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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歲年輕女性，兩星期前從蘭嶼遊玩回來
，五天前開始有發燒、全身痠痛的情形，
於診所治療皆沒退燒跡象，至急診求治。
抽血發現有肝功能異常(AST: 74 U/L)、血
小板低下(PLT: 59k cells/μL)的情形。除此
之外，還在病人臀部發現如下的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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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data

• Weil-Felix test(斑疹傷寒抗體凝集試驗)
– Proteus OX2(Proteus 抗原OX2) 1:40(+)  

– Proteus OX19(Proteus抗原 OX19) 1:80(+)  

– Proteus OXK(Proteus抗原 OXK)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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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ization

• Fever was subsided after Doxycycline use

• Discharge after 3 days 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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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eks later
• 法定傳染病通報送驗檢驗報告

• 通報疾病: 法傳-恙蟲病

•

• 檢體種類: 血清

• 檢測次數: 第1次

• 血清學檢驗方法: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IgG 
(IFA-IgG)

• 檢驗結果: 未確定，需再採檢

• 血清學檢驗方法2: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IgM 
(IFA-IgM)

• 檢驗結果2: 未確定，需再採檢

• 綜合檢驗結果: 未確定，需再採檢

• 檢驗結果登錄日期: 101/08/19             

• 檢驗單位: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研究檢驗
中心

• 法定傳染病通報送驗檢驗報告

• 通報疾病: 法傳-恙蟲病

•

• 檢體種類: 血清

• 檢測次數: 第2次

• 血清學檢驗方法: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IgG 
(IFA-IgG)

• 檢驗結果: 陽性 / >1:640

• 血清學檢驗方法2: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IgM 
(IFA-IgM)

• 檢驗結果2: 陽性 / >1:160

• 綜合檢驗結果: 陽性

• 檢驗結果登錄日期: 101/08/30             

• 檢驗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研究檢驗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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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時候居住環境多草叢，容易被恙蟲叮咬
，故常相互問候「無恙」

‧恙蟲病（Tsutsugamushi disease；
“tsutsu＂是惡疾之意，“mushi＂是指恙
蟲）

‧又名叢林型斑疹傷寒（Scrub typ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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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克次體屬疾病之流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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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菌名

疾病名(英)

疾病名(中)

• 界-Kingdom
• 門-Phylum
• 綱-Class
• 目-Order
• 科-Family
• 屬-Genus
• 種-Species

Rickettsia typhi

(Murine/endemic typhus)

(地方性斑疹傷寒)

• Bacteria
• Proteobacteria
• Alphaproteobacteria
• Rickettsiales
• Rickettsiaceae
• Rickettsia
• R. typhi

Orientia tsutsugamushi

(Scrub typhus)

(恙蟲病)

• Bacteria
• Proteobacteria
• Alphaproteobacteria
• Rickettsiales
• Rickettsiaceae
• Orientia
• O. tsutsugamushi

Coxiella burnetii

(Q fever)

(Q熱)

• Bacteria
• Proteobacteria
• Gammaproteobacteria
• Legionellales
• Coxiellaceae
• Coxiella
• C. burne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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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Rckett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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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克次體屬疾病 (Rickettsial diseases)

‧Scrub typhus (恙蟲病)

‧Murine typhus (地方性斑疹傷寒)

‧Q fever (Q熱)

‧台灣為此三種疾病之本土流行區域

‧感染症狀相似不易鑑別診斷，醫師傾向同

時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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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蟲病 Scrub typhus

‧ Tsutsugamushi disease

‧ 又名叢林型斑疹傷寒 (Scrub typhus)

病原：

‧ 恙蟲立克次體 (Orientia tsutsugamushi )

‧ 革蘭氏陰性菌

‧ 細胞內寄生，且只能在感染細胞的細胞質內發育增生

病媒：恙蟎

‧ 屬於蛛形綱，幼螨微小約0.2~0.3 mm，肉眼幾乎看不見

‧ 恙螨的卵因不耐乾燥，故孳生地必須高濕環境。

GiemsaGiem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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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原

‧病原體：恙蟲立克次體／
恙蟲東方體（Orientia 
tsutsugamushi ）

‧病媒：恙蟎，屬於蛛形綱
（Arachnida），幼蟲（
chigger）相當微小，肉眼
幾乎看不見

‧臺灣的病媒主要是地里恙
蟎（Leptotrombidium 
deli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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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蟲之生活史

‧感染立克次體的恙蟎，會經由垂直傳染而代傳立克次體，並
於其每個發育期中，成為永久性感染。

‧動物宿主為囓齒類、哺乳類(羊、猪、狗、貓)、鳥類(鳥、雞
)等，其中又以囓齒類為主。

。

恙螨幼蟲爬行

於土面，或喜

停留於雜草之

尖端，伺機落

入經過之動物

或人類身上。

因此行走於雜

草中容易感染

恙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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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蟲之傳染途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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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蟲病

‧傳染方式: 

–被具傳染性的恙螨叮咬，經由其唾液使宿主感染立克次

體。

–不會直接由人傳染給人。

‧潛伏期: 1-2週，通常為9-12天

‧感染性及抵抗力: 

–受感染後對同一型別的立克次體有長期的保護力，但對

不同型別此保護力僅短暫存在。

–對於生活在流行地區的人，有可能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受

感染，不過通常症狀較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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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病學

Radiographics. 2007 Jan-Feb;27(1):161-7221

流行病學

• 本病廣泛分佈於亞洲地區，
西自巴基斯坦，東至日本本
州北端，南至東南亞、澳洲
東北部與西南太平洋。

• 病原分佈上在北方其流行的
狀況較單純，朝南方則病原
型別與混合感染的情形愈複
雜。

‧台灣已知的病媒種類有15 屬
約30 多種，以L. deliense 
為主，病原分離株有台灣
Gilliam 與台灣Karp 型及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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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蟲病台灣流行病學特徵
流行區域: 
花蓮縣
台東縣
南投縣
金門縣
澎湖縣

病例數較多

高風險群:

於恙蟎流行
地區（特別
是草叢區域
）活動者

病例數於夏天最多

2004-2013

台北區 1252

北區 217

中區 417

南區 154

高屏區 1175

東區 108023

恙蟲病台灣流行病學特徵

病例數於夏天最多

24



恙蟲病

大綱

‧臨床案例

‧前言

‧疾病概述

‧流行病學

‧診斷治療

‧防治措施

25

致病機轉 Pathogenesis of rickettsial agents

Phagocytosis of Orientalis tsutsugamushi by 

mouse peritoneal mesothelial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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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蟲病致病機轉

Enter the skin → spread via the bloodstream → infect the endothelium → 
enter target cells and multiply in the cytosols → damage parasitized cells 
→ widespread vascular dysfunction

Path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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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窩

‧恙蟲主要的宿主為野生囓齒類，並可長期保菌與傳播O. 
tsutsugamushi，因此野生囓齒類為恙蟲病流行病學主要
討論對象。

‧恙蟲病在野生鼠類通常呈不顯性感染，但強毒株可在免疫
抑制的小鼠造成腹水、脾臟腫大與血管病變。

‧不同鼠種對於恙蟲病立克次體具有不同的感受性。

‧日本的田野調查發現Apodemus speciosus 與Rattus 
norvegicus 較Rattus rattus 有較高的抗體力價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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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診斷及鑑別診斷

• 診斷主要是靠臨床症狀與恙蟲密集地區的旅遊史

• 鑑別診斷包括：
– 瘧疾

– 傷寒

– 登革熱

– 鉤端螺旋體病

– 腦膜炎雙球菌菌血症

– 感染性單核球症

– 其他立克次體疾病

– 臨床上，不可因未發現焦痂病灶便排除恙蟲病之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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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蟲病臨床表現

‧發燒：猝發性，持續性, 100%

‧伴隨頭痛、背痛、惡寒、盜汗、淋巴結腫大等症狀

‧焦痂 (eschar): 50%-80% 

‧呼吸道症狀: 45~62%, 肺炎、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肝功能異常: 45%

‧出疹: 25% 

‧嘔吐,噁心,腹瀉: 25%

‧腦炎、腦膜炎:13% (9/72, Thai)

‧相對性緩脈 (relative bradyca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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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scrub 
typhus in Kinmen

J Formos Med Assoc. 2013 Apr;112(4):201-731

Relative Bradycardia (相對性緩脈)

Doxycycline 1# bid

Temperature Pulse in Beats 
per Minute

102°F (38.9 °C) 110

103°F (39.5 °C) 120

104°F (40.0 °C) 130

105°F (40.6 °C) 140

106°F (41.1 °C)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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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of Relative Bradycardia

• Infectious causes of 
relative bradycardia:
– Legionnaires' disease
– Psittacosis
– Q fever
– Typhoid fever
– Typhus
– Malaria
– Babesiosis
– Leptospirosis
– Yellow fever
– Dengue fever
– Rocky Mountain 

spotted fever 

• Noninfectious causes of 
relative bradycardia:
– Beta-blockers
– CNS lesions
– Malignant lymphoma
– Factitious fever
– Drug-related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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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s that manifest an eschar in scrub 

typhus patients

Am J Trop Med Hyg 2007; 76: 806-809 34



Scrub typhus in Penghu

Vector Borne Zoonotic Dis. 2013 Mar;13(3):154-935

焦痂 (eschar)
約有50-80﹪患者可在叮咬處發現潰瘍性焦痂，大都為無痛性。

(恙螨亦因口器短小故喜歡叮咬皮膚柔軟處，如腰部、生殖器、腋下、乳

房及眼周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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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疹 (rash) 
( increased microvascular permeability ) 

出疹：發燒4-5天起皮膚出現紅色斑狀丘疹，由軀幹

上部擴至四肢〈不出現於臉、手掌及腳掌〉，第9-10

病日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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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R of A Case of Scrub Typhus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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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ment of CNS

• Meningitis, Encephalitis 
– involvement of blood vessels in the CNS 

– predominant mononuclear cel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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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胃道症狀
Upper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in Gastrointestinal Vasculitis Related to Scrub Typhus

Petechiae

Purpura

erosions/ulcers

Bleeding
gastric
ulcers

Endoscopy 2000; 32 (12): 950–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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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蟲病併發症
三軍總醫院: 1993 ~1997, 33 cases

Serious complications 

• Pneumonitis 36% (12/33)

•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15%
(5/33)

• Acute renal failure 9% (3/33)

• Myocarditis 3% (1/33) 

• Septic shock 3% (1/33). 

• One patient died of ARDS due to delay in diagnosis. 

Tsay RW. J Microbiol Immunol Infect. 1998;31(4):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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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d tomography finding 
among scrub typhus patient

Radiographics. 2007 Jan-Feb;27(1):161-7242



恙蟲病實驗室檢查

三軍總醫院: 1993 ~1997, 33 cases

• No laboratory test is diagnostically 

• Leukopenia or leukocytosis can occur, but most have a 

normal white blood cell count. 

– Leukopenia (WBC < 4000/ mm3): 19% 

– Leukocytosis (WBC > 10,000/mm3): 34%

• Most patients with severe illness develop thrombocytopenia. 

