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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的：暸解社區中不同年齡層、孕婦、及臨床醫護人員微小病毒 B19 的血

清盛行率，並分析相關危險因素。 

方法: 利用 EIA 方法，檢測 763 位國人血清中對微小病毒 B19 的 IgG 抗體

的存在，受試者分為三類，第一為社區中的族群，1-69 歲檢體共 467 位，

為台大醫院小兒部在 2002-2003 年自社區採集 B 型肝炎病毒流行病學研究

用之檢體，與疾管局 2006-2007 年間法傳通報後剩餘供研究用之檢體；第二

為孕婦族群共 241 位，為疾管局生材科 2000 年全國孕婦計畫中抽樣；最後

為臨床醫護人員，在 2007 年 10 月採自願方式，共 55 名台大醫院的醫護人

員接受血液採檢，並填寫問卷。 

結果：社區族群中抗體陽性率為 34.0%，235 位(50.3%)為女性，無性別的差

異，但隨年齡增加而增高(p < 0.0001)。孕篩檢体中抗體陽性率 27.8%，在不

同年齡分層中，最低 21.4%，最高為 33.3%，比較同年齡層的社區族群，抗

體陽性的比率接近(OR:1.5，95% CI: 0.9~2.5)。醫護人員 51 位(92.7%)為女

性，抗體陽性率為 23.6%，在不同年齡分層中，最低 7.4%，最高 50%，臨

床工作資歷長，抗體陽性率愈高(p=0.04)，但校正年紀後，就不達統計顯著

性(p=0.07)。 

結論與建議：社區微小病毒 B19 的抗體盛行率，隨年齡增加而提高，比較

文獻中 1988 年台灣地區 862 位社區中 B19 抗體盛行率的資料，在 15-20

年之後，各年齡層間的抗體陽性率有提高，危險比為 1.48 (95% CI: 

1.1~1.9)，也許這代表國人 B19 抗體盛行率漸漸接近西方國家的高盛行

率。孕婦族群與社區同年齡層的 B19 抗體盛行率接近，若孕婦為 B19 抗

體陰性，是不是流產相關的危險因子?醫護人員臨床工作資歷長，B19 抗

體陽性率愈高，但校正年紀後，就不達顯著性，也許是統計上的 power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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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或者年紀與臨床資歷互為干擾因子(Confounder)。欲進ㄧ步證實，需

更多樣本數、相關因子來自問卷資料的分析，並合併前瞻性之研究。  

 

 

關鍵詞：微小病毒 B19、血清流行病學、血清抗體盛行率、危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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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study the seroprevalence of parvovirus B19 infection in 

communities, in pregnant women, and health care workers (HCWs). Also, find 

out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CWs.  

Methods: 763 serum samples were tested for parvovirus B19 IgG by enzyme 

immunoassay (EIA). Three samples sources were defined as from community 

(n=467, aged 1-69 years), from screening test of pregnant women (n=241, aged 

15-51 years), and from HCWs (n=55, 25-57 year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in the fist two groups. For HCWs,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ccompany with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October 2007. 

Results: The seropositivity of parvovirus B19 infection in the community, 

pregnant women, and HCWs were 34.0%, 27.8%, and 23.6% respectively. In the 

group of community, the seroprevalence was increased with age (p< 0.0001) but 

not different in gender. In the group of pregnant women, the seropositivity was 

ranged from 21.4% to 33.3% without influence by ages. Compared with the EIA 

results of pregnant women and people at the same age in the community, the 

seroprevalence was similar (n=355, aged 15-44, OR=1.5, 95% CI: 0.9-2.5). 

Among HCWs, years of clinical working experience were possibly associated 

with seroprevalence of parvovirus B19 infection (p=0.04) but not significant 

after adjusted with age (p=0.07)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seropositivity is associated with neither child-bearing nor numbers of family 

members in HCWs. 

Conclusions: In the community group, the seropositive rate of parvovirus B19 

increased significant with age showing a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In pregnant 

women, the seropositivity was not different from the community group, adjusted 

with age. Among HCWs, seropositivity is possibly associated with years of 

clinical working experience. 

