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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之診斷、治療與預防
鄔豪欣 1、游凱翔 2、羅秀雲 2
1. 衛生福利部疾病管制署預防醫學辦公室
2. 衛生福利部疾病管制署急性傳染病組
摘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 102 年 7 月公佈之狂犬病鼬獾病例，使得臺灣在歷經 50
餘年非疫區後再度成為狂犬病疫區。由於遭狂犬病動物咬傷後若發病，其致死率相當
高，故本文針對狂犬病之症狀、實驗室診斷方法、治療、以及疑似狂犬病動物暴露前
後之預防接種加以介紹，期能加深醫療人員對於狂犬病之處置知能。狂犬病是一種急
性進行性的病毒腦脊髓炎，故典型症狀多以躁動、痙攣、意識混亂等神經學表現為主。
診斷方面除詢問動物接觸史與觀察病患之症狀外，尚有檢測病毒抗原、抗體、病毒核
醣核酸、以及病毒培養等實驗室方法來協助確定診斷。由於目前對於狂犬病發病後並
無確實有效的治療方式，因此在處理可能感染狂犬病之暴露者最佳的方式就是預防發
病，包括即時徹底地傷口處理、給予被動免疫(狂犬病毒免疫球蛋白)，以及主動免疫(狂
犬病疫苗)。面對國內狂犬病疫情之變化，疾病管制署自民國 102 年 7 月起即針對狂犬
病疫苗與免疫球蛋白進行調度與統籌管控，並且廣設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以及加強
第一線專業人員狂犬病暴露前、後處置訓練以建立完整之預防接種供應鏈。
關鍵字：狂犬病、治療、預防接種
前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 102 年 7 月公佈之狂犬病鼬獾病例，使得臺灣在歷經
50 餘年非疫區後再度成為狂犬病疫區。遭狂犬病動物咬傷之後，約有 4 成發病率[1]，
一旦發病致死率近 100％，故本文針對狂犬病之症狀、實驗室診斷方法、治療、以
及疑似狂犬病動物暴露前後之預防接種加以介紹，期能加深醫療人員對於狂犬病之
處置知能。
診斷
狂犬病是一種急性進行性的腦脊髓炎，在有明顯的動物接觸史與病患表現出典型症
狀(如恐水或懼風)時，臨床診斷相當明確[2]；反之若病患接觸史不明，又症狀表現並不
典型時，只憑臨床診斷相對會困難許多，此時就需要其他實驗室的方法來協助確定診斷。
一、臨床診斷
(一) 潛伏期：平均約 3-8 週，偶而短於數天或可長達數年。
(二) 前驅症狀期(prodromal stage)：潛伏期結束後病毒由周邊侵入背根神經節，而造
成患者傷口附近出現燒灼感、搔癢、或神經痛等症狀[3]。這些症狀僅持續數
日，通常不超過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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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急性神經症狀期：前驅症狀期過後疾病便進展至此期，通常可分為兩型
1. 腦炎型(encephalitic form)：佔約三分之二的患者，會表現出躁動、痙攣、意
識混亂及口涎分泌過多、瞳孔大小不均等症狀，且會受到各種刺激，如觸
覺、聽覺、或嗅覺等，而加劇痙攣，造成為人所熟知的恐水、懼風等症狀。
2. 偏癱型(paralytic form)：佔約三分之一的患者，大多從患肢開始無力再進展
至全身其他肌肉。由於此類患者僅 50%表現出典型之痙攣症狀，且神經症
狀之表現又與其他神經疾病，如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等相似，往往造成
診斷上之困難。故診療者可觀察其他表徵，如肢體無力合併持續性發燒、
除咬傷部位外之感覺神經正常、或扣擊後肌水腫(percussion myoedema)等，
作為鑑別診斷上的線索。
(四) 昏迷期：急性神經症狀期後 1-2 周內患者會陷入昏迷，最後因心肺功能衰竭
而死亡[2]。
二、實驗室診斷
包括病毒抗原檢測、病毒抗體檢測、病毒培養，以及病毒核醣核酸(Ribonucleic
acid，RNA)檢驗，詳如表一，目前疾病管制署採行的檢驗方式為免疫酵素染色法
偵測抗體，以及反轉錄聚合脢連鎖反應偵測病毒核酸片段[2-6]。
三、影像學診斷
腦部電腦斷層在狂犬病之診斷上較無價值[2]，而核磁共振若使用得當，則可
協助疑似病例之診斷[13]。在病患尚未陷入昏迷期時，典型的核磁共振表現為在脊
髓、腦幹、視丘、邊緣系統、以及白質等處呈現 T2 訊號增強之變化；而當進入昏
迷期後，T2 訊號增強之變化則會擴展至前腦部分。這種進展式之影像學變化可用
以鑑別狂犬病腦炎與其他病毒性腦炎[2]。
治療
由於感染狂犬病後一旦發病死亡率極高，目前也無證實有效的標準治療，因此對
於治療上的建議大多朝向症狀與支持性治療[2, 3, 13]，如使用適當的鎮定藥物，安置患
者於寧靜的單人病房，減少病患各種感官刺激，以及給予情緒與精神上的支持等，以
使患者舒適為主要目的。某些治療或藥物，如免疫球蛋白、狂犬病疫苗、ketamine、以
及干擾素α(interferon-α)等的合併治療或靜脈注射大劑量的人類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等，仍在實驗階段，但成效均有限[13]。美國 Wisconsin 醫學院所出版的『Milwaukee
protocol』以支持性照護、治療性深度麻醉、合併抗病毒藥物(amantadine)的綜合性狂犬
病照護指引，雖有成功存活案例與文獻支持[14]，目前也仍有爭議。該指引認為疫苗會
影響人體自然抗體生成，且免疫球蛋白也無法通過腦血管障壁，故兩者皆不建議給予
[15]，甚至有學者認為提供疫苗或免疫球蛋白會加重臨床惡化[16]。
預防方式
一、暴露後預防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PEP)
由於目前對於狂犬病發病後並無確實有效的治療方式，因此在處理可能感染狂
犬病之暴露者最佳的方式就是預防發病，包括即時徹底地傷口處理、給予被動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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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狂犬病之實驗室檢驗方式
檢驗方式