– Thrombocytopenia (plt < 100,000/mm3): 44% 

Tsay RW. J Microbiol Immunol Infect. 1998;31(4):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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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異常
Elevations in hepatic enzymes, bilirubin

高雄長庚 Am. J. Trop. Med. Hyg., 73(4), 2005, 667–844



Initial laboratory test of scrub 
typhus in Kinmen  

J Formos Med Assoc. 2013 Apr;112(4):201-745

檢驗條件

‧符合下列檢驗結果之任一項者，定義為檢驗結果
陽性：

–臨床檢體（血液或皮膚傷口（焦痂））分離並鑑定出
恙蟲病立克次體（Orientia tsutsugamushi）

–臨床檢體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以間接免疫螢光染色法（IFA-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e Assay）檢測急性期（或初次採檢
）血清，IgM抗體≧1：80且IgG抗體≧1：320

–以間接免疫螢光染色法，檢測成對（恢復期及急性期
）血清，恙蟲病立克次體特異性IgM或IgG抗體（二者
任一）有陽轉或≧4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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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採集及實驗室診斷

• 若第 1 次採血（A 血清）日為發病日後 7 天內……
– 第 2 次採血（B 血清）日訂為發病日 14 天後

• 若第 1 次採血（A 血清）日為發病日後 7 天以上……
– 第 2 次採血（B 血清）日與第一次採血日隔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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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Felix test

地方性斑疹傷寒

恙蟲病

Q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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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Felix test

• Sensitivity: 33%

• Specificity: 46%

• Neither specific NOR sensitive

Trans R Soc Trop Med Hyg. 2009 Apr;103(4):423-450



治療及預後
‧尚無有效疫苗

‧治療: 四環素類最具療效, 於36-48小時內抑制疾病進行

‧抗生素療法：
–四環黴素（tetracycline）類: doxycycline ( 200mg stat, 

100mg bid 7-15 days) 、minocycline等

–氯黴素(chloramphenicol 500mg po qid 7-15 days) 

–Azithromycin 500mg qd 1~3 days ( pregnancy 500mg one 
dose) 

‧預後
–未經治療，死亡率可達60%

–經治療後死亡率小於5%

–受感染後對同一型別的立克次體有長期的保護力，但對不同型別
此保護力僅短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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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避免恙蟎叮咬！

‧避免暴露於恙蟎孳生的草叢環境，因此至郊區、
戶外活動或工作時應注意：
–穿著淺色長袖衣褲、手套、長筒襪及長靴等保護性衣
物，並將褲管紮入襪內；

–此外，並於衣物及皮膚裸露部位塗抹衛生署核可之蚊
蟲忌避劑

• 離開草叢地區後應儘快沐浴，並換洗全部衣物

• 若出現恙蟲病疑似症狀時，應儘速就醫，並告訴
醫師您曾旅遊的地方與是否有特殊暴露史，以供
醫師診斷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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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剷除雜草以消除恙蟎孳生地，尤其在住宅
附近、道路兩旁以及田埂等草叢區域

–剷除的雜草及垃圾應焚燒或掩埋

–除草時需做好個人防護措施

–如情況容許，可用焚燒法減低恙蟎密度

‧進行滅鼠工作避免鼠類孳生，以降低感染
恙蟲病的機會

54



防治工作

‧醫療院所對於疑似病例應確實通報

‧依規定進行檢體採檢並送驗

‧完成疫情調查

–維護傳染病通報系統相關資料之完整性

‧監控群聚感染事件

–發生群聚感染事件應立即展開擴大疫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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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蟲病之傳染途徑、診斷及處置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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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防治法規範

‧疾病分類

–屬於第四類傳染病

‧通報期限

–應於一周內完成通報

57

48 y/o man 

每週到大岡山爬山

fever, chills for 3 days

general soreness, headache

relative bradycardia

faint skin rash on trunk

恙蟲病臨床病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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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xycycline 1# bid

WBC PLT GOT GPT Bil-T PT PTT

D1 3100 69k 109 107 1.1

D2 3400 51k 276 222 1.7 13.5/11.8 27.9/49.9

D3 4900 54k 207 217

D4 5800 48k 134 196

D6 9700 137k 107 203

通報 murine typhus, scrub typhus, Q fever, 及 dengue fever
59

參考文獻

‧疾病管制署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i
ndex.aspx)

‧傳染病介紹-第四類傳染病

»恙蟲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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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及屈公病診療 
(Dengue and Chikungunya fever) 

2014/5/3 

1 



Take Home Message 

• 想到登革熱 (TOCC) 

• 考慮出血可能 

– 避免特定藥物 (如aspirin或NSAID等) 

• 嚴密監控病況 

– 補充適當輸液 

2 



法定傳染病 類別 通報期限 

登革熱及登革出血熱等 第二類 24小時內 

屈公病 第二類 24小時內 

西尼羅熱(西尼羅腦炎) 第二類 24小時內 

日本腦炎 第三類 1週內 

黃熱病 第五類 24小時內 

台灣皆具可傳播疾病之病媒蚊 

若境外移入  有潛力造成本土性傳播及群聚 

Arboviruses in Taiwan 

3 

登革熱及屈公病，因為動輒形成台灣各地社區裡的大型群聚，因此從“及早
診斷、以避免併發症及死亡；及早通報、以利緊急防治；藉由彼此提醒、以
減少孳生源”的觀點來看，是非常值得宣導防治的疾病。 



http://www.nature.com/nrmicro/journal/v5/n7/fig_tab/nrmicro1690_F2.html 
4 

病媒： 

斑蚊，在台灣主要為埃及斑蚊，其次是
白線斑蚊。 

宿主： 

人，另外在馬來西亞與非洲的研究發現，
猴子也是可能的存毒宿主。 



全球登革熱流行分布圖 

全世界25億人生活在疫區，估計每年5,000萬~1億人感染，(1%) 50萬
人發展成登革出血熱， 22,000~25,000人因而死亡。 

5 

1980年代後，有向全球各地蔓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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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病年月 

病
例
數 

確定病例數 

98 99 100 101 102 

98~102年本土登革熱病例月別分布 

1592 1545 

1271 

596 

848 

6 

(台灣全年每日最高溫度，其實並不低；尤其是南部) 



登革熱病毒是否會經斑蚊親代，傳播給子代? 

• 新加坡曾由野外採集之病媒蚊(如埃斑或白斑)之
雌蚊及雄蚊，檢出登革病毒(4~5%)；因雄蚊無吸
血習性，因此來自親代之可能性高，稱為經卵傳
播(transovarial transmission) 

• 台灣登革熱疫情經研究，每年病毒(型別)來源多
因外出旅遊感染之民眾引進；除流行期外，甚少
看到散發之零星病例 

– 2006衛生署從野外採22,733隻埃及斑蚊(雌8,985、雄
13,748)及白線斑蚊16,777隻(雌11,807、雄4,970)，經
分生檢驗，均為陰性(不帶登革病毒) 

– 登革病毒在某些地區有經卵傳播之可能，但在台灣發
生的機率不高 

7 



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 

8 



挑戰 

• 全球登革熱疫情日益嚴峻，臺灣無法置身事外 

• 國際交流持續頻繁，登革病毒境外移入威脅攀升 

• 都市化與人口增加，病媒蚊孳生源及人蚊互動俱

增，加速登革熱傳播 

• 氣候暖化 

– 病媒蚊分布區域及受到登革熱威脅之範圍擴大 

– 登革病毒在病媒之潛伏期縮短，感染人類期間

相對變長 

• 尚無上市疫苗可供預防，亦無特效藥物可供治療 
9 



102年流行季登革熱本土疫情  

0

10

20

30

40

50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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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102年 103年

台中市 台北市

台南市 屏東縣

桃園縣 高雄市

新北市 嘉義縣
1st DHF (10/14) 

13rd DHF (12/17) 

TCDC, 102.02.20 

102年登革熱本土疫情: 首例發生於4/10 

(自89年以來，僅次於99年的3/20) 

登革出血熱，發
生於流行疫情高
峰期 

10 



102年流行季登革熱本土疫情 

• 本土病例年齡最小4歲，最長89歲 

• 13例登革出血熱，年紀最小13歲，最長77歲，平均52.5歲 

 

 

 

• 通報來源 

– 醫療院所526例(88.55%) 

– 接觸者擴採48例(8.08%) 

– 民眾自主通報20例(3.37%) 

11 

發病 

年齡 

9歲 

以下 

10-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69 

歲 

70-79 

歲 

80歲 

以上 
總計 

病例數 15 54 69 77 80 122 107 53 17 594 

% 2.53% 9.09% 11.62% 12.96% 13.47% 20.54% 18.01% 8.92% 2.8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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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病日-報告日(日) 
居住縣市 

總計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台中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0               16 16 

1             3 69 72 

2 1         5 10 60 76 

3           5 11 67 83 

4           3 12 52 67 

5   1   1   3 8 46 59 

6 3         6 3 48 60 

7 3         4 8 31 46 

8           1   18 19 

9         1   1 10 12 

10             4 3 7 

11               2 2 

12     1         1 2 

13               1 1 

14               1 1 

15               2 2 

22               1 1 

醫院通報病例數 7 1 1 1 1 27 60 428 526 

平均日距(日) 5.86  5.00  12.00  5.00  9.00  4.59  4.45  4.00  4.13  

• 102年，醫療院所通報526例中，發病日-報告日之平均

日數為4.13日，5日以下佔70.9% 



登革熱傳染時程圖 

   0        5       10       15      20       25      30 

指標病例發病日(Day 0) 次一波病例平均發病日 

日數 

1. 病毒血症期:  

發病前1日~後5日 

(Day -1~+5) 

2. 病毒在蚊蟲體內繁殖 8~12 日後可再
傳染給健康的人(病例發病日起第7~17天，
斑蚊開始具有傳染力; Day 7~17) 

3. 登革熱流行預防關鍵期 

(Day 0~7) 

4. 次一波病例發病日(潛伏期3~14日) 

(第2波之始: Day 10~31; 平均: Day 20) 

31 

7+3 (最短潛伏期3天) 17+14 (最長潛伏期14天) 

10 

7 17 

(index case發病後的7日內，為防治關鍵之一!) 

13 



防蚊叮咬 

及早衛教 

(必要時才噴藥) 

清除孳生源 

14 

及早診治、 
通報 



通報定義\臨床條件 

• 登革熱(DF)：突發發燒(≧38℃)並伴隨下列
二(含)種以上症狀 

– 頭痛 

– 後眼窩痛 

– 肌肉痛 

– 關節痛 

– 出疹 

– 出血性癥候(hemorrhagic manifestations) 

– 白血球減少(leucopenia) 

15 



登革出血熱(DHF; 下列四項皆需具備) 

– 發燒 

– 出血傾向(e.g., 血壓帶試驗陽性、出血點/班、其他任何內/外

出血現象) 

– 血小板下降(<10萬 /mcL) 

– 血漿滲漏 (plasma leakage) (e.g., Hct上升20%或輸液

後下降20%；肋膜或腹腔積液或血清蛋白≦3 g/dL) 

登革休克症候群(DSS) 
– 具備登革熱及登革出血熱疾病症狀，且皮膚濕冷、四

肢冰涼、坐立不安、及低血壓(收縮壓≦100 mmHg)，或
脈搏微弱至幾乎測不到(脈搏壓≦20 mmHg) 

通報定義\臨床條件 

16 



17 

Comprehensive Guidelin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engue and Dengue 
Haemorrhagic Fever, WHO 2011,  



IgG primary 

HI 

≧2560 

 

PanBioPanBioPanBio

18 



檢驗
項目 

檢體
種類 

採檢目的 採檢時機 
採檢規
定 

運送
條件 

登革
熱 

血清 

病原體檢測 

(分離、Real 

Time RT-PCR、
NS1抗原) 

發病7天內 

以無菌試
管收集3 

mL血清 

低溫 

抗體檢測 

(ELISA) 

急性期 (立即
採檢)；恢復
期 (發病
14~40天之間) 

以無菌試
管收集3 

mL血清 

登革熱檢體採集 

1.再採檢日，請依本局實驗室檢驗需要進行通知  

2.相關規定請參閱「防疫檢體採檢手冊」 19 



#15F_Cmbd, 8/21(D4), at ER 

• 20XX/8/21(D4) at ER, A 15 y/o girl, lives in 

Taiwan, no significant past medical history 

• CC: fever and general malaise for 4 days 

• PI: 

– She went to Cambodia on (20XX) 8/10~8/17 

with her church group for a mission trip 

– After coming back (8/17, D0), she started to 

have mild fever (37.5~38.0 ºC); with 

rhinorrhea and a mild cough with sputum 

• DDx ? 
20 



#15F_Cmbd, 8/21(D4), at ER 

• CBC/DC 

– Hct: 38.8% 

• Hb: 13.1 g/dL,  

– WBC: 1,300 /mcL 

• ANC: 728 /mcL 

– PLT: 43 ×103 /mcL 

• CRP: 0.57 mg/dL 

• Influenza rapid test: (-) 

• DDx ?  

