳大利亞、英國、瑞典、冰島、紐西蘭、日本、新加

坡、挪威(Svalbard群島除外)、美國夏威夷州及關島 

 



台灣狂犬病疫情回顧 

 日治時代，即有狂犬病發生的紀錄 

 西元1900年起於文獻記載至少11起(台灣南部及北部) 

 1947年由上海傳入台灣造成流行 

– 透過家犬接種、捕殺野狗等(控制動物傳染窩) 

– 推行相關檢疫及防疫工作，自1959年起~終止流行 

 1961年起~無動物病例~狂犬病毒清淨地區 

 2002年、2012年及2013年確診3名境外移入病例 

– 2名來自中國大陸，1名來自菲律賓，皆被犬隻咬傷 

– 均死亡 



台灣狂犬病本土病例 
Year Cases Deaths 

1948 33 33 

1949 92 92    

1950 83 83 

1951 238 238 

1952 102 102 

1953 52 52 

1954 58 58 

1955 50 50 

1956 46 46 

1957 22 22 

1958 6 6 

1959 0 0 

Total  782 782 (100%) 



疫情缘起 

 7/10媒體報導臺大獸醫系接受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委託(野生動物檢體監測)，3隻死鼬獾以PCR檢出疑

似狂犬病病毒 

 疫情調查 

– 南投鹿谷鄉-溪頭(101年5月)、雲林縣古坑鄉、南投魚池鄉(101

年11~12月)；3隻鼬獾均由民眾拾獲，拾獲時尚未死亡 

– 調查動物疫情的人類接觸者及對於確定或對疑似暴觸狂犬病

毒者施打疫苗，目前並無接觸者發病之情形 

 農委會於7/16狂犬病專家小組會議討論確診為狂犬

病後，7/17通報OIE(發生日期為1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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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至102年動物狂犬病抗原監測統計 
更新日期：102年8月3日  

註 
a.：食肉目野生動物共檢測108件：鼬獾77件、白鼻心24件、麝香貓2件、棕簑貓3件、黃鼠狼及雪貂各1件。 
b.：共35例鼬獾狂犬病陽性案例，7月16日確診3件(南投魚池、南投鹿谷及雲林古坑)，7月23日確診1件(臺東東河)，7月26日確 
    診2件(南投水里及臺東東河)，7月27日確診5件(南投國姓、南投仁愛、臺中新社、臺南南化及高雄田寮)，7月28日確診1(南投信 
    義)、7月30日確診2件(南投仁愛、高雄美濃) ，7月30日確診4件（南投草屯、南投魚池、 南投竹山、臺東市），7月31日確診3 
    件(台東東河、台東成功、高雄燕巢) ，8月1日確診1例(台中霧峰)， 8月2日確診13例(台中大里、嘉義阿里山、嘉義竹崎、嘉義  
    番路、高雄旗山、台南楠西、台南六甲、台南新化、台東東河、南投魚池、南投信義) 。  
c.：其他野生動物檢體：松鼠13件、飛鼠1件、家鼠8件、錢鼠13件、鼴鼠1件 
d ：7月30日確診錢鼠陽性案例1例(臺東市) 

  動物別 
 88年至101年
檢測件數 

陽性件數  102年檢測件數  陽性件數 

犬   6,841     0     439(+1)    0 

貓       5     0       8(+1)    0 

蝙蝠     322     0      28(+1)    0 

 食肉目野
生動物      --   -- 108a(+18)    35b 

其他野生動物 
     --   --      36c(+7)    1d 



狂犬病陽性動物分布圖 
陽性鼬獾分布共7縣市25鄉鎮 
•南投縣8鄉鎮 

仁愛鄉(2)、魚池鄉(3) 

信義鄉(2)、水里鄉 
鹿谷鄉、國姓鄉 
竹山鎮、草屯鎮 

•台東縣3鄉鎮 
東河鄉(5)、台東市、成功鎮 

•台中市3區 
新社區、霧峰區、大里區 

•雲林縣古坑鄉 
•嘉義縣3鄉鎮 

竹崎鄉、阿里山鄉、番路鄉 
•台南市3區 

南化區(2)、楠西區、六甲區 
•高雄市4區 

美濃區、田寮區、燕巢區、旗山區(2) 