Key words：Parvovirus B19, seroepidemiology, seroprevalence, 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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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Parvovirus B19 又稱為微小病毒 B19，乃一線性單股 DNA 病毒，基因

長度為 5 Kb。微小病毒 B19 開始是在 1975 年，從健康捐血者之血清中，

檢驗 B 肝病毒(HBV)時首次被發現到 1。此病毒具組織特異性，喜歡侵入

人類骨髓中之紅血球前驅細胞(erythroid progenitor cells) 2。對人類健康造

成之威脅，可以從小孩之傳染性紅斑(Erythema infectiosum) 3，成人之急性

關節炎(Acute arthritis) 4,5或類風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ris)6，懷孕中

婦女其胎兒水腫、死亡、與流產 7，到慢性貧血病人身上發生紅血球再生

不良之危機(Aplastic crisis) 8,9,10。 

隨著年齡的增加，微小病毒 B19 之感染之盛行率也逐漸增加 15,19,20,21。

而血清中存有微小病毒 B19 之 IgG 抗體，代表曾經感染過，有保護力，

也相對是感染之低風險族群。若偵測到的是微小病毒 B19 之 IgM 抗體，

則代表近期感染，與可能具有傳染力。雖然此病毒之感染，目前並無疫苗

可以預防，且多數免疫健全者可以康復，但針對高危險族群，如罹患免疫

不全或血液疾病之病人，在醫療的處置賞上，可藉由血清學即時的診斷報

告，給予輸血或免疫球蛋白的治療。在傳染病的阻隔上，加強洗手與標準

防護措施，也是有效的。 

    從美國 CDC 的 DHQP (Division of Healthcare Quality Promotion)部門

在 2005 年之資料顯示，50% 成人的血清中有微小病毒 B19 的 IgG 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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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半以上的成人在孩童與青少年時期，都曾經感染過微小病毒 B19。

而在日本(1985) 12、美國(1986) 13、西德(1987) 14、英國(1988) 15與香港(1997) 

16，也曾針對微小病毒 B19，做過血清流行病學之研究，而得知其盛行率

為 20-80%之間，這也代表著微小病毒 B19 的血清學所揭示之盛行率，會

因時、因地、與是否有過群聚的發生，而有所不同 11。 

在本土資料的佐證上 11，約 20 年前(1988 年前後)，以台灣 19 個鄉鎮

共 862 位居民所抽的血，曾經做過關於微小病毒 B19 血清流行病學之分

析，顯示出孩童、青少年、與年輕的成年人(年齡小於 30 歲)之族群中，

有較低的盛行率(10-24%)，此結果與日本(小於 20%)、香港(9.5%)接近，

但卻遠低於西方國家如美國(49%)、英國(50-60%)。這衍生出幾個問題讓

我們思索，隨著世界各地交通與各國人民流動之普及與便利性，許多傳染

性疾病之流行病學都漸漸在轉變中，對於公共衛生與國民健康的衝擊也更

被重視。以微小病毒 B19 為例，如果能比較 20 年前與 20 年後本國血清

盛行率之改變，並比較各年齡層間之不同，會提高我們對於社區或人口密

集機構中，所可能發生群聚感染之警覺性，同時對於可經由呼吸道分泌

物、親密接觸而衍生之其他傳染性疾病之預防與防治措施，都是很好的參

考指標。另外，年輕成人的族群所存在微小病毒 B19 感染之低盛行率，

對於即將成為育齡之女性，尤其是工作於醫療機構之醫護人員，若於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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紝娠 20 週之內新生 B19 病毒之感染，可能對胎兒產生致死與發育不良之