 

 

21 



#15F_Cmbd, 8/23 (D6) 

• CBC/DC 

– Hct: 43.3% (↑11.6%) 
• Hb: 14.7 g/dL,  

• Reticulocyte: 1/1000 RBCs 

– WBC: 1,300 /mcL, ANC: 507 /mcL 
• DC: (Atypical-Lym: 3%) 

– PLT:19×103 /mcL 

• BCS 

– AST(GOT): 200 U/L 

– ALT(GPT): 59 U/L   

– LDH: 501 IU/L  
22 



#15F_Cmbd, 8/25 (D8) 

23 

病人手腳出現皮疹(略帶出
血斑)，並具關節痛、背痛
的症狀 

手部具腫脹感 



Interpretation of Dengue Dx Tests 

24 



登革熱病人之血液學變化 

• 登革病毒: 以造血及內網間皮細胞系統之細
胞為中心而行其複製之生活史，感染可造
成造血及內皮組織之傷害 

• 白血球: 在發燒期，絶大多數病人呈現白血
球減少，白血球以減少中性球(PMN) 為主 

• 第三天以後，抽血檢查CBC 最適當，看有
否白血球下降或血小板下降 

 

25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49M_Tw, D6, at ER 

• 2011/6/xx (D6), at ER of S Hospital, A 49 y/o 

man, lives in Taiwan 

• CC: fever (39.2 ºC) with myalgia, and severe bil. 

leg pain for 6 days 

• Occupation: a construction worker 

• PHx: cigarette smoking (30 pk-yr), alc use (4~6 bt 

of beers/day, x2 yr) 

• Contact Hx: denied recent travel, Abx, nor sick 

contacts; but owned 2 healthy pets 

• DDx ? 

26 



#49M_Tw, D6, at ER 

• T/P/R= 38.3 ºC/120/xx, BP= 156/63 mmHg; alert, oriented 

• PE: jaundiced skin (+), scleral icterus (+); clear breathing 

sound; soft abdomen; bil. legs tenderness (+) (bil. dorsal 

pedal pulses (+)) 

• Lab:  

– CBC/DC: WBC 8.9 x103/mcL (lym 2.4%); Hb 12.8 g/dL; PLT 58 

×103/mcL,  

– BCS: Cre 2.3 mg/dL; AST/ALT 20/246 U/L, T-bili/D-bili 4.3/2.6 

mg/dL; ALP 143 U/L; CK 1219 U/L 

– U/A: moderate hematuria but no proteinuria 

• Image/others: Lower extremity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 CXR (-); ECG: NSR, 76 bpm 

• DDx ?  

27 



#49M_Tw, D6, at ICU 

• sepsis, multiorgan dysfunction ICU 

• Mx 

– Aggressive fluid resuscitation 

– Rx: IV ceftraxone, vancomycin 

28 



#49M_Tw, D7, at ICU 

• Progress: worsened in ARF, hyperbilirubinemia, 

anemia, and  thrombocytopenia 

• Lab:  

– HAV, HBV, HCV: serologic tests, all (-) 

– Schistocytes in peripheral blood smear (-) 

– C3, C4, ANA, anti-dsDNA,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bs, anti-glomerular basement membrane Abs: all 

WNL 

• CT, abdominal: pancolitis, choleithiasis, nephromegaly 

29 



#49M_Tw, D8, at ICU 

• Progress 

– worsening in SpO2, slight hemoptysis, fine crackles at the 

bases of lungs; CXR: new inferior bil. Infiltrates in lungs 

– ABG: (O2 2L/min) 7.45/28/55/90%/19.5 

– Echo, abdominal: thickening of gallbladder wall 

– Urine legionella Ag (-), HIV Ab (-) 

– Bacterial culture: Blood (-), Sputum (-) 

• Mx 

– Abx: IV cefepime, vancomycin 

– suspicion of alveolar hemorrhage in renal failure 

methylprednisone x5 days (Day 8~12), and 

Desmopressin 

30 



#49M_Tw, D9, at ICU 

• Lab: Influenza A (+) (NP swab) 

• Mx: DC Abx; Rx oseltamivir 

• Progress:  

– improved in clinical status and renal failure; 

– but worsening in cholestatic stustus (T-bili/D-bili 

64.7/44.8 mg/dL; AST/ALT 87/121 UL) 

31 



#49M_Tw, D10~, at ICU, ward 

• Rash: maculopapular, nonpruritic rash on face, 

torso, abdomen, and upper extremities (and 

palms) biopsy: lichenoid dermatitis (drug reaction) 

• Progress (next few days):  

– rash and calf/leg pain gradually improved;  

– resolved of hyperbilirubinemia (T-bili 1.8 mg/dL), 

thrombocytopenia (PLT 165 ×103/mcL ), hemoptysis, renal 

failure (Cre 0.8 mg/dL);  

– CXR: near complete resolution 

• Discharged 

32 



DDx of Dengue fever-like illnesses (DFLI) 

• Dengue fever (DF, DHF, DSS) 登革熱 

• Chikungunya fever 屈公熱(曲弓熱) 

• Influenza A infection 流感A型 

• Hantavirs infection 漢他病毒感染 

• Rubella 德國麻疹 

• Scrub typhus 恙蟲病 (Rickettsia tsutsugamushi)  

• Endemic typhus / Murine typhus 地斑, 地方性(鼠蚤型)斑
疹傷寒/鼠傷寒 (Rickettsia typhi / Rickettsia mooseri 斑疹傷寒立克
次氏體/莫氏立克次體) 

• Leptospirosis 鉤端螺旋體病 

• Typhoid and Paratyphoid / Enteric fever 傷寒及副傷寒/腸
熱 (Salmonella enterica serovar Typhi or serovar Paratyphi A) 

• Malaria 瘧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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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Hx 

• 活動狀況 

– 職業、居住地、工作/活動地、旅行地點(是否流

行登革熱或其他熱病)、環境樣貌、親水、病人、
動物、鼠類、蟲子直接/間接接觸、… 

• 活動時機 

– 降雨、風災、季節、… 

• TOCC 

– travel, occupation, contact, cluster 

34 



Fever with headache without obvious focus 

1.來自疫區如：東南亞、高雄小港、旗津區 

2.頭痛、肌肉、關節酸痛、眼窩痛、背痛、紅
疹等症狀 

3.實驗室檢驗結果： 

(1) WBC＜5000 /mcL或正常 

(2) PLT＜10萬 /mcL 

(3) AST, ALT上升且AST＞ ALT 

(4) aPTT延長、PT正常 

 前3天 Segment elevation   

 後3天 monocytosis 
 

疫區 + 2項以上臨床
症狀 + 實驗室檢驗
結果多數符合 

少數符合 

但仍無法排除 

考慮收住院;  

通報登革熱 

考慮收住院;  

進行登革熱主動疫
情監視/通報 

DDx Dengue fever and 

Rickettsial diseases Relative bradycardia 
No Yes 

Eschar  

Yes No 

爬山,離島
花東旅遊
史,柴山,壽
山,大坪頂 

  

考慮 Q fever  

考慮 

Murine 

typhus  

(1) WBC＜
5000/mcL或正
常, (2) PLT 稍
低, (3) AST, 

ALT上升且AST 

< ALT 

(4) aPTT延長、 

PT正常; 動物
接觸史; 

Anticardiolipin 

Ab elevation 

(1) WBC＜5000 

/mcL或正常 

(2) PLT 稍低 

(3) AST, ALT上升
且AST > ALT 

(4) aPTT延長、 

PT 可能不正常 

OX 19 (+) 

考慮 

scrub 

typhus 

35 



Relative Bradycardia相對性緩脈 

• 當發燒時心跳率卻未跟著上升,即稱為相對性緩脈; 

通常在非典型的感染症中會出現，尤其病原菌為 

intracellular pathogens時  

• Criteria  

– Age >= 13 y/o; 38.9 ºC <= BT <= 41.1 ºC; Normal 

sinus rhythm without arrhythmia or bundle block  

  體溫        預期心跳率(bpm)  

38.9 °C       110  

39.5 °C       120  

40.0 °C       130  

40.6 °C       140  

41.1 °C       15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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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F_Khsung, 12/8 (D3), at ER 

• 2011/12/8 (D3)_19:00, at ER(via 119), A 48 y/o female, 
lives in Kaohsiung (高雄三民區)  

• CC: general malaise, fever for 2 days  

• PHx: DM, HTN, CAD, ESRD under H/D  

• At ER (D3) 

– T/P/R= 37.8/88/16, BP= 166/89 mmHg,  

– CBC/DC: WBC= 4.9 K/mcL, Hct= 34.7%, PLT= 97 

K/mcL 

– BCS: AST/ALT=454/256 U/L  

• 12/11 (D6): Notified as dengue, and stayed at 

ER till 12/13 (D8) 

 
38 



#48F_Khsung, D10~12 at Ward 

• 12/15 (D10): T/P/R=37.1/80/20, BP= 80/55 

mmHg 

– At night, tarry stool (+), consciousness disturbed  

– Lab: WBC= 11.3 K/mcL, Hct= 31.3%, PLT=158 

K/mcL, AST/ALT= 51/42  

• 12/16 (D11): WBC= 22.1 K/mcL, Hct= 40.5% 

(↑29.4%), PLT= 256 K/mcL 

• sudden collapse, s/p CPR 
– At ICU: added tazocin, profound shock (+)  

• Died on 12/17 (D12)  

 
39 modified from: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登革熱出血熱(DHF) – 診斷 

• 若發現有 

– 出血現象 

– 血小板<10萬/mcL以下 

– 血比容(Hct)上升≧20%，或年齡18 歲以下，血比容≧42%；女性
成人血比容≧45%、男性成人血比容≧50% 

– 血中白蛋白明顯下降或可見腹水、肋膜腔積水 

• 臨床上即可診斷為登革出血熱，應立即住院治療，並繼續
觀察病情之變化 

40 modified from: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64M_Pngtng, 10/16 (D1) at ER 

• 2011/10/16_04:00 at ER, A 64 y/o male, lives in 

Pingtung (屏東東港) 

• CC: fever with bone pain since yesterday 

• PHx: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gout 

• At ER 

– T/P/R= 38 ºC/83/19, BP= 138/86 mmHg 

– CBC/DC: WBC: WNL (Seg 78%); Hb= 9.7 g/dL, Plt= 121 K/mcL 

– BCS: Cre= 7.3 mg/dL 

• Mx: Keto® 1 amp; N/S 250 mL 

• 11:00, MBD; Dx: URI/pharyngitis; Rx: Panadol®, 

Keflex®, Peace®, x 3 days 

 

