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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瘧原蟲、聚合酶連鎖反應、基因分型、猴子瘧疾、SSU rDNA 

 
    瘧疾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傳染病之一，嚴重感染者如不儘速就醫治療有

致死的危險，台灣雖早已瘧疾根除，且近年來絕大多數病例均為境外移入

者。台灣瘧疾防治進入保全階段後，病例減少，相關的檢驗、治療及防治

人才逐漸式微，特別是鏡檢人才難覓，訓練亦非短期可成，無法勝任篩檢

工作。因此本計劃進行分子檢驗以四種感染人類之瘧原蟲之 SSU r DNA序

列為目標，做聚合酶連鎖反應，藉產物之有無、大小或序列診斷瘧原蟲之

存在與否及種別判定。同時將建立基因分型的系統，將感染之瘧原蟲進一

步做型別鑑定，並同時與臨床症狀、感染地區及發病潛伏期等資料建立資

料庫，與世界先進國家之資料庫銜接，完整詳盡的瘧疾之基因資料庫及分

子流行病學可提供疫情時追蹤感染源及感染途徑之依據。 

這裡我們報告首例人類於菲律賓巴拉望島自然感染猴子瘧疾 P. 

knowlesi的病例。P. knowlesi瘧原蟲的形態與三日瘧非常相似，只有一些細

微的結構有所不同，容易混淆。 SSU rDNA及 circusporozoite protein (CSP)

基因則被用於分子檢測，區分瘧原蟲感染種類。結果顯示此瘧原蟲最相似

P. knowlesi，相似度達 99% 及 91%。以基因樹分析此 P. knowlesi與其他地

區所報告之 P. knowlesi蟲株做親源比較，發現此 P. knowlesi與馬來西亞分

離之 KH35 株最相近。因此，需加注意致病性 P. knowlesi 引入台灣猴群，

再傳染到人類族群，造成新興猴子瘧疾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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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Keywords: Plasmodium, PCR, genotyping, samian malaria, SSU rDNA 

 

Malari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world. 

Taiwan declared malaria eradication in 1965, since then Taiwan is still 

remaining in the maintenance phase. Every year we have about 30-40 cases 

imported from oversea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ow case number, doctors and 

lab technicians are getting less experience to the malaria diagnosis and 

awareness. The SSU rDNA have been used to be the target for the nested PCR in 

order to differentiate four human malarias. A genotyping system is also set up to 

compare the sequences of different malaria strains from different areas and use 

for the malaria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A case of naturally acquired infection 

with simian malaria, Plasmodium knowlesi, in Palawan Island, Philippines, was 

reported here. Although the morphology of malaria parasites in the patient was 

similar to those typically seen in P. malariae, some minus different patterns 

were found to differentiate with P. malariae. The SSU rRNA and the CSP 

sequences were used to elucidate the species of malaria infect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SU rRNA and the CSP sequences of patient’s parasites were 

most similar to P. knowlesi genes with 99% and 91% homology respectively. 

Therefore, P. knowlesi shall be taken precaution against the re-mergence of 

simian malaria in human when they are introduced into local wild primate 

population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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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瘧疾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傳染病之一，1993 年 WHO 度報告指出，全球

