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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感染 H10N8 禽流感病毒風險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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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大陸於近期發布三例人類感染H10N8 禽流感病毒個案，為全球唯一發布人類感

染該亞型禽流感之地區。由於兩岸旅客往返頻繁，且不乏有走私禽鳥事件發生，亟需評

估該疫情於我國發生之風險及造成之衝擊。本文參考國際間風險評估架構，依評估項目

如病毒特性、實驗動物感染情形、病毒生態學及流行病學資料、國內易感族群及群體免

疫力與疫苗等資訊，以評估 H10N8 禽流感疫情對我國之衝擊。評估結果顯示，就現有資

訊及科學證據推斷該病毒傳播效率不高，發生境外移入病例並造成國內流行之可能性極

低，因此影響國人健康的可能性低。若國內發生H10N8 禽流感個案，受限該病毒尙不具

人傳人之能力，因此僅限於零星散發個案，將不致造成社區傳播之風險；加以我國實施

加強監測、禁止陳列、展示及販售活禽政策及抗病毒藥劑整備等防治作為下，綜合研判

目前中國大陸H10N8 禽流感疫情，造成我國衝擊之可能性亦極低。建議維持現有監視及

通報定義以及對民眾衛教宣導內容，並加強相關研究及監測資訊蒐集；另建議國內農政

單位持續進行溼地監測及加強走私禽鳥查緝工作，以降低國人風險。 

 

關鍵字：H10N8 禽流感、風險評估、新興傳染病  

 

前言 

A 型流感病毒各種亞型普遍存在禽鳥間，有些亞型於禽類為無症狀或輕症感染，

惟該等病毒對人類造成衝擊不一，因此早期發現新型禽流感人類病例並及時因應為降

低疫病傳播的不二法門。全球曾有包括如 H7N7、H9N2、H7N2、H7N3、H10N7 等亞型

禽流感零星人類報告病例，症狀以結膜炎或一般類流感症狀為主，個案經治療後均已

康復。我國亦曾於 102 年發布全球首例人類感染 H6N1 禽流感病例，肺炎經治療已康復。

造成重症肺炎、呼吸道感染且致死率高之亞型為 H5N1 禽流感，以及自 102 年 3 月迄今

已造成逾 300 人感染之 H7N9 禽流感疫情[1]。新型禽流感個案於發生初期，由於該亞

型對於動物及人類流行病學等相關資訊較不完整，需持續追蹤及瞭解病毒人傳人之能

力、疾病嚴重性及病毒抗藥性等相關資訊，以評估對全球疫情流行風險之可能性及衝

擊及調整相關防治整備及因應措施。 

根據中國大陸官方網站於 102 年 12 月 17 日發布全球首例人類感染 H10N8 禽流感

病毒死亡個案，個案為江西省南昌市一名 73 歲婦女，有高血壓、糖尿病和重症肌無力

等慢性病史，且曾進行胸腺摘除術及具免疫功能低下情形，其於 11 月 27 日發病，11

月 30 日入院治療後於 12 月 6 日死亡，臨床診斷為嚴重肺炎。個案有活禽市場接觸史，

其家人和密切接觸者並無病徵和其他異常情況。約一個月後，中國大陸再發布全球第

2 例 H10N8 病例，個案亦居住於江西省南昌市，55 歲婦女，於 103 年 1 月 8 日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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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入院治療，臨床診斷為重症肺炎，目前病情穩定，個案曾於 1 月 4 日至當地

某活禽市場，其家庭成員等密切接觸者均未出現症狀。第 3 例 H10N8 病例則為居住於

江西省南昌市一名 75 歲男性，其於 103 年 2 月 4 日入院治療後於 2 月 8 日死亡，臨床

診斷亦為重症肺炎。截自 103 年 3 月 4 日，中國大陸共發布 3 例 H10N8 人類感染病例

[2-3]。 

為因應中國大陸陸續傳出人類感染 H10N8 禽流感疫情，本文分析目前 H10N8 禽流

感疫情概況及相關資料，評估疫情對國人健康影響風險及造成可能衝擊，以提供國內

防治政策及整備工作之參考依據。 

 