 

41 



#64M_Pngtng, 10/19 (D4) Revisit ER 

• 10/19_07:00 at ER 

• CC: DOE and chest discomfort for 2 days 

• PI: Low grade fever (+), muscle soreness (+), 

abdominal pain (+); but, denied URI symptoms 

or skin rash 

• At ER 

– T/P/R= 37.4 ºC/103/24, BP= 116/94 mmHg 

– CBC/DC: WBC= 7.5 k/mcL, Hb= 15 g/dL, PLT= 37 k/mcL 

– BCS: ALT= 73 U/L, BUN/Cre= 121/10 mg/dL; ABG= 

7.32/22/63/11.3; INR= 1.15, aPTT= 39.4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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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M_Pngtng, 10/19 (D4) at Ward 

• 11:00, Admitted 

– BW= 78 kg, IBW= 60 kg 

– Dengue NS1 (+) 

– Abdominal echo: ascites (+) 

– CXR: bil. Lower lung infiltration (+), 

cardiomegaly (+) 

• Tentative Dx:  

– Dengue fever 

– Thrombocytopenia 

– acute onset of C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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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M_Pngtng, 10/20 (D5) at Ward 

• 15:00, Few bloody stool noted; Dx: 

suspect DHF 

– Mx: increase IVF= 1000 mL/day 

• 16:30, Worsening of dyspnea 

– Mx: plan to transfer to ICU 

• Transfer to KMUH (高醫) 

– T/P/R= 36 ºC/64/22, BP= 91/42 mmHg 

•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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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血漿容積的流失 

• 休克發生之危險期: 常在退燒當天或隔天 
– 多在發病後的第3~4天  

• 注意症狀惡化或休克的警訊 
– 焦躁不安、嗜睡、臉色蒼白、腹痛、四肢冰冷、 
心跳過速、周邊脈搏不明顯、脈搏壓變窄、寡尿 

• 血比容的偵測:  
– 直接反映血漿流失的程度和血管內液體的需要 

– 血比容上升常在血壓和脈搏有變化之前即發生 

– 從發病第3天起至病人的發燒已經平穩了2 天，
血比容應該每天檢查 

• 血小板持續 + 血比容: 休克開始發生的
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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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搏壓(pulse pressure)  

• 脈搏壓是收縮壓與舒張壓之差距，也就是
收縮壓減去舒張壓 

– e.g., 如果血壓是130/80mmHg，則脈搏壓=130 

-80 =50 mmHg 

• 正常的脈搏壓是30~50 mmHg之間 

– 當收縮壓與舒張壓相差很多，脈搏壓就很高，
能感受到的脈搏就越強 

– 脈搏壓若變窄(小)，則表現為脈搏變弱；此為
循環衰竭(休克)的現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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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及)休克病人的監控 

• 血漿流失:監測血比容、生命徵象和尿液量
的變化 

• 生命徵象: 脈搏、血壓和呼吸: 至少每30 分
鐘紀錄一次，直到改善 

• 血比容: 在前6小時，血比容及血紅素應每2 
小時偵測一次；之後每4 小時監測一次，直
到病情穩定 

• 尿液量:紀錄尿液排出量及頻率 

• 體液應保持平衡: 逐次記錄輸液的種類、速
率及容積，以評估液體置換的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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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時-用以進行快速容積擴張的液體 

• 生理食鹽水 

• 5%葡萄糖溶液，以1:2 或1:1，稀釋到生理
食鹽水中 

• 乳酸林格氏液 (Ringer’s lactate)或醋酸林格
氏液 (Ringer’s acetate): 酸中毒時勿使用 

• 血漿、血漿替代物(如葡萄聚糖40；dextran 
40)或白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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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時之治療  

• 快速(<20 分鐘)而大量(10-20 ml/kg)予靜脈內輸液 
– 若必要，可再大量輸注一次(20~30 mL/kg) 

– 肥胖患者 : 以ideal body weight 計算  

• 若休克持續  應該給予氧氣並評估血比容 

• 若血比容上升 血漿、血漿替代物或5%白蛋白
(10~20 mL/Kg)快速而大量的靜脈給予(一次) 
– 如果需要的話，重複此步驟，以達晶體溶液的總劑量為

20~30 mL/kg 

• 若休克持續存在 應再次檢測血比容 

• 適當的液體輸注後，若血比容下降 考慮內出血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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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克時之治療  

• 一般在休克終止48 小時後，就不再需要IV 

fluid 

• 外滲血漿再吸收時，若給予過多的液體恐
怕會導致體液過多、肺水腫或心臟衰竭的
發生 

• 外滲血漿再吸收時的表現： 

    停止靜脈內輸液後，血比容仍持續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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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解質和代謝障礙的矯正 

• 電解質及血中氣體的分析應每隔一段
時間就評估是否有下列情形:  

–低血鈉症 

–酸中毒: 即時以重碳酸鈉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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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 of Fever in Dengue 

• Fever and myalgias: can be managed 

with acetaminophen 

– max 60 mg/kg/day in children, or 4 

g/day in adults 

• Aspirin or NSAID should generally be 

avoided 

– risk of bleeding complications 

– potential risk of Reye’s syndrome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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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M_Khsung, 11/5 (D4), at ER 

• 2011/11/5_19:00 at ER, A 70 y/o male, lives in 

Kaohsiung (高雄鳳山區)  

• CC: fever for 3 days, with anorexia and tarry stool  

• PHx: HTN, DM 

• At ER  
– T/P/R= 36.9 ºC/103/20, BP= 161/103 mmHg,  

– CBC/DC: WBC= 5.61 K/mcL, Hb= 16.6 g/dL, Hct= 49.4%, PLT= 

44 K/mcL 

– BCS: BUN/Cre= 25/1.1 mg/dL, ALT= 115 U/L 

• Dx: fever, cause unknown; r/o UGIB, thrombocytopenia  

• MBD at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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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M_Khsung, 11/6 (D5), Revisit ER 

• (next night) 2011/11/6_19:00, revisits ER  

• CC: general weakness  

• T/P/R=36.8 ºC/137/20, BP= 92/65 mmHg, 

consciousness clear  

• CBC/DC: WBC= 6.14 K/mcL, Hb= 14.4 g/dL, 

Hct= 43.4%, PLT= 16 K/mcL 

• BCS: ALT/AST= 242/353 U/L, Bun/Cre= 36/1.3 

mg/dL, Glu= 418 mg/dL, CRP= 1.7 mg/dL  

• s/p PLT B/T, arrange 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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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M_Khsung, 11/7 (D6), at ER 

• 05:00-- BT= 38 ºC, with tarry stool, BP= 

93/63 mmHg 

• 06:00-- WBC= 7.67 K/mcL, Hb= 10.7 g/dL, 

Hct= 32.2%, PLT= 17 K/mcL 

– s/p PRBC, PLT, FFP B/T  

• 12:00-- SBP= 40 mmHg, s/p endo intubation, 

r/o UGIB related  

• 16:00-- skin rash seen, notify dengue  

• 21:00-- 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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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血的原則為何？ 

• 小量出血不需輸血; 大量出血則以輸全血為原則 

• 輸全血後仍流血不止，應考慮血小板減少或發生
瀰漫性血管內凝固症 (DIC)，應加輸血小板和新
鮮冷凍血漿 

• 輸血小板的原則： 
– 血小板低下但仍≧20,000 /mcL: 通常不需輸血小板 

– 血小板< 20,000 /mcL且無明顯全身性出血時，可考量
予預防性血小板輸注 

– 若病人有較嚴重的全身性出血，或發生DIC 時，雖然
病人血小板 ≧ 20,000 /mcL，可予血小板輸注 

– 當病程進入恢復期，病人也沒有出血現象，APTT 轉好，
則縱使血小板< 20,000 /mcL，也可考慮不輸血小板，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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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F-白血球與血小板的變化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57 



#60M_Khsung, 8/31 (D5) at ER 

• 2011/8/31 (D5)_08:30 at ER (via 119), A 60 

y/o male, lives in Kaohsiung (高雄苓雅區) 

• CC: SOB, nasal and anal bleeding this 

morning  

• PHx: DM, HCVD Hx  

• PI:  

– Had fever for 4 days, s/p LMD Tx.  

– His wife and daughter had dengue rec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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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_Khsung, 8/31 (D5) at ER 
• 08:30_T/P/R=37.8/138/30, BP=116/76 mmHg, E4V5M6  

• 08:35_profuse bleeding in mouth  

• CBC/DC 

– WBC= 9.2 K/mcL, N/L=77/19 %,  

– Hb= 17.8 g/dL, Hct= 51.5% 

– PLT= 20 K/mcL 

• BCS 

– Cre= 1.6 mg/dL 

– AST/ALT=176/73 U/L,  

– sugar= 330 mg/dL 

– HbA1c= 10.3%,  

• 08:47_CPR; Transfer to ICU [DHF with DSS], repeated CPR 

• 11:50_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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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learned  
• Reducing dengue mortality requires an 

organized process that guarantees  

– early recognition of the disease, and  

– its management and  

– referral when necessary 

• When major bleeding does occur, it i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 Thrombocytopenia 

– Profound shock  

• Hypoxia and acidosis 

• Multiple organ failure (MOF) 

•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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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dengue should be considered 

• Patient from an area of dengue risk with fever of 

2~7 days plus any of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Evidence of plasma leakage, such as: 

– high or progressively rising haematocrit (Hct); 

– pleural effusions or ascites; 

– circulatory compromise or shock, e.g.,  

• Altered level of consciousness 

• Severe organ impairment 

• Significant bleeding 

– e.g., Severe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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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for transfer  

• early presentation with shock (on days 2 

or 3 of illness) 

– severe plasma leakage and/or shock 

– undetectable pulse and blood pressure 

• severe bleeding 

• fluid overload 

• organ impairment— e.g., hepatic damage, 

cardiomyopathy, encephalopathy, encephalitis 

and other unusual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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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症狀懷疑登革熱 

抽血做血清學、抗原檢查 + 病毒分離 

做血壓帶試驗 

驗白血球、血小板、血比容 

Hct正常或微升 

PLT >10萬 

Hct  

PLT ≦10萬 

*有血漿滲出 

經口攝取或靜
脈點滴，每天
門診追蹤，量
血壓、脈搏，
驗血比容及血
小板 

血壓帶試驗陽性
或自發性出血 

血壓降低、休克
或量不到血壓 

住院 

普通病房 

住院 

加護病房 

DHF第三級
或第四級 

*血漿滲出: 如發現有腹水、肋膜腔積水、血中白蛋白下降 

典型登革熱併發
異常出血、休克
或有嚴重慢性病 

住院 

DHF第一級
或第二級 

DHF第三級
或第四級 

好轉 

出院 

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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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病患 

• 以下族群較易有併發症產生:  

– infants and the elderly 

– obesity 

– pregnant women 

– peptic ulcer disease 

– women who have menstruation or abnormal vaginal bleeding 

– hemolytic diseases, e.g. G-6PD deficiency 

– thalassemia and other hemoglobinopathies 

–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 chronic diseases such as DM, HTN, asthma, ischemic heart d’z 

– chronic renal failure, liver cirrhosis 

– patients on steroid or NSAID treatment 

 

WHO: comprehensive guidelines for prevention & control of dengue & DHF,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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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出院的標準 