簡述

優點

缺點

敏感性 /專一性

直接螢光抗體標示法
(Direct fluorescent antibody
technique， DFA)

1.為診斷狂犬病之標準檢驗
2.以單株或多株之抗病毒抗
體偵測腦部組織、頸後皮
膚、唾液腺等檢體之病毒
抗原

便宜、快速(約 2-4 小時)

*準確度會受到檢體種 98.3% /
類、檢驗人員之經驗 97.3%[7]
以及使用之抗體或
儀器品質影響
*不適用於崩解的組織
檢體

免疫酵素染色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1.為狂犬病初步篩選之檢查
2.與 DFA 結果的一致性很高
(96%)[8]

*便宜、快速(數小時)
*可使用於部分崩解的組織
檢體
*操作相對簡便，無需使用
顯微鏡，適用於大量檢體

*敏 感 度 稍 低 ， 不 宜 95.0% /
a
取代 DFA 作為確診 99.9% [8]
報告

1.由於中和性抗體通常在臨
床症狀出現 7-8 日後才會
轉陽，因此做為診斷用檢
查之價值不高
2.通常用於追蹤主動免疫後
的狂犬病毒抗體效價，以
評估免疫力
螢光抗體病毒中和試驗
3.多以血清為檢體，因抗體
(Fluorescent antibody virus
較少在腦脊髓液中偵測到
neutralization test， FAVN)

*為監測中和性抗體之標準
檢驗

*耗時較久(24-48 小時) 74% /
*需可處理活性病毒的 98%[9]
實驗室
*結果有受其他微生物
染污之風險
*價格較高

*為監測中和性抗體抗體之
標準檢驗
*可同時處理大量檢體

*耗時較久(48 小時)
*費用較 RFFIT 更高
*所需檢體量較
RIFFT 多
*需可處理活性病毒
的實驗室

88.6% /
b
100% [10]

免疫酵素染色法 (ELISA)

*便宜，快速(4 小時)
*操作相對簡便，無須接觸
活性病毒

*非針對中和性抗體
*敏感度稍低

66%/
100%[9]