影響。我們希望藉由此血清流行病學更新之資料，給予危險族群相關之衛

生教育，並提供醫師臨床診斷之參考。所謂危險族群，包括: 衛生醫療相

關機構之照顧(看護)者、與被照顧(被看護)者，學校機構與托兒所的孩童、

學生、與工作人員，懷孕婦女，以及罹患免疫不全或血液疾病之病人。 

  針對群聚事件發生之可能，在台灣與遠東地區，是很少發生或僅有

零星個案的報告 11。根據台灣 CDC 在 2007 年第 11 週之疫情報導會議中得

知，有一醫療機構發生醫護人員感染微小病毒 B19 之群聚事件，且發生的

對象為年輕的成人族群與準備育齡之婦女，得力於此醫療機構與醫護人員

之警覺性、通報之即時性、與相關醫師診斷的重要性外，台灣 CDC 適時給

予血清學上之檢驗，與醫護人員防治措施的迅速施行，都是重要之關鍵。

根據文獻報告 17,18，發生在孩童與成人之無症狀的群聚感染可以有 20%，而

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經驗，提醒大家對微小病毒 B19 在醫療與健康照護機

構工作者中，可能發生群聚感染之警覺性。不論是孩童與成人，此血清流

行病學的研究，是 Taiwan CDC 持續建立對傳染性疾病相關之流行病學，其

資料之更新與完整性的最佳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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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設計 

    利用 EIA 方法，檢測 763 位國人血清中微小病毒 B19 的 IgG 抗體的存

在。 

 

1.研究對象 

    受試者分為三類，a)社區中的族群，1-30 歲檢體有 281 位，為台大醫院

小兒部在2002-2003年自社區族群所採集B型肝炎病毒相關流行病學研究用

之檢體；31-69 歲檢體有 186 位，為疾管局 2006-2007 年間法傳通報所抽樣

剩餘供研究用之檢體；b)孕婦族群，為疾管局生物材料科 2000 年全國孕婦

計畫中，從 15-51 歲抽樣 241 位孕篩的血清檢体；c)臨床醫護人員，在 2007

年 10 月採自願方式，年齡層 25-57 歲，共 55 名台大醫院的醫護人員接受血

液採檢。 

 

2.抽樣方法 

依年齡分層隨機抽樣 

a)社區中的族群，1-69 歲，每 5 歲為一間隔分層 

社區族群 特徵 人數 

性別 女性 235 

 
男性 232 

年齡分層(歲)  
1~5 

 
50 

 6~1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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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50 
 16~20 35 
 21~25 50 
 26~30 52 
 31~35 26 
 36~40 27 
 41~45 24 
 46~50 25 
 51~55 29 
 56~60 22 
 

≧61 27 

合計   
467 

 

b) 孕婦族群，15-51 歲，每 5 歲為一間隔分層 

孕篩 特徵 人數 

年齡分層(歲)  
15-19 

 
42 

 20-24 49 
 25-29 46 
 30-34 48 
 35-39 42 
 

≧40 14 

合計   
241 

 

c) 臨床醫護人員，25-57 歲，每 5 歲為一間隔分層 

醫護人員 特徵 人數 

年齡分層(歲)  
25~2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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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4 10 
 35~39 8 
 

≧40 10 

合計   
55 

 

 

(二) 資料收集 

    對臨床醫護人員，在 2007 年 10 月採自願方式，年齡層 25-57 歲，共

55 名台大醫院的醫護人員除接受血液採檢外，同時填寫危險因素分析之相

關問卷。 

 

 

(三) 檢驗方法 

    以 EIA 方 法 檢 驗 微 小 病 毒 B19 抗 體 ， 使 用 Biotrin 公 司

(http://www.biotrin.com/)的 Parvovirus B19 IgG EIA (CODE: V519IG)與

Parvovirus B19 IgM EIA (CODE: V619IM)試劑套組進行抗體測，此兩套組敏

感度(sensitivity)與專一度(specificity)皆達 98~99%。 

 

 

(四) 分析方法 

    以 EpiInfo Version 3.4.3 的統計軟體做卡方檢定(Chi-square)、與單變項

及多變項之邏輯式回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進行微小病毒 B19 之盛行

率在不同年齡層、不同族群之相關性。針對有填寫問卷的醫護人員，分析

同住家中人數的多寡、有無撫養小孩、臨床資歷的年數、與年齡等因素，

是否與 B19 抗體陽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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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有 467 位社區族群，235 位(50.3%)為女性，請見 Table 1。B19 抗體陽