• 未使用退燒藥物，≧24 小時未曾出現發燒 

• 食慾恢復 

• 明顯可見的臨床症狀改善 

• 良好的尿量 

• 從休克狀態恢復至少已經2 天 

• 沒有因肋膜積水或腹水而引起的呼吸窘迫 

• 血小板數> 50,000 /mcL 
– 若未達此項: 建議病人最近1~2週內避免traumatic 

activities 

– 多數無併發症的病人: 血小板數在3~5日內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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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病毒 
• 經由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或白線斑蚊

(Aedes albopictus)所傳播 

• 登革病毒 

– 由黃病毒科(Flaviviridae)黃病毒屬(Flavivirus)的登
革病毒亞屬所引起 

– 單股RNA病毒，共有四種登革病毒，依抗原性
分別稱為第1~4型(DEN-1~-4)；均具感染致病力 

• 感染後對該型具終身免疫；但再次感染不同型別登
革病毒，可能發生較嚴重的登革出血熱 

– 造成登革熱(DF)/登革出血熱(DHF)/登革休克症
候群(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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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ue virus 

• 50 nM, ss RNA, 11,000 base pairs 

• 3 Structural proteins 

– E-protein 

– M-protein 

– C-protein 

• 4 serotypes 
– DEN-1, DEN-2, DEN-3, DE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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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蚊：斑蚊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胸部背側有一對彎曲白線
條紋及中間2條縱線 

胸部背面有一條白線 

腳上都有黑白相間的斑紋； 

亦叫花腳蚊 

吸血多次、戶內活動 吸到飽、戶外活動 

Aedes aegypti Aedes albopi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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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斑蚊之分布 

白線斑蚊 

–分布於全島平地及海拔<1500 m山區 

–棲息場所多在室外 

埃及斑蚊 

–分布於嘉義布袋以南各縣市 

–喜歡棲息在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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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病媒蚊生活史 

羽化 

孵化 

卵 幼蟲 蛹 

雌蚊 

具絲狀觸角 

雄蚊 

具羽毛狀觸角 

(約3~4天) (約5~6天) 

(約1~2天) 

(雌蚊 

平均壽命約20~30天;  

主要於白天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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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粒單產於水邊上，耐旱。 
埃斑卵可乾燥半年以上尚具孵化力，白斑則約可保存3個月左右。 

雌蚊埃斑每次吸血約可 
產100~150粒卵 
白斑約80~120粒卵。 
雌蚊一生可產卵達6次。 

羽化1天後即可交配;  
雌蚊一生通常只交配一次 
(~20 sec) 

單次飛行可持續4分鐘 

成蟲 



勾蚊術 

• 生龍活虎 招呼蚊子 

• 汗流浹背 伺候蚊子 

• 乳酸護膚 激動蚊子 

• 體臭相投 承歡蚊子 

• 臭襪薰天 討好蚊子 

• 啤酒奶酪 孝敬蚊子 

• 精油香水 蠱惑蚊子 

 

 

• 深色魅惑 聚焦蚊子 

• 提供暖氣 呵護蚊子 

• 呼呼大睡 體貼蚊子 

 

• i.e., 顏色; 體溫高、
新陳代謝快、氣味、
CO2濃度高; 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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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症狀 
• 50~95% (80%)無症狀感染 

• 發燒(可能為雙峰形發燒) 

• 畏寒、頭痛、皮膚出疹、後眼窩或肌肉骨骼疼痛 

• 重覆感染不同型別的登革病毒，可能會導致致命的出血熱 

(DHF) 、登革休克症候群 (DSS) 

 



登革熱(“天狗熱”、“斷骨熱”) 

• 經由病媒蚊叮咬而感染的急性、病毒性傳染病 

 • 常見症狀： 

– 發燒(90%)、發疹(50%) 

– 劇痛(63~78%): 頭、後
眼窩、肌、骨、關節 

– 胃腸道(30~50%): 噁心
/嘔吐、腹痛、腹瀉 

– 呼吸道(~33%): 咳嗽、
喉痛、鼻塞、流鼻水  

http://www.knowabouthealth.com/dengue-fever-bites-florida-keys/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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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登革熱 

• 潛伏期: 3~8天(~14天) 

• 前驅症狀: 於發燒之前(發生發燒的數小時至
12小時之前)，可能會有：頭痛、厭食、背
痛、僵硬、違和、臉潮紅、…等表現 

• 發燒: BT驟升，達39~40 C, 持續3~6天。有
時呈現雙峰型發燒模式。 

• 疼痛: e.g., 骨痛、關節痛、肌肉痛、頭痛、
眼窩後痛、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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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疹 

• 約於第3 ~6病日出現皮疹--有些
病患呈非典型發疹，也有不發疹
的 

• 先從手腳開始，進而擴散至軀幹 

• 有的發疹會引起搔癢 

• 病人手掌、腳掌出現紅斑輕度腫
脹，手掌緊繃感，掌心搔癢；其
刺痛亦是一重要特徵 

• 一般在皮疹開始出現時，血小板、
白血球數目約下降至最低點，而
後回升 

登革熱病患手腳出疹 
(相片由韓明榮局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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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http://www.mylifeinsin.com/2013/08/i-caught-dengue-fever-what-that-involv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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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出血熱(DHF) - 臨床症狀 

 • 出血傾向: 符合以下一項以上: 

– 血壓帶試驗陽性 

– 點狀出血、瘀斑、紫斑 

– 黏膜、腸胃道、注射點滴處或其他地方出血 

– 血便、吐血 

 

• 血漿滲漏(血管通透性的急速增加): 符合以下一項
以上: 

– 血比容上升≥ 20% (依據不同年紀標準) 

– 輸液治療後:血比容下降≥ 20% 

– 肋膜積水或腹水或低血清蛋白(≦3 gm/dl)  

 

 

e.g., 女性可能以經血過多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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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對DHF/DSS的分級 

• DHF依嚴重度，有以下之分級:  
   第一級──發燒，伴隨有非特異性體質症狀： 

                     血壓帶試驗陽性是唯一出血現象 

   第二級──第一級，加上有自發性出血 

   第三級──已呈現循環衰竭的現象，如脈搏弱、 

                      脈搏壓變窄，血壓降低伴隨有皮膚濕 

                      冷，坐立不安 

   第四級──嚴重休克，血壓和脈搏量不到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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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血容性的休克: 當血漿滲出量過多時發生，稱
之為DSS  

• 病人手腳冰涼、皮膚濕冷、嘴唇發紫、坐立不安、
脈搏加快、血壓下降、脈搏壓變窄(≦20 mmHg) 

• 通常發生於發燒快要退或退了以後1∼2 天內 

登革休克症候群(DSS) - 臨床症狀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81 



登革出血熱 - 實驗室檢查 

• CBC/DC 
– WBC：下降或正常; 第3 天後白血球才明顯下降，約在第5 天降至
谷底 

– RBC：正常或下降 

– PLT：下降到<10 萬 /mcL 

– HCT：上升，比平常值≧20% 

• BCS 
– GOT(AST)和GPT(ALT)：輕中度上升，通常GOT>GPT 

– A/G：血中白蛋白下降，白蛋白和球蛋白的比率<1 

• APTT多延長、PT多正常 

• ABG：休克時，可能會發生代謝性酸血症 

• CXR：右邊肋膜腔常見積水 

• 腹部超音波：可見膽囊增厚或腹部積水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82 



• 方法: 以收縮壓及舒張壓兩者平均值的壓力，用血壓帶綁
上臂5分鐘後，觀察前緣邊長為一英吋(即~2.5公分)之正
方形內的 petechiae數目  

• 陽性結果: 若每平方英吋 (2.5x2.5= 6.25 平方公分)出現
≧20個 petechiae, 即為陽性反應 

血壓帶試驗  (tourniquet test) 

modified from: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83 



血壓帶試驗  (tourniquet test) 

• Sensitivity: low 

• Specificity:  

– distinguished dengue from other febrile 

illness (OFI) with a reasonable 

specificity (~77%) 

– but with low specificity in differentiating 

DHF from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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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膜積水 

Hct: 39, PLT 22K, WBC 

6400/mcL, GOT 329, GPT 256 
Hct: 35.5, PLT 35K, WBC 4600, 

plasma reabsorption 

Day 6  Da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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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可怕嗎？ 

• 典型登革熱：致死率低於1% 

 

• 登革出血熱或登革休克症候群 

–交叉感染不同型別的登革熱病毒，將可
能罹患高死亡率之登革出血熱 

–若無適當治療，死亡率20~50% 

• 早期診斷並適當治療，死亡率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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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medicine.medscape.com/article/781961-overview 

http://www.niaid.nih.gov/topics/DengueFever/

Research/BasicResearch/pages/howdengue

matur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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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of dengue illness 
• Febrile phase  

– Dehydration; high fever may cause neurological 

disturbances and febrile seizures in young children 

• Critical phase  

– Shock from plasma leakage; severe hemorrhage; 

organ impairment 

• Recovery phase  

– Hypervolemia (only if intravenous fluid therapy has 

been excessive and/or has extended into this period) 

and acute pulmonary oedema 

88 WHO. 2012. Handbook for Clinical Management of De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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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呈現雙峰型發燒， 

前三天呈高燒。 

退燒的前後1~2天之內， 

反而是危險的階段。 

Day 3~6, 須密切監測Hct。 



DHF: 即使燒退後，仍要多觀察兩天，
因此時是最易出現shock 及出血 

Shock時: 輸液補充要及時並頻繁監
測；D5 or D6之後，由於可能fluid 

re-absorption，輸液之“停止補充”也
要及時(避免fluid overload，心肺衰竭) 

Modified from: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Suggested dengue case classification 

and levels of severity, WHO, 2012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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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signs* 

• Abdominal pain or tenderness 

• Persistent vomiting 

• Clinical fluid accumulation 

• Mucosal bleed 

• Lethargy; restlessness 

• Liver enlargement >2 cm 

• Laboratory: Increase in HCT concurrent 

with rapid decrease in platelet count 
* Requiring strict observation and medical intervention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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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Signs for Dengue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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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登革出血熱危險因子 

• 本土登革熱疫情流行模式: 

 夏初境外移入登革病毒→秋天登革病毒散佈→ 冬天病毒
活躍度降低→疫情平息 

• 本土登革出血熱發病率低但致死率高: 

  -登革出血熱病例佔登革熱病例約1%；平均致死率 

   約17.2%；重複感染者，高達25% 

  -東南亞及南美洲國家致死率約介於1%至5% 

• 可能因素: 

  -病例為有較高重複感染風險之老年人居多(免疫功能差 

      及多重慢病) 

  -登革出血熱確定病例偏低，易造成整體致死率偏高 

賴淑寬. 2013/3/8. 登革出血熱危險因子分析. 登革熱檢討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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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登革出血熱危險因子 

• 確知曾重複感染 

– 重複感染第二型發生率較高    

– TypeⅠ+Ⅱ> Ⅲ+Ⅱ> Ⅳ+Ⅱ 

– 增加發病風險，但未增加死亡率 

– 無論重複感染時距長短，風險相同 

• 年齡因素 

– 60歲以上之老年人 

– 死亡病例(66歲) > 存活病例(53歲) 

• 疾病因素 

– 慢性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疾病 

 
95 

賴淑寬. 2013/3/8. 登革出血熱危險因子分析. 登革熱檢討暨學術研討會. 