40%人口身處疫區，全球每年約有十億人口感染瘧疾，每年死於瘧疾人數

逾二百萬人，所耗社會資源難以算計。2004年的 Global Malaria Report更

指出全球瘧疾感染有不減反升的現象(WHO, 2005)。台灣地區雖早已根除瘧

疾，但仍處於「保全階段」的瘧疾防疫期，台灣境內雖無瘧原蟲存在，然

東南部及東部的部份山區仍有矮小瘧蚊滋生，仍可能傳播瘧疾，2003年台

東縣太麻里連續發生兩起惡性瘧本土性感染即為一例。因此，對於瘧疾境

外移入病例的篩檢、根本治療及追蹤，即為防治工作最重要的一環。2003

年起更增加入境旅客機場熱患篩檢，已減少瘧疾入侵的機會。世界衛生組

織建議如台灣等主要瘧患為境外移入者之病例稀少區域，瘧疾診斷應以實

驗室檢驗為主(WHO，2005)。目前瘧疾血片之顯微鏡檢查仍為標準檢驗方

法，但其敏感度較差(25 parasites/µl) (Snounou et al., 1993 a, b)及需有經驗的

鏡檢人員。因此，近年來許多應用 PCR技術的瘧疾分子檢驗法也陸續被發

展出來用於瘧疾之檢測。主要的分子標的有 small ribosomal subunit (SSU) 

rDNA、merozite specific protein (MSP1 & 2) [Foley et al.,1992]、circum- 

sporozoite protein (CSP) [Long et al.,1995]或 dihydrofolate reductase- 

thymidylate synthase junction [Arai et al.,1994] 基因等，但以 SSU rDNA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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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Waters＆McCutchan,1990]，可區分四種人類瘧原蟲熱帶瘧(Plasmodium 

faciparum)、間日瘧(P. vivax)、三日瘧(P. malariae)及卵形瘧(P. ovale)。 

本實驗室參考 Singh et al., 1999及 Padley et al., 2003發展之 PCR分子檢

驗系統，以 SSU rDNA為分子標的並配合基因庫序列資料及採檢、核酸製

備流程，建立一套可應用於臨床之 multiplex PCR 分子檢驗系統，以四組

species specific primer sets進行 PCR，同時鑑定瘧原蟲之種別，最後可依實

際需要進行基因型別鑑定(genotyping)。台灣近年瘧患主要為境外移入者，

為因應未來病例感染源確定、復發(relapse)與再感染(reinfection)之釐清、瘧

原蟲型別與臨床症狀之關係、以及抗藥性偵測等需求，應發展基因型別鑑

定系統，建立資料庫與世界各國的瘧疾分子流行病學資料接軌，以有效取

得並貢獻防疫資料。除 SSU rDNA外，P. faciparum 的 msp1及 msp2基因

皆具 polymorphism，且以變異數目之重複排列(variable numbers of tandem 

repeat)之方式呈現，亦已被做為基因型別鑑定之依據。 

台灣現在的瘧疾病例多為境外移入，經初步分析，八成病例皆為單一

病原(single clone)感染，仍有少數為混合感染(mixed infection；至少兩種以

上瘧原蟲感染)，檢驗鑑定上採取種別確認及基因分型，可獲知感染地之感

染機率，再與病人臨床治療、預後及復發等資料結合，可建立國人境外感

染之面像，經與世界他國資料比對，未來或許可進一步找到抗藥基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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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臨床病例做初步預測及妥善治療。 

近些年來許多傳染病如禽流感及SARS等跨物種間之傳播，已造成人類

健康極大的威脅，也引起國際共同的重視的課題。許多野生猴類及動物則

為這些致病原在自然界的保蟲宿主。目前有至少26種瘧原蟲存在於猴類族

群中，其中如Plasmodium knowlesi、P. simium、P. brasilianum、P. inui及P. 

