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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腸病毒實驗室監測簡介 
 

林翠莉 、林廷翰、黃元品、吳和生＊ 
 
摘要 

臺灣地區「腸病毒病原體監測系統」自 1999 年疾病管制局(現為疾病管制署，

以下簡稱疾管署)成立當年，即開始建置並持續運作，迄今已達 16 年。在這段期

間，疾管署研究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以下簡稱疾管署研檢中心)腸病毒實驗室持

續進行檢測技術的開發與檢驗品質的維護與提昇，並在 8-13 家病毒合約實驗室共

同參與下，除有效掌握國內每年各種不同型別腸病毒的流行趨勢外，也有一些新

興病原體被偵測出。統計自該監測系統運作以來，計有 40 餘型腸病毒及新興病原

體如 human parechovirus (HPeV)1,3,4 and 6 及 Saffold virus type 3(SAFV-3)

等病毒被檢出。因此，該系統所監測之病毒不再侷限於腸病毒群，而是擴及到整

個微小病毒科的所有成員，故應稱為「微小病毒科監測系統」較為正確，但為讓

多數人容易了解，本文仍稱為「腸病毒監測系統」。 

 

關鍵字：微小病毒科；未分型腸病毒；再浮現傳染病；新興病原體 

 

前言 

微小病毒科(Picornaviridae)，為無套膜(non-enveloped)、帶有一條單股正性 RNA 

(positive-sense RNA)，大小約近 30nm 的二十面體的病毒顆粒[1]。在微小病毒科中，

以小兒麻痺病毒(poliovirus)造成的全球性疾病 廣為熟悉，且危害 大。該病毒科

之 基 因 組 成 大 約 為 7000-8800 鹼 基 (7-8.8 Kb) ， 由 5’ 端 非 轉 譯 區 (5’UTR; 

5’-untranslated region)開始，依序為 VP4、VP2、VP3、VP1、2A、2B、2C、3A、3B、

3C、3D 以及 3’端非轉譯區(3’-UTR)等。其中 VP4-VP1(P1 region)為結構性蛋白質

(structure protein)，其形成病毒 capsid 的蛋白質，在不同屬(genus)之間，有不同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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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4 及 VP2 未分離成兩個區域前，則稱作 VP0。另外 2A-2C(P2 region)及 3A-3D(P3 

region)區域所轉譯者為非結構性蛋白質(non-structure protein)，這些蛋白質為病毒進

入宿主細胞所必須，以及病毒進行複製所需要的酵素，例如 protease 及 RNA 

polymerase 等。 

早期對於微小病毒科係以血清學方法來分類，目前則以分子生物學方法

sequence-based phylogeny 作為分類的 高遵循標準(gold standard)，可將微小病毒科

細分為 17 個不同的屬 (圖一)。其中與人類疾病相關者，主要為 enterovirus、

parechovirus、cardiovirus、kobuvirus 等，不同的屬(genus)及不同血清型感染，會有不

同的疾病症狀與嚴重程度。 

 

 

 

 

 

 

 

 

 

 

 

 

 

 

 

 

 

與人類疾病相關之微小病毒科分屬(genus) 

一、腸病毒 (Enterovirus) 

微小病毒科中，腸病毒屬(enterovirus) 常感染兒童並常在夏季引發流

行， 初是依據疾病的型態、病毒的毒力及顱內注射乳鼠(suckling mice)致病

模式為基礎分成 4 種病毒型別(species)；分別為 1)小兒麻痺病毒 (polioviruses, 

PV)； 2)克沙奇 A 群病毒 (coxsackieviruses A, CVA)；3)克沙奇 B 群病毒 

(coxsackieviruses B, CVB) 及 4)伊科病毒 (echoviruses, E)[2]等。其中 CVA 可造

成實驗小鼠無力性麻痺(flaccid paralysis)，並對骨骼肌及心肌造成傷害；而 CVB

則會引發痙攣性麻痺(spastic paralysis)，並廣泛侵犯各組織，如：中樞神經系統、

肝臟、胰臟等[3]。現今，腸病毒屬依據核酸序列分析(sequencing analysis)，將

可引發人類疾病的腸病毒重新分類為 human enterovirus A (HEVA)、human 

 