#40F_Mlys-Tw, at ER  
• A 40 y/o woman  

• CC: fever with severe joint pain 

• PI:  
– 2009/1/22~30, visited Malaysia 

– 1/30 (D0): fever with chills; cough with whitish 
sputum, dyspnea, sore throat, headache, neck 
soreness 

– Bilateral arthralgia over knees, wrists & ankles, 
difficulty in walking 

– Skin rash over back 

– Bilateral conjunctivitis 

• Contact Hx: denied any recent Hx of an insect bite or 
animal contact 

• DDx: Bronchitis, influenza, DF, and Chikungunya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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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F_Mlys-Tw  

• Mx: Doxycycline 

• Lab 
– Hb: 13 g/dL, WBC: 4,070 /mcL (seg: 85.5%), 

PLT: 139 K/mcL 

– PT: 10.9/10.8 sec; PTT: 31.7/28.3 sec 

– AST/ALT: 20/12 U/L 

– Chikungunya: CHIKV PCR (+); the paired 
serum IgM & IgG (+)  

• Follow up 
– WBC: 1,380 /mcL, PLT: 111 K/mcL 

– Mild bilateral ankle pain persisted for 3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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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40F_Mlys-Tw, 2009/1/30 

Kaohsiung J Med Sci 2010;26(5):256-260.   
modified from: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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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公病-疾病概述 
• 一種經由蚊子傳遞病毒所引起的疾病，盛行於
非洲、東南亞及印度 

• 最早在1952 年坦尚尼亞一位發燒病人血清中
分離出來 

– “Chikungunya”為坦尚尼亞土語，原意為”身體彎
曲形同摺疊狀”，係因嚴重的關節痛所引起的 

• 流行地區 & 病媒蚊: 與登革熱相同 

• 潛伏期: 潛伏期2~12 天，平均3~7天 

• 可傳染期: 病人發病前2 天及發病後5 天為病毒
血症期 

• 感染性及抵抗力: 於性別及年齡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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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病原: 屈公病毒 

– Togaviridae科Alphavirus屬 
– 西非型(West African genotype) 

– 東中南非型(East Central South African genotype) 

– 亞洲型 (Asian genotype) 

• 發病症狀與登革熱類似 

–突然發燒、頭痛、疲倦、關節痛或關
節炎、肌痛及下背痛 

– 約半數病患會出現皮疹，症狀持續3~7天 

• 約70%患者從發病開始即會出現嚴
重的關節痛，並持續數週甚至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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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過程 

• 潛伏期 

– 潛伏期2~12天，平均3~7天 

• 可傳染期 

– 病人發病前2天及發病後5天為病毒血症期，此
時期若蚊蟲吸取病人的血液，病 

毒會在蚊體內繁殖，使其具有感染力 

• 感染性及抵抗力 

– 於性別及年齡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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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公病-症狀 
• Most: asymptomatic 

• Fever:  
– Varies from low grade to high grade 

– Lasting for 24-48 hours 

• Death: rare, most in patients with underlying disease 

 

WHO: Guidelines on clinical management of chikungunya fever, 2008 

50% ( 多≦ 2 days) 

25% 

15%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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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t pain 

– Worse in the morning, relieved by mild exercise, exacerbated by 
aggressive movements 

– May remit for 2-3 days, then reappear in a saddle back pattern 

– 70% : migratory polyarthritis with effusion, resolves in the majority 

– Most affected: ankles, wrists, small joints of hands 

– Lower limb  & back involvement →classical bending phenomenon 

WHO: Guidelines on clinical management of chikungunya fever, 2008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Lancet 2006; 368: 258 

J Gen Virol 2007;88:2363-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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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定義 

同時具備以下條件者:  

• 臨床條件: 急性發燒≧38°C 且有嚴重關節
炎或關節痛，無法以其他醫學診斷解釋者 

• 流行病學條件: 具下列任一條件 

– （一）住家或活動範圍附近有屈公病確定病例
或有與屈公病確定病例接觸史 

– （二） 有屈公病流行地區相關旅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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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公病檢體採集 

檢驗
項目 

檢體
種類 

採檢目的 採檢時機 採檢規定 
運送
條件 

注意事項 

屈公病 血清 

病原體檢測 

(分離、RT-

PCR)；抗體
檢測 (ELISA) 

急性期 (發病7

天內)；恢復期 

(發病14-40天
之間) 

以無菌試
管收集3 

mL血清 

低溫 

1.檢體勿加入
任何添加物。 

2.血清檢體見
2.7.3及2.7.4備
註說明，血清
採檢步驟請參
考第3.3節 

1.再採檢日，請依本局實驗室檢驗需要進

行通知  

2.相關規定請參閱「防疫檢體採檢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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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 Abnormalities 

– Leukopenia, lymphopenia 

– Anemia 

– Thrombocytopenia 

– GOT↑, GPT ↑ 

• Diagnosis 

– Virus Isolation 

– Real Time RT-PCR 

– ELISA (Capture IgM/IgG) 

紀鑫. 2012/5/26.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處置及實例探討. 101年度醫療案例學習討論會. 108 

•由臨床檢體分離出屈公病毒 

•或證實有屈公病毒抗原或核酸 

•抗體有4倍以上之上升，或屈公
病毒特異性 IgM 抗體陽性 



• 治療方式 

– 無針對屈公病毒之抗病毒藥物 

– 依病情給予支持療法 

• 預後 

– 感染後通常可以完全復原 

– 有些個案關節痛持續幾個月 

 

治療及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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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腦炎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感染科 湯宏仁主任

1

大綱

• 前言

• 疾病概述

• 流行病學

• 預防方法

•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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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1924年、1948年在日本爆發大流行

• 1931年台灣出現有關日本腦炎的臨床記載

• 1938年日本學者得知經由蚊蟲為媒介而傳染

• 1955年列為應報告傳染病

• 1956年發展出不活性的疫苗

• 臺灣地區每年都有日本腦炎病例發生，流行地
區遍布全省

3

疾病概述

4



臨床症狀

• 患者通常在經過5～15天的潛伏期後出現臨床症狀，
其典型的病程演進可分為四個時期：
– 前驅期（2～3天）

• 前驅症狀發作快，主要出現頭痛、噁心、嘔吐、食慾不振、精神
不安、發燒或輕微呼吸道感染症狀。

– 急性期（3～4天）
• 高燒、部分兒童呈現抽筋症狀，伴隨腦膜刺激現象、頸部僵硬、
四肢僵硬、深部及淺部反射異常、震顫、言語困難、小腦性的共
濟官能喪失、神智不清、對人時、地不能辨別、甚至昏迷或死亡。

– 亞急性期（7～10天）
• 中樞神經的侵犯較緩，部分病例仍有生命危險。

– 恢復期（4～7週）
• 大部分存活病例的神經功能缺損仍存在，其中包括四肢僵硬、無
力、腦神經及錐體外徑路的異常。

5

節肢動物傳播的病毒性疾病

病毒分類 病毒名稱 傳染媒介 脊椎動物宿
主

感染後症狀 流行區域

TOGAVIRIDAE

Alphavirus

Chikungunya 蚊子 人類、靈長
類

發熱、關節痛、

出疹

非洲、東南亞、

菲律賓

FLAVIVIRIDAE

Flavivirus

Dengue 1, 2,

3 and 4

斑蚊 人類、靈長
類

發熱、出血、

出疹

遍及熱帶地區

Japanese

encephalitis

家蚊 鳥、猪 腦炎、發熱 亞洲、太平洋
島嶼、澳洲北
部

West Nile 家蚊 鳥 發熱、腦炎、出
疹

非洲、北美、
印度地區、中
東、前蘇聯、
歐洲

Yellow fever 斑蚊 人類、靈長
類

出血熱 非洲、中美洲

BUNYAVIRUS  
Phlebovirus

Rift Valley 
fever

斑蚊、瘧蚊、
沼蚊、家蚊

? 發熱、出血、腦
炎、視網膜炎

非洲、阿拉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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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原

• 由黃病毒科（Flaviviridae）下，黃病毒
屬（flavivirus）中的日本腦炎病毒引起。

7

病媒蚊

– 三斑家蚊、環紋家蚊
孳生於

• 水稻田

• 灌溉溝渠

• 地上小水池

• 牛足印

• 水泥槽

• 池塘

• 溪流

• 濕地

• 人工容器

– 白頭家蚊
• 孳生於

• 濕地

• 溪流

• 臨時性積水窪地

•在臺灣傳播日本腦炎之病媒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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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本腦炎病媒蚊幼蟲孳生地

•水稻田

•溝渠

•水窟

•牛足印

•水泥槽

•池塘

•濕地

•人工容器

9

三斑家蚊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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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過程

11

傳染方式

• 許多動物(主要為猪、鳥)
因被帶有日本腦炎病毒
的病媒蚊叮吮而受到感
染，但本身不發病。

• 未帶病毒的病媒蚊則在
叮吮正處於病毒血症的
動物時受到感染。

• 而病毒在蚊蟲體內大量
增殖2-20天後，即可經
過唾液傳給健康民眾，
而這隻病媒蚊則終生具
有傳播病毒的能力。

12



潛伏期及可傳染期

• 潛伏期

– 通常為5～15天

• 可傳染期

– 人不會經由人直接傳染給人

– 蚊子一旦被感染則終生具感染力

– 猪及鳥類的病毒血症期通常為2～5天

• 感染性及抵抗力

– 通常小孩及老人感染後較容易發生臨床症狀，其他
年齡層則較多不顯性感染。

13

病例定義

• 通報定義，具有下列任一個條件：

一、符合臨床條件

– 出現下列急性神經症狀：發燒、意識障礙、
嘔吐、頸部僵硬、抽筋、肌張力異常、頭痛、
腦膜刺激症狀及精神症狀（譫妄、意識不清
等）。

二、醫師高度懷疑與確定病例具有流行病
學上相關

14



檢驗條件
• 符合下列檢驗結果之任一項者，定義為檢驗結果
陽性：

一、臨床檢體（組織、腦脊髓液或其他體液）分離
並鑑定出日本腦炎病毒。

二、臨床檢體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腦脊髓液
中日本腦炎病毒特異性之IgM抗體陽性。

三、急性期（或初次採檢）血清中，日本腦炎病毒
特異性IgM或IgG抗體為陽性者。

四、在最近未接受預防注射及排除其他黃病毒交叉
反應的情形下，成對血清（恢復期及急性期）中，
日本腦炎病毒特異性IgM或IgG抗體（二者任一）
有陽轉或≧4倍上升。

15

法定傳染病規範

• 疾病分類

– 屬第三類傳染病

• 通報定義

– 符合通報定義即必須通報

• 通報期限

– 於1週內通報

16



治療及預後

• 治療方式

– 無針對日本腦炎病毒之抗病毒藥物

– 依病情給予支持療法

– 嚴重時要加護病房照護

17

併發症

– 神經性後遺症

• 不正常肌張力

• 語言障礙

• 運動肌無力等

– 精神性後遺症

• 脾氣暴躁

• 性格不正常

• 智力不足

• 常發生在年輕的小孩

18



流行病學

19

流行病學‐亞洲

• 發生在北起西伯利亞、
日本延伸至臺灣、菲律
賓、馬來西亞，印尼、
斯里蘭卡、澳大利亞之
間的西太平洋諸島嶼

• 由韓國至中國、尼泊爾、
中南半島、印度之間的
東亞地區

• 每年約有3-5萬例病例

Source: Tsai et al., Vaccines 3rd edition, 1999;672-710.20



流行病學‐臺灣

• 發生率逐年下降

• 死亡率逐年下降

• 病例分布地區遍布全島

• 每年5～10月為流行季節

• 確定病例年齡層逐漸提高

21

通報與確定病例數民國87~10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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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病學特徵