性率為 34.0%，無性別的差異，但 B19 抗體陽性率，隨年齡增加而增高(p 

< 0.0001)，請見 Figure 1。以 1-5 歲抗體盛行率 14%為基準，則 11~15 歲、

46~50 歲、51~55 歲、56~60 歲、≧61 歲的年齡層有統計上顯著較高的抗

體陽性率，請見 Table 2。 

    241 位孕篩的血清檢体中，抗體陽性率 27.8%，隨著不同年齡層分組，

最低為 21%最高為 33% ，請見 Figure 2 及 Table 3。比較同年齡層的社區

族群，其抗體陽性的比率是接近的，危險比為 1.5 (95%信賴區間為

0.9~2.5)，請見 Table 4。 

    55 位醫護人員中有 51 位(92.7%)女性，B19 抗體陽性率為 23.6%，隨

著不同年齡層分組，最低為 7.4%最高為 50%，請見 Table 5。根據問卷探

討年紀、臨床工作資歷、是否有小孩、同住家人數多寡等，與 B19 抗體陽

性率的關係，發現臨床工作資歷愈長，則 B19 抗體陽性率愈高(p = 0.04)，

但校正年紀後，臨床工作資歷愈長，則 B19 抗體陽性率愈高，就不達統計

上的顯著性(p = 0.07)，請見 Table 6 及 Table 7。 

另外我們從文獻中，可以得知 1988 年台灣地區 862 位社區中 B19 抗

體盛行率的資料，比較本研究資料，發現在 15-20 年之後，各年齡層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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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 抗體陽性率有提高，危險比為 1.48 (95%信賴區間為 1.1~1.9)，請見

Tab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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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1. 國人微小病毒 B19(parvovirus B19)血清抗體盛行率資料已檢驗完成，但

因檢體來源多為現有血清檢體，屬回溯性之研究，故只能以年齡、性

別做相關危險因素之分析。無法以居住地、旅遊史、與捐血或輸血史，

做盛行率與相關因子上之分析。 

2. 表四 (Table 4)比較孕篩與社區中同年齡同性別這兩個族群，發現微小

病毒 B19 抗體盛行率在 30-34 歲的社區女性偏低，約 7.4%。針對此點，

擬針對社區中 30-34 年齡層之女性，增加樣本數，並複檢，期能解釋偏

低之 B19 抗體陽性率。 

3. 在社區、孕篩、與醫護人員此三族群之採血時間點分散在 2000-2007

年之間，是不是能夠把在這段時間所測得之 B19 抗體結果，不論時代

背景，只以抽血時的年紀，直接來分析，是本研究方法上的缺失。 

4. 在醫護人員所做之 B19 血清抗體盛行率，共 55 位，為前瞻性之研究，

合併問卷填寫以分析相關危險因子，得到臨床資歷、年齡為 B19 抗體

陽性之可能因子或干擾因子。 

5. 在偵測特殊危險族群，如 AIDS 病人、白血病(leukemia) 、癌症患者、

接受器官移植者(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 、罹患慢性貧血之人、與懷

孕之婦女，在可疑之零星個案或群聚事件由醫師通報時，能適時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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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病毒 B19 的檢驗與診斷，目前沒有進度。可能原因為，微小病毒

B19 非法定傳染疾病，縱使臨床醫師有需要檢驗 Parvovirus B19 的 IgM

與 IgG 抗體來做鑑別診斷，並無法得知本計劃能提供此檢驗。再者目

前並無機構內發生不明原因之發燒、皮疹、或關節炎之群聚事件，因

此期盼持續由 CDC 提供 Parvovirus B19 的檢驗與診斷，甚至協助婦產

科醫師提供孕婦流產或疑似感染症狀後續醫療處置上之幫助，並未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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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1. 從本研究得知，社區中微小病毒 B19 的抗體盛行率，隨年齡增加而提高，

