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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與流感大流行Q & A 
 
一. 什麼是禽流感？為什麼會造成人類的流感大流行？ 
禽流感是一種由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引起的感染。此病毒自

然存在於鳥類的消化道中，一般不發病。禽流感病毒可分為高致
病性和低致病性兩種。受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的鳥類，呈現
羽毛明顯凌亂，食慾減退，停止產蛋，雞冠呈紫色，病徵開始出
現後迅速惡化，家禽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致死率可高達80%
以上。 
目前H5N1型禽流感病毒因基因突變造成可禽傳人，在一段時

間後並與人類流感病毒進行基因交換適應於人體即可有效地人傳
人，終將導致全球性、致命性的人類流感大爆發。所以流感大流
行又稱「殺手流感」或「超級流感」。禽流感病毒種類很多，目前
以H5N1造成大流行的可能性最大。  
 
二.什麼是H5N1？ 
A型流感病毒具有多種不同的亞型。這些亞型係依據A型流感

病毒表面的血凝集素(HA蛋白)，以及神經胺酸?(NA蛋白)配對而
成。A型流感病毒的HA蛋白有H1~H16等16種，而NA蛋白可分為
N1~N9等9種，所以HA和NA可配成144種不同的亞型。A型流感
病毒的所有亞型都能夠在禽鳥類中發現。A/H5N1禽流感病毒亦稱
為「H5N1病毒」，是一種主要存在於鳥類的A型流感病毒亞型。它
於1961年在南非從鳥類(燕鷗)中首次分離。H5N1病毒在鳥類中傳
染性非常強並可致命。自1997年以來，亦有人類遭受該病毒感染
個案，但它在人類之間傳播的能力，目前資料顯示非常低。 
 

三. 為什麼全球如此重視禽流感？ 
現今全球交通頻繁，病毒可經由禽畜及其製品之生產、交易

途徑，侯鳥的遷徙，被感染禽鳥的走私、販賣，以及人類的旅遊
來往等因素，迅速散播。禽流感一旦入侵對整個國民健康,人民生
計，社會安定，農經產業等均會造成嚴重衝擊。若禽流感不幸演
變至可人傳人，那更將是全球人類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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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及生命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曾席捲全球造成超過2000萬人
死亡。1957年亞洲型流感的流行造成150萬∼450萬人死
亡。第3次大流行(1968年香港型)也造成上百萬人死亡。
世界衛生組織預估最近若爆發世界性大流行，全球將有
200~700萬人死亡。 

2. 影響經濟 
       若發生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感染區內所有家禽一律撲殺,

導致消費者恐慌，禽品消費大幅減少，影響層面包括餐
飲業、通路商、加工廠、養禽業、獸醫師、飼料業、中
間承銷商和屠宰業等，禽品無法外銷，撲殺感染區家禽
補償費，緊急防疫，穩定禽品價格及後續如禽場消毒、
禽鳥屍體處理和受害業者紓困貸款，造成經濟損失及觀
光業的蕭條。病毒若演變成人傳人，所有社會經濟活動
面臨停頓，損失將無法估計。 

3. 醫療系統面臨前所未有之衝擊 
由於須要接受治療的病人驟增，醫護人員照顧患者若沒有
防護造成感染，醫院人手會因疫情而變得短缺，抗病毒
藥及治療繼發性感染的抗生素需求大增，符合當時流行
株疫苗研製產出需數個月，醫護界將承受莫大壓力；醫
療設施將負荷過重，而且因為病患、人手及資源服務的
優先順序，使得非緊急工作會延期進行。 

4. 產生恐慌 
從人類歷史觀之，只要是不明疫病，即有可能使民眾生活
在恐懼之中。往往由於疾病的傳播快速、死亡率高，再
加上病毒分離耗時，更加重了疫病的神秘色彩，人們身
心壓力交雜，也使得社會瀕臨崩潰。 

 
四.那些動物會感染禽流感？ 
大部分的禽鳥類都會感染家禽流行性感冒，目前發現家禽流

行性感冒也可傳染人類。水禽類如水鳥、鴨可能是禽流感病毒帶
原者，而陸禽如雞、火雞、鴕鳥感染則造成大規模死亡。目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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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調查資料顯示，H5N1禽流感病毒已漸跨越宿主障礙，而感染到
豬、馬及貓科動物(貓、虎、果子狸等)。 
 