• 流行季節
– 主要在每年5至10月，病例高峰通常出現在6～7月

23

年齡層分布

• 1966年調查，確定病例
中88.3％為0～9歲，15.5
％為10～19歲。

• 1998年以後，確定病例
20歲以上佔93%，顯示
病例轉而以成人為主。

• 主要可能原因：
– 幼兒全面日本腦炎預防接

種

– 鄉村都市化，養猪戶集中
化等，使人與病媒蚊接觸
機會逐年降低，導致高年
齡層易感性宿主增加。

24



預防方法

• 疫苗接種

• 避免病媒蚊叮咬

25

疫苗接種條件及限制

• 接種對象
– 年滿15個月的幼兒，應接受2劑注射，其間相隔2週，
隔年再接種一劑，自102年起，滿5歲以上兒童於國
小入學前完成第4劑疫苗接種。

– 工作或生活中有感染之虞且有意願接種的成人，可
前往衛生福利部所屬醫院或其分院自費接種。

• 接種時程
– 每年集中接種時間為3月至5月，可延長至9月。

• 禁忌
– 發高燒

– 患有嚴重疾病者
26



日本腦炎疫苗1

• 台灣使用的是以鼠腦做出來的去活性疫
苗(inactivated vaccine)

• 疫苗的效力(efficacy):
– 接種2劑後第一年的疫苗保護力

• 80% (Taiwan,1965)

• 91% (Thailand,1985)

– 日本及台灣的研究都顯示

• 接種後第二年其保護力就下降為55%~80%

27

日本腦炎疫苗2

28



日本腦炎疫苗3

• 副作用

– 局部注射部位的紅‚腫‚痛(~20%)

– 輕微的全身性副作用如頭痛,發燒,肌肉酸痛等
(10~30%)

– 通常2~3天內消失

• 嚴重的神經學副作用

– ADEM(acute disseminated encephalomyelitis)

– 很多國家均有報告，發生率約為1/50000~1/75000 
(Japan,Korea)

29

2004年台灣地區各年齡層日本
腦炎抗體陽性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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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15-90歲人口平均日本腦炎抗體陽性率71%

• 24-40歲(1961-1977出生)陽性率最低(47-61%)

31

避免病媒蚊叮咬

• 盡量避免於病媒蚊活動的高峰期(黃昏)，
在猪舍、其他動物畜舍或病媒蚊孳生地
點附近活動。

• 請穿著淺色長袖長褲、身體裸露處塗抹
衛生福利部核可之防蚊藥劑，睡覺時可
掛蚊帳，避免蚊蟲叮咬，以降低感染風
險。

32



防治措施

33

病人、接觸者及周遭環境之處理

• 隔離：無

• 消毒：不需要噴灑殺蟲劑

• 病例調查及追蹤：確定個案須辦理疫情調查及病
例追蹤。第一次追蹤日期應為第一次疫情調查日
期、第二次追蹤日期為個案發病後一個月、第三
次追蹤日期為個案發病後六個月。

• 掛置誘蚊燈：疫情調查後，對病例可能感染地點，
且具高風險之場所（如禽畜養殖場），可採用誘
蚊燈誘捕病媒蚊。

• 檢疫：非例行性檢疫項目

• 接觸者處理：無

34



衛生局防治工作項目

• 接受醫療院所疑似病例通報

– 確保附加資訊及疫苗接種史欄位之完整性

• 進行採檢送驗及各項防治措施

– 確實依規定完成檢體採檢及送驗

• 對確定個案及其接觸者展開疫情調查

• 追蹤確定個案預後狀況

– 確定個案須辦理疫情調查及病例追蹤
• 第一次追蹤日期為第一次疫情調查日期

• 第二次追蹤日期為個案發病後一個月

• 第三次追蹤日期為個案發病後六個月

35

檢體採集
檢驗

項目

檢體
種類

採檢

方式

檢驗

方式

採檢時間 需再採
檢情形

日本

腦炎

血清 2～3mL 抗體

檢測

急性期血清：
第7病日內。

恢復期血清：
第14至40病

日間為宜

須再採
檢

恢復期
血清

腦脊
髓液

2～3mL 住院期間 無

˙再採檢日，請依本署實驗室檢驗需要進行通知

˙相關規定請參閱「防疫檢體採檢手冊」
36



疫情調查

• 調查時機

– 陽性個案應於24小時完成疫調

• 個案調查重點

– 通報資料是否完整?

– 可能感染地點是否需採用誘蚊燈誘捕病媒蚊?

– 疫苗接種紀錄如何?

– 個案過去病史、活動史、發病時間、症狀及就醫過
程?

– 個案預後狀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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瘧疾的診斷與治療

疾病管制署 蘇家彬醫師

2014.05.03

1

Outline

• 瘧疾介紹

• 流行病學

• 傳染原

• 臨床表現

• 診斷與治療

• 預防方式

• 實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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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

• 瘧疾是由瘧原蟲所引起，藉由病媒蚊傳播

• 全球半數人口處於瘧疾感染風險中

• 每年約有兩億個瘧疾個案發生

• 平均每分鐘就有一名小孩死於瘧疾

• 90%的死亡個案發生在非洲，主要是五歲以
下兒童

• 早期診斷與及時治療能夠避免個案死亡

WHO : 10 facts on malari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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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瘧疾的歷史

• 1945年：約120萬人感染 （總人口600萬）

• 1946年：以DDT噴灑消滅瘧蚊

• 1965年：WHO列入瘧疾根除地區

• 1972年：北部沿海零星新染病例

• 1995年：某醫院誘導感染事件

– 重複使用注射器造成病患感染

• 2003年：某縣介入感染病例

– 境外移入個案導致本土感染

5

1965-2013年台灣瘧疾確定病例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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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起皆為境外移入病例
（除復發、誘導、垂直、介入感染病例） 6



2009-2013年瘧疾確定病例感染國家

感染國家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計

緬甸 2 5 3 1 11

奈及利亞 1 2 2 2 3 10

布吉納法索 1 4 1 1 7

印尼 2 1 1 1 1 6

印度 1 1 3 1 6

泰國 1 1 1 1 4

甘比亞 1 1 1 3

迦納 1 1 1 3

索羅門群島 3 3

莫三比克、象牙海岸、賴比瑞亞、衣索比亞、巴布亞紐幾內亞、中國大陸、越南、沙烏地阿拉
伯、蘇丹、聖多美普林西比、巴西、盧安達、幾內亞、宏都拉斯、中非、柬埔寨……

以東南亞 與
非洲為主

7

2009‐2013年瘧疾確定病例之型別

混合感染: 大部分為惡性瘧 + 間日瘧

型別
發病年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計

混合瘧 4 10 12 6 7 39

間日瘧 1 4 5 2 12

惡性瘧 6 7 5 1 4 23

總計 11 21 17 12 13 74



病原

• 瘧疾是由瘧原蟲感染人體所引起的疾病

– 非病毒或細菌，為原蟲屬成員之一

– 瘧原蟲藉由病媒蚊叮咬人體而致病

• 感染人類的瘧原蟲有四種

– 惡性瘧原蟲（Plasmodium falciparum）

– 間日瘧原蟲（P. vivax）

– 卵型瘧原蟲（P. ovale）

– 三日瘧原蟲（P. malariae）

9

瘧蚊體內有性生殖

紅血球外無性生殖

紅血球內無性生殖 10



病媒蚊

• 瘧蚊，已知420種，其
中約有40種為人類主
要的病媒蚊

• 台灣主要病媒蚊為矮
小瘧蚊

• 大陸地區主要病媒蚊
包括中華瘧蚊與矮小
瘧蚊，以中華瘧蚊分
布最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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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

• 潛伏期：一般為7-30天

• 首次發作前2或3天，會有輕度發熱、倦怠、不
舒服等前趨症狀

• 發作時 (典型為6至10小時內依序發生)
– 寒顫期: 惡寒、戰慄(15分鐘至1小時)

– 高燒期: 體溫上升、臉紅、皮膚熱、乾燥、心跳加
速(2至6小時)

– 出汗期: 熱消退、流汗、衰弱 (2至4小時)

• 並非所有個案，皆呈典型之發作。亦有個案感
染後症狀並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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瘧疾的臨床表徵

台灣境外移入瘧疾的特色
1.常見血小板及白血球下降

2.少見貧血
3.罕見肝脾腫大

4.初期會有腸胃道症狀，常被診
斷腸胃炎

14



診斷時需注意

• 非流行地區，大多數人對此疾病均具感受
性，進入流行地區時，極易被感染

• 而在流行地區，當地人反覆感染的結果，
均有相當程度的抗性，症狀輕微、不典型

• 感染與首次臨床症狀出現(發燒)的間隔平
均為11天，但也可能長達一年

• 治療不完全或感染抗藥性瘧疾可能會復發

• 詳細詢問旅遊史是正確診斷瘧疾的關鍵

15

瘧疾重症（Severe malaria）

• 絕大多數為惡性瘧原蟲感染

• 死亡率超過10％

• 可能表現

– 腦性瘧疾 ：痙攣、昏迷

– 肺水腫，ARDS：可能在恢復期發生

– 低血糖：使用奎寧可能發生高胰島素血症

– 腎衰竭：急性腎小管壞死

– 黃疸：如凝血時間延長則預後不佳

– 休克

16



Disconjugate gaze n 
a patient with cerebral 
malaria 

Decerebrate rigidity in 
a patient with cerebral 
malaria with 
hypoglycaemia 

Management of severe malaria: a practical handbook, WHO, 2000 17

Plasmodium falciparum, toe gangreneSevere an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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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S in a patient in Thailand pulmonary edema in a patient with 
cerebral malaria 

Management of severe malaria: a practical handbook, WHO,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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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tient with profound 

anemia, cerebral malaria, 

DIC and spontaneous 

bleeding from the gums 

Thrombocytopenia: common

Management of severe malaria: a practical handbook, WHO, 2000

Hemoglobuinuria in a patient in 
Thailand



瘧疾的實驗室診斷

• 顯微鏡檢查：確定診斷之Gold Standard

– 厚片：估算瘧原蟲的密度

– 薄片：鑑別瘧原蟲種類

• 抗原快速檢驗

– 不需專業鏡檢人員

– 約10-15分鐘，可偵測每毫升100個瘧原蟲

• PCR

– 敏感度特異度均高，需特別實驗室與技術

– 可偵測周邊血液每毫升5個瘧原蟲

21

血片製作方式與注意事項

• 如未在寒顫發抖時採血
，有時不易發現瘧原蟲
。特別是瘧原蟲個數少
的間日瘧及三日瘧

• 單一次血片陰性，並不
能認定無感染瘧疾

• 必要時，間隔4-6小時
連續採血六次

• 請求專家協助
確診個案應每日

追蹤！

22



瘧疾的治療原則

• 先判斷是否為瘧疾重
症，符合任一條件，
病情變化可能很快(數
小時內變壞)，需當作
內科急症處理

• 輕症瘧疾，考量感染
瘧原蟲，地區抗藥性
及病人是否有用藥禁
忌

23

無併發症之惡性瘧（或未定型）

• Hydroxychloroquine

– 絕大多數地區有抗藥性，不建議使用

• ACT (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y)

– WHO推薦使用

– 避免抗藥性發生，增加治癒率

– 台灣提供 Artequin 600/1500（Artesunate 3 tabs 
+ mefloquine 6 tabs）分三天服用

• 其他組合：quinine  +  (doxycyline or 
tetracycline or clindamycin) * 7 days

24



無併發症之非惡性瘧

• P. malariae : 使用 hydroxychloroquine

• P. vivax, P. ovale : 先以hydroxychloroquine治
療後，再服用primaquine * 14 days，做根除
治療

• 如懷疑為抗藥性的P. vivax，可使用ACT + 
primaquine (Indonesia, Papua New Guinea, 
Timor‐Leste and other parts of Oceania)

