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1668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71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創刊雙月刊

國內郵資已付

台 大 醫 院

郵 局

許 可 證

北台字第16168號

雜 誌

︵
請
指
定
兒
童
醫
院
營
運
專
用
︶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出刊

本期主題： H1N1新型流感問答集 兒童與流感(上)

Q：	H1N1是什麼意思？

A：		流感病毒的外表有兩種重要的醣蛋白分子：血

球凝集素	(hemagglutinin，簡稱H)	與神經胺酸酶	

(neuraminidase，簡稱N)。H是病毒用來吸附人類

細胞並藉以侵入細胞的工具，N則是病毒複製後

製造多個具攻擊性單一病毒所需的酵素。這兩

種蛋白經常發生變異，也是人體製造保護性抗

體的主要標的。到目前為止，醫學界一共發現

了16種	H與9種	N。最近源自北美洲的新型病毒

的H與N編號都是1，所以叫做H1N1新型流感。

Q：		為什麼一開始大家都叫最近發現的新病毒為豬

流感？

A：			自然界中，專門攻擊豬的就叫做豬流感。正常

情形下，豬流感很少感染人類，除非與豬隻親

密接觸而讓大量病毒有機會侵入。源自墨西哥

的新型流感病毒，其八段RNA基因之中，五段

則來自豬流感。因為其主要成分是豬流感，所

以許多人一開始都稱之為豬流感。但是，這病

毒其實是一種混合病毒。既然它能導致大量病

患，表示它已經適應人類細胞而且可以有效地

人傳人，所以它並不是豬流感病毒，而是源自

豬流感的人流感病毒。

Q：	H1N1新型流感跟一般流感有什麼不一樣？

A：		一般季節性流感的症狀比感冒厲害，症狀發作

的時候通常很突然，常常會有高燒、寒顫、頭

痛、肌肉酸痛、關節痛、倦怠、食慾不振等症

狀。新型流感的症狀幾乎跟季節性流感一樣，

只是侵害性較大、併發症較多。要分辨這兩種

流感，必須靠實驗室的檢驗。

Q：	怎麼傳染的？

A：		跟一般呼吸道感染一樣，新型流感也是藉由飛

沫與接觸傳染。只要接近病患二公尺之內，都

有傳染的可能性。接觸傳染則是接觸到病患的

分泌物，然後讓被病毒污染的手接觸眼、口、

鼻所發生的感染。

Q：	受感染病患傳染給他人的「可傳染期」有多久？

A：		從開始發病前一天開始，至少到發病後七天，

但不排除重症病患或幼童、老人、免疫功能低

下病人的可傳染期可能更久。

Q：	現在打的疫苗有沒有預防效果？

A：		H1N1新型流感對於人類來講是一種全新的病

毒，無論是過去自然感染H1N1人類季節流感病

毒，或是打疫苗引起的抗體反應，都無法保護

這種新病毒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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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發性的細菌感染，還有一些只是為了安撫家屬的焦

