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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摘要： 

 

台灣地處亞熱帶地區，非常適合蛇類生長。目前台灣陸地上主要常見

的有六大毒蛇。其中出血性毒蛇的龜殼花（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赤尾鮐（Trimeresurus stejnegeri）在全台各地都可

見。毒蛇咬傷之後，小則咬傷處局部腫脹疼痛，但嚴重時會出現全身性的

症狀，甚至於危及生命。目前被咬傷的治療是以注射中和性的抗蛇毒血清

為主，該血清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血清疫苗中心所生產提供。台灣

毒蛇咬傷的流行病學、目前抗蛇毒血清每年之使用劑量、以及抗蛇毒血清

治療後之副作用，甚至毒蛇咬傷後之個案癒後情況之流行病學特性，只有

少數的研究性資料，或少數研究單位及醫院自行研究資料。本研究主要目

的在：1.描述台灣地區出血性毒蛇：龜殼花及赤尾鮐咬傷之流行病學特性

及併發症之分析；2.探討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就醫及癒後之情況；3.

分析與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相關之危險因子，並針對危險因子提出改

善措施及建議相關政策參考。4.探討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抗蛇毒血清

使用劑量及其副作用之分析。 

研究對象及資料收集方法：為問卷調查期間內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

傷之個案，個案資料收集以病例就醫日期為基準，依區域內特定合作之醫

院，毒蛇咬傷病例作為調查對象。問卷調查期間：自 2008 年 01 月 01 日

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調查工具：使用半結構式問卷調查。分析變項：

包括毒蛇咬傷病例之人口學特性(性別、年齡…等)、就醫情形、抗蛇毒血

清使用劑量、副作用、癒後情況等。研究進行步驟：1、回顧國內外有關

  



毒蛇咬傷個案流行病學相關文獻及設計問卷。2、建立合作醫院與人員並

發放問卷。3、收集病例個案資料進行建檔與分析。 

研究進度及結果：本研究計畫為二年期計畫，問卷調查及收集期間，

自 2008 年 01 月 01 日起。故針對 2002-2005 年有向健保局申請抗蛇毒血

清給付之醫院（所），全國共 190 家，已完成全面發放抗蛇毒血清之問卷，

函請協助調查。研究進行符合預期之進度。 

 

關鍵字：毒蛇咬傷、流行病學、抗毒蛇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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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內容： 

前言 

           台灣地處亞熱帶地區，地型多高山，森林茂密，氣候溫暖潮濕，

非常適合蛇類生長。目前台灣約有23種毒蛇，其中陸地上主要常見的有六

大毒蛇，分別為出血性毒的龜殼花（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赤尾

鮐（Trimeresurus stejnegeri）與百步蛇（Deinagkistrodon acutus），神經性

毒的飯匙倩（俗稱眼鏡蛇）（Naja atra）與雨傘節（Bungarus 

multicinctusmulticinctus，）以及兼有出血、神經混合性毒的鎖鏈蛇Vipera 

russellii。〔1〕 

隨著社會環境的進步，台灣人口密度增加，經濟發展快速，不少

人往偏遠地區及山區居住。以及人們已經開始注重旅遊休閒生活，愈

來愈多人從事郊外旅遊、登山等活動。加上近幾年來台灣氣候暖化以

及六大毒蛇被列為保育類動物，使得毒蛇的數量上有增加的趨勢。因

此從事野外活動甚至居家都可能會蛇類的侵襲，而被毒蛇咬傷的事件

時有所聞。 

回顧國外毒蛇咬傷之流行病學相關文獻：各國均有相關之文獻紀

  