Cynomolgi已被證實可自然感染人類產生瘧疾症狀(Coatney et al., 2003)。由

於檢驗上述猴子瘧疾之血片需要良好的經驗，在形態學上又常與人類瘧疾

相似而誤判，而無法真正做正確的判定。如P. knowlesi可自然引起Macaca 

fascicularis monkey產生猴子瘧疾，而P. knowlesi 顯微鏡下的形態非常類

似，不易以形態學區分，需以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加以區分。具1941年日本

學者的報導台灣雖有P. knowlesi的存在於Macaca cyclopis 的猴類族群中，但

不會傳染給人類(YOKOGAWA, 1941)。這裡，我們報告在台灣所發現的第

一例由菲律賓巴拉望島自然感染P. knowlesi猴子瘧疾的病例。希望國人注意

未來P. knowlesi猴子瘧疾引入台灣Macaca cyclopis猴類族群，在傳播給民眾

的譴在危機。 

本計劃今年度的研究主要為：1.收集台灣地區所有瘧疾病例之檢體及臨

床資料，以顯微鏡檢查為參考標準，利用PCR-cloning及sequencing定出所收

集之瘧原蟲之Small ribosomal subunit RNA基因(SSU-rDNA)序列，並進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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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分析，尋求感染人類瘧原蟲之SSU-rDNA中序列之異同。2. 分析在台灣

所發現的第一例由菲律賓巴拉望島自然感染P. knowlesi猴子瘧疾的病例，並

進一步做其分子分型，了解與其他地區P. knowlesi菌株之親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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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瘧患血液檢體收集 

本研究收集台灣今年新通報之瘧疾病例檢體 25例，主要來自東南亞地區、

非洲、中國及大洋洲，檢體分為三種：加入抗凝劑 EDTA 保存之全血、滴

於濾紙(IsoCode paper)蔭乾保存之 dry spot、及血液抹片(厚片與薄片)，後者

將進行鏡檢作為參考指標，前兩者將進行核酸抽取及聚合酶連鎖反應。針

對每一病例，將收集基本資料、旅遊史、感染及發病日期、對抗瘧藥物之

反應、是否復發等資料。 

 

DNA抽取純化 

採用 QIAampTMBLOOD KIT (Qiagen)，本品可使用全血或是 dry spot，經初

步試驗 DNA之純度及回收量均佳，使用上尚稱方便。 

 

SSU rDNA序列分析 

以 rDNA之 universal primers set：RD3 (5’-ATC TGG TTG ATC CTG CCA 

GT-3’)及 RD5 (5’-ATC CTT CCG CAG GTT CAC CT-3’) 增幅樣本中

Plasmodium spp.之全長 SSU rDNA，然後植入 TOPO TA cloning vector：pCR 

4-TOPO(InvitrogenTM)中，經Escherichia coli中選殖及序列分析後，再已GCG

軟體比對分析，尋求感染人類瘧原蟲之 SSU rDNA中序列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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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 diagnosis 

利用 multiplex PCR 可快速並鑑定出瘧原蟲的種別，所用的引子如下： 

PlasR(5’-GTA TCT GAT CGT CTT CAC TCC C-3’)、falF(5’-AAC AGA CGG 

GTA GTC ATG ATT GAG-3’)、vivF(5’-CGG CTT GGA AGT CCT TGT-3’)、

ovaF(5’-CTG TTC TTT GCA TTC CTT ATG C-3’)、malF(5’-CGT TAA GAA 

TAA ACG CCA AGC G-3’)四組反應在同一試管中進行  (Padley et al., 

2003)。以 humanβ-globin DNA 為 Internal control 的標的，期增幅引子為

BG07(5’-GGT TGG CCA ATC TAC TCC CAG G-3’)及 BG08(5’-TGG TCT 

CCT TAA ACC TGT CTT G-3’)增幅產物為 262 bp。 Positive control則以鏡

檢及上述選殖之 rDNA clone作對照。 

 
Sensitivity assay 

PCR檢測之敏感度將以鏡檢結果作為比較標準，選殖出之 rDNA clone將作

為即時定量 PCR檢測系統之比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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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瘧疾病患流行病學資料 

94年至 12月中止，共有 25例瘧疾境外移入病例，其中以 Plasmodium 

falciparum病例最多有 17例，其中 5例為重症（1例死亡）；其次為 P. vivax

有 5例；P. falciparum/P. vivax混合感染有 2例，皆為重症（1例死亡），由

緬甸移入；P. knowlesi有 1例。死亡 2例皆為女性，分別由印尼及烏干達移

入。移入地區非洲有 12例，亞洲有 11例，大洋洲 2例。P. vivax皆由亞洲

移入。本年度較特別之發現為檢驗處境外移入之人類自然感染 P. knowlesi

猴子瘧疾病例。所有病患除做血片檢驗外，亦採血抽取核酸後進行 PCR增

幅反應，以進行後續之基因分型工作；病患病歷及流行病學資料以建立資

料庫，供後續資料分析用。 

 