慮。總括來說，在流行的季節，來醫院就診的兒童有

10-35%是為了治療流感病毒所引起的疾病。	

雖然就診率與住院率很高，但是兒童流感的死亡

率並不高。雖然本身都有一些潛在性的疾病的兒童因

流感而死亡的比率較高，但整體來說大部分死亡的病

例還是在原本健康的兒童。因流感而死亡大部分是源

自繼發性細菌感染，尤其是金黃色葡萄球菌。近年來

因為社區MRSA盛行率逐年上升，流感併發MRSA的感

染將成為一個難題。

兒童流感的症狀

兒童流感的症狀與一般感冒十分類似，也因此與

其他病毒所引起的感染很難區分；發病的年紀越小，

越不容易診斷。這些症狀包括發燒，咳嗽，流鼻涕，

鼻塞等等。嬰兒得到流感病毒之後，發燒的溫度常常

很高，有時候表現會像敗血症一樣嚴重。統計上兒童

流感最常見的症狀是發燒（~90%），一般感冒症狀佔

50-70%，腸胃道症狀如嘔吐或腹瀉佔約25%。症狀一

般持續3-7天，但咳嗽與虛弱症狀可能會延遲到兩週以

上。一般來說，B型流感的症狀比A型流感輕微，	B型

流感在兒童比較會有肌肉痠痛與肌肉炎，很少數的病

例也是可能造成併發症，甚至死亡。

除了一般流感的症狀之外，兒童流感也會有一些

特別的表現。舉例來說，流感引發熱性痙攣就是兒童

常見住院的原因，佔兒童流感住院的6-20%。其他的

表現包括哮吼（croup），細支氣管炎，病毒性肺炎，

中樞神經感染，心肌炎，肌肉炎造成腎衰竭等等。哮

吼與病毒性肺炎是兩個最常見流感造成的下呼吸道疾

病，兩者佔了兒童流感的16-52%。雖然副流感病毒是

造成哮吼的主要病毒，但不要輕忽流感病毒同樣會造

成甚至更嚴重的哮吼。另外，嬰兒流感是最難診斷的

一個年齡層，常常以不明熱，或是食慾不佳，呼吸暫

停（apnea）等等症狀表現，而不是典型的咳嗽。兒童

流感如果在流行期以咳嗽與發燒做診斷，5-12歲的診

斷正確率可達83%，相對五歲以下則只有64%的正確

率。而令人汗顏的是，所有病毒培養確定診斷為流感

的兒童病患當中，只有28%的住院病人與17%的門診病

人是被正確診斷為流感病毒感染。由這些數字我們可

以了解，兒童流感的診斷遠比我們想像的困難且被低

估。

流感後繼發性細菌感染是醫師最不樂見的併發

症。這些併發症包括細菌性肺炎，中耳炎，細菌性氣

管炎（bacterial	 tracheitis）等等，常常是造成重病或死

亡的原因，尤其在本身有潛在性疾病的病童身上。

在許多開發中國家，流感病毒是最多引起繼發性細菌

感染的病毒。流感病毒會降低呼吸道黏膜的免疫功

能，讓細菌趁虛而入。根據研究，回朔感染嚴重細

菌性肺炎的病人，比一般人高4倍的機率有血清流感

抗體陽性，表示他們曾經被流感病毒感染過。最常

見造成繼發性細菌性肺炎的細菌為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與肺炎鏈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除了細菌性肺炎以外，中耳炎是另一個兒童流感