五.禽流感有沒有藥醫？ 
有的。抗流感病毒藥劑目前有兩類，一類係屬M2蛋白抑制劑，

如 Amatadine，但已知目前的 H5N1病毒具抗藥性且具較多副作
用；另一類為神經胺酸 抑制劑，如�� Oseltamivir（Tamiflu） 、
Relenza，它對A、B型流感均具良好治療效果，但需於發病後48
小時內服用，使用後可縮短病程、減輕疾病癥候嚴重度、減少併
發症發生率。此類抗病毒藥劑對於禽流感病毒如 H5N1亦可有療
效。抗病毒藥劑係屬處方用藥，故需經醫師指示下才能使用，以
防止產生抗藥性。 
 
六.國人應如何避免禽流感？ 
1. 避免接觸禽鳥及其分泌物，若不慎接觸，應馬上以肥皂徹
底清潔雙手。 

2. 避免生食禽類及其製品（包含蛋類及相關產品如鴨血）。 
3. 非必要或無防護下，請避免到生禽宰殺處所及養禽場、活
禽市場。 

4. 禽畜業工作者於作業過程時，應穿戴個人防護設施，工作
後，應做好清消工作。 

5. 一般民眾平時應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注意飲食均衡、
適當運動及休息，維護身體健康。 

6. 有禽鳥接觸史、流行地區旅遊史之民眾，若出現發燒、喉
嚨痛、咳嗽、結膜炎等症狀，請戴口罩儘速至掛有新型流
行性感冒採檢醫療機構標章之醫療院所採檢、就醫，並主
動告知接觸史、工作內容及旅遊史等。 

 
七.出外旅遊如何避免感染禽流感？ 
1. 非必要或無防護下，請盡量避免前往禽流感流行地區。 
2. 如果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類流感症狀，則旅程延期
或取消。 

3. 在旅途中避免接觸（包括餵食）禽鳥及其分泌物，若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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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應馬上以肥皂徹底清潔雙手。 
4. 注意飲食衛生，務必熟食且避免生食禽類及其製品。 
5. 返台入境時，若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類流感症狀，
請填妥「SARS 及其他傳染病防制調查表」，並戴口罩儘
速至掛有新型流行性感冒採檢醫療機構標章之醫療院所
採檢、就醫，並主動告知接觸史、工作內容及旅遊史等。 

 
八.家裡如果有養禽類的人要怎麼辦？ 
1. 避免直接接觸家禽、鳥類或其糞便，尤其是幼童及老人等體
弱者。 

2. 接觸過家禽、鳥類或其分泌物後，要立刻用肥皂和清水徹底
洗淨雙手。 

3. 禽畜業工作者於作業過程時，應穿戴個人防護用具，工作
後，應沐浴更衣做好清消工作。 

4. 增強自己的抵抗力，實踐健康生活模式，包括：均衡飲食、
適量運動、充足休息、減少壓力及不吸菸。 

5. 維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衛生。 
如保持雙手清潔，並用正確方法洗手。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口鼻，並將痰涎或鼻涕用紙巾包好棄於
垃圾箱內，然後洗手。 

6. 做好自我體溫監測，如出現感冒症狀便要戴上口罩，儘速至
新型流行性感冒採檢醫療機構採檢、就醫以免傳染他人，並
向醫護人員說明曾與禽鳥接觸。 
 

九. 目前全球人類感染禽流感的現況如何？ 

1997年香港家禽禽流感爆發期間，首次發現A/H5N1由鳥傳播
至人的病例。有18個人發生嚴重的呼吸道疾病，其中6人死亡。
1999年及2003年香港分別有2個女孩及1男孩感染A/H9N2低病
原性禽流感,但症狀輕微。另在 2003在荷蘭傳出 A/N7H7爆發傳
染,89位感染者中有1位獸醫師死亡，主要症狀為結膜炎，肺炎及
呼吸道症狀不明顯。香港在2003 年2 月， 再次發現H5N1個案，
一個家庭中的兩個成員(爸爸與兒子)，當他們從中國福建旅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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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後，父親發病去世，但兒子康復。2004年加拿大出現H7N3
感染的2個病例，沒有人死亡，症狀為肺炎及結膜炎。 
東南亞國家在家禽的H5N1大規模爆發時出現人的感染病例，

自2003年迄2005前 9月15日，人類感染禽流感A/H5N1的國家
有泰國、越南、印尼和柬埔寨，總計114人感染其中59人死亡，
平均死亡率為五成，現在專家逐漸知道何時投藥可產生最好效
果，死亡率已降至三成左右。 
 

十.人類感染禽流感有哪些症狀？ 
感染禽流感的初期病徵與人類流感相似，包括發燒、頭痛、

肌肉痛、流鼻水、咳嗽、喉嚨痛及結膜炎（如荷蘭之H7N7感染者），
另據越南感染H5N1的病例資料顯示，亦有腹瀉的症狀發生；而後
期則可能發展為高燒、肺炎、呼吸衰竭、多重器官衰竭及死亡。 
 