圖一、微小病毒科及其分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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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ovirus B (HEVB)、human enterovirus C (HEVC)及 human enterovirus D (HEVD)

等四群。HEVA 包括 CVA2-A8、CVA10、CVA12、CVA14、CVA16、EV-A71、

EV76、EV89-91；HEVB 包括 CVB1-6、CVA9、E1-7、E9、E11-21、E24-27、

E29-33,EV69、EV73-75、EV77-88、EV93、EV97-98、EV100-101、EV106-107、

EV-B111；HEVC 包括 PV1-3、CVA1、CVA11、CVA13、CVA17、CVA19-22、

CVA24、EV95-96、EV99、EC102、EV104、EV105、EV109、EV113、EV116、

EV117-118 ； 而 HEVD 則 包 括 EV68 、 EV70 、 EV94 、 EV111 等 

(http://www.picornaviridae.com/ )。這些病毒引發的臨床症狀呈現多樣性，輕症

如手足口病(hand-foot-and-mouth disease)、上呼吸道及下呼吸道感染(upper and 

lower respiratory diseases)、疱疹性咽唊炎(herpangina)、結膜炎(conjunctivitis)、腸

胃炎(gastroenteritis)等；部分型別則會造成嚴重的全身性症狀或侵犯至中樞神

經系統，如腦炎(encephalitis)、肢體麻痺(paralysis)、脊髓炎(myelitis)、腦膜炎

(meningitis)甚至死亡等。 

另一大分類群則為鼻病毒(rhinovirus)，早期鼻病毒被歸類為微小病毒科之

一屬，但在 2008 年之後，經由基因序列分析，將 Rhinovirus 歸類至腸病毒屬

之內，並藉由 capsid 之核酸序列分析，再細分為 human rhinovirus A (HRV-A)、

human rhinovirus B (HRV-B) 及 human rhinovirus C (HRV-C)等三大群 [4]。

HRV-A 包含 80 種基因型，HRV-B 有 32 種，而在 2006 年才首度歸類的 HRV-C

則有 54 種 [4]。雖然 HRV 歸類在腸病毒屬內且基因型別眾多，惟其臨床症狀

主要侷限於呼吸道感染，可感染成人及幼童，常引發感冒(common cold)，症

狀包括鼻塞、流鼻涕、打噴嚏、喉嚨痛及咳嗽等[1]，然而 HRV 也可能會感染

下呼吸道，引發氣喘(asthma) [5]、造成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的加劇[6]、小兒肺炎(pneumonia)及細支氣管炎(bronchiolitis)

等。流行病學研究發現，HRV 感染人類比例以 HRV-A 型較為常見， 約占

45-65%，其次為 HRV-C 型約 30-50%，HRV-B 則約占 2-13%。 

二、Parechovirus 

除腸病毒外，另外可能造成新生兒及幼兒重症者為 human parechovirus 

(HPeV)。早在 1956 年，HPeV 病毒即自一位腹瀉病童的檢體被分離出來，當

時被歸類於腸病毒屬 (enterovirus)下的 Echovirus 22 及 23 型 [7]。隨著分子流

行病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經由基因序列的分析比對，而將 echovirus 22 及 23

歸類為 parechovirus genus，並命名為 HPeV-1 及 HPeV-2 兩種病毒型別。此後

陸續分離出新的病毒型別，如 1999 年的 HPeV-3 [8]，2002 年的 HPeV-4 [9]，

其後 HPeV-5 及 HPeV-6 也相繼被發現。目前 HPeV 病毒總共可分為 16 種不同

基因型。HPeV 的傳染途徑如同腸病毒一般，主要為糞-口傳染，但也可經由

呼吸道感染，感染後可經由血液傳播到其他器官組織，進一步造成全身性疾

病。研究顯示 HPeV-3 感染幼童可造成重症，包括敗血症、腦炎及肝炎等。

而 HPeV-1 引 發 的 重 症 案 例 也 曾 被 報 導 ， 諸 如 無 菌 性 腦 膜 炎 (asep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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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ingitis)、腦炎(encephalitis)、腦脊髓炎(encephalomyelitis)、無力性肢體麻痺