材料與方法 

本文傳染病風險評估方式係參考國際公共衛生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病預

防及控制中心(CDC)及歐洲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ECDC)等傳染病風險評估或風險模擬

架構，蒐集風險評估要項所需之 H10N8 禽流感疫情資訊與相關研究，包括病毒特性(病

毒變異性與人類呼吸道細胞受體結合力及抗藥性)、實驗動物感染情形、國內外動物生

態學及流行病學、國內外人類流行病學、國內易感族群及群體免疫力與疫苗等資訊，

並依上述評估項目之科學證據，評估 H10N8 禽流感疫情造成我國發生境外移入病例之

可能性以及對國內疫情造成之衝擊。 

 

結果 

一、 病毒特性及實驗動物感染情形 

中國大陸於 2007 年曾在湖南省洞庭湖濕地區域，於環境中檢體分離出 H10N8

禽流感病毒，經遺傳學親緣分析結果顯示，該病毒株具多源組合性，係由不同病

毒亞型之多基因片段重組而成，其中內部基因可能來自 H5 及 H7 亞型病毒，H10N8

禽流感病毒於禽類屬低病原性病毒，但該病毒在小鼠肺臟細胞可複製良好，且經

適應培養後複製效率更佳，經適應培養的病毒甚至可於小鼠肺臟外的其他器官分

離到，並擴及腦部。其毒性於兩次繼代後增強，可造成小鼠死亡。將不同繼代之

病毒株基因定序分析後發現，其分離的病毒株在肺臟細胞適應培養過程中有多胺

基酸序列突變的情形，該病毒株命名 A/environment/Dongting Lake/Hunan/3-9/07 

(H10N8) [4]。 

非 H5 及 H7 之低病原性禽流感病毒在文獻中曾有數次重組而變異為高病毒株

的紀錄[5]。另有研究指出，2012 年 1 月份曾於廣東省活禽市場的鴨隻分離到 H10N8

禽流感病毒，由基因親源演化分析判定該病毒血清凝集素基因來自歐亞種系

(Eurasian lineage)，神經胺酸酶基因來自北美種系（North American lineage）。其病毒

株命名為 A/Duck/Guangdong/E1/2012 (H10N8)[6] 。 

近期研究分析全球首例中國大陸 H10N8 禽流感個案上呼道分離病毒之基因序

列資料顯示，該病毒之血清凝集素蛋白源自湖南鴨隻之 H10N3 禽流感病毒 

(A/duck/Hunan/S11205/2012)，神經胺酸酶蛋白則源自南韓綠頭鴨之 H10N8 禽流感

病毒 (A/mallard/Korea/1041/2010)，其他 6 段病毒內部基因則皆源自 H9N2 禽流感病

毒重組而成，且基因親源演化分析顯示該病毒屬新型 H10N8 禽流感病毒，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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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及 2012 年分別於洞庭湖及廣東檢出之 H10N8 禽流感病毒屬不同的次分支