陽性錢鼠分布共1縣市 
•台東縣台東市 

資料更新至8/3 4:00PM 



防治主軸 

依WHO狂犬病監測的建議，有關非疫區發

生疫情，人類防治作為 

– 疫苗與免疫球蛋白 

– 調查動物疫情的人類接觸者及對於確定或疑似暴露

狂犬病者施打疫苗 

– 教育醫療人員給予狂犬病疫苗的時機 



狂犬病疫苗 

暴露前預防性接種 

– 3劑(第0、7及21或28天)，若有暴露則追加2劑(0、

3天) 

暴露後 

– 5劑(第0、3、7、14及28天)，必要時接種1劑狂犬

病免疫球蛋白 

一般人保護效力達10年以上，實驗室高風

險工作人員每5年檢查抗體，必要時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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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接種政策-1 

 7/17及7/29召開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

組(ACIP)臨時會議 

– 暴露：遭受動物抓咬傷或皮膚傷口、黏膜接觸其唾

液等分泌物 

– 暴露前疫苗接種：以動物防疫、動物保育、犬隻管

理及捕捉等第一線從業人員，自費接種 

 7/30農委會發布錢鼠陽性案例(跨物種感染) 

– 7/31即時修訂、公布接種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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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7月31日 

※暴露等級第三級，係指傷及真皮層的單一或多處咬傷或抓傷、
動物在有破損的皮膚舔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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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可供貨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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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接種政策-2 

人用疫苗供應(暴露後) 

建立人用狂犬病疫苗調配管理機制 

積極尋求疫苗及免疫球蛋白貨源 

– 啟動緊急專案進口機制 

– 必要時請外交部協助 

提高民眾接種之可近性 

– 7/26擴增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為28家 

– 8/5前再擴增為54個點 

監視動物疫情發展，適時調整防疫作為 



人用狂犬病疫苗及免疫球蛋白使用及
規劃情形 



人用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 
縣市別 醫院名稱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台中榮總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彰化縣 

彰化秀傳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南投縣 

竹山秀傳醫院 

埔里基督教醫院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天主教若瑟醫院 



給予疫苗個案暴露動物來源統計 
製表日期：2013/8/3 



臨床處置與申請流程 

「疑似狂犬病動物抓咬傷臨床處置指引」 

– 傷口處理 

– 狂犬病暴露後預防接種 

– 不良反應通報 

– 國內動物暴露後之預防狂犬病處理流程 

「狂犬病疫苗及免疫球蛋白申請表」 

– FAX：04-24739774 TEL：04-24739940#210、212、214 

疾病管制署各區管中心進行專業審查 







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中心 

FAX：04-24739774 TEL：04-24739940#210、212、214 



狂犬病防治四道防線 

1. 動物接種疫苗、不棄養寵物 

2. 第一線執行動物防疫人員，先接種疫苗 

3. 遭動物抓咬傷，速就醫，醫師評估是否接

種疫苗 

4. 「鼬獾咬抓傷保平安專案計畫」，保護過

去一年遭鼬獾抓咬傷未接種疫苗民眾 



民眾衛教宣導 

被動物咬傷，請遵循 

「1記」保持冷靜，「記」住動物特徵 

「2沖」以肥皂、清水「沖」洗15分鐘，並消毒傷口 

「3送」儘速「送」醫，由醫師評估感染風險，傷口
處理、打破傷風類毒素及評估疫苗 

「4觀」儘可能，將咬人動物留「觀」察10天 

「二不一要」原則 

不棄養寵物 

不接觸野生動物 

要帶犬貓施打狂犬病疫苗(一年) 



鼬獾咬抓傷保平安專案計畫 

為保護過去一年內曾遭鼬獾咬捉傷、但未曾
接種疫苗的民眾健康 

 101年5月1日至102年7月31日，遭鼬獾咬捉
傷、但未曾接種疫苗的民眾請主動撥打1922

（或080-0001922）防疫專線 

符合該計畫對象，將由疾管署專案工作小組
評估後，轉請地方衛生單位開立「就醫轉介
單」，並通知民眾持該單至狂犬病疫苗儲備
醫院施打人用狂犬病疫苗 



疾病管制署狂犬病防治專區 





防疫路上 

有您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