(flaccid paralysis)等 [10]。至於 HPeV-2 則 初即是由一位無菌性腦膜炎患者所

分離出來的，因此臨床上對新生兒及幼兒群體不可忽略 HPeV 感染的重要性。 

三、Cardiovirus 

Cardiovirus 病毒感染動物，主要分為 encephalomyocaditis virus (EMCV)及

theilovirus 兩種 species。ECMV 僅有一種血清型，theliovirus 則可分成 Theiler’s 

murine encephalomyelitis virus (TMEV)、Vilyuisk human encephalomyelitis virus 

(VHEV)及 Thera virus(TRV)等三種。第一個感染人類的 cardiovirus 於 2007 年被

發現，是在 1982 年由罹患不明原因發燒的病童糞便檢體中被分離出來，並被

命名為 Saffold virus(SAFV) [11]。隨後，Abed 等人在一罹患肺炎、發燒及耳炎

(otitis)的 23 個月大男童的鼻咽拭子檢體中，分離出 Saffold 類病毒(saffold-like 

virus) [12]。這兩株病毒株現稱為 SAFV-1 及 SAFV-2，並歸類於 theilovirus 之下。

許多研究指出，SAFV 病毒感染曾於阿富汗、加拿大、中國、德國、巴基斯坦

及美國被確認，顯示 SAFV 感染已經是全球性的散布，並多在嬰兒及小於六

歲的兒童的呼吸道及糞便檢體被分離出來。感染型別主要為 SAFV-1、SAFV-2

及 SAFV-3 等三種；其中 SAFV-3 病毒血清抗體在亞洲、非洲、及歐洲兩歲內

之嬰幼兒血清陽性率達 75%，而於較大孩童及成人血清之陽性率則高達 90% 

[13]。SAFV 病毒感染症狀包括腸胃炎(gastroenteritis)及呼吸道症狀，但其致病

過程仍不清楚。一份早期針對 SAFV 的研究指出 [14]，雖然在一位急性肢體

麻痺患者(acute flaccid paralysis ; AFP)的糞便檢體分離到 SAFV 病毒，但在腦脊

髓液(cerebrospinal fluid ; CSF)中並未發現病毒，因而無法確認 SAFV 病毒是造

成 AFP 的主因。而 Nielsen 等人在 2012 的研究發現，一位患有小腦炎(cerebellitis)

並導致運動失調症(ataxia)的兒童，其 CSF 及糞便檢體均可偵測出 SAFV-2 病毒

的存在；並且同一研究另外一位死亡個案也在其 CSF、血液等檢體發現相同

病毒的存在 [15]。這些發現表示 SAFV 如同腸病毒，均可造成嬰幼兒腸胃炎、

呼吸道感染及嚴重的神經性的併發症，因此 SAFV 病毒被認為是另一個應被

關注的新興病原體。 

四、Kobuvirus 

Kobuvirus 可再細分 Aichi virus 及 bovine kobuvirus 等兩種 species。其中 Aichi 

virus 與人類疾病相關而 bovine kobuvirus 則否。自 1989 年 kobuvirus 被發現之

後，Aichi virus 可被分成 A、B、C 三種基因型(genotype) [16]。A 及 B 基因型

主要出現於亞洲及歐洲，但 B 基因型也見於美國境內，而 C 基因型則主要出

現於非洲。依據血清學研究指出， 30-40 歲的族群，高達 80-95%皆帶有抗

anti-Aichi virus 的抗體，顯示 Aichi virus 在不同族群中曾造成全面性的散佈。

由於 Aichi virus 感染的症狀較輕微甚或無症狀感染，因此病患採檢送驗率不

高，僅被零星地發現，其傳染途徑也與其他腸病毒相同，均屬糞-口感染，經

由被汙染的水或食物或者是經由人與人接觸所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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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腸病毒監測網絡及相關研究計畫 

一、衛生福利部委託病毒性合約實驗室  

1998 年全臺爆發腸病毒疫情，故前衛生署於 1999 年三月起在全國陸續委

託設立病毒性感染症合約實驗室，此一措施對我國病毒性感染症即時監測及

防治工作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些合約實驗室所參與之內容包括: 1)各縣

市定點醫師負責採檢當地患者檢體，並送這些病毒性合約實驗室進行檢驗；

2)每一例類似腸病毒及流感重症病患均能進行快速而精確之實驗室診斷，及早

偵測流行趨勢並發布疫情警訊；3)除腸病毒和流感病毒監測外，這些合約實驗

室也會在發生不明病因感染症病例或重大疫情時，配合增加檢驗項目並提昇

整體檢驗量能。此外，在疫病監測方面，更能為我國建立寶貴的病毒性感染

症資料庫，使我們對於重要病毒在國內不同地區及季節的活動狀況有所瞭解

並為重要生物材料主要來源之一。 

二、腸病毒監測相關研究計畫 (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 [17-18] 