瘧原蟲種類之分子分型 

利用以 SSU rDNA為標的之 multiplex PCR分子檢驗，可以藉產物之有

無及大小區分四種人類瘧原蟲是否存在及加以區分種別，P. falciparum可增

幅出一條 205 bp之產物， P. vivax可增幅出一條 120 bp之產物, P. malriae

可增幅出一條 144 bp之產物及 P. ovlae可增幅出一條 800 bp之產物 (如圖

一)。上述已做血片檢驗之病患血液檢體抽取核酸後進行 PCR 增幅反應，

所得之瘧原蟲種別判定結果皆與血片判定結果一致，敏感度亦較高。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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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經治療血中只有少數瘧原蟲母細胞時，則常發生鏡檢可看到蟲，但 PCR

檢驗為陰性的情形。後續 SSU rDNA定序及基因分型工作因原計劃主持人

離職而暫時中斷，現已恢復定序工作，將陸續定出基因序列進一步做型別

鑑定，並將與臨床症狀、感染地區及發病潛伏期等資料庫銜接，將可提供

瘧原蟲抗藥性、復發率、重新感染率及藥物敏感度之檢測依據，亦可輔助

臨床診斷與治療。 

 
猴子瘧疾病患之臨床分析 

2005年四月，一位 60歲之男性病患自菲律賓巴拉望島從事生態旅遊回

國約 4-5天後，因發燒、頭痛、間歇性冷顫、發汗及身體不適至埔里基督教

醫院門診就診。自述曾於旅遊期間遭蚊子叮咬，因巴拉望島為瘧疾流行區，

判斷其可能感染瘧疾，故採取血片送驗，初步確認為三日瘧(P. malariae)。

病患除發燒至 39.4℃及心跳較快(91次/分鐘) ，實驗室的生化檢測值皆在標

準範圍內，如表一。病人在接受 chloroquine 治療後三天血中即無法鏡檢到

瘧原蟲，體溫及心跳皆恢復正常。 

 

猴子瘧疾 P. knowlesi之形態學分析 

由金薩染色之薄層血片觀察發現其中之瘧原蟲多為活動體。瘧原蟲的

形態與三日瘧非常相似，如皆有呈現帶狀之活動體。但發現有瘧原蟲感染

之紅血球邊緣會呈現棘狀凸出的結構，同時瘧原蟲染色質分佈情況及

Mulligan斑點的結構亦與三日瘧有所不同(圖二)。因此，懷疑可能是它種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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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蟲，並進行瘧原蟲SSU rDNA的選殖、定序與序列比較。  

 

猴子瘧疾 P. knowlesi之基因分型 

同時利用改良後之 SSU rDNA nested PCR (如圖一)，我們將此瘧原蟲之

SSU rDNA選殖到 pGEM-T載體上並加以定序。所得之基因序列送入 NCBI 

GenBank中以 BLAST進行序列比對，發現最相似的瘧原蟲為 P. knowlesi (相

似度為 99.0%)。在進一步以 circusporozoite protein (CSP)基因進行選殖、定

序與序列比較，也同樣發現最相似的瘧原蟲為 P. knowlesi (相似度為

91.0%)。因此，判定此病患感染之瘧原蟲為 P. knowlesi，為台灣首次發現的

猴子瘧疾境外移入病例。以基因樹分析此 P. knowlesi 與其他地區所報告之

P. knowlesi蟲株做親源比較，發現此 P. knowlesi與馬來西亞分離之 KH35株

最相近，但與其他馬來西亞之分離株及標準株 Nuri 與 W1 距離較遠(如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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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年度之瘧疾病例數為 25例，與往年差距不大，但有兩例死亡病例，