常見的併發症。大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兒童流感

會併發中耳炎，造成門診抗生素處方最大的漏洞。姑

且不論這些抗生素使用是否正確，流感病毒在冬天影

響增加了10-30%額外的抗生素開立，一半以上的流感

住院病人都會被給予抗生素，這些都是造成抗藥性細

菌的根源。

中樞神經也會被流感病毒所侵犯，包括A型或B

型流感。中樞神經感染有腦炎，腦病變，與痙攣等

等。專家對於流感病毒是否直接侵犯中樞神經尚未定

論；目前的證據是在患者的腦脊髓液裡可以PCR出病

毒的序列，但是仍然未有直接的證據分離出病毒。雷

氏症候群是所有流感併發症裡最嚴重的一種，但經過

多年的宣導，兒童不再用阿斯匹靈退燒之後，這個肝

與腦病變的併發症已經很少見了。

高危險群的孩子

有一些高危險群的孩子在得到流感之後比較容易

受到嚴重的傷害甚至死亡。這些高危險潛在性疾病包

括心血管疾病，氣喘，腦性麻痺，先天或慢性呼吸道

疾病，癌症，免疫不全症等等。這些孩子比一般人高

4-21倍的住院率，其中以氣喘為最常見的危險因子。有

趣的是，以就診率來看，高危險群的孩子並不會比一

般的孩子有更高的就診率，這代表了這些孩子感染流

感病毒的機會並沒有特別提高，但是顯然增加的是嚴

重度。

院內感染方面，慢性肺疾患（chronic	lung	disease）

的早產兒，兒癌的病人，與骨髓移植的小病人都曾被

報告過爆發院內流感的感染。高危險群還包括一些非

病人本身生理上的問題，如：家庭的成員過多，大家

庭裡排行後面的小孩，出生體重不足的小孩，營養不

良的小孩，維生素A缺乏的小孩，以及缺乏母奶的小孩

等等。統計上這些孩子得到流感後病情都相對比較嚴

重。

禽流感與兒童

從2003年起，全世界開始有零星的禽流感H5N1個

案出現，從亞洲，中東，歐洲，甚至到了非洲。H5N1

禽流感至今已有400多起人類的個案，60%的死亡率高

得嚇人。這些禽流感的個案都有與禽鳥的接觸史，大

部分是處於鄉下的家庭，有飼養一些家禽家畜。

不得不令人注意的是，所有禽流感病例當中，兒

童佔了一半的病例，以及三分之一的死亡個案。為什

麼兒童比較容易被禽流感所感染目前仍未明朗，一個

可能的原因是在這些家庭裡，兒童常常會負責照顧與

飼養這些家禽，尤其是女童。這些孩子不只是餵食，

還負責清理籠子，處理糞便，收集雞蛋，還不時與這

些家禽玩在一塊兒，自然是首當其衝。幸好目前為

止，人傳人的個案仍然相當稀少，否則這些孩子也會

傳染給家裡其他的成員。

禽流感的症狀與一般的流感相似，也會發燒無

力，有些會合併腹瀉，但最後許多病人會進展到多重

器官的衰竭，甚至死亡。有些兒童的病例則是影響到

中樞神經。至於抗流感病毒藥物是否對禽流感有效目

前並不是十分清楚。

除了禽流感本身所造成的傷害以外，禽流感還會

間接影響孩童的營養，教育，以及其他健康層面。怎

麼說呢？因為每當禽流感爆發，許多雞鴨等家禽都會

死亡，沒有死亡也可能被屠殺，經濟上造成的損失使

的這些家庭沒有額外的錢給孩子好的教育及醫療。這

些家禽不只是拿來賣錢，也是這些農村兒童賴以維生

的蛋白質來源。少了雞鴨蛋類，孩子本來就缺乏的營

養就更顯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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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H1N1新型流感可以治療嗎？

A：		口服的克流感與吸入的瑞樂沙這兩種抗病毒藥

物，可以治療新型流感。則特別在疾病初期使

用的話，應該可以有效降低疾病的嚴重度。

Q：	新型流感是溫和的病毒？

A：		有些學者認為新型流感是一種溫和的病毒，跟

一般的季節性流感類似，這種看法低估了它的

危險性。新型流感雖然不像死亡率高達5%-20%

的SARS，但根據世界各國的資料，確定病例

的死亡率在千分之二到千分之四之間，這比一

般季節性流感小於千分之一的死亡率還高。而

且，人類無法靠圍堵的方法控制其流行，可以

預期新型流感感染人數將遠超過SARS，即使其

死亡率不高，新型流感在全世界所造成的死亡

人數仍將大幅超越SARS的死亡人數。

Q：	秋冬天是否會大流行？

A：		如果台灣無法獲得新型流感疫苗，今年秋冬天

一定會發生新型流感的大流行。要注意的是流

感雖然特別在冬天流行，但處於盛夏的現在，

也不可輕忽其威脅。雖然流感病毒在炎熱的環

境中比較不容易擴散，但還是可以藉由親密接

觸在人群中散播。不要接觸病人、病患在家自

主管理、多洗手、不要常摸自己的眼鼻口，都

是應該注意的事項。

Q：	怎樣避免被H1N1新型流感病毒感染?

A：		目前確定有效的方法只有避免與H1N1新流感的

病人接觸、每天服用預防性的克流感(Tamiflu)。

一旦有H1N1新流感疫苗，打疫苗也很可能可以

預防H1N1新流感病毒感染。

Q：	H1N1新型流感病毒如何散播?

A：		H1N1新流感病毒是藉由飛沫在人與人之間散播。

有時也會藉由環境(桌椅、門把等等)間接感染。

吃豬肉或雞肉並不會感染H1N1新流感病毒。

Q：	如何避免H1N1新型流感病毒一直散播?

A：		以下方法可以減少流感病毒在人與人之間散播：

	 1.		所有患有類似流感症狀的人不要跟別人接

觸，包括不要工作、不要上學、不要前往公

共場所。

	 2.		咳嗽或擤鼻涕的時候用衛生紙或手帕遮住口

鼻。

	 3.	常常洗手，尤其是吃東西前。

	 4.	不要用手摸鼻子、嘴巴、或眼睛。

	 5.	佩戴口罩。

Q：		H1N1新型流感病毒可以在環境中(例如門把手，

桌面等等)存活多久?

A：		至少2-8小時。

Q：	怎樣殺死H1N1新型流感病毒?