十一.禽流感與SARS那一樣比較可怕？ 
禽流感與 SARS產生的症狀相似，我國曾有防止 SARS經驗及

目前規劃三大策略四道防線，若疫苗研發成功,抗病毒藥物準備充
分，即時監測系統和檢驗能力，應可將傷害減至最低。 
WHO預估若爆發流感大流行，全球將有200至700萬人死亡，

將重創全球經濟。 
另依據美國 CDC之預測模式推估，一旦禽流感演變成人傳人

的新型流感且爆發大流行，我國可能有高達530萬人遭受感染，7
萬多人住院，14,000多人死亡，對國內社會經濟衝擊遠超過SARS
來襲的10倍以上。  

 
十二.禽流感如何演變為流感大流行？ 
禽流感病毒在鳥類中持續散播，而此病毒具有容易產生變異

的能力，加上禽鳥類與家畜、人類的活動範圍接近，跨物種而感
染另一物種如豬、人即可能獲得不同基因，例如患者同時受到人
類流感病毒及禽流感病毒感染，就有可能成為病毒的「混合管
道」，產生基因重組，成為新品種病毒；當此病毒有能力傳染給人，
並引起嚴重疾病時，即已具備流感大流行病毒株的特質，它一旦
適應人類生理環境，且易於在人與人間傳播時，即意味著流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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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可能發生；但要預計這種情況何時發生、規模如何等，目前
是有些困難。 
 
十三.流感大流行真的會來嗎？ 
1997年香港首次出現人類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的事件，造成

18人感染，6人死亡，致死率達三成左右；而自2003年底以來至
2005年9月15日止，依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資料顯示，已有越
南、泰國、柬埔寨、印尼等四個東南亞國家，相繼發生人類感染
H5N1禽流感病毒的疫情，總計已有114人感染，59人死亡，致死
率則高達五成左右；病毒亦隨著時間而持續變異。 
這些年來，亞洲地區陸續已有 13個國家先後出現家禽感染

H5N1禽流感的疫情，台灣目前雖非疫區，但位處禽流感高危險地
區，應加強警戒。環視如此的疫情，世界衛生組織及流感專家都
一致認為，禽流感已不是「會不會來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來
的問題」。雖然目前尚未證實有效人傳人案例，但在流感大流行無
法避免的前提下，政府與民間應共同攜手作好準備。 
 
十四.明年(2006)一月到三月會發生大流行，是真的嗎？ 
自1997年以來，H5N1禽流感疫情，持續地威脅到禽鳥類與人

類的生命健康，已造成數億隻禽鳥病死或遭撲殺，而人類感染H5N1
禽流感之病例亦逐漸增加，經WHO確認的已有114人感染，59人
死亡（資料截止日期：2005年9月15日），使得H5N1禽流感已成
為東南亞國家禽鳥類的地方性傳染病，如此該病毒持續繁衍與變
異，恐將釀成禽流感全球性大爆發。 
雖然台灣為非疫區，但每年九月候鳥南遷，且之前於中國青

海與新疆、西伯利亞、哈薩克、蒙古等國相繼傳出候鳥感染 H5N1
禽流感而死亡疫情，所以有人擔心未死亡而感染病毒者，將有機
會於此次南遷時帶來病毒的散布，台灣是候鳥過境的一個中途
站，如果沒有作好防範工作，在年底流感盛行季裡，造成人流感
與禽流感病毒基因重組的可能性大增。 
據此推估，明年一月到三月極可能是國內爆發禽流感疫情的

危險期。因此，政府已將防範禽流感提升至國安層級，希望全國
上下，政府與民間同心協力作好防治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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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流感大流行可能造成對國人的健康生命危害為何？ 
依據美國 CDC之預測模式進行演算，一旦禽流感演變成人傳

人的新型流感且爆發大流行，以我國人口學資料以及假定25%的侵
襲率的前提下推估，可能有高達530萬人遭受感染生病需就醫，7
萬多人住院，1萬4千餘人死亡。 
 
十六.國人為什麼不必對禽流感恐慌？ 
恐慌心理的形成，主要是來自面對無知的環境而且又有受害

的威脅下，一時不知如何處理而產生；因此，民眾對疾病特性能
有充分認識，另一方面政府有能力可以即時偵測與防治，而這些
作為都要化為事實，讓民眾真正感受到而產生信心，如此國人將
不會產生恐慌心理。 
目前政府已透過專家學者確認禽流感若造成大流行時之一些