• 使用primaquine前，先確認病人是否有
G6PD deficiency，以避免產生溶血反應

25

P. vivax

•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species causing human malaria
– 40% of malaria cases worldwide

• the dominant malaria species outside Africa
– prevalent in Asia, Central & South America, Middle East and Oceania

• In Africa:
– rare, except in the Horn

– almost absent in West Africa                                                                            
(Duffy negative phenotype)

• In most areas where P. vivax is prevalent,                 malaria 
transmission rates are low

– affected populations: achieve little immunity to this parasite

– people of all ages are at risk

26



Primaquine for P. vivax
• Usual adult oral dose is 15 mg base (0.25 mg/kg/day)

• In South‐East Asia, particularly Indonesia, and in Oceania: 
higher doses (0.5 mg base/kg/day)

• Primaquine: contraindicated in pregnant women , children < 4 
y/o, lactating woman

Effect: 14 day-regimen > 5 day

US CDC guideline: 
一律將Primaquine dose 提高為0.5 mg/kg/day

27

瘧疾重症的治療

• 所有重症病患必須使用針劑治療24小時以
上

– Artesunate (60mg) : 2.4mg/kg stat and q12h*2 
then qd *6 days

– Quinine (60mg) : 20mg/kg stat then 10mg/kg q8h 
*7 days

• 使用Quinine必須監測血壓、血糖、心電圖

• 第一孕程不建議使用artemisinin

• 如病況有改善可改口服藥治療滿七天

28



IV form antimalarials in Taiwan
Artesunate: made in 桂林

Quinine: made in Taiwan

已斷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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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inin 青蒿素

• A potent and rapidly acting blood 
schizontocide 

• Active against all Plasmodium species

• Safe and remarkably well tolerated 

– Reports: mild gastrointestinal disturbances, 
dizziness, tinnitus, reticulocytopenia, neutropenia, 
elevated liver enzyme values, and 
electrocardiographic abnormalities, including 
bradycardia and prolongation of the QT interval

• not been evaluated in the first trimester
30



Adjunctive treatment

Check blood sugar  q4h

Hypoglycaemia should be suspected when deteriorates suddenly !!! 31

Adjunctiv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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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nctive treatment

• Adults with severe malaria: vulnerable to fluid overload

• Children: more likely to be dehydrated

• Blood transfusion

– High transmission settings: Hb < 5 g/dl

– Low transmission settings: Hb < 7 g/dl

• Exchange blood transfusion: 

no comparative trials, no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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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s not recommended

• Heparin, prostacyclin, desferoxamine,

pentoxifylline, low molecular weight dextran,urea, high‐dose 
corticosteroids, acetylsalicylic acid, deferoxamine, anti‐tumour 
necrosis factor antibody, cyclosporin, dichloroacetate, adrenaline 
and hyperimmune serum

• Corticosteroid: 

– increases the risk of GI bleeding and seizures

– associated with prolonged coma resolution times

34



評估治療療效

• 建議所有病患住院治療至清除瘧原蟲及所
有臨床症狀緩解

• 開始治療後，每天要監測血片瘧原蟲數量

• 如有以下狀況，可能有抗藥性，考慮改變
處方

– 48小時內瘧原蟲數沒有下降至25％以下

– 治療七天後仍未完全清除血中瘧原蟲

• 治療後每月需追蹤血片評估療效確定無再
發作(recrudescence)，持續一年(公衛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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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方式

• 出國前至少一個月，請先向醫師諮詢，或
上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www.cdc.gov.tw) 
查詢，評估感染之風險、預防性投藥之需
求及服用藥物副作用

• 預防藥物包括Mefloquine、Doxycycline、
Malarone等

• 即使正確使用預防用藥，也不保證100%的
保護力，因此個人防護措施也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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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JM 2008;359(6):603-612.

瘧疾預防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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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防護

• 傍晚至隔日清晨不要外出

• 身體祼露處噴防蚊液或塗防蚊膏(含有DEET)

• 穿著淺色長袖衣褲

• 睡覺掛蚊帳

39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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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案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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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見的感染地區

• 29歲女性

– 員工旅遊: 2010/2/22-2/23 新加坡

2/23-2/26印尼民丹島某渡假村旅遊

2/27由新加坡返台

– 3/15 發燒、頭痛、發冷、惡寒

當天曾至診所就醫，診斷為感冒

– 3/18因症狀未改善至某醫學中心就醫而通報疑似
瘧疾

– 實驗室經PCR確定個案檢驗結果為(熱帶瘧+間日瘧)
陽性

42



民丹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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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出現今年首例惡性瘧疾案例，但誇張的是這個首例病例，竟然連續多次進
出OO醫院急診，都沒被檢查出來她得到這個致死率相當高的法定傳染病，病患
家屬游媽媽跟壹電視投訴，女兒這個月八號從柬埔寨跟寮國旅遊回來，十一號
因為發燒到OO掛急診，隔天還是發燒再到OO急診，這次被安排住院，但住院七
天，醫院都 沒能診斷她是得了什麼病，直到十八號晚上她在病房昏倒，家屬要
求改送台大醫院，這才被台大診斷出她得了惡性瘧疾，游媽媽說，女兒因為醫
院疏忽在鬼門關前走一遭，還因為錯過黃金治療期，恢復期變長，甚至還有洗
腎的可能，這種醫療品質真的很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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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Book, 2012 US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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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職業別

• 38歲男性，於93年赴索羅門群島考察木材業，
感染間日瘧

• 66歲男性，巴布亞紐幾內亞從事木材業之台
商

– 2008/8/23-10/15於巴布亞紐幾內亞經商

– 2008/9/15-10/30期間陸續出現肌肉酸痛、疲倦
等症狀

– 2008/10/15返台，10/31前往醫院住院治療，經
實驗室確定為間日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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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男

• 24歲男性，外交替代役役男

– 2008/12/16前往布吉納法索服役，擔任醫檢師

– 自述停留該國期間，未曾服用預防用藥，未曾感染過瘧疾

– 2009/10/15返台, 10/18 出現輕微發燒，自行服用退燒藥

– 10/20 因持續發燒前往某醫院就醫，就醫時曾告知醫師有旅
遊史，並要求進行血片檢驗，惟醫師告知該院無法檢驗，並
診斷疑似流感，流感快篩結果為陰性

– 10/21 發燒與四肢無力症狀，再至某醫學中心就醫，並進行
血片檢驗。門診結束後返家等候檢驗結果，期間又出現症狀，
故自行服用於醫療團帶回之瘧疾治療藥品（?）

– 實驗室確認感染惡性瘧 (後來需暫時性洗腎之重症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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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植物標本
• 49歲男性，某大學生物資源與科技研究所副教授

• 2008/1/17-1/28曾至巴布亞紐幾內亞採集植物標本，有攜帶
瘧疾預防藥物但未服用

• 2008/4/17 頭痛、疲倦、發冷、盜汗、惡寒及不定期發燒

– 就醫並住院，確認為間日瘧瘧疾陽性，經完成治
療及追蹤（6/19及11/21厚、薄層血片檢查、聚
合連鎖反應）皆陰性

• 2009年9月至吉隆坡50公里遠之FRIM（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Malaysia)進行田野調查9日後返台

– 自覺未被蚊蟲叮咬

• 2009/12/3因發燒及畏寒至醫院住院治療，確認為P. viv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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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3年瘧疾確定病例感染原因

入境類別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總計

經商/工作 6 15 9 8 7 45

旅遊 2 3 2 7

外籍學生 2 4 6

個人探親 1 3 2 6

外籍勞工 1 1 2 4

船員 2 2

宗教活動 1 1 2

志工 1 1

替代役 1 1

總計 11 21 17 12 1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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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史‐使用不恰當的預防用藥

• 56 y/o 醫師

– 2009年前往西非旅遊3週

– 曾前往某醫院之旅遊門診，醫師建議服用
Mefloquine，惟個案顧及該藥之神經性副作用，
且旅行社已事先告知會提供團員瘧疾預防藥物，
故個案未接受醫師建議

– 旅行團領隊自行提供hydroxychloroquine進行預
防

– 返台後出現發燒，確認感染惡性瘧

（血片: 指環體、活動體、分裂體）

發現 Schizont(分裂體)時: 要小心重症或有無progress 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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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史- 使用不恰當的預防用藥

• 46歲英籍男性，在台定居

– 2010/4/5-4/18與家人前往烏干達旅遊

– 出國前至某醫院領取預防用藥
(hydroxychloroquine)

– 4/25、 4/28、4/29因發燒、寒顫、肌肉酸痛、頻
尿至同一醫院就醫

– 該醫院4/28仍開立hydroxychloroquine予以治療

– 昆陽實驗室確認為惡性瘧，建議改藥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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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年間，六十多歲婦人謝OO獨自參加OO旅行社十七
天行程，前往非洲烏干達、盧安達、蒲隆地及衣索比亞等
地旅遊，期間陸續出現高燒、腹瀉等症狀，直到七月七日
晚間返國入境，仍高燒四十點五度，被疾管局輾轉送到台
北OO醫院急診。

• OO感染科主治醫師OOO明知謝婦剛從非洲回台，且未事先
服用防瘧疾藥物，卻未進行瘧原蟲的血片檢驗，僅將謝婦
當作感染性腹瀉患者，施以抗生素治療。

• 直到七月十日謝婦仍高燒不退，她兒子通報疾管局，懷疑
母親感染傳染病，疾管局聯絡OO醫院，OO仍回覆：「應是
罹患膽道炎、感染性腹瀉。」後來另幫謝婦做血片檢查，
才確認感染惡性瘧疾，緊急投以奎寧治療，但四天後謝婦
仍因延誤治療死亡。

[新聞] 誤診致死名醫囚10月

52



24小時確診？醫師不是神！

• 法官認為病患自非洲回來，有發燒病徵應立即檢驗瘧疾。
但本案於兩、三天內即診斷出瘧疾，並無延誤之情。……
人類的疾病種類浩瀚繁多，醫師畢竟不是神，不可能為所
有病患都在二十四小時內找到答案。

• 對感染症重症而言，並非立即診斷就一定可以避免重症或
挽回生命。……一名不幸個案的死亡，以自由心證認定是
診斷與治療太慢致死，並不符醫學原則。更何況在瘧疾絕
跡的台灣， 二、三天之內診斷出瘧疾，已經可讓台灣感
染科醫師都翹起拇指稱讚了。

• 本案判決邏輯不符專業原則，謹代表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在此呼籲法院必須尊重專業，所有判決都不可違背醫學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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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後病情轉壞

• 53 y/o male, 2011/4-8 莫三比克工作

• 8/26入境，8/31出現發燒症狀

• 9/3就醫通報，9/4確診惡性瘧+卵型瘧，開
始使用口服Artequin

• 9/6 病人變喘，9/7診斷ARDS，插管送ICU
，（此時血片中已無瘧原蟲）改用
Artesunate針劑治療

• 9/9轉院準備用ECMO，9/10恢復良好，9/13
拔管轉一般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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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與網站

• 瘧疾預防與治療用藥指引

– 台灣CDC首頁 > 傳染病介紹 > 第二類法定傳染
病 > 瘧疾 > 研究出版 > 出版品 > 圖書

• 美國CDC

– http://www.cdc.gov/MALARIA/

• 世界衛生組織瘧疾治療指引

– http://www.who.int/malaria/publications/a
toz/9789241547925/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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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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