A：		以下各種方法，使用適當的濃度與時間，可以

有效殺死H1N1新流感病毒：

	 1.	高溫(攝氏75度以上)

	 2.	漂白水

	 3.	含碘的消毒劑

	 4.	酒精

Q：	H1N1新型流感會有哪些症狀?

A：		和一般流感一樣，H1N1新型流感的症狀包括咳

嗽、發燒、喉嚨痛、頭痛、疲倦、流鼻水、肌

肉酸痛等等。另一個診斷流感的線索是「群聚

感染」，如果同一時間內有很多人都出現感冒

的症狀，很可能就是流感。但是這些不論症狀

或群聚感染現象，新流感與一般季節性流感都

一樣，並不是新流感所特有。確定診斷H1N1新

型流感必須依靠實驗室的檢驗。

Q：	什麼人得到H1N1新流感比較會變成重症或死亡?

A：		真正的答案並不明朗。但現有的經驗顯示，孕

婦與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比較有可能演變為重症

與死亡。這些人應該特別留意，不要接觸出現

類流感症狀的人、常常洗手，前往醫院或公共

場所應該要戴口罩，也要避免用手接觸眼睛、

鼻子和嘴巴。

Q：	實驗室如何檢驗是不是H1N1新型流感?

A：		最快的的方法是採集病患鼻咽腔的檢體，抽取

檢體中的RNA後，利用RT-PCR的方法，檢驗

患者的鼻咽腔內是不是有H1N1新流感病毒。

另外也有快速檢驗試劑可以用，但是快速檢驗

試劑的敏感性不高。例如，有研究報告顯示，

QuickVue	Influenza	A+B這種試劑對H1N1新流感的

敏感度大約只有50-60%。

Q：	H1N1新型流感的死亡率有多高?

A：		到2009/6/24為止，全美國H1N1新流感的累積個案

數為43,771，其中302人死亡。依此計算，H1N1新

流感的死亡率大約是千分之七。這可能是高估，

因為許多新流感病患症狀不明顯，並沒有接受檢

驗，實際感染新流感的人比已知的更多。

Q：	H1N1新型流感病人的傳染力有多久?

A：		健康人一旦感染H1N1新型流感，從他發病的前

一天到發病後第五天都具有傳染力。兒童或免

疫力較差的人，傳染力可以持續超過七天。對

於這樣一種傳染力強，傳染期長的病毒，很難

靠隔離的方法達到有效的防堵。

Q：	流感病毒對克流感(Tamiflu)有效嗎?

A：		不同的流感病毒對Tamiflu的感受性差異很大。

2008-2009年冬季流行的季節性H1N1流感，98%對

Tamiflu都具有抗藥性。不過，我們現在談的新型

H1N1流感，也就是2009年4月由墨西哥開始流行

的豬流感，絕大部份都對Tamiflu具有感受性，目

前全世界只有少數H1N1新流感對Tamiflu有抗藥

性的報告。

Q：	H1N1新型流感疫苗安全性與效果如何?

A：			由於時間緊迫，並沒有辦法對新型H1N1流感疫

苗進行完整的安全性與保護效力試驗。但是一般

接受的原則是，若是以和季節性流感疫苗一樣的

製程製造出來的新型流感疫苗，安全性應該不會

有太大的問題，也會有一定程度的保護效力。但

是H1N1新型流感疫苗使用以前仍需要經過小規

模的試驗。

Q：	哪一些人應該施打H1N1新型流感疫苗?

A：		根據美國的專家建議，如果有了H1N1新流感

疫苗，而疫苗數目不夠全面施打，以下的高危

險群應該先打。包括孕婦、醫療人員與急救人

員、24歲以下的兒童與年輕人、六個月以下嬰兒

的照顧者與同住的家人、具有慢性疾病的成年

人。如果疫苗數目足夠，任何人都可以打新流

感疫苗。

Q：	哺乳的媽媽如果出現類流感症狀還可以餵母奶嗎?

A：		可以。母奶對於免疫力尚未完全成熟的寶寶有

保護的作用。通常餵食母乳的寶寶比較不會感

染流感或感染了症狀比較輕。既使母親沒有感

染過新流感，母乳仍可提供非特異性的保護。

一方面繼續餵母奶，一方面要注意減少把病毒

傳染給寶寶的機會，包括不要對著寶寶咳嗽、

打噴嚏。戴口罩、常洗手非常重要，尤其是餵

哺母乳時。也可以考慮將母乳擠出交由家人用

奶瓶餵。

Q：	吃感冒藥可以餵母乳嗎?

