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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年高雄市漢他病毒出血熱群聚疫情調查報告 
 

李姿儀＊、林慧真、段延昌、洪敏南、游秋月、劉碧隆 

 

摘要 

高雄市本(2016)年截至 4月止，於苓雅區出現三例漢他病毒出血熱個案。首例

為 76歲女性，曾在家中被鼠隻咬傷；經疫調及接觸者追蹤，發現同住無症狀孫子

女友之血清漢他病毒抗體檢驗陽性；首例發病 42日後，一名於苓雅區某市場工作

的魚販發病，並經檢驗確診。由於首例住家與該市場相距不到 200 公尺，且有該

市場活動史，3名個案的活動地具地緣關係，推測此波疫情為群聚事件。 

近 5年南臺灣的漢他病毒出血熱確定病例僅有 5例（含本群聚），一般民眾對

於鼠類媒介傳染病認識不深。大規模捕滅鼠作業為防止疫情擴大之緊急防治措施，

平日可透過市場環境管理來降低鼠隻密度，並加強民眾之衛教宣導，讓民眾了解

防鼠的重要性，才能從源頭保障民眾自身的健康與安全。 

 

關鍵字：漢他病毒、漢他病毒出血熱、鼠類媒介傳染病  

 

事件緣起  

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為疾管署）於本(2016)年 2 月 24 日接獲高雄市某區域

醫院通報高雄市苓雅區一名 76 歲婦人疑似感染漢他病毒，於 3 月 9 日檢驗證實為

本年首例漢他病毒出血熱確定病例（案一），經接觸者檢驗發現與其同住之孫子女

友為漢他病毒抗體檢驗陽性之無症狀個案（案二）；同醫院於 4 月 12 日再度通報

苓雅區某市場一名魚販疑似感染漢他病毒，於 4 月 20 日證實為本年第三例個案

（案三）。 

疫調後發現案一與案三發病時間相近，由於案一住家距離該市場小於 200

公尺、案一與案三平日皆在該市場活動，且兩例住家相距小於 400 公尺，不排除

為漢他病毒出血熱群聚事件，本文紀錄此波群聚疫情之處理經過。 

 

疫情調查  

案一於本年 2 月 19 日起陸續出現步態不穩、頭痛、食慾不振、噁心、嘔吐及

腹瀉等症狀至高雄市某區域醫院就醫，收住一般病房治療（表一），案一平日除了

到住家附近的苓雅區某市場採買外，鮮少出門活動。醫師依據個案臨床表現及檢

驗數據等懷疑為漢他病毒出血熱，於 2 月 24 日通報；經疾管署檢驗中心檢驗後於

3 月 9 日確定為本年首例漢他病毒出血熱，治療後臨床症狀改善。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高屏區管制中心     投稿日期：2016 年 6 月 27 日 

通訊作者：李姿儀
*
                      接受日期：2016 年 7 月 12 日         

E-mail：cutefen820@cdc.gov.tw          DOI：10.6524/EB.20161018.32(20).002 

   

                          

                                            

 

 

 
疫情調查  

mailto:cutefen820@cdc.gov.tw


│疫情調查│ 

 

2016 年 10 月 18 日‧ 第 32 卷‧第 20 期                                          疫情報導  439 
 