錄，例如東南亞的泰國〔2〕，非洲的南非〔3〕、巴布亞紐幾內亞〔4〕

及澳洲〔5〕等國家。而在美國每年約將近有 8000 人被毒蛇咬傷，約

佔蛇類咬傷事件的 2 成〔6-8〕，其中約有 12-15 位受害者因此死亡

〔9-10〕。多數毒蛇咬傷事件發生在 4-10 月〔11〕且從事戶外活動者

居多。而台灣地區除了百步蛇、鎖鍊蛇分佈較偏重南部及東部山區之

外，其它四種毒蛇在全台各地都可見。但毒蛇咬傷的流行病學長久以

來只有少數研究性資料，但其資料不是年代久遠〔12-13〕，即少數研

究單位及醫院自行研究〔14-17〕。其結果均屬區域性的資料，全國而

較完整的資料卻一直沒有相關的文獻。 

毒蛇咬傷之後，小則咬傷處局部腫脹疼痛，但嚴重時會出現全身

性的症狀，甚至於危及生命。而目前被咬傷的治療以注射中和性的抗

蛇毒血清為主，為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血清疫苗中心所生產提供

〔18-20〕。目前所提供之抗蛇毒血清主要有出血性的抗龜殼花及赤尾

鮐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FH）、神經性的抗雨傘節及飯匙倩蛇毒血清

凍晶注射劑（FN）及抗百步蛇蛇毒血清凍晶注射劑（FA）三類。而至

於目前抗蛇毒血清每年之使用劑量，以及抗蛇毒血清治療後之副作

用，國外只有少數小型之研究〔21-22〕，台灣的相關資料更是缺乏，

甚至毒蛇咬傷後之個案癒後調查之流行病學特性，國內亦無相關資

料。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1.描述台灣地區出血性毒蛇：龜殼花及赤尾

鮐咬傷之流行病學特性及併發症之分析；2.探討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

咬傷就醫及癒後之情況；3.分析與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相關之危

險因子，並針對危險因子提出改善措施及建議相關政策參考。4.探討

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抗蛇毒血清使用劑量及其副作用之分析。 

 

研究實施方法： 

調查工具：使用半結構式問卷調查。 

資料收集：資料收集分析期間以病例就醫日期為基準，依區域內特定合作

之醫院，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病例作為資料收集對象。 

研究對象：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毒蛇咬傷之個案。 

分析變項：包括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病例之人口學特性（性別、年齡…

等）、統計發生率及死亡率，就醫情形、抗毒蛇血清使用劑量、副作用、

住院比例及情況、癒後情況以及毒蛇咬傷就醫成本之分析等。 

統計方法：將資料庫之資料轉換成 Excel 檔後，再以 Microsoft Excel 軟體

製作成樞紐分析表和圖表。另分析方式採 Descriptive analysis、Chi square 

test、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研究進行步驟： 

1、回顧國內外有關毒蛇咬傷個案流行病學相關文獻及設計問卷。 

  



2、建立合作醫院與人員並發放問卷。 

3、收集病例個案資料進行建檔與分析。 

資料分析與統計：分析 2008 年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病例之流行

病學資料。1、分析 2008 年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病例的性別比例、職

業比例、年齡分佈、月份分佈、地區分佈、地理特性及其相關性分析。2、

分析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病例咬傷部位、咬傷時間、到院情況及咬傷

至就醫時距等。3、分析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病例住院率、癒後情況

及死亡率之流行病學資料，並針對死亡個案探討其原因。4、分析龜殼花

及赤尾鮐毒蛇咬傷病例使用抗蛇毒血清用量得平均值及副作用，以作為每

年抗蛇毒血清生產之依據。5、分析與龜殼花及赤尾鮐毒蛇咬傷之相關危

險因子、就醫時效及血清用量對癒後之影響，提供改善措施及政策參考資

料。 

研究進度及結果：本研究計畫為二年期計畫，問卷調查及收集期間，

自 2008 年 01 月 01 日起。故針對 2002-2005 年有向健保局申請抗蛇毒血

清給付之醫院（所），全國共 190 家，已完成全面發放抗蛇毒血清之問卷，

函請協助調查。研究進行符合預期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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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抗蛇毒血清問卷調查同意函 

 

您好： 

本問卷內容是由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血清疫苗

研製中心所提供。調查目的是為了估算台灣地區毒蛇咬傷

之流行病學特性，以及分析與咬傷有關之危險因子，而針

對危險因子提出改善之措施。另進一步瞭解抗蛇毒血清於

臨床使用時劑量、引起的副作用及對預後之影響，並作為

產製抗蛇毒血清製劑之依據。 

您個人所提供的訪談資料，將得到完全的保密，絕對

不會對外公開，並於研究完成後銷毀。 

 

請問您是否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 

□否 

□是 

同意人簽名：                                 

非常感謝您！ 

 

  



疾病管制局血清疫苗研製中心抗蛇毒血清問卷調查說明 

 