(subclade)。就病毒特性分析病毒與宿主細胞受體結合能力、人體感受性及抗藥性，

該新型 H10N8 禽流感病毒株在血清凝集素蛋白第 226 位點胺基酸未發生突變，顯

示該病毒仍以結合禽類細胞受體為主，較 H7N9 禽流感病毒已於該位點由麩醯胺

酸(Glutamine) 突變為白胺酸(Leucine)的情形不同，因此該病毒與哺乳動物上呼吸

道細胞結合能力較差；另在神經胺酸酶未有變異，因此對於神經胺酸酶抑制劑類

抗病毒藥劑如克流感及瑞樂沙等，仍具敏感性；在聚合酶蛋白(PB2) 第 627 位點

胺基酸已有由麩胺酸(glutamic acid) 突變為離胺酸(lysine)的現象，此與增加哺乳動

物毒性有關，尚需密切監測病毒流行與演化情形[2]。 

二、 國際生態學及流行病學資料 

H10N8 禽流感病毒過去曾於中國大陸廣東省活禽市場與湖南省洞庭湖濕地，

以及日本、南韓、美國、加拿大、義大利及瑞典的候鳥或家禽發現(表一及圖

一)[7–12]。近期多種亞型禽流感病毒仍持續在中國大陸南方循環及演化，常見亞

型包括 H3、H5、H6 及 H9[13]，中國大陸南方的活禽市場被認為是家禽將禽流感

病毒傳播至人類的重要途徑之一[14,15]。中國大陸於 2011 年冬季至 2012 年春季，

曾主動監測湖南省洞庭湖區域周遭養鴨場之禽流感病毒盛行情形，經採集鴨隻及

環境檢體，檢出禽流感病毒亞型包括 H3、H4、H5、H6、H9、H10、H11、H12，

其中鴨隻檢體檢出陽性率為 3.5%[16]。經分析該地區除為飼養鴨隻的主要地區

外，亦為野生水禽及來自西伯利亞及大陸北方遷徙度冬之候鳥棲息地，因此洞庭

湖區域為禽流感病毒重組及循環的溫床，病毒株的基因重組情形頻繁。 

另有關人類感染其他 H10 亞型禽流感疫情，首次發生於 2004 年埃及伊斯梅利

亞省(Ismaillia)，當時出現 2 例均 1 歲孩童感染 H10N7 低病原性禽流感病毒，出現

發燒及咳嗽症狀後復原，其中 1 名個案之父親為販禽商人，經常往返伊斯梅利亞

省及杜姆亞特省(Damietta)間，其中杜姆亞特省在 2004 年 4 月期間，曾自市場販賣

的 5 隻野鴨檢體檢出同亞型病毒，惟後續採集 75 件個案接觸者及 13 件市場其他

候鳥檢體皆為陰性[17]。另一事件則發生於 2010 年澳大利亞新南威爾斯省，7 名

屠宰場工人感染 H10N7 禽流感病毒，產生之結膜炎疫情，其中 2 名工人有鼻炎及

1 名喉嚨痛之症狀，其檢體檢出 H10 亞型禽流感病毒基因，惟無法培養分離病毒，

經基因親源演化分析顯示，其血清凝集素蛋白基因來自北美種系。後於 2012 年研

究證實，H10N7 禽流感病毒約自 2007-2008 年間傳入澳大利亞野生水禽族群，並已

在澳國境內與其他病毒種系重組演化[16]。 

 

 

 

 

 

 

 

 

 

表一、全球 H10N8 禽流感病毒分離紀錄 
國家/地區 分離時間 (西元年) 檢體來源 

義大利 1965、1992-1998 鵪鶉，白冠雞 

美國 1979、2004-2006、2008 野生水鳥 

加拿大 1998 綠頭鴨 

瑞典 2003 綠頭鴨 

臺灣 2005 鴨 

日本北海道 2006 野生水鳥 

中國大陸湖南省洞庭湖區 2007 環境及水 

中國大陸廣東省 2012 鴨 

南韓 2012 綠頭鴨 

 

 



188                                      疫情報導                             2014 年 5 月 13 日            

 

 

 

 

 

 

 

 

 

 

 

 

三、 國內生態學及流行病學資料 

我國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曾於 2005 年監測 4,506 件野鳥樣本，共分

離 49 株病毒株，其中該年 1-4 月於臺北野鴨排遺 5 件檢體中檢出 H10N8 禽流感

病毒，2011-2014 年，我國境內候鳥禽流感病毒帶病毒監測結果則未於候鳥檢體

檢出(表二)。 

我國自 1999 年起，以流感併發症為法定傳染病監測項目，並針對社區類流感

病患及不明原因肺炎住院病患採檢送驗，經由系統性監測國內流感病毒活動情形

及臨床實際狀況，每年檢驗之檢體件數約 1 至 2 萬件，至今累計超過 25 萬件，共

計分離約 86,000 株流感病毒，未曾自人體檢體中檢出 H10N8 禽流感病毒。 

 

