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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正黏液病毒科(Orthomyxoviridae) 

  可分為A、B、C三型，近年又發現D型 

 

Mandell: Mandell, Douglas, and Bennet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7th ed. 

 

流感病毒 

紅血球凝集素
H抗原 

神經酸胺酶-N抗原 

A型可再依H抗原和N抗原分為不同亞型(如H1N1，H3N2…) 
B型及C型則不區分亞型 

疾病管制署 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流感病毒分類 

• A型和B型流感病毒會使人類產生較明顯症狀  

 

• A型流感病毒： H 抗原亞型共有18 種，為
H1-H18；N 抗原亞型共11 種，為N1-N11。 

 

• B型流感病毒：可再藉由linage分為
B/Yamagata及B/Victoria。 

 

疾病管制署 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2017 12月修訂 



流感病毒命名 

• A型流感：型別/宿主/分離地區/病毒株序號/
分離年份/HnNn 

eg, A/swine/Iowa/15/30(H1N1) 

1930年在Iowa分離的以豬為宿主的A型流感病
毒，序號15 

• B型流感：型別/分離地區/病毒株序號/分離年
份 

eg,B/Beijing/243/97 

(B型流感病毒只感染人) 

疾病管制署 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依1980 WHO分類



流感病毒的變異 

• 抗原微變(Antigenic drift)：因演化壓力
而持續進行單突變而引起抗原的些微改變 

造成地區性或季節性的流感流行 

• 抗原移型(Antigenic shift)：不同物種的
流感病毒感染同一個宿主細胞時，有可能
產生互換基因而引發不同的排列組合，基
因的重組產生抗原性的大變化 

與大流行相關，平均每20~30年發生一次 

  只發生在A型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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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 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比戰死人數多 



 

http://www.ocbf.ca/2012/happyhome/doctor/odw/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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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圖片來自 維基  上面說來自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at Rev Microbiol. 2014;12:822-831. 

The ecological cycle of influenza A virus 

H1-H16 & N1-N9 
(H17N10 & H18N11 only in bats) 

H1N1, 
H2N2, 
H3N2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禽流感本來只會在禽類間互傳，但與人類不同的是在呼吸道及腸道均會有病毒的存留，在大自然極易散佈。由於禽類與人類流感病毒所辨識的宿主細胞受器（receptor）並不相同，且禽流感病毒在HA 基因上所含的較多鹼性胺基酸也不利於人體內複製，因此一般認為較不容易直接感染人類。禽流感病毒演化成可以傳染人類的方式之一，是透過豬的媒介，一般由候鳥傳至水禽，由水禽感染陸禽（如雞），再由雞傳給豬。由於豬的細胞上同時具有辨認人流感及禽流感病毒的受器，因此一旦豬隻同時受到兩種病毒的感染，就可能在複製過程中發生基因互換，產生新病毒。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區，若人和雞、豬等動物非常接近，就成為孕育新基因重組病毒的溫床。另從進化的角度看，來自不同物種重新組合的新病毒，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馴化而逐漸適應人類細胞後，就能對人類產生致病性以及具有在人群中傳播的能力。此外，病毒也可經由突變由雞傳人（如H5N1） 。也可能H5N1 傳至人後，與人的流感病毒（如H1N1 或H3N2）重組而產生一個人傳人的全新病毒。目前已有證據顯示可能有有限性「人傳人」的情形出現，不得不令人擔心製造出全新病毒造成如1918 年西班牙流感引起的全球大流行。



流感國際概況 

• WHO: 

- 全球每年平均有3百至5百萬人罹患流感併發症 

- 約25萬至50萬人死亡 

 

•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 每年平均造成超過10萬人因感染流感而住院，
近4萬人死亡 

- 流感流行期間老年人與高危險族群住院率為非
流行期的2~4倍 

疾病管制署 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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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流感流行情形 

• 全年都可分離出流感病毒，較大規模的流
行則發生於秋、冬兩季。 

 