敬啟者： 

    本份問卷目的是為了估算台灣地區毒蛇咬傷之流行病學特性，以及分析與

咬傷有關之危險因子，而針對危險因子提出改善之措施。另進一步瞭解抗蛇毒

血清於臨床使用時劑量、引起的副作用及對預後之影響，並作為產製抗蛇毒血

清製劑之依據。 

     

相關問卷填寫說明如下： 

1. 本問卷調查對象為自民國 97 年起所有被毒蛇咬傷之到院病患，即無論有否

使用抗蛇毒血清均為調查對象。 

2. 調查前請務必先讓病患了解調查目的，並填寫「抗蛇毒血清問卷調查同意

函」。 

3. 問卷以訪視方式進行，並請由急診或臨床醫護人員、助理填寫。 

4. 「問卷編號」一欄不必填寫，請留空白。 

5. 如有選項不適用或不清楚者，請詳加述明或與本案承辦人連絡。 

6. 病患臨床症狀及併發症之判定，由貴院專業醫生判定。 

7. 本問卷訪視涵蓋毒蛇咬傷病患治療期程及預後追蹤調查，如有必要請於病患

基本資料欄後填寫病患聯絡電話或手機號碼。 

8. 訪視員基本資料請務必填寫，為感謝你的用心，本計劃提供每份問卷新台幣

壹佰伍拾元整之問卷費，將透過貴院（所）提供之聯絡人員核發，因此請務

必提供貴院（所）聯絡人員之基本資料回覆給本案承辦人。 

9. 問卷填妥後，請以傳真、電子郵件或郵寄等方式回覆本案承辦人。 

10. 再次感謝您的用心，如有任何疑問，敬請洽詢本案承辦人，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血清疫苗研製中心劉健信先生，電話 02-27850513 轉 721；傳真號碼：

02-27868908；電子信箱liuch@cdc.gov.tw；地址：台北市昆陽街 161 號。 

 

＜回 條＞ 

醫院(所)名稱：                                         

聯絡人員姓名：                      聯絡人員所屬單位：                     

聯絡人員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主管核章：                          

 

填妥後請傳真 02-27868908，或利用電子郵件、郵寄等方式回覆本案承辦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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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局血清疫苗研製中心抗蛇毒血清問卷調查表 

※本份問卷請交由急診或臨床醫護人員、助理填寫※ 

                                                                                    

問卷編號：               

        （此欄位不需填寫）

                              

                              

壹、病人基本資料： 

1. 性別：□女  □男 

2.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歲） 

3. 職業：             請述明工作性質或內容：                

4.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  □高中  □大學  □研究所以上 

5. 身分別：□原住民  □非原住民  □外籍人士（請述明）：                

6. 居住地方：□山地地區  □平地地區 

7. 居住地：        縣        市       里(村)  

 

貳、咬傷情形： 

1. 咬傷前情形： 

□從事休閒活動中（□登山 □踏青 □溯溪 □其他（請述明）：          ） 

□工作中：□與蛇類相關工作（請述明）：                              

□非與蛇類相關工作（請述明）：                            

□其他（請述明）：                                                  

2. 被何種毒蛇咬傷： 

□龜殼花  □赤尾鮐  □雨傘節  □飯匙倩  □百步蛇  □鎖鏈蛇 

□不明（□有出血性臨床徵狀□有神經性臨床徵狀 

□兼有出血性及神經性綜合臨床徵狀□僅局部外傷無其他症狀） 

□其他毒蛇（請述明）：                 

3. 咬傷地點：        縣        市       里(村) 

4. 咬傷地點是否為山地地區？□否  □是   

5. 咬傷場所： 

□住家內  □住家附近  □工作地  □農田  □空地  □草地  □竹林  

□樹林    □溪流邊    □其他（請述明）：                           

6. 咬傷時間：民國      年     月      日 □上午□下午     時      分 

 

  



7. 咬傷部位： 

□手指      □腳指     □手掌部   □腳掌部   □上前臂   □上後臂  

□小腿部    □大腿部   □頭頸部   □軀幹部 

8. 到院前是否有做緊急醫療處置？□否  □是（請述明）：                   

                                                                       

9. 到院前是否有在其他醫院就醫？□否  □是（醫院名稱）：                 

 