抗原檢測

抗體檢測
快速螢光灶抑制試驗
(Rapid fluorescent focus
inhibition test，RFFIT)

病毒培養
實驗動物接種
(Inocul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s)

以疑似病例之神經組織或唾
液腺體懸浮液行顱內接種於
實驗動物老鼠，經培養後以
組織鏡檢或 DFA 檢測實驗動
物之腦部組織切片是否有病
毒或抗原存在

*作為 DFA 陰性或未確定檢
體之確定診斷方式
*培養出之病毒量大，可作
為後續病毒株鑑定之用
*可用於無細胞培養設備之
實驗室

*需耗時至少 4 周(若
以剛出生或離乳小
白鼠接種可縮短至
10 - 21 天)

細胞病毒培養

將處理過之檢體接種於特殊
單層細胞株。敏感性與專一
性皆與實驗動物接種法接近

*作為 DFA 陰性或未確定檢
體之確定診斷方式
*無需使用動物，比較便宜
*報告結果較動物接種法快
(1 - 2 天)

*不同之培養細胞株
對狂犬病毒之耐受
性也不同

反轉錄聚合脢連鎖反應
(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 )

目前在可使用 DFA 的情形
下，雖未建議為常規使用，
但在協助診斷以及病毒株鑑
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具流
行病學監測上之價值

*可用於崩解較嚴重之組織
或液態型檢體，如口水、
眼淚等等
*可 鑑 別 狂 犬 病 毒 與 其 他
基因型之 Lyssaviruses
*操作快速(數小時)

*由於狂犬病毒在口
水等檢體是間歇性
排出，因此須採取
一系列檢體
*敏感度受檢體量以
及檢體種類影響

8.0 – 100% /
c
100% [11, 12]

組織病理學檢查

狂犬病毒感染的腦炎很少造
成細胞傷害，惟可在細胞質
內發現圓形或卵圓形的嗜酸
性奈格利小體（Negri body）

*容易執行
*具病毒致病性之代表意義

*敏感度較低，且受
不同部位之檢體
影響
*較費時
*價格較 DFA 貴

50 - 80% /
93.5%[7]

病毒核醣核酸檢驗

a 以 DFA 為基準; b 以 RIFFT 為基準；c 不同種類之檢體間其敏感性差異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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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毒免疫球蛋白, rabies immunoglobulin，RIG)，以及主動免疫(狂犬病疫苗)[2, 17,
18]。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與世界
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對於暴露後疫苗及 RIG 施打建議不盡相
同[2, 17]。目前國內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專家委員採取世界衛生組織之作
法，考量傷口暴露種類及不同暴露動物之狂犬病感染風險，建議暴露後施打對象
(表二、三)，並因應國內農委會發布更新之本土動物狂犬病疫情狀況，適時進行接
種對象之修訂。而 102 年 7 月 30 日農委會發布錢鼠陽性案例，首次證實發生跨物
種感染，遂將錢鼠暴露納入疫苗接種對象，並開放全國流浪犬貓暴露後民眾之疫
苗接種。
(一) 傷口處理：
立即及徹底的以肥皂及大量水清洗沖洗傷口 15 分鐘，再以優碘消毒。
如可能則避免縫合傷口，若須縫合，應儘可能地寬鬆，盡量不影響血流及其
他分泌物順暢地流出。倘若傷口同時施予免疫球蛋白浸潤注射，建議在數小
時後(不少於 2 小時)再進行縫合，可使抗體在縫合前能夠在組織內充分擴散
[18]。在動物實驗中，徹底的傷口清潔即能有效降低狂犬病發病[17]。
表二、現行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接種建議、種類、劑量及可能副作用
咬傷人物種

接種建議

1. 鼬獾。
2. 錢鼠(僅限臺東市)
3. 出現明顯特殊異常行為(如無故主動攻
擊…等)之動物，且經中央農政單位判定疑
似狂犬病。

1. 如暴露等級為第三類，建議接種狂犬病免疫
球蛋白。
2. 如暴露等級為第二類，且為免疫功能不全個
案暴露於鼬獾或一般個案暴露於陽性鼬獾
者，建議接種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品項