若比較文獻中 1988 年台灣地區 862 位社區中 B19 抗體盛行率的資料，

在 15-20 年之後，各年齡層間的抗體陽性率有提高，危險比為 1.48 (95%

信賴區間為 1.1~1.9)。從這樣的結果，是不是揭示出本國人 B19 抗體盛

行率漸漸接近西方國家的高盛行率呢?是有什麼因素在決定這樣的變化

嗎?也許我們必須同時針對社區族群做相關因子的問卷填寫，才能得到進

ㄧ步之可能解答。 

2. 孕婦族群與社區同年齡層的 B19 抗體盛行率是接近的，若孕婦為 B19 抗

體陰性，可進一步探討與流產的相關性?想回答這個問題，可進ㄧ步與婦

產科醫師合作，另闢ㄧ前瞻性之研究。 

3. 醫護人員臨床工作資歷愈長，則 B19 抗體陽性率愈高(p = 0.04)，但校正

年紀後，就不達統計上的顯著性(p = 0.07)，這是否是因為樣本數只有 55

位，造成統計上的 power 不夠?或者年紀與臨床資歷愈長互為干擾因子

(Confounder)?從醫謢人員分析中得知，同住家人數的多寡與是不是有撫

養小孩，都不是醫護人員 B19 抗體陽性的相關因子。為了進ㄧ步證實這

些問題，也許需更多樣本數與問卷資料的填寫，甚至可進ㄧ步探討，醫

護人員同時又是孕婦者，當 B19 抗體陰性，是不是流產相關的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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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在 2007 年第 11 週之疫情報導會議中得知，有一醫療機構發生醫護人員

感染微小病毒 B19 之群聚事件，且發生的對象為年輕的成人族群與準備育

齡之婦女。從本研究中得知國人血清盛行率在 46 歲以上才有 60%的 B19 抗

體陽性率，因此我們仍需持續保持機構內不明原因發燒、出紅疹、或關節

炎發生時，可能是微小病毒 B19 群聚感染之可能性。在得知感染微小病毒

B19 之後，在院內感控措施上，採取標準防護(Standard precaution)即可，不

必過度恐慌，倒是對於高危險族群，如 AIDS 病人、白血病(leukemia) 、癌

症患者、接受器官移植者(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 、罹患慢性貧血之人、

與懷孕之婦女(尤其是懷孕 20 週內)，若處於微小病毒 B19 發生群聚環境時，

更需特別叮嚀他們要注意個人防護，與適時尋求醫療的諮詢與協助。因此

期盼持續由 Taiwan CDC 提供微小病毒 B19 的檢驗，當疑似微小病毒 B19

感染發生時，能提供臨床醫師對於機構內的工作人員與病患，後續醫療處

置上之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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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圖表 

Belows are the tables and figures showing the Association with seropositivity 

of Ab against Parvovirus 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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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醫護人員問卷 

 

微小病毒 B19 (Parvovirus B19) 血清流行病學研究 

基本資料問卷 
                                                 編號:   

您好: 

為了知道醫護人員感染到微小病毒 B19 (parvovirus B19)的風險，請您填寫以下

基本資料，以做為微小病毒 B19 血清檢驗結果後相關因子的分析與瞭解。微小病毒 B19

的感染可以引起小孩的傳染性紅斑(Erythema infectiosum)，成人的急性關節炎

(Acute arthritis)、類風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ris)、或是在慢性貧血病人

身上發生嚴重貧血。此病毒經由呼吸道與飛沫傳播，對醫護人員而言，工作中所暴露

到的風險是存在的。懷孕中的婦女，如果得到微小病毒 B19 的感染，有可能導致胎兒

水腫、死亡、或流產。為了感謝您參與本研究，我們將同時免費檢測痲疹、德國麻疹

、與腮腺炎抗體的抗體，並將結果以口頭與書面資料回覆您! 

問卷填寫日期： 民國____年____ 月____ 日 

1. 您的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2. 生日：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性別： □男    □女   

3. 聯絡電話:                              

4. 檢驗結果回覆住址：                                                 

5. 請問您有幾年的臨床工作經驗? 

a) □ 1 年       b) □ 2 年    c) □ 3 年    d) □ 4 年    e) □ 5 年 

f) □ 6-10 年    g) □ 11 年以上 

6. 您目前仍從事臨床工作嗎?   □是    □否 

7. 請問您開始臨床工作是在民國_____年 

8. 請問您目前或過去曾經的工作單位為? (可複選) 

a) □病房       b) □門診    c) □加護病房    d) □急診  

e) □其他單位，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請問您目前或過去曾經的工作科別為? (可複選) 

a) □ 兒科       b) □ 婦科    c) □ 內科    d) □ 外科  

   e) □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                          

10. 請問您有小孩嗎?  □有, _____位，出生年次, 民國__________年;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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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請問現在與您同住的有_____位家人或朋友，詳細情形請您填寫以下列表格: 

 

同住者 人數 

小孩 總共_____位 

19-65 歲的大人 總共_____位 

65 歲以上的老人 總共_____位 

小於六歲且沒有上托兒所、幼稚園 有_____位 

上托兒所或幼稚園 有_____位 

上國小 有_____位 

上國中 有_____位 

上高中或就業(小於 19 歲) 有_____位 

外出工作(19 歲以上) 有_____位 
   

謝謝您耐心填完這份問卷! 