A：		可以。哺乳的母親服用大部分一般的感冒藥，

還是可以餵母乳。克流感(Tamiflu)對一歲以下嬰

兒的安全性尚未完全確立。一歲以下嬰兒的母

親，若是服用克流感，則應該和醫師討論是否

繼續餵母奶，醫師應該衡量克流感對母親的必

要性與對嬰兒的可能負作用，做出建議。

Q：	若出現新型流感患者，學校需要停課嗎?

A：		不一定，通常不需要停課，除非出現大量病

患，影響課程正常進行。任何出現類流感症狀

的老師或學生，都應該請假在家休息，安親班

或扥嬰中心也不能去。在家休息的目的，一方

面是減少把流感病毒傳染給別人，一方面也減

少得到二次感染的機會。既使症狀已經緩解，

請假的時間至少是7天，如果7天後症狀仍未緩

解，則必須繼續請假。如果學生是在學校裡出

現類流感症狀，則必須與其他同學隔離。

流行性感冒病毒，這個令全世界頭痛不已的病

原體，藉由今年的H1N1新流感疫情，再度引起眾人

的關注。每一年在世界各地都會有流感的地區性流行

（epidemics）；而它的爆發，一般來說必須取決於三

個因素：第一、病毒的毒性強弱；第二、某族群是否

有過去的免疫抗體足以保護不受感染；第三、暴露在

此病毒的頻率高低。今天要討論的主題是兒童。兒童

缺少過去的流感抗體保護，且暴露在病毒的頻率很

高，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學校裡，完全符合了上述爆發

因素最重要的兩項。因此兒童在流感病毒大流行中扮

演關鍵角色，並不意外。

根據統計，在流感流行的季節裡，40%的學齡前

兒童，以及30%的在學兒童都會被感染。	雖然大部分

的孩子都只是表現一般的感冒症狀，然而有些兒童會

因此演變成肺炎，中耳炎，熱性痙孿，肌肉發炎，甚

至影響到中樞神經系統。而且，流感在兒童扮演的角

色還不只是造成兒童本身的疾病而已，他們是流感病

毒傳播到家庭，社區，以及整個地方性流行的重要關

鍵。間接所造成的影響包括增加看病次數，抗生素使

用的增加，因為曠課而影響學習，以及將病毒傳入社

區後的間接傷害。這些間接傷害包括老年人因流感而

增加的併發症，家人請假所造成的經濟活動減少，以

及在老人與免疫不全病人中所造成的死亡。

兒童流感的流行病學

根據過去流感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經驗，

所有感染者中有高達40%是兒童，尤其是五歲以下的

孩子。在社經地位比較低下的家庭裡（通常是大家

庭），這些流感的孩子把病毒帶回家，進而感染家裡

面的成員，迅速擴大了流感感染的人數，甚至增加重

病或死亡的人數。根據統計，在地區性流行的巔峰

期，20%的工作人口會因為自己獲家人生病（尤其是

小孩）而請假，嚴重影響社會運作。	

在每次流感地區性流行（epidemics）裡，不論當

年是流行A型流感或B型流感，兒童總是感染率最高

的族群；學齡前兒童佔感染族群的24%-30%左右，在

學兒童則佔30%-35%，兩個年齡層家起來高達五成以

上。每次流行的過程都是先由在學的兒童感染人數先

上升，請假學童的比例升高；經過一兩週之後，成人

感染人數開始上升，最後嬰兒與老人因流感相關疾病

的住院率才開始上升。從這個時間的進展我們可以明

顯看出，在學兒童是將病毒感染人數放大的重要關鍵

族群。除此之外，兒童具有傳染力與帶病毒的時間比

成人還要長，甚至可達10天以上，更進一步增加了他

們的感染力。

究竟一個流感病毒帶給兒童多少額外的醫療支

出呢？答案是大約每100個兒童因為流感病毒平均增

加7-12次的門診與5-7次的抗生素處方。至於住院的部

分，平均每五個流感的兒童，就有一個住院；若是本

身有潛在性的其他危險因子如氣喘或心臟病等等，則

有三分之二的病童需要住院。無論是門診或是住院

率，都是五歲以下的兒童機率最高，隨年齡越高成反

比下降。因流感住院率最高的兩個族群為：一歲以下

的嬰兒，以及65歲以上的老人。雖然大部分兒童住院

時間都不長（<2天）仍有4%-11%的病童需要住進加護

病房，3%需要插管使用呼吸器。這些住院的小病人有

些是因為流感病毒本身所造成的疾病，有些是因為有

兒 童 與 流 感 (上)