人類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經純化馬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商品名稱
劑量

Hyperrab
20 IU/kg

Favirab
40 IU/kg

IU/ml

150 IU/ml

200 IU/ml

禁忌症

無

已知對馬蛋白過敏

副作用

可能出現接種部位疼痛及輕微的
發燒；於免疫球蛋白缺乏患者身上
重複接種可能會造成過敏反應。極
少數可能有急性神經血管性水腫
(angioneurotic edema)、皮疹、腎病
症候群及過敏性休克等嚴重不良
反應。

副作用發作機率小於 10%：立即的
過敏反應包含低血壓、呼吸喘或蕁
麻疹。極少數人(小於萬分之一)可能
有嚴重反應如神經血管性水腫
(angioneurotic edema) 或 過 敏 性 休
克。延遲性的過敏反應可能在 6 天
後發生，包含發燒、皮膚癢、紅疹、
蕁麻疹、淋巴結腫大及關節疼痛。

表三、依暴露動物種類之疫苗接種建議
暴露動物類別

疫苗接種建議

備註說明

野生哺乳類動物
(含錢鼠）

如暴露等級為第二類(含)以上，建議
接種疫苗。

若野生動物經檢驗陰性，可停止接種
疫苗。

流浪犬貓

如暴露等級為第二類(含)以上，建議
接種疫苗。

若流浪犬貓觀察十日無症狀，可停止
接種疫苗。

家犬貓

暫不給予暴露後預防接種。

家犬貓觀察十日內出現疑似狂犬病症
狀，並經動檢機關高度懷疑，則給予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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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動免疫：
即注射狂犬病毒免疫球蛋白，目的在於提供個案注射疫苗後但尚未產生
中和性抗體前此一時期之快速免疫保護。我國依傷口暴露種類[1]及傳染病防
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專家委員之建議制定施予對象(表二)。依照個案體重，於
傷口周圍附近施予一劑 RIG，儘可能地以浸潤注射傷口為主。當進行全部傷
口浸潤注射後，若尚有剩餘免疫球蛋白時，應將其注射到最接近患肢同側的
深部肌肉（如肌肉注射於同側的上臂肌肉或同側大腿外側肌群）
。若傷口面積
較大或有多處傷口（特別是幼兒）時，可以無菌生理食鹽水 2 - 3 倍稀釋，使
其容量足夠應用於多處傷口。
RIG 可與疫苗同時施打，或於首劑疫苗施打後 7 天內施打，惟 RIG 注射
處需盡可能遠離疫苗注射處，以避免影響疫苗的效果。若疫苗施打已超過 7
天，此時身體已產生主動免疫力，無需再給予 RIG。另外若個案曾接受過完
整暴露前或暴露後預防接種，則無須給予 RIG。目前國內可使用之 RIG 共有
兩種，人類(human，HRIG)及經純化馬狂犬病免疫球蛋白(purified equine，
pERIG)，兩者皆符合 WHO 之建議(表二)。
(三) 主動免疫：
即施打狂犬病疫苗以誘發人體對狂犬病毒產生中和性抗體，狂犬病疫苗
共須施予 5 劑，接種時程分別為第 0 天(以接種第一劑當天定為第 0 天)，第 3、
7、14 及 28 天。疫苗須於三角肌部位或大腿前外側以肌肉注射方式接種，不
建議接種於臀大肌，以免影響免疫抗體產生，且疫苗應於暴露後盡速施打。
若暴露之個案以前曾接受過暴露前預防接種或完整暴露後預防接種，則
僅須再接種 2 劑疫苗，分別於第 0、3 天施打。另依 102 年 8 月 30 – 31 日「國
際狂犬病專家會議」學者建議[19]，無論上次接種後至此次暴露間隔多久或個
案體內抗體多寡，皆建議再接種。
由於狂犬病發病後死亡率過高，懷孕或哺乳婦女與幼童施打疫苗的益處
遠高於風險，故仍建議施打[2, 17]。
(四) 免疫不全族群：
由於此類病人對疫苗的免疫生成性較差，有時無法引發有效抗體濃度，
故在暴露後預防接種上的建議會與一般族群不同[2,17]。免疫功能不全之定義
[18]在此為：
1. 人類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感染者、移植後兩年內或
持續接受免疫抑制劑者。
2. 先天性免疫不全、無脾症、自體免疫疾病正接受類固醇或其他免疫調節劑
治療、癌症病人 (含血癌)接受化學治療或免疫抑制劑者、正在使用
chloroquine 治療瘧疾的病患。
3. 其他影響免疫功能的疾病，包括腎臟病、糖尿病、肝硬化及慢性肝病且經
醫師判斷會影響免疫功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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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建議此類個案若未曾接種過完整暴露前或暴露後預防接種者，則無論第
二類暴露或第三類暴露皆須給予 RIG 及疫苗[2]；而國內目前對於此類個案之建議
乃依據之本土動物狂犬病疫情狀況予以調整，施打原則大致與一般族群相同，惟
若因鼬獾造成第二類暴露，，建議先給予 RIG 和 5 劑狂犬病疫苗。若免疫功能不
全個案曾接種過完整暴露前或暴露後預防接種，則不須給予 RIG，但仍須接種 5
劑暴露後疫苗。若實驗室資源允許，建議於暴露後接種完成 2 - 4 週後，進行中和
性抗體的測試 (RFFIT 之結果須高於 0.5 IU/mL 或 1:5 效價[2]，而 ELISA 測得之結
果可供作參考[9]，以決定是否仍須要追加一劑疫苗；若抗體仍未能達到標準，宜
與專家進行討論。另外，免疫功能不全之病患，不建議使用小於 5 劑的接種時程，
或採用皮內注射以節省疫苗注射量的其他接種方式，這些情形都視為未完成接種。
二、暴露前預防 (Pre-exposure prophylaxis，PrEP)
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CDC)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因職業或工作上需
求有持續性暴露於狂犬病毒之風險下的民眾，如處理狂犬病毒的實驗室人員、獸
醫從業人員、野生動物保育者等，皆建議給予三劑的暴露前預防疫苗(如表四)，接
種時程分別為第 0 天(以接種第一劑當天定為第 0 天)，第 7 及第 21 或 28 天[2, 17]。
為確保動物防疫、野生動物保育、犬隻管理及捕捉等第一線動物防疫人員在執行
業務之安全，我國現行暴露前預防接種規劃乃是由中央部會與各縣市政府依風險
程度篩選提報名冊，由疾病管制署安排後續預防接種事宜。
表四、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狂犬病暴露前預防接種指引[18]
分類