（一）該計畫以監測國內重要傳染病為主要目的，自2002年起逐年建立多項重點

病原體基因資料庫，選擇重要傳染病病原體進行大規模基因定序工作，以

作為後續比對及演化分析基礎；此外，除適時提供分子流行病學及病原體

基因資訊供學術機構運用外，並可提供疾管署進行病原體快速檢驗技術的

開發，提升傳染病及時預警時效。 

（二）開發腸病毒型別鑑定檢驗試劑(計畫編號：DOH95-DC-2007,DOH96-DC-2009 ) 

該計畫之目的是提供病毒合約實驗室不同腸病毒型別的螢光染色試劑，

以快速且正確鑑定出腸病毒感染。首先建立RD (rhabdomyosarcoma)細胞株

的恆定系統，並經病毒的感受性(susceptibility)測試後，選取欲建立血清型

IFA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檢測系統之標準株 (prototype Strain)，大量

增殖於RD細胞株上，經過濃縮及活性等測試，選擇兔子為施以基礎及追

加免疫，製備抗血清以為螢光免疫染色法多株抗體之來源，並測其 終

之抗體效價(homotiter)，以標定出抗血清與螢光標幟物的 適當反應濃度

(checkerboard)，進而應用在腸病毒標準株及回溯歷年的不同型別腸病毒陽

性分離株，評估該每一血清型之敏感性(sesitivity)及特異性(specificity)以為

臨床腸病毒血清型別鑑定之用。 

（三）新興/再浮現傳染病監測技術開發與應用計畫[19-24] (計畫編號：DOH100-DC 

-2019, DOH101-DC-2401, DOH102-DC-2601, MOHW103-CDC-C-315-000601) 。 

該計畫主要目標為: (1)建立未知感染原監測網絡；(2)未知/新興感染原檢

驗技術檢測平臺之開發；(3)建立高質化病原體防疫資料庫及創新應用技

術。透過前述三大目標之整合與執行，期能建置臺灣未知/新興病原體國

際級實驗室，以儘早確認不明原因傳染病，發現新興病原體為目標，並

期待未來發展成為國際未知/新興病原體交流平臺，善盡國際社會一分子

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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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成果 

臺灣地區腸病毒病原體監測主要是以細胞培養的方式並佐以間接免疫螢光

染色法鑑定其血清型，目前市售可以鑑定出的血清型計有 19 型，分別為小兒麻

痺病毒 1-3 型 (poliovirus type 1-3)、克沙奇 B1-B6 (coxsackievirus B1-B6)、伊科病毒

第 4 型、第 6 型、第 9 型、,第 11 型及第 30 型(echovirus type 4,6,9,11,30)，克沙奇

A 群病毒第 9 型、第 16 型及第 A24 型 (coxsackievirus A9,16,24) 及腸病毒 70 及 71

型，但如僅使用這些抗血清應用於臺灣地區的腸病毒鑑定時，平均鑑定率僅約

50%，換言之，尚有一半的腸病毒無法及時被鑑定出來 (圖二)。 

 

 

 

 

 

 

 

 

 

 

 

 

     

 

 

 

 

為提升腸病毒分型比率，疾管署自 2002 年起，開始執行基因體計畫，藉由基

因定序分析無法分型腸病毒之基因型。結果顯示 2002-2014 年期間，總計有 40 餘

型的腸病毒基因型被監測出來，每年平均可監測出約有 15~20 個腸病毒型別共同流

行於臺灣地區。這些型別包括為 coxsackievirus A2,3,4,5,6,8,9,10,12,16, 21,24、

coxsackievirus B 1,2,3,4,5、echovirus 3,4,5,6,7,9,11,13,14,15,16,18,19,20,24,25,27,30,33、