• 流感病例自11月開始逐漸增加，於12月 

 至隔年3月份達到流行高峰，每年約有14%
的人因肺炎或流感而就醫，其侵襲率大約
與國外資料相當。 

疾病管制署 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2017 12月修訂 



流感高危險及高傳播族群 

• 高危險族群係因自身免疫力關係，比平常人有較多
機會感染流感及出現嚴重併發症，包括: 

-老年人 

-嬰幼兒 

-孕婦 

-免疫功能不全者 

-具氣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臟、肝臟、腎臟等疾病 

-BMI≧30者等。 

疾病管制署 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2017 12月修訂 



流感高危險及高傳播族群 

• 高傳播族群係指因工作因素可能傳染給高
風險族群或是處於容易造成傳播之場所者，
包括 

-醫療院所之醫護工作人員 

-慢性照護機構之工作人員 

-學校之學生等。 

疾病管制署 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2017 12月修訂 



Incidence of symptomatic influenza virus 
infection among pregnant women 

BMC Pregnancy Childbirth 2017 May 30;17(1):155.  



Incidence of influenza-related  
hospital admission among pregnant women 

BMC Pregnancy Childbirth 2017 May 30;17(1):155.  



要近期疫情狀況呢？ 



全國各區近兩年每週門診類流感 
就診率趨勢 

1月 



全國每週呼吸道病毒分離情形 

資料來源：Taiwan CDC網站 
疾病管制署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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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ting pattern influenza B in Taiwan  
(2003~2014) 

 

 J Formos Med Assoc. 2016 Jul;115(7):510-22. 

簡報者
簡報註解
Circulating pattern and ge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nfluenza B viruses in Taiwan from 2003 to 2014.The CGMH collected 33 laboratory-confirmed influenza Bvirus samples during influenza epidemics in Taiwan between2004 and 2014.



Oseltamivir 抗藥性-台灣 

疾管署網站-台灣流感速訊 

• 2016/10/1~2017/4/15 

• 2017/10/1~2018/4/14 



 

流感預報站 



 



可流感預報站-全台就診人次預測 

 
門 急 門 急 



流感預報站-分區預測 

 



• 需同時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１）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３８℃）
及呼吸道症狀 

（２）具有肌肉痠痛、頭痛、極度倦怠感其
中ㄧ種症狀 

（３）須排除單純性流鼻水、扁桃腺炎及支
氣管炎。(此一條件不適用於學校及人口密集機構之監視通報系統) 

 

疾病管制署 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何謂類流感？  



流感-法定傳染病通報變更沿革 

• 1999年：第三類法定傳染病「流行性感冒」 

• 2000年：進行「流感併發重症」的監視 

• 2004年：自第三類法定傳染病移除 

• 2007年：「流感併發重症」調整為第四類法
定傳染病 

• 2011年9月：更名為「流感併發症」 

• 2014年8月：更名「流感併發重症」，限縮
「住院」為「需加護病房治療者」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 出現類流感症狀後二週內，因併發症(如肺
部併發症、神經系統併發症、侵襲性細菌
感染、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等)而需 

 加護病房治療或死亡者。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流感併發重症定義 

流感病毒 細菌 



 

疾管署網站 



流感併發重症 
2017/7/1至2018/4/16(依流感季) 

 

3.8 
2.3 

0.8 0.5 1.3 

4.9 

26.6 

0.2 0.1 0 0.1 0.2 0.9 

4.6 

0 

5 

10 

15 

20 

25 

30 

小於3歲 3-6歲 7-18歲 19-24歲 25-49歲 50-64歲 65歲以上 

每十萬人口累積發生率 每十萬人口累積死亡率 

我國65歲以上佔總人口比例：
12%(2014)，預計2060年將達41%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國情統計通報(第18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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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 
• 季節性流感 (Seasonal influenza) 

– 在人類每年發生季節性流行的流感 
– 有效人傳人，有疫苗可供預防 

 
• 禽流感 (Avian influenza) 
主要在禽類間流行的流感，分為高病原性與低病原性 
 

• 豬流感(Swine influenza) 
– 主要在豬隻間流行的流感 
– 通常很少經由人與人傳播，但2009年H1N1新型流感經過基
因重組後，造成大流行 
 

