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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tussis is an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llness results from Bordetella 

pertussis. Owing to the wide use of pertussis vaccine in Taiwan for the 

past 40 years, there have been decreases in the incidence of disease. But 

the incidence of pertussis has been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The 

epidemics in Taiwan occur in 3- to 5-year cycles that are similar to United 

States. Because pertussis vaccine immunity is of limited duration (usually 

3-12 years), the incidence of pertussis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is 

increased in other country. Given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of the pediatric 

population and the underreporting of pertussis in older groups, it seems 

likely that the majority of pertussis cases occur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Infants who are not yet fully immunized, are at the greatest risk fo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from pertussis. Isolation of B. pertussis by 

culture in the setting of clinical illness is still considered the gold 

standard but is clearly limited in sensitivit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has been applied to pertussis diagnosis in both investigational and 

routine clinical care settings and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both 

sensitive and specific.  

 In this study, 91 patients with cough lasting 1 week or longer were 

enrolle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only one case was confirmed pertussis 

(PCR positive, culture negative). The case was an 11 year-old male and 

he had received pertussis vaccine before. The duration of cough was 11 

days and the clinical diagnosis was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There is no enough data to show that the epidemics in Taiwan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ry. It is need further study to see whether adolescent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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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s should receive a booster dose of pertussis vaccine.  

  

Keyword: pertussi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 pertussis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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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百日咳是一種侵犯呼吸道的急性細菌性疾病，由百日咳桿菌

(Bordetella pertussis)引起，台灣地區過去四十年來由於預

防注射之普及，百日咳發生率逐年下降，從民國四十四年每千

萬人口775人降至民國六十六年每千萬人口4人左右，但近幾

年又有增加的趨勢，民國八十六年報告病例又增加至477例，

由流行曲線圖看來和美國似乎有相同情形，3-5年有一個流行高

峰。由於百日咳疫苗的保護力只有3-12年，在國外百日咳感染

的年齡層有上升的趨勢，美國CDC報告指出1994-96年平均

10-19歲青少年百日咳發生率是1990-93年增加106%，這是因

為疫苗保護力下降之故，由於百日咳是一種高度傳染性的疾

病，在發病兩週內可藉空氣及飛沫傳染他人，且會造成嬰幼兒

嚴重的併發症，如肺炎、抽筋甚至死亡，是否有必要在成年人

及青少年追加注射百日咳疫苗以維持百日咳防治的成效是值得

重視的問題。過去由於百日咳診斷不易，我國兒童百日咳罹患

率並沒有確定的報告，隨著技術進步，PCR方法可將百日咳診斷

率大幅提高，本計劃將研究台灣地區兒童及成人，咳嗽超過一

個星期，經過病患或家長同意後，抽取鼻咽腔檢體作百日咳細

菌培養及PCR方法鑑定，來確定台灣地區兒童及成人百日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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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率，希望對日後成年人及青少年是否有必要追加注射百日

咳疫苗，提供政策參考。 

本研究收集91位咳嗽超過一個星期的病人，其中只有一位是

百日咳的確定病例(PCR陽性，但是沒有培養出百日咳桿菌)，其

餘病人之檢查結果皆為陰性。此一確定病例為男性，年齡為11

歲，其咳嗽天數為11天，曾接受百日咳預防注射，臨床診斷為

上呼吸道感染。與此病患有接觸之親友有9人，其檢查結果皆為

陰性。由此結果尚看不出台灣的百日咳流行情形是否與其他國家

有所不同。我國是否有必要在較大孩童及成人追加注射非細胞型

百日咳疫苗還需更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中文關鍵詞(至少三個)：百日咳、聚合媒連鎖反應、百日咳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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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背景： 

百日咳是一種侵犯呼吸道的急性細菌性疾病，由百日咳桿菌

(Bordetella pertussis)引起， 常發生於5歲以下兒童，其他年齡

層亦可能發生，但症狀較輕微或不明顯。傳染方式主要是由空氣傳染

(間接)或飛沫傳染(直接)，感染性病菌經常由兄弟姊妹或父母帶回家

散播，潛伏期一般是7-14天，很少超過14天，在未見免疫力之族群，

特別是營養狀況不良，或併有許多腸道及呼吸道感染時，百日咳最容

易導致幼兒死亡，併發症中以肺炎為主要死因，另外偶而併發缺氧性

腦病，或因持續性嘔吐引起營養失調等。 

百日咳疾病過程一般分為三階段: 

1加答兒期(Catarrhal stage) 