 

研究計畫聯絡人: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蘇韋如 醫師 02-23959825, ext 3663; 0968662041 

台大醫院小兒部 呂俊毅 醫師 02-23123456, ext 3205; 096866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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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醫護人員受試說明同意書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人體暨臨床試驗醫學倫理委員會 

人體暨臨床試驗受試者說明暨同意書 

   （本書表應由計畫主持人親自向受試者說明詳細內容，並請受試者經過慎重考慮後

方得簽名） 

□藥品  □醫療器材  □醫療技術  ■其他      倫委會編號：９６０００

７ 

本局現正進行一 微小病毒 B19 血清流行病學 研究計畫，邀請您參與此研究。

本說明提供您有關本研究之相關資訊。研究主持人或其指定之代理研究人員（或其

他協同主持醫師）將會為您說明研究內容並回答您的任何疑問。 

 

研究計畫名稱： 

中文：微小病毒 B19 在國人之血清流行病學之研究,並探討於機構內發生群聚感染之危

險因素 

英文：Seroepidemiology of parvovirus B19 infection in Taiwan and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utbreaks 

主要主持人：蘇韋如                          聯絡電話：02-23912067 

研究計畫贊助者：疾病管制局 

 

受試者姓名：                             性別：           年齡： 

聯絡通訊地址： 

電話：                                   出生：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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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您在同意參加本研究前，詳細閱讀這份同意書，我們願意隨時回答您任何相

關問題。 

一﹑試驗目的： 

本試驗之目的在建立國人微小病毒 B19 血清流行病學的資料。 

微小病毒 B19 可以引起小孩之傳染性紅斑，成人之急性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

、或是在慢性貧血病人身上發生嚴重貧血。懷孕中的婦女，微小病毒 B19 感染有可能

導致胎兒水腫、死亡、或流產。 

藉由這個血清流行病學資料的結果，了解微小病毒 B19 在國人的盛行率。並藉此

給予危險族群健康風險的評估與衛生教育，同時提供醫師臨床診斷的參考。 

二﹑試驗方法與程序：（受試者標準、受試者數目、試驗進行方法、分析方法） 

針對血清檢體，以酵素免疫分析法檢測微小病毒 B19 抗體之陽性比例(特異性 99 %

，敏感性 99 %）。血清檢體來自願接受檢驗者 3-5 cc 之血液。  

三﹑身心上可能導致之副作用、不適或危險： 

本研究對受試者進行抽血 3-5 cc。抽血是由受過訓練的護士執行，在抽血時可能

會有輕微疼痛或瘀血，並不會有其他副作用。。 

四﹑預期試驗效果： 

可了解受試者是否具有微小病毒 B19 的 IgG 抗體，並獲得國人微小病毒 B19 血清

盛行率之資料。 

五﹑其他可能之治療方法選擇及說明： 

此研究為診斷各年齡層，是否具有微小病毒 B19 的免疫力。同時機構內或危險族

群，一旦有發燒、出疹、關節疼痛疑似症狀時，提供急性感染之檢驗，與治療無關。

而檢驗出未曾得過微小病毒 B19 且時值育齡的醫護人員，需提高緊覺，因目前尚無疫

苗可提供保護，應注意個人工作時標準防護措施的徹底執行。如果是一般成人，檢驗

出未曾得過此病毒的感染，當周遭親密接觸者有急性微小病毒 B19 疑似感染時，也需

注意個人防護，與適時尋求醫療的諮詢。若於機構內或危險族群檢驗出急性微小病毒

B19 感染時，需由臨床醫師提供適當之醫療照顧。    

六﹑其他可能之損失或利益： 

自願加入微小病毒 B19 抗體檢測之人員，抽血時可能帶來輕微之不適感外，無其

他危險。可能的利益為，獲得個人微小病毒 B19 的 IgG 抗體之檢驗結果外，亦可以得

知痲疹、德國麻疹、與腮腺炎抗體的結果，也就是同時可以得知有微小病毒 B19、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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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德國麻疹、與腮腺炎的免疫力。而對國人微小病毒 B19 血清盛行率的了解，將有