風險

族群

建議

持續性
(Continuous)

通常是高濃度的病毒持
續性存在。暴露源或暴露
形式不易辨識，包含咬
傷、非咬傷、或飛沫接
觸。

研究狂犬病的實驗室工
作人員；狂犬病疫苗或
免疫球蛋白製造人員。

給予初始疫苗接種期程。爾
後每 6 個月追蹤一次體內中
和性抗體濃度，若低於 1:5
稀釋濃度，則補種一劑追加
劑次。

經常性
(Frequent)

偶發性暴露且暴露源不
一定可辨識。包含咬傷、
非咬傷、或飛沫接觸。

診斷狂犬病的實驗室工
作人員；高盛行率之狂
犬病疫區的獸醫從業人
員、捕捉動物的清潔隊
員、野生動物保育者；
經常須接觸蝙蝠者。

給予初始疫苗接種期程。爾
後每 2 年追蹤一次體內中和
性抗體濃度，若低於 1:5 稀
釋濃度，則補種一劑追加劑
次。

偶爾
(infrequent)

偶發性暴露且暴露源通
常都可辨識，包含咬傷或
非咬傷暴露。

低盛行率之狂犬病疫區
的獸醫從業人員與捕捉
動物的清潔隊員；獸醫
系學生；須前往醫療資
源匱乏之疫區的旅客。

給予初始疫苗接種期程。無
須追蹤抗體濃度。

稀少
(Rare)