疾病發作不明顯，只有輕微性咳嗽。 

2 發作期(Paroxysmal ) 

加答兒期之後1-2週，疾病症狀成為陣發性咳嗽，且持續1-2個

月或更長。 

3 恢復期( convalescent stage) 

發作逐漸減少且較不嚴重，可能繼續咳嗽2-3週後既痊癒。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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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6個月之嬰兒及成人患者並無此典型的陣發性哮喘或咳嗽。 

在未施打疫苗注射之前，百日咳是一個高發生率高傳染力的疾病

１
。以美國為例，1940年後由於疫苗預防注射，良好的營養及醫療設

施的改善，疾病發生率及死亡率已有明顯下降，1960年報告病例每

十萬人口約8個人，到了1970年每年發生率小於5000例，1980-1990

年平均每年發生率2900例 (每十萬人口約1個人) ，在1992-1993

年發生率突然增加，原因不明，現在美國每年平均報告病例3000-5000

例。根據衛生署資料顯示，我國過去四十年由於預防注射普及，百日

咳發生率逐年下降，從民國四十四年每千萬人口775人降至民國六十

六年每千萬人口4人左右，而民國六十六年至今僅有零星病例，死亡

率從民國四十四年每千萬人口43人，降至民國四十七年每千萬人口

不及10人，而自民國六十四年之後無死亡病例，但在民國八十一年

起，疾病發生率又開始上升，民國八十二年至八十五年每年平均報告

80-90例，民國八十六年報告病例又增加至477例，由流行曲線圖看

來，和美國似乎有相同情形，3-5年有一個流行高峰。 

越來越多資料顯示百日咳流行率年齡層有上升的趨勢，美國疾病

管制局報告指出，從1994-1996年之間，平均10-19歲青少年百日咳

發生率比1990-1993年增加106% 
13
，在芬蘭，百日咳的發生率在

1995-1999年從十萬人口30人增加至十萬人口 60人
14
，在加拿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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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多10-14歲兒童感染百日咳，在1998年是每十萬人口80人 
15
。