助於衛生單位與醫療人員對於微小病毒 B19 群聚感染風險之評估、特殊危險群(例如孕

婦醫療工作者)的臨床諮詢、與衛生政策的制定。 

七﹑參加本研究計畫受試者個人權益將受到保護：  

1. 本計劃血清學試驗之一切費用由研究計畫經費支付，受試者不需支付任何費

用。 

2. 對加入微小病毒 B19 抗體檢測之醫護工作人員，在獲得個案簽署同意書後，

才採集其血清檢體。收集到的檢體會批次檢驗，原則上抽血後 2個月內可以得

知報告結果，屆時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並根據檢驗結果提供相關衛教之

資訊。 

八﹑可自由選擇是否參與研究：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參與此研究。如您選擇參加，亦可隨時撤回同意並中止研究之

參與，而此決定並不影響受試者之醫療照護。如對您之權利有任何疑問，請電詢本局

人體試驗醫學倫理委員會，電話為： 

九﹑撤回同意，退出試驗： 

如您因任何理由欲中止研究之參與，請聯絡研究主持人，電話為：

02-23912067     ；您亦可聯絡本局人體試驗醫學倫理委員會，電話為： 

十﹑機密性： 

本局將在法律所規範的程度內把參加研究計畫的受試者的資料視為機密，您的姓

名將被一個研究的編號所取代，且您的隱私將會被謹慎地保護。希望您也能瞭解

本局的人體暨臨床試驗醫學倫理委員會（或研究贊助者、衛生署）能有權來檢視

受試者的資料。 

（例）1.本試驗結果數據除發表於科學性刊物外，不會對外公開。所有刊登出來

的文章，也不容許出現任何可能辨認受試者的資訊。 

      2.本試驗之結果，將只發還給予受試者本人；惟檢體數量不足需等待檢體

收及完整之時間，有可能要等待 1-2 個月，如有具體結果時，會主動且

儘速通知您。 

         您的選擇：（□要，□不要）等待檢體收集完整之時間 

      3.您可選擇是否容許以後其他研究利用本計畫所得資料（屆時所有可供辨

識個人身分之資訊將被刪除），被其他相關研究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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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研究結果（□可以，□不可以）被其他研究使用 

      4.本計畫所得之研究資料，如果受試者日後不同意繼續提供分析使用，可

以隨時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停止使用。 

      5.您是否同意您的血液、尿液樣本用於其他醫學研究？ 

         您的選擇：□同意，□不同意 

      6.您是否同意您的血液、尿液樣本用於基因資料相關之醫學研究？（屆時

所有可供辨識個人身分之資訊將被刪除） 

您的選擇：□同意，□不同意 

7.本研究結束時，若您的血液檢體有剩餘時，您可以選擇您的檢體處理方

法。 

         您的選擇：□歸還，□銷毀， 

                   □提供其他相關基因研究 

                     （屆時會再請您簽署另一份同意書。） 

十一﹑利益衝突：無。 

 

十二﹑簽章 

(一)□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研究代理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已詳細解釋有關本研究計畫中上述研究方法之性質與目的，及可能產生

之危險與利益。 

本局計畫主持人________________（簽章）日期： 

主治醫師________________（簽章）日期： 

(二)本人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所可能產生之危險與利益，有關本試驗

計畫之疑問，業經計畫主持人詳細予以解釋。本人同意接受為人體試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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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自願受試者。 

 

受試者或代理人簽章：                     日期： 

    如您是受試者代理人，請用正楷書寫您的姓名：並指出您是受試者之： 

□ 法定代理人 □監護人 □配偶 □成年子女 □父母 □兄弟姊妹 

□ 受任人（需附委任書）□其它，請說明                          

(三) 見證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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