 

 

 

 

 

 

 

 

 

四、 風險評估結果 

就現有資訊評估，由於中國大陸目前公布之 3 例病例均屬散發個案，且無人

傳人之證據，推測國內出現境外移入新型 H10N8 禽流感個案可能性低；中國大

陸曾有動物感染 H10N8 禽流感監測資料，我國野鳥監測亦曾發現 H10N8 禽流感

病毒紀錄，推測 H10N8 禽流感仍可能經由大陸貿易及走私禽鳥傳入我國或於國

內環境中具暴露病毒之風險；惟就基因親源演化分析，中國大陸病例所感染之新

型 H10N8 禽流感，與野鳥分離之病毒不同，研判國內發生新型 H10N8 禽流感人

類病例風險可能性極低。國內未曾出現人類感染 H10N8 禽流感或新型 H10N8 禽流

感病例及動物等疫情，推測國人應不具該等病毒之免疫力，推斷國人應無保護力，

圖一、全球 H10N8 禽流感病毒檢出地理分布 

表二、我國 2011-2014 年禽流感病毒候鳥帶毒監測結果 

年份 檢測件數 陽性件數 陽性率 檢出亞型（件數） 

2011 3935 27 0.7％ 
H3N6(3) 、 H3N8(1) 、 H4N6(7) 、 H5N2(4) 、
H7N3(1)、H7N6(2)、H7N9(6)、H10N7(3) 

2012 4428 18 0.4％ 
H1N1(1)、H1N3(1)、H4N6(1)、H7N1(13) 、
H10N7(2) 

2013 7858 21 0.3％ 
H5N3(4) 、 H6N1(2) 、 H7N3(1) 、 H7N7(2) 、
H10N7(10)、H12N5(2) 

2014~ 1183 3 0.3％ H1N3(1)、H4N6(2)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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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新型 H10N8 禽流感病毒之傳播力及對哺乳動物受體結合力尚差，甚較近期

持續出現人類感染病例之 H7N9 禽流感病毒不佳情況下，若國內發生 H10N8 禽

流感疫情，推測僅可能有散發個案，造成社區傳播之可能性極低。但目前 H10N8

禽流感病毒之保毒動物、動物傳播及人類感染途徑皆不明，僅有病毒對哺乳動物

細胞適應性之動物實驗資料，因此仍須持續監測及更新資訊及相關研究。 

目前人類 H10N8 禽流感病例雖為重症或死亡，且由實驗室資料顯示 H10N8

禽流感病毒對於小鼠有強毒性，惟新型 H10N8 禽流感病毒之傳播力及對哺乳動物

受體結合力尚不及 H7N9 禽流感病毒，加上經病毒序列分析神經胺酸酶未變異，

對神經胺酸酶類抗病毒藥劑如克流感及瑞樂沙仍未出現抗藥性，充足之抗病毒藥

劑整備將可降低疫情之衝擊。另我國自 102 年 5 月 17 日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

策等各項防治因應作為，整體而言，現階段中國大陸 H10N8 禽流感疫情對我國造

成之衝擊極低[18]，惟對於該病毒毒性及對人類侵襲之嚴重度尚須持續收集資料觀

察。綜合評估 H10N8 流感對我國感染機率及衝擊之風險皆低(表三)。 

 

 
 

 

 

 

 

 

 

 

 

 

 

 

 

 

 

 

 

 

 

 

 

 

 

 