EV68, EV71 及 rhinovirus 等。其中 human enterovirus A species 在臺灣地區呈現常態

性(endemic)的流行，分別為 coxsackievirus A2,4,5,6,10,16 and EV71 等基因型，不僅為

歷年(1998~2014) 主要的流行血清型之一，且幾乎每年皆可監測該型別的存在。此

外，human enterovirus B species 為每隔 2~4 年內出現，呈現出再發性(recurrence) 或

散發性(sporadic)流行趨勢，如 echovirus type 6,9,11,18 及 coxsackievrus B2,3,4,5 等。  

 

圖二、2002.01~2014.06 年市售腸病毒螢光染劑可分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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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使用基因定序來鑑定腸病毒型別，費用較昂貴且費時，因此疾管署研檢

中心特別針對現在無市售之抗血清，開發出螢光檢驗試劑(Coxsackievirus A IFA 

Typing Kit I)，內含五種腸病毒血清型，分別為 coxsackievirus A2,4,5,6,10 試劑套組，

並於 96 年起全面性提供疾管署病毒性合約實驗室使用。目前以市售染劑的 19 種型

別合併疾管署研檢中心所開發的腸病毒檢驗試劑試劑套組 5 型，總計 24 型全面用

於病原體的鑑定後，平均可將腸病毒可分型的比率提昇至 90% (圖三)。 

 
 
 
 
 
 
 
 
 
 

 
 

 
 
 

其他將近 10%的未能分型之腸病毒，經分析可能的原因包括非屬 Piconaviridae

病毒，病毒量太少或不屬於前述 24 種腸病毒，或病毒發生變異(mutation)等。經由

分子生物學檢測，陸續發現 Piconaviridae family 之其他 genus 成員，包括 parechovirus 

and cardiovirus，檢測出之基因型別為 HPeV1,3,4 and 6 及 Saffold virus type 3(SAFV-3)

及原市售螢光染劑已無法鑑定出腸病毒血清型，如 CB2,3,4,E30 等 (表一)。  

 

 

 

 

 

 

 

 

 

 

表一、2002~2014 臺灣地區微小病毒科不同型別病原體 

Genera genotype 

Enterovirus CA2-6,CA8-10, CA12, CA16, CA21, CA24 
CB1-5 
E3-9, E11, E13-16, E18-20, E24-25, E27, E30, E33 
EV68, EV71, Rhinovirus 

Re-emerge:CB2,3,4,E30  

Parechovirus HPeV 1,3, 4,6 

Cardiovirus SAFV-3 

 
圖三、2002.01~2014.06年臺灣地區腸病毒可分型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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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結論 