防治參數，如傳染期、潛伏期、致病機轉及罹病率等，完成各項
標準作業程序書與計畫書等文件，並建置於疾病管制局網頁
（http://flu.cdc.gov.tw）供各界參考；另外也責成各級政府相
關單位依流感大流行防治措施加強技能演練，熟悉指揮、溝通聯
繫管道，落實動員防治能量與時效；最終政府為了達成上述成效，
已加強監測能力，並與國際合作提升防疫措施之研究能量儲備。 
 
十七.流感大流行如何傳染？那些人比較容易被傳染？ 
流感大流行時是由人傳人，藉著飛沫、接觸及空氣迅速傳播。

依據SARS的經驗，藉著經商、旅遊者散佈及患者就醫的動線，若
醫師沒有及時察覺到，而造成此病毒而在醫院中散布，醫療照顧
者、接觸者及運送病患者將相繼被感染，所以流感大流行一旦來
臨，醫療體系內醫護作業人員以及人口密集機構內的人員是比較
容易被傳染。 

 
十八.民眾感染新型流感可能出現的症狀？ 
新型流感，是政府為了防治流感大流行，依傳染病法所公告

的疾病名稱，作為與一般的人流感（流行性感冒）之區別，換言
之，是指具類流感症狀的病人，經採檢而結果驗出是屬流感病毒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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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但不是 H1或 H3時，就要把他當作新型流感的疑似病例，而即
時提供抗病毒藥劑治療與各項防疫措施，並進行嚴密的綜合性研
判是否為新型流感確定病例及其型別如H5、H7等。 
感染新型流感的初期病徵與人類流感相似，包括發燒、頭痛、

肌肉痛、流鼻水、咳嗽、喉嚨痛及結膜炎（如荷蘭之H7N7感染者），
另據越南感染H5N1的病例資料顯示，亦有腹瀉的症狀發生；而後
期則可能發展為高燒、肺炎、呼吸衰竭、多重器官衰竭及死亡。 
 
十九.「普通」流感與「超級」流感有何不同？ 
全球各地每年都會出現「普通」流感的流行。所謂流行病，

就是指疾病爆發廣泛出現在一個社區中。「普通」流感是有季節性
的，因流感病毒抗原基因輕微變異所引起，感染率約10%。在台灣
流感的高峰期一般在每年12月至次年3月。大部份流行性感冒患
者都能在 2至 7天自行痊癒，產生抗體。但長者，兒童，或糖尿
病、心肺疾病慢性病患者，則會產生併發症，如支氣管炎，肺炎
等，甚至造成死亡，致死率約為0.1%以下。 
「超級」流感則指疾病在全球多個國家肆虐，感染者眾，而

疾病也會因為跨境貿易與人口流動量極為迅速在全球的擴散。每
隔約 10到 50年出現一次，並可在一年之中任何時間出現。出現
的原因，是流感病毒出現抗原基因大變異，而造成當時的人口族
群皆無抗體保護，感染率可達 20~50%，任何年齡皆有嚴重病情的
風險。「超級」流感通常伴隨較多感染個案及較嚴重的病情，並引
起高死亡率。 
 
二十.為什麼今年要特別加強「普通」流感疫苗的注射？ 
因疫苗有其特異性，目前每年接種之流感疫苗係針對H1及H3

流感病毒製造的，而且該病毒基因非常容易發生變異，也因此為
維持其成效有需要每年接種流感疫苗。 
最近幾年來，每年冬、春季節，除普通流感盛行以外，其它

如SARS、H5N1禽流感人類病例也相繼發生，漫延全球，造成社會
經濟重大危害，甚至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因此，對於普通流感
有疫苗可以事先預防，所以借助其高接種率，來控制與區別其它
類似症狀的疫病，得以有效進行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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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H5N1禽流感疫情在許多亞洲國家的養禽場，愈演愈烈，
如在冬季裡國人同時感染到人、禽流感病毒時，則可能造成基因
重組，產出新的H5N1型流感病毒而且容易適應人類生理環境，屆
時由於民眾都沒它的抗體保護，將可能帶來流感大流行的疫情，
因此有必要特別加強「普通」流感疫苗的注射。 
 
二十一.我國因應流感大流行之策略為何？ 
我國因應流感大流行三大策略和四道防線分述如下: 
（一）三大策略 
★策略Ⅰ：傳染阻絕手段 
儲備安全防護設備，提供第一線防治人員之安全保障，