2000年在Vancouver island發生一次百日咳流行，尤其是8-12歲

兒童，發生率是十萬人口500人，在1996年只有十萬人口5人，這

顯示百日咳感染率年齡層有上升的趨勢，且數目在增加中 
16
。有幾個

因數使青少年百日咳感染率增加，一是這年齡層疫苗保護力下降，據

統計，疫苗保護力第一年可達100%，四年後下降至84%，七年後只剩

下46%
19
。二是這年齡層進入學校接觸更多人群，增加感染病菌的機

會。 

成人得到百日咳雖然多數症狀輕微，但也有可能有嚴重的後果，

如長期咳嗽，尤其是夜晚，這會影響睡眠，進而影響工作表現，德國

一份報告指出，感染百日咳80%成人咳嗽超過三星期，其中半數超過

六星期，有一半的人會有嘔吐或嗆到，1/4的人有一個或多個併發症

包括中耳炎、肺炎、嚴重體重下降甚至因劇烈咳嗽造成肋骨斷裂，一

部份人因長期咳嗽接受不必要的檢查，如氣管鏡等
10
。 

成人感染百日咳不但會造成經濟方面的損失，最重要是他們會帶

病菌回家傳染給家中幼兒，繼而造成幼兒嚴重併發症
9
，法國一項報

告指出，因百日咳住院的幼兒，有2/3是被家中大人傳染的
8
，美國

Nelson報告指出，1971-1977年間有14個嬰幼兒感染百日咳，其中

12個病例是被大人傳染
19
，美國Ohio 於1987年有9個嬰幼兒感染

 第 ８ 頁  ８



病例中，有6個是被大人傳染。嬰幼兒一但感染百日咳除了陣發性咳

嗽或哮喘外，容易有併發症如肺炎、抽筋甚至死亡。根據美國

1980-1989年的報告中8927感染的病例，百日咳併發肺炎者小於六

個月佔24.7%，大於19歲佔2.9%，全部年齡層平均14.6%，腦病變

包括抽筋，昏迷者小於一個月有4.1%，10-19歲0.5%，大於20歲

0.8%，死亡率小於一歲有6/1000，小於一個月有13/1000，其中79%

死亡率都是發生在小於一歲以下的小孩
19
。 

由於百日咳早期診斷不易，早期投與抗生素預防傳染他人是不切

實際的事，唯有追加注射百日咳疫苗是預防百日咳傳染的唯一可行途

徑，最理想的方式是全面注射於所有年齡層的人，這不但可保護個人

免於感染，也可避免傳染他人，可是這在經濟及實行方面有很大的困

難，比較容易的方法是追加注射於青少年或有接觸幼兒的大人們，還

有年長體弱的人，這些是比較容易感染的族群。 

過去由於全細胞型百日咳疫苗有較多副作用，故不建議施打於7

歲以上的孩童，隨著非細胞型百日咳疫苗上市，副作用已大大減少
1
，

最常見的副作用是局部紅腫，只有少數會發燒。目前我國百日咳疫苗

是合併白喉、破傷風於2、4、6、18個月共注射四劑，許多國家如美

國和加拿大的百日咳疫苗接種是2、4、6、18個月及4-6歲共注射五

劑，德國的百日咳疫苗接種是3、4、5、18個月及11-18歲共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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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是否有必要在較大孩童及成人追加注射非細胞型百日咳疫苗是

值得研究與探討。 

以往百日咳因臨床不易判斷及實驗診斷困難，報告數字只是冰山

的一角，隨著技術的進步，如PCR的方式可以大大提高診斷率，本研

究希望透過細菌培養、ELISA及PCR等方式探討我國學齡兒童百日咳

的真正發生率，希望對日後的追加注射及注射時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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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A group of children and adult who presented with prolonged cough >=1 
week duration will b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fter written consents 
obtained. At enrollment, nasal swabs for culture and PCR assay were 
obtained.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visit, participants will be given an acute 
illness questionnaire that elicite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ymptoms 
of the presents illness and treatment to date, vaccination history and past 
history of pertussis. At the second visit, participants were administered a 
convalent illness questionnaire that elicit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atus 
of their symptoms since the previous visit.  

實驗步驟： 

Microbiology 

Specimens for culture and PCR assay will be collected by using 
rayon-tipped swabs on aluminum shafts. Two nasal swabs will be 
obtained from the patient, one from each nostril. The swab is bent to 
conform to the nasal passage and held against the posterior aspect of the 
nasopharynx. The swab is left in place for 30 seconds to 1 minute, 
removed and immediately inoculated onto a half strength Regan-Lowe 
agar as transport and enrichment medium. It will be transport in room 
temperature within 12 hours to the laboratory. 

Swabs will be incubated into B-G agar plates and incubated in a moist 
atmosphere at 35C without elevated carbon dioxide for up to 12 days. 
Most isolated are detected in 3 to 5 days. Young colonies of B. pertussis 
and B parapertussis are small and shiny, resembling mercury drops, 
colonies become whitish- gray with age. Species identification are done 
with standard procedure. 

PCR 

B. pertussis DNA will be detected in nasal swab specimens by PCR assay 
after extracting swabs in 0.15M NaCl-0.001M disodium EDTA for 1 min 
and boiling for 15 min. Initial results obtained form ethidium bromide 
stained agarose gels were confirmed by Southern blot with an internal 
nested probe and a chemiluminescent det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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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definitions 

A case is considered to be confirmed pertussis if (1) culture or (2) 
PCR of nasopahryngeal aspirate specimens is positive for B. pertus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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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本研究至今已有91位病人加入，病人來源為臺大醫院小兒

部、黃清浩耳鼻喉科診所及周正成小兒科診所。 

現將病例基本資料分析於下： 

(一) 性別 

男性46例（50.5%），女性45例（49.5%），男女性比為1：1。 

(二) 年齡別 

年齡中位數為10歲（範圍：1歲11個月至75歲），其分布以5-9

歲最多，為26例，10-14歲有20例，小於5歲的有11例，其餘則分布在

各年齡層(圖一)。 

(三) 咳嗽天數 

平均咳嗽天數為30天 (範圍：一個星期至二年) 

(四) 是否曾接受百日咳預防注射 

曾接受百日咳預防注射的有60位，大部分為小於15歲之病患，

未接受預防注射的有7位，不知道的有24位。 

(五)臨床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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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感染有45人，鼻竇炎有10人，氣喘有13人，支氣管

炎有3人，肺炎有11人，疑似百日咳的有9人。 

 

在91位病例中，只有一位為確定病例 (PCR陽性，但是沒有培

養出百日咳桿菌)，其餘病例之檢查結果皆為陰性。此一確定病例為

男性，年齡為11歲，其咳嗽天數為11天，曾接受百日咳預防注射，

臨床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與此病患有接觸之親友有9人，其檢查結

果皆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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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討論： 