未來需加強實驗室之檢驗及通報速率；與醫生在用藥方面的知識及習慣和

對瘧疾的警覺心。疾管局也應改進抗瘧藥物的使用政策，召開藥物使用

guideline 的研討會，更新藥物使用 guideline，引進新的抗瘧藥物及用藥方

法推廣給各醫院感染科醫生。今年兩例 Pf/Pv混合感染皆由緬甸移入及造成

瘧疾重症，其中一人死亡。因此，未來若發現 Pf/Pv混合感染，特別是由緬

甸移入時，需特別加以注意病人後續發展成重症的可能性。 

今年三例由印尼及所羅門群島移入的病例，雖經 quinine治療康復，但

因血中仍有 gametocytes而無法出院，雖再加 primaquine清除 gametocytes，

仍留院觀察長達 30-40 天，才完全清除血中的 gametocytes。而其他由非洲

移入的病例在 quinine治療後一般皆可在一週內康復，血中無任何瘧原蟲存

在。是否來自印尼及所羅門群島的瘧原蟲在經 quinine治療後容易受激轉變

成 primaquine，同時又對 primaquine有抗性，因此不易清除。未來將比較這

些印尼及所羅門群島的瘧原蟲與其他來源之瘧原蟲在基因分型之差異，找

出可能的原因。 

台灣於 1941 年即發現 Macaca cyclopis 可以感染 P. knowlesi 猴子瘧

疾，但不會傳染給人類(YOKOGAWA, 1941)。這是否因為 P. knowlesi產生

的臨床症狀不明顯及可自癒，所以長期以來都沒有被診斷及報告。是否台

灣之猴子及蚊媒只能攜帶及傳播非致病性 P. knowlesi還需進一步做調查，

以了解未來致病性 P. knowlesi引入台灣的可能性。P. knowlesi的形態與 P. 

malariae非常相似，在做診斷時常會誤判，本次病例就被以 P. malariae先

做通報。所以當作血片鏡檢時，若發現有不典型之瘧原蟲時，需加注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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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做分子分型鑑定以免誤判。此次檢出之 P. knowlesi 蟲株與馬來西亞的

KH35株最為相近(Singh et al., 2004)，需進一步了解兩者的地理關係。 

未來需加強對瘧疾境外移入患者的檢驗及管理工作，了解各種瘧原蟲

型別與流行病學關係，提供瘧疾防治工作。也需加強對其他動物瘧疾的檢

測能力，避免未來可能的跨物種間瘧疾傳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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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猴子瘧疾病患之臨床生化資料 

Body temperature 39.4℃ 
Heartbeat 91 beats/min 
Hb (Hemoglobin) 12.x g/dL 
Hct 35.7% 
Erythrocyte count 4.15x106 cells/µl
WBC 6110 cells/µl 
Segment 63% 
Lymphocyte 22% 
Monocyte 13% 
Platelet count 104,520 /µl 
Reticulocyte 0.6% 
GOT 26 
GPT 72 
Bil(T) 1.01 
LDH  459 
BUN 15.5 
Creatine 0.76 
CRP 6.02 
Urine analysis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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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瘧疾聚合酶鏈鎖反應(PCR)分子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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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 : Plasmodium knowlesi
Pm : P. malariae三日瘧
Pv : P. vivax間日瘧
Pf : P. falciparum惡性瘧

+ : 陽性對照組
– : 陰性對照組
A1:惡性瘧患者
A2:間日瘧患者
M : 100 bp marker



 20

 
 
 
 
 
 
 
 
 
 

 
 

 
圖 2. Giemsa-stained thin blood films depicting growing trophozo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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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the SSU rRNA (A) and CSP (B) sequences of Plasmodium 
species exhibited by the neighbour-join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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