參、就醫後資料： 

一、門（急）診部分： 

1. 是否由他院轉院：□否  □是（轉入醫院：           ；轉入原因：□無抗

蛇毒血清 □其他（請述明）：                                         ） 

2. 到院時間：     月      日 □上午□下午     時      分 

3. 到院時是否有下列症狀(可複選)： 

□僅局部外傷無其他症狀□局部腫脹     □局部麻痺     □口齒不清      

□眼皮下垂            □吞嚥困難     □抽痙         □瞳孔放大      

□皮下組織壞死        □噁心         □嘔吐         □呼吸麻痺      

□局部瘀血            □水泡         □血泡         □多處瘀血      

□有出血點            □腎功能異常   □血小板減少   □血壓下降       

□昏迷                □休克         □循環衰竭     □死亡         

□其他（請述明）：                                             ） 

4. 有否留觀：□否  □有 

5. 門（急）診期間有否使用本中心產製抗蛇毒血清製劑？ 

□否  □有（瓶數共：           瓶；批號：                           ） 

6. 門（急）診期間有否其他併發症？（請述明）： 

                                                                      

                                                                      

7. 臨床檢驗異常資料： 

檢驗項目 檢驗結果 正常範圍 

   

   

   

＜表格不足者，請以附件方式附於本問卷後，謝謝！＞ 

 

  



二、住院部份： 

1. 有否轉住院：□否  □有 

2. 入住院日期：     月      日 □上午□下午     時      分 

3. 入住院當時狀況(可複選)： 

□僅局部外傷無其他症狀□局部腫脹     □局部麻痺     □口齒不清      

□眼皮下垂            □吞嚥困難     □抽痙         □瞳孔放大      

□皮下組織壞死        □噁心         □嘔吐         □呼吸麻痺      

□局部瘀血            □水泡         □血泡         □多處瘀血      

□有出血點            □腎功能異常   □血小板減少   □血壓下降      

□昏迷                □休克         □循環衰竭      

□其他（請述明）：                                                ） 

4. 住院期間有否使用本中心產製抗蛇毒血清製劑？ 

□否  □有（瓶數共：          瓶；批號：                            ） 

5. 住院期間有否其他併發症？（請述明）： 

                                                                       

                                                                           

6. 臨床檢驗異常資料： 

檢驗項目 檢驗結果 正常範圍 

   

   

   

＜表格不足者，請以附件方式附於本問卷後，謝謝！＞ 

肆、抗蛇毒血清使用情形及副作用調查： 

1. 請問使用本局產製抗蛇毒血清製劑是否有出現副作用 (可複選) 

□起紅疹或蕁麻疹  □氣促    □喉頭緊        □發燒     

□呼吸衰竭        □昏迷    □過敏性休克    □血清病   

□其他（請述明）：                                               

2. 若有不良副作用則請詳列使用批號：                                  

 

伍、預後調查： 

1. 病人出院時間：     月      日 □上午□下午     時      分 

 

  



2. 病人出院時情形： 

□轉出院（□無抗蛇毒血清  □其他（請述明）：                      ） 

□已完全康復 

□傷口未癒合 

□局部組織壞死 

□其他局部性症狀（請述明）：                                         

□其他全身性症狀（請述明）：                                         

□死亡   □其他（請述明）：                                          

3. 病人出院一個月情形： 

□已完全康復 

□因毒蛇咬傷事件回診治療（回診次數：     ；回診日期：               ； 

症狀（請述明）：                                                 ） 

□因疑似血清病回診治療（回診次數：     ；回診日期：                 ； 

症狀（請述明）：                                                 ） 

□局部組織壞死，但不影響生活機能 

□局部組織壞死，但已影響生活機能 

□其他局部性症狀（請述明）：                                         

□其他全身性症狀（請述明）：                                         

□已達法定傷殘標準 

□死亡   □其他（請述明）：                                          

* 其他意見與建議： 

                                                                           

                                                                           

 

訪視員基本資料： 

訪視員姓名：                        

所屬單位：                          

訪視員職稱：                        

聯絡電話：                           

訪視起止期間：    月      日~    月      日 

感謝您的用心，如有任何疑問，敬請洽詢疾病管制局血清疫苗研製中心劉健信先生，

電話 02-27850513 轉 721，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