百日咳是一種世界性的流行病，以前每年約有6千萬人感染，大

約有50至100萬孩童因此死亡。一般來說，疾病的發生並無季節性，

但某些報告指出在夏末與秋天有較多的個案發生。在美國及臺灣有一

半的個案是一歲以下的嬰兒，也有報告指出較常發生在女孩身上。

1940年沒有疫苗以前，百日咳主要侵犯的對象是孩童。以美國為例，

開始預防注射前，美國每10萬人有157例報告，1940年後由於疫苗

預防注射、良好的營養及醫療設施之改善，疾病發生率及死亡率已有

明顯下降，1960年報告病例每十萬人口約8個人，到了1970年每年

發生率小於5,000例，1980∼1990年平均每年發生率2,900例（每

十萬人口約1個人），在1992∼1993年發生率突然增加，原因不明。

國際上在1996年也同樣有發生率增加的狀況。現在美國每年平均報

告病例3,000∼5,000例。而且根據CDC的估計，其中可能只有5-10%

的個案被報告出來，造成低通報的原因包括有醫護人員對百日咳的認

知不夠因而未被診斷出來、通報系統不健全、診斷前已服用抗生素及

疾病後期才作細菌培養、或是病患未在醫療機構中求診等因素。 

台灣地區過去四十年來由於預防注射普及，百日咳發生率逐年下

降。百日咳報告病例在1960年代每年約有10至60位個案發生，而

1970年代以後則僅有零星個案。民國81年，曾在花蓮地區爆發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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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報告226例，發生率每千萬人口約111人，又回復到民國四十

七年時之高發生情形。民國八十三年及八十四年有51例及85例百日

咳報告病例，民國八十五年及八十六年則增加到的144例及477例。

由流行曲線圖看來和美國似乎有相同情形，3∼5年有一個流行高峰。

侵犯年齡層雖以未完成預防接種的嬰幼兒居多，但仍可在完成接種的

兒童及成人族群中發現。這個數據具有許多不同層面的意義，包括成

人族群中百日咳細菌帶原者的存在、疫苗注射後的有效抗體持續時

限、對百日咳的認識程度、診斷技術的進步(分子生物技術-聚合媒連

鎖反應)、偽百日咳疾病的存在等。顯示臺灣仍需加強白日咳的防治。 

而近年來由於分子生物學的蓬渤發展帶動診斷的增加，在美國的

統計即有6.5%是病患是超過15歲的人。一研究指出慢性咳嗽的成人

有21至26%為百日咳感染。而院內感染的報導則偶有所聞。由於百

日咳疫苗的保護力只有3-12年，在國外百日咳感染的的年齡層有上

升的趨勢，美國CDC報告指出1994-96年平均10-19歲青少年百日咳

發生率是1990-93年增加106%，這是因為疫苗保護力下降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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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此次在91位病例中只有發現一位是百日咳的確定病例，

其發生率似乎偏低，可能之原因有以下幾點： 

1. 根據疾病管制局近幾年關於百日咳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出我國的百

日咳大概每3∼5年有一個流行高峰，今年的流行狀況恰巧是位在

谷底(今年從1月至10月的報告病例有143例，而確定病例則有8

例，與前幾年比較，病例數有減少之情形)(圖二)。 

2. 目前我國百日咳疫苗是合併白喉、破傷風於2、4、6、18個月共

注射四劑，許多國家如美國和加拿大的百日咳疫苗接種是2、4、6、

18個月及4-6歲共注射五劑，德國的百日咳疫苗接種是3、4、5、

18個月及11-18歲共五劑。據統計，疫苗保護力第一年可達100%，

四年後下降至84%，七年後只剩下46%。所以我國百日咳疫苗的保

護力可能較早消失，而使得百日咳感染的年齡層與其他國家相比

有提早的趨勢。故研究之重點可能需要放在5歲以前的小孩。 

3. 台灣病人喜歡doctor shopping，病人可能因長期咳嗽至多家診所

看診，在做檢查前已服用抗生素或是在疾病後期才作檢查，都有

可能會影響百日咳桿菌培養的檢查結果。而PCR雖然比較敏感，

但是如果在疾病後期百日咳桿菌消失於鼻咽部位一段時間後，此

方法也有可能檢查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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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納入研究病人的背景條件，有可能會影響結果。 

5. 收案的病例數不夠。 

 

結論 

此次研究結果在91位病患中只有一位確定病例，尚看不出台灣

的百日咳流行情形是否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 

 

建議 

我國是否有必要在較大孩童及成人追加注射非細胞型百日咳疫

苗還需更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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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收案病例之年齡及性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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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民國81年至91年疾病管制局統計台灣百日咳之流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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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年只有統計 1月至 10月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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