並規劃大型隔離場所因應發生大流行疫情時，處理出現大量
病患需門診或住院治療，規劃及儲備相關設施及流程。 
針對社區、集會、遊行等容易人口密集之場所，及教（保）

育機構停止上課等相關建議要點，視各地病例分布狀況，對
上班上課、集會等活動之管制。 
★策略Ⅱ：流感抗病毒藥劑 
在疫情入侵，而疫苗尚未發展上市前，抗病毒藥劑對於

民眾為最有效的保護方式，抗病毒藥劑之實施可有效避免後
續之細菌感染帶來嚴重後遺症或死亡，降低疾病嚴重度及死
亡率。以儲備全人口之10%為目標，規劃研發製造技術，儲備
製造能量。另已著手開發國內自行製造克流感的能量。 
★策略Ⅲ：新型流感疫苗 
疫苗是為預防流感最好的方法，惟因考量資源有限，故

在提供免費疫苗之政策上，應妥適設定施打對象之優先順
序，以期有限資源達到最大效益。新型流感之疫苗在國際間
已在研發之列，一旦完成研發、量產上市，理當視同防疫物
資，有效進行儲備，以提供高危險群、維持社會運作者優先
施打。 
        
    （二）四道防線 
★防線一：阻絕境外 
積極參與國際合防治計畫及加強與友我國家之雙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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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日、香港、新加坡、英、澳以防泰、越之疫情擴大，
並回應美、日、世衛之呼籲，捐贈越南六十萬劑克流感(六萬
人份)，協助控制疫情，將疫情防堵於國外，加強對台商的宣
導及保護。 
★防線二：邊境檢疫 
加強空港、海港之發燒篩檢及檢疫工作，對來自疫區之

本國及外籍旅客之健康監測。 
★防線三：社區防治 
加強民眾宣導，結合地方及民間團體，強化民眾社區防

疫之配合度如居家隔離或自主健康管理，及家禽業者之管理。 
★防線四：醫療體系之保全 
已建置全國感染症醫療網，各縣市均有一家責任醫院，

並由醫學中心支援。全國性流感病毒之檢驗網絡建立，於第
一時間找出病患，避免院內感染。強化各醫療院所之感染控
制能量。 

 
二十二.為什麼世界衛生組織肯定我國對禽流感的防治工作？ 
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肯定台灣因禽流感疫情在中國大陸、東南

亞持續擴散，政府已警覺到威脅而提高防疫至國安層級，陳水扁
總統於 94年 8月 19日召開「禽流感可能入侵防治對策」國安高
層會議，由上而下，引起全民重視共同因應禽流感傳染；並且台
灣已擬訂全國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計畫以及動員防治作戰計畫等
文件，透過演習等方式熟練中央與地方分工合作事宜以及暢通指
揮、溝通協調體系，而且台灣也具備參與協助支援國際衛生防疫
能力。 

 
二十三.流感大流行可以避免嗎? 
不可避免。自1997年以來，H5N1禽流感疫情，持續地威脅到

禽鳥類與人類的生命健康，已造成數億隻禽鳥病死或遭到撲殺，
而人類感染H5N1禽流感之病例亦逐漸增加，截至2005年9月15
日經WHO確認的已有114人感染，59人死亡，使得H5N1禽流感已
成為東南亞國家禽鳥類的地方性傳染病，如此該病毒持續繁衍與
變異下去，恐將釀成禽流感疫情全球性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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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民眾需要自己購買抗病毒藥物嗎? 
不需要，而且不應該。就醫療法言，因為它是處方用藥，即

服藥前應確認為何種疾病，依專業進行診斷，故應由醫師執行之。
另從抗病毒藥劑資源來看，全球目前僅有一家藥廠製造生產克流
感藥物，雖已擴充產能，但仍無法滿足各國所提需求，因此民眾
若要自行儲備，則更容易造成恐慌，況且目前已有研究顯示，祇
要能夠及早監測到疑似病例，而立即進行環帶圍堵措施，將能有
效遏阻疫情之散播。而在感染後發病二日內用藥，即有相當好的
療效，故不宜漫無目的、大規模進行預防性用藥，以免產生抗藥
性。 
 
二十五.民眾需要自己購買口罩嗎? 
可以。因為口罩非屬醫療藥品，任何人祇要有呼吸道症狀，

就應該要戴上口罩，避免傳染他人，這才是良好衛生習慣，惟對
一般民眾外科口罩即已足夠。但是政府或醫療機構本身亦應儲
備，以應付大規模疫病發生時之緊急需要之用。 
 
二十六.民眾從那裡可以得到更多禽流感資訊？ 
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站 http://flu.cdc.gov.tw 或農委會網站

http://www.co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