表三、H10N8 禽流感對國內風險評估表 

感染機率 
評估項目 證據 結果 

風險
等級

境外移入的
可能性 

- 中國大陸至今公布 3 例散發個案 
- 個案感染為 2013 年新病毒株，與先前大陸

檢出 H10N8 禽類禽流感，屬不同病毒株 
- 近期未有 H10N8 禽類禽流感相關監測資料 

- 個案數少，且未人傳人，境外移
入風險極低 

- H10N8 禽類禽流感經由大陸貿易
及走私禽鳥頻繁下仍具境外移入
風險 

低

國內流行的
可能性 
1.由動物傳人

感染機率 

 
 
- H10N8 禽類禽流感屬低病原性禽流感病毒 
- 2005 年臺北 5 件鴨科排遺檢體檢出 H10N8

禽類禽流感病毒，2011-2014 年候鳥監測未
發現相關病毒 

 
 
國內雖曾檢出 H10N8 禽類禽流感病
毒但與新型 H10N8 禽流感病毒不
同，保毒動物、動物  傳播及人類
感染途徑目前皆不明 

低
 
 

2.易感族群與
群體免疫力 

 

- 公布個案數少，中國大陸境內是否有輕症
或無症狀感染情形不明 

- 國內法傳、類流感及住院不明原因肺炎監
測未曾檢出 H10N8 流感 

推測國人無群體免疫力  

3.疾病傳播力 - 家人及密切接觸者均未出現症狀 
- 新 H10N8 禽流感病毒株與哺乳動物細胞受

體結合力差，惟具哺乳動物細胞適應性 

病毒於人體細胞結合力差，推斷
人傳人之風險低於 H7N9 禽流感
病毒 

 

    

衝擊 
評估項目 

證據 結果 
風險
等級

疾病嚴重性 - 目前兩例個案症狀皆為重症，對小鼠毒性強 
- 是否有輕症或無症狀感染情形不明 

病毒毒性及疾病嚴重性仍待觀察 不明

治療與控制 
1.疫苗使用 

 
無 

 低

2.抗病毒藥劑 - 神經胺酸酶胺基酸位點未突變 
-  M2 蛋白胺基酸位點已突變(Ser31Asn) 

- 對國內儲備之神經胺酸酶抑制
劑無抗藥性。 

- 對 Adamantanes 具抗藥性 

 

3.防治政策 加強監測、禁止陳列、展示及販售活禽政策
及抗病毒藥劑整備等防治作為 

執行國內各項整備應變政策將可
降低國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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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3 年 12 月 20 日公布之評估報告顯示，H10N8 禽流感個案應

屬散發病例，推測與中國大陸加強流感監測有關；雖然該病毒於當地禽鳥間盛行率不

明，但若病毒持續於當地循環，預期仍將有零星人類病例出現[19]。目前新型 H10N8

禽流感病例之接觸者均無臨床症狀，且無證據顯示病毒具人傳人之跡象，病毒傳播效

率亦不高，推測對公眾健康構成風險的機會低，惟仍需持續密切監視疫情再評估風險

[20]。 

本文囿於 H10N8 禽流感病毒及流行病學等相關資訊有限，風險評估結果有其限制

性；依現有 H10N8 禽流感病毒之證據顯示，該病毒傳播風險低於 H7N9 禽流感病毒，

推估中國大陸 H10N8 禽流感疫情，目前對我國未構成立即性的風險，國內疫情等級亦

無提升之必要性，惟 H10N8 禽流感病毒對國人感染率及後續疫情發展，仍需持續觀察

以評估對我國的衝擊。 

以人類感染 H10N7 禽流感病毒病例經驗來看，H10 亞型禽流感病毒之毒性及致死

率不高，且多屬輕症；惟感染 H10N8 禽流感病毒之三例個案均屬重症或死亡，在該病

毒傳播途徑、病毒毒力與致病性等均未明之情形下，建議維持現有監視及通報定義以

及對民眾衛教宣導內容，另加強相關研究及監測資訊蒐集，另建議國內農政單位應持

續進行溼地監測及加強走私禽鳥查緝工作，以降低國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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