臺灣流行的腸病毒血清型在臨床上主要是以手足口症(hand-foot-and-mouth 

disease；HFMD)及疱疹性咽唊炎(herpengina)為表徵，主要的血清型以腸病毒七十一

型( enterovirus 71，EV71)及克沙奇 B3 病毒(Coxsackievirus B3，CVB3)為主。這二個

血清型亦是自 1998~2013 年來造成臺灣地區引發病毒造成重症 重要的腸病毒血

清型，也對當時社會大眾帶來相當大的衝擊。2005 年也因 CVB3 腸病毒流行而修

訂了腸病毒併發感染可能重症的定義，即出生三個月內嬰兒，出現心肌炎、肝炎、

腦炎、血小板下降、多發性器官衰竭等敗血症徵候，並排除細菌等其他常見病原

感染者。腸病毒七十一型是繼小兒麻痺病毒根除後，另一個重要且引起關注的腸

病毒病原體，臺灣在 1998 年期間曾爆發腸病毒七十一型大流行並造成 78 例感染個

案死亡[24]，並於 2002 年、2004 年、2008 及 2012 年皆有不同程度的流行，以 2000

年(41 例)及 2001 年(58 例)為大宗[25]。在西太平洋地區除臺灣外，在馬來西亞、新

加坡、日本、越南等國家也曾爆發過腸病毒七十一型之大流行，在過往的 15 年臺

灣地區腸病毒七十一型的流行會隨著基因亞型的改變及群體免疫等因素，約 2-3 年

會發生較大規模的流行。經由長期病原體監測下，顯示 EV71 血清型在臺灣地區呈

現出常態化(endemic)及 CVB3 為再發性(recurrence)的流行趨勢。 

疾病管制署為我國傳染病防治的專責機構，而腸病毒在國內儼然已成為夏季

為主要的傳染病病原體之一；在多元化腸病毒的監測系統中，病毒合約實驗室的

監測主要是以病原體分離為主，而臨床實驗室對於病原體的分離大部份選擇 3~4

種細胞株進行病原體的分離，待出現細胞病變時再進行病原體的鑑定，此時大都

仰賴螢光染色鑑定方法。由於腸病毒型別眾多，目前市售可以鑑定出腸病毒的血

清型計有 19 型，如僅採用這些抗血清，則每年平均只有 50%腸病毒可被鑑定出，

其餘皆為未分型腸病毒(untypable enterovirus)。雖然中和試驗為 gold standard 可供鑑

定，但由於該方法耗時及需具備不同型別腸病毒抗血清方能進行鑑定。因此，疾

管署自 2002 年基因體計畫施行後，即將所有由合約實驗室所分離出腸病毒的病原

體均以基因定序分析其基因型(尤其著重無法分型的病原體)，故自 2002~2009 年計

有 40 餘型的腸病毒基因型被檢出，使我們更能掌握每一個腸病毒基因型的流行現

況。惟這些病原體基因分型鑑定是先由合約實驗室先行培養，再送回疾管署研檢

中心檢驗，在時效上已有 1~2 週的落差，無法達到即時監測的目標；所以陸續開

發了非市售染劑可以鑑定腸病毒血清型的檢驗試劑，先期以臺灣地區常態流行的

血清型為主，分別為 coxsackievirus A2,4,5,6,10 (EV71 及 CA16 已有市售螢光染劑)

並組合成檢驗試劑套組為〝Coxsackievirus A IFA Typing Kit I〞，該檢驗試套組於 96

年起常態提供全國病毒性合約實驗室進行鑑定，故自 2008 年後已將每年可分型腸

病毒的比率提昇至 90%，對及早了解國內每年腸病毒主要血清型別流行趨勢助益

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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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每年仍約有 10%腸病毒未能分型，其中包含了 1) 鼻病毒(rinovirus)，此群

病原體依據 2002 年後的資料顯示在臺灣地區已呈現常態性流行，臨床上以上呼吸

道感染為主，目前該病毒已併入了腸病毒屬，主要基因型為 HRV-A 型；2) 再浮現

腸病毒，總計有 21 個基因型，這些基因型大部分尚未呈現常態流行，然而未來如

群體免疫、病原體變異及氣候變遷等因素是否會改變其流行型態，值得進一步觀

察；3) 新興病原體，如 parechovirus (HPeV1,3,4,6)及 cardiovirus，目前這些新興病原

體引起人類疾病的致病機轉尚待進一步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興病原體在

臨床上所造成的症狀與腸病毒群無法區分[26]，對於新生兒而言，一樣會引起

sepsis-like syndrome 、腦炎，肝炎及多重器官衰竭等症狀；另一屬的病原體 SAFV-3，

是否為呼吸道或是胃腸道的病原體的角色尚待釐清，因二者的感染部份皆可檢測

出該病原體的存在。臺灣地區於 2013 年首度監測出並確認 SAFV-3 病原體的流行，

流行時期在 2~7 月，流行區域以花蓮、宜蘭、新北市及臺中等縣市，具有上呼吸

道感染之共同症狀(如發燒、頭痛、肌肉痛、流鼻水、咳嗽、咽痛、類流感症狀及

類似於典型腸病毒群臨床表徵如疱疹性咽峽炎)。 

腸病毒病原體監測自 1999 年建立持續迄今，已成為一個穏定且常態化運作的

監測系統，不僅使得我們確實掌握腸病毒在臺灣地區的流行及其造成疾病的嚴重

程度，也由於持續進行檢驗技術的開發、品質的維護與提昇，使得監測目標不再

是侷限於腸病毒群，而是擴及到整個微小病毒科，並從中檢測出過去未曾在臺灣

地區出現過的新興或再浮現病原體。未來我們將持續不斷的引進新技術新科技，

以期早期偵測並評估這些新興或再浮現病原體對於疾病所帶來疾病威脅的程度，

惟有盡可能掌握已知病原體的流行趨勢及其特性才有能力面對未知新興病原體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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