可辨識之偶發性暴露。
包含咬傷或非咬傷暴露。

一般民眾。

無須給予暴露前預防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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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防接種供應鏈之建立
臺灣為狂犬病非疫區長達 50 餘年，過去在國內遭受動物咬傷者並不需要接受
狂犬病疫苗接種，故疾病管制署每年約儲備 300 劑人用狂犬病疫苗及 10 劑狂犬病
免疫球蛋白作為民眾於國外狂犬病疫區遭動物咬傷，返國後接受暴露後預防接種
之用。面對國內狂犬病疫情之變化，為使需要暴露後預防接種之個案皆有疫苗可
用，疾病管制署自 102 年 7 月起即針對國內所有的庫存疫苗(包括官方採購的公費
疫苗與廠商進口的自費疫苗)進行調度與統籌管控，同時緊急專案進口狂犬病疫苗
及免疫球蛋白，並且增加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加強第一線專業人員狂犬病暴露
前後接種訓練以建立完整之預防接種供應鏈。自 102 年 7 月 24 日起，由政府支應
符合建議之高風險暴露後接種對象所需之狂犬病暴露後疫苗及免疫球蛋白，並規
畫自 103 年元月起納入健保給付。
(一) 調度：
首先，依「即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之動物咬傷急診就診資料評估狂
犬病疫苗與免疫球蛋白需求，作為後續採購數量之參考。而為能迅速擴充國
內狂犬病疫苗之庫存，以因應風險動物咬傷者之狂犬病暴露後預防接種或高
風險族群暴露前預防接種需求，疾病管制署自 7 月 10 日起即積極與廠商協
調，尋求人用狂犬病疫苗及免疫球蛋白之供應貨源，並啟動專案進口機制，
自 7 月 26 日起陸續配發調度，截至 9 月 24 日已累計向臺灣諾華公司及賽諾
菲公司採購進口約 42,500 劑疫苗，以確保國內狂犬病暴露前後預防接種疫苗
供應無虞[20]。
在人類免疫球蛋白部分，疾病管制署雖積極與製造廠商接洽緊急進口，
惟供應量與時效上恐不足以應付國內新興之狂犬病疫情，故於 8 月 4 日另向
國際藥廠進口經純化馬狂犬病免疫球蛋白，配置於各區管中心，作為疫情應
變之需。截至 9 月 24 日止，國內已儲備 1946 劑人類免疫球蛋白(2ml/瓶)、250
劑人類免疫球蛋白(10ml/瓶)及 2000 劑經純化馬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二) 控管：
為能確保臨床使用疫苗及免疫球蛋白之正確性及有效使用，先行暴露後
預防接種政策乃經由逐案申請及事前審查機制進行審核及控管，並以傳染病
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專家委員建議對象為準則。另透過農委會提供之高風
險暴露族群名冊，依序安排接種暴露前狂犬病疫苗。現為因應中長期之疫情
整備，逐案審查機制已於 9 月 9 日改為訪查管理機制。
(三) 配置：
在國內發生動物狂犬病疫情之前，疾病管制署於全國 12 家旅遊醫學合約
醫院儲備疫苗，7 月 18 日因應前三例鼬獾檢出狂犬病毒疫情，於南投縣及雲
林縣增設 3 家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7 月 26 日擴增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至 28
家，8 月 5 日擴增為 54 家，並於 8 月 9 日再擴增為 60 家。迄今澎湖、金門及
連江等離島縣均有 1 家儲備醫院，而本島各縣市至少有 2-3 家醫院提供接種
服務。目前狂犬病暴露前與暴露後疫苗接種的可近性已大幅提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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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訓練：
為提升醫療院所診治遭疑似狂犬病動物抓咬傷患者之能力，疾病管制署
除發布「疑似狂犬病動物抓咬傷臨床處置指引」[17]，提供臨床醫師診治時之
參考外，並透過各區管理中心及國內各醫學會共同合作等管道，舉辦醫療專
業人員及防疫人員之教育訓練，以提高醫療院所對於狂犬病風險動物抓咬傷
時之處置知能。
結語
雖然狂犬病在發病後的死亡率極高，但在暴露後適當處理，可有效預防發病，倘
若民眾及臨床工作者能了解自身可能暴露的風險，熟悉暴露前後預防接種處置，應能
有效降低狂犬病對國人健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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