為掌握及防止疫情擴大，衛生單位接獲醫院通報後，即依傳染病防治工作手

冊[1]進行疫調，其同住及經常接觸的家人有 4 人，分別為同住的孫子、孫子女友

（案二）與未同住的兒子及媳婦，皆無身體不適情形，案一兒子及媳婦於個案住

家附近經商，另，案家距離前述市場小於 200 公尺。防疫工作過程中，案一自述

本年 2 月某天，於家中見到老鼠出沒，伸手欲捕捉卻被咬傷手指；防疫人員進行

環境調查時，在案家室內發現鼠咬痕及鼠糞等鼠跡，經捕滅鼠作業，於室內捕獲

亞洲家鼠 1 隻；另，案一兒子表示於案一住院期間，曾請環境消毒公司於住家進

行滅鼠，並發現 4 具鼠屍。 

案一確診後，經採集接觸者檢體送驗，發現無症狀之案二其漢他病毒抗體為

陽性，且抗體效價極高，確認為陽性個案。 

4 月 12 日，該區域醫院再度通報疑似漢他病毒出血熱個案，職業為魚販，

工作地同案一活動之苓雅區某市場，於 4 月 1 日起陸續出現發燒、肌肉痛、食

慾不振、乾咳及寒顫等症狀至一般診所就醫，但未見好轉，4 月 3 日因持續發燒

而至此區域醫院就醫，檢查發現右上肺葉有結節，因無法排除肺結核，當日即

收住隔離病房，經檢驗痰塗片為陰性，於 4 月 11 日轉到一般病房治療。由於該

案持續有反覆發燒、腎功能異常、血小板減少等情形，醫師於 4 月 12 日通報漢

他病毒出血熱，經疾管署檢驗，於 4 月 20 日證實該案為本年第三例漢他病毒出

血熱，治療後臨床症狀改善。 

 

 

 

 

 

 

 

 

 

 

 

 

 

 

 

 

 

 

 

表一、2016年高雄市漢他病毒出血熱群聚事件個案疫調表 

案號 案一 案二 案三 

年齡 76 24 57 

性別 女 女 男 

職業 家管 寵物店員工 魚販 

發病日 2/19 無症狀 4/1 

通報日期 2/24 3/17 4/12 

檢驗結果 

（漢他病毒） 

第一次採檢 
IgM：未確定  

IgG：未確定  

IgM：未確定 

IgG：未確定 

IgM：陽性 

IgG：未確定  

第二次採檢 

IgM：陽性 

IgG：陽性 

real-time PCR：陰性 

IgM：陽性 

IgG：陽性 

IgM：陽性 

IgG：陽性 

出院日期 2/29 無 4/25 

同住接觸者檢驗 
4 人（均無症狀）， 

除案二外，餘為陰性 
同案一 8 人，均為陰性 

環境鼠類調查情形 

1.住家內及某市場 

皆有活鼠及鼠跡 

2.曾被鼠咬 

*住家室內捕獲亞洲家
鼠 1 隻並採血送驗 

住家內有活鼠 

及鼠跡 

住家周邊及某市場皆有
活鼠及鼠跡 

*住家周邊及某市場周邊
捕獲之鼠類中，採集 8 隻
（7 隻溝鼠、1 隻錢鼠）
之血清送驗 

鼠隻血清檢驗結果 亞洲家鼠 1 隻，IgG 陰性 
3隻溝鼠IgG陽性，其餘5隻
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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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單位針對案三擴大疫調，與其同住或經常接觸的家人、周邊民眾及市場

攤商們皆無身體不適情形。經環境調查，案家距離某市場小於 200 公尺，防疫人

員在市場內及案家周邊發現活鼠、鼠糞及咬痕等鼠跡，顯示環境衛生不良。 

由於首例及第三例平日均於某市場活動，且住家與此市場相距皆小於 200 公

尺、兩例住家之間相距亦小於 400 公尺（圖一），加上首例住家內、第三例住家周

邊及共同活動地點皆發現活鼠及鼠跡，且通報時間相近，研判此波疫情為與該市

場有地緣關係之群聚事件，衛生單位即針對市場周邊民眾 3 人及該市場攤商 30 人

進行採檢，檢驗結果均為陰性。 

 

 

 

 

 

 

 

 

 

 

 

 

 

 

 

防治作為  

一、衛生單位防治作為：   

首例確診後，即依傳染病工作手冊展開相關防治措施，包括針對個案及

接觸者進行疫調、採檢送驗、衛教宣導、實施捕滅鼠作業及環境清消（案家、

苓雅區某市場）等；在第三例的第一次血清檢驗為IgM陽性後，考量疫情與人

口密集的市場有關，地方衛生單位將其視為高度疑似病例，立即展開緊急防

治措施並提高防治規模： 

(一) 除了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建議之確定病例活動處所周圍200公尺半徑範

圍的捕滅鼠作業（使用黏鼠板、捕鼠籠及毒餌站等），本次地方衛生單

位擴大防治範圍為半徑400公尺，另將苓雅區某區域醫院半徑400公尺範

圍內林立之市場及夜市視為高度警戒區域，列入此波捕滅鼠作業的範圍，

此外，另挑選苓雅區24處公民營市場視為高風險場域，進行環境衛生稽

查及衛教宣導。 

(二) 針對第三例，除了其同住家人，亦對該市場攤商做擴大疫調及採檢。 

圖一、2016年高雄市漢他病毒出血熱群聚事件個案活動地地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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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量此波疫情發生地點為人口密集度高的市場，為求周全及慎重，故邀