• 新型A型流感 (Novel influenza virus infections) 
– 偶然感染人類之禽流感病毒。某些可能具備有限性人傳人的
能力 

– 人類病例多在於禽類疫情發生處，且多有禽鳥接觸史 
 



• 為整合人類感染各A型亞型禽流感資訊，衛生
福利部於103年7月1日起將「H5N1流感」及
「H7N9流感」等新興A型亞型流感合併為「
新型A型流感」 
 
 
 
 
 
 

 

新型A型流感 

原「H5N1流感」 

列為第一類 
法定傳染病 

原「H7N9流感」 

列為第五類 
法定傳染病 

「新型A型流感」 

列為第五類 
法定傳染病 

整併： 



新型A型流感傳染病病例定義 

 

檢驗條件: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1.培養分離出新型A型流感病毒 

2.臨床檢體新型A型流感病毒核酸檢測陽性； 

3.血清學抗體檢測呈現為最近感染新型A型流感。 

通報定義: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1.符合臨床條件及流行病學條件 
2.僅符合臨床條件第(一)項及流行病學條件第(一)項 
3.符合檢驗條件 
 
 



新型A型流感傳染病病例定義(續) 

臨床條件 :同時具有以下二項條件: 

1.急性呼吸道感染，臨床症狀可能包括發燒(≧38℃)、咳嗽等； 
2.臨床、放射線診斷或病理學上顯示肺部實質疾病。 
 
 

流行病學條件: 發病前10日內，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1.曾與出現症狀的極可能或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包括在無適當
防護下提供照護、相處、或有呼吸道分泌物、體液之直接接
觸； 

2.曾至有出現新型A型流感流行疫情地區之旅遊史或居住史； 
3.曾有禽鳥、豬暴露史或至禽鳥、豬相關場所； 
4.在實驗室或其他環境，無適當防護下處理動物或人類之檢體，

而該檢體可能含有新型A型流感病毒。 
 



Q: 哪些新型A型流感亞型會傳染給人？ 

新型A型流感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附件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剛剛前面提到的目前已知新型A型流感不同亞型，造成人類感染的疾病表現，有些較嚴重，有些屬於輕症。





Year of the first human case of influenza A 
(subtypes) 

 

Clin. Chest  Med. 2017 Mar;38(1):59-70.  



 
 Outbreaks of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in South Korea 

Clin. Exp Vaccine Res. 2017 Jul;6(2):95-103.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man 
H7N9 cases in mainland China  

( February 2013 to April 2017) 

 

Trends Microbiol. 2017 Sep;25(9):713-728. 

男 
女 



Trends Microbiol. 2017 Sep;25(9):713-728. 

85%以上 
有活禽接觸史！ 

死亡率30~50%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H5N2, H5N3, and H5N8 in Taiwan in 2015 

 
 

Vet Microbiol. 2016 May 1;187:50-57.  



Spread of H5 avian influenza  from Jan to Feb 2015 

 

Vet Microbiol. 2016 May 1;187:50-57.  

簡報者
簡報註解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H5N2, H5N3, and H5N8 in Taiwan in 2015.From January 8 to February 11, 766 waterfowl and poultry farms were invaded by the H5 viruses, and more than 2.2 million geese died or were culled. 





Take Home Message 

• 我國季節性流感高峰期：12月到隔年3月(近年常
見流感型別：A/H3N2，2009A/H1N1，B) 

• 可利用疾管署的即時資料   

• 流感病毒可感染各年齡層，高風險群：老人、幼
童、孕婦、免疫不全者、罹患心血管疾病、慢性
肺病、腎臟病、糖尿病者，及長照機構受照顧者 

• A型流感病毒可在不同物種間重組而造成大流行 

• 留意新型A型流感病毒的可能：發病前10天內旅遊
史、動物接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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