請鼠類防治專家到場勘查及指導，透過專家指點，力求防治工作更臻完

備。 

(四) 發布新聞稿，提供大眾相關疫情資訊。 

二、跨局處防治作為：  

除了衛生單位，由於市場及家戶外的環境管理涉及經濟發展局、環保局、

市場管理處及區公所等相關單位，4月25日地方政府針對本次疫情召開漢他病

毒防疫行前說明會，討論跨局處協調分工，透過上述單位的通力合作，齊心

整頓環境、擴大衛教宣導及捕滅鼠作業，例如透由里辦公室廣播及衛教活動

呼籲民眾配合防疫工作、加強市場食物及廚餘的管理以降低鼠類食物來源等，

以防堵疫情擴散、保障民眾健康。為降低當地鼠隻密度，3月11日至5月12日

於前述區域共捕獲三百餘隻鼠類，初期捕獲的9隻鼠隻由疾管署高屏區管制中

心協助採集血清，並由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送驗外，其餘鼠隻全數銷毀。 

 

討論與建議    

    人類感染漢他病毒主要係經由吸入或接觸到帶有病毒的鼠類尿液、糞便或唾

液污染的飛沫或物體，或是被感染的鼠類咬傷，絕大部分的感染個案為散發病例，

目前無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證據[1]。臺灣近十年（自 2006 年起）本土漢他病毒出血

熱確定個案每年介於 0–3 人之間，漢他肺症候群為 0 人，是以，漢他病毒感染在

臺灣並非常見傳染病，病例數雖不多，但由國際港埠定期執行之鼠類血清學監測

結果及2011年進行之臺灣五大都會地區重要鼠媒傳染病調查[2–5]皆發現鼠隻血清

有漢他病毒抗體陽性反應[3,4,5]，鼠種陽性率以溝鼠最高(20.1%)，若以縣市分析，

高雄市的陽性率為 11%[5]；爰此，防鼠及清除鼠類的環境污染仍是防止漢他病毒

感染予人的最佳辦法。 

    此波群聚疫情特別之處在於發生地點為人口密集度高的都會區，且為人來人

往、食物充裕的市場，加上該市場除了鄰近住宅區，附近亦有其他市場及夜市，

若平日沒有定期整頓環境、移除所有可能的食物來源及施行捕滅鼠作業，鼠隻便

會在這些人口密集且食物充裕的場所大量繁衍，因鼠類本身即是漢他病毒的天然

宿主，若與感染病毒的鼠類密切接觸，便有較高的感染風險[5]。另，過去病例多

為散發，此波群聚疫情為高雄市首見且地點為市場周邊，高雄市政府除了積極防

堵並提高防疫等級，並動員各相關單位如經濟發展局、環保局、市場管理處等一

同團結參與。然而，也由於過去確定病例數不多，民眾對於鼠類媒介傳染病認識

不深，疫情發生後對相關防治工作如捕、滅鼠作業參與度較低，造成防疫工作進

行困難度提升，如臺北市環南市場於 2011 年進行的鼠害防治亦有相同觀察[6]，加

上疫情披露及謠言流竄引起市場營業狀況低落，攤商們抱怨連連；然而，大規模

捕滅鼠作業為防止疫情擴大之緊急防治措施，若平日能透過市場環境管理如清除

雜物、設置鼠餌站、市場散市後能立即清運垃圾、攤商們能將食物封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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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溝能完整裝設孔徑適當之溝蓋及檔板等等來降低鼠隻密度，減少人鼠接觸機

會，並加強民眾之衛教宣導，讓民眾澈底了解防鼠的重要性、提升對於疾病的認

識、做好環境的自主管理，確實作好防鼠三不：不讓鼠來、不讓鼠住、不讓鼠吃，

才能從源頭並且長久遏止鼠隻密度的增長，保障民眾自身的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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