馬偕醫院小兒感染科　黃瑽寧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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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痛、發燒、疲倦 嘔吐 肌肉酸痛 咳嗽 流鼻水…等

H1N1 新 型 流 感 症 狀



Q：	H1N1新型流感可以治療嗎？

A：		口服的克流感與吸入的瑞樂沙這兩種抗病毒藥

物，可以治療新型流感。則特別在疾病初期使

用的話，應該可以有效降低疾病的嚴重度。

Q：	新型流感是溫和的病毒？

A：		有些學者認為新型流感是一種溫和的病毒，跟

一般的季節性流感類似，這種看法低估了它的

危險性。新型流感雖然不像死亡率高達5%-20%

的SARS，但根據世界各國的資料，確定病例

的死亡率在千分之二到千分之四之間，這比一

般季節性流感小於千分之一的死亡率還高。而

且，人類無法靠圍堵的方法控制其流行，可以

預期新型流感感染人數將遠超過SARS，即使其

死亡率不高，新型流感在全世界所造成的死亡

人數仍將大幅超越SARS的死亡人數。

Q：	秋冬天是否會大流行？

A：		如果台灣無法獲得新型流感疫苗，今年秋冬天

一定會發生新型流感的大流行。要注意的是流

感雖然特別在冬天流行，但處於盛夏的現在，

也不可輕忽其威脅。雖然流感病毒在炎熱的環

境中比較不容易擴散，但還是可以藉由親密接

觸在人群中散播。不要接觸病人、病患在家自

主管理、多洗手、不要常摸自己的眼鼻口，都

是應該注意的事項。

Q：	怎樣避免被H1N1新型流感病毒感染?

A：		目前確定有效的方法只有避免與H1N1新流感的

病人接觸、每天服用預防性的克流感(Tamiflu)。

一旦有H1N1新流感疫苗，打疫苗也很可能可以

預防H1N1新流感病毒感染。

Q：	H1N1新型流感病毒如何散播?

A：		H1N1新流感病毒是藉由飛沫在人與人之間散播。

有時也會藉由環境(桌椅、門把等等)間接感染。

吃豬肉或雞肉並不會感染H1N1新流感病毒。

Q：	如何避免H1N1新型流感病毒一直散播?

A：		以下方法可以減少流感病毒在人與人之間散播：

	 1.		所有患有類似流感症狀的人不要跟別人接

觸，包括不要工作、不要上學、不要前往公

共場所。

	 2.		咳嗽或擤鼻涕的時候用衛生紙或手帕遮住口

鼻。

	 3.	常常洗手，尤其是吃東西前。

	 4.	不要用手摸鼻子、嘴巴、或眼睛。

	 5.	佩戴口罩。

Q：		H1N1新型流感病毒可以在環境中(例如門把手，

桌面等等)存活多久?

A：		至少2-8小時。

Q：	怎樣殺死H1N1新型流感病毒?

A：		以下各種方法，使用適當的濃度與時間，可以

有效殺死H1N1新流感病毒：

	 1.	高溫(攝氏75度以上)

	 2.	漂白水

	 3.	含碘的消毒劑

	 4.	酒精

Q：	H1N1新型流感會有哪些症狀?

A：		和一般流感一樣，H1N1新型流感的症狀包括咳

嗽、發燒、喉嚨痛、頭痛、疲倦、流鼻水、肌

肉酸痛等等。另一個診斷流感的線索是「群聚

感染」，如果同一時間內有很多人都出現感冒

的症狀，很可能就是流感。但是這些不論症狀

或群聚感染現象，新流感與一般季節性流感都

一樣，並不是新流感所特有。確定診斷H1N1新

型流感必須依靠實驗室的檢驗。

Q：	什麼人得到H1N1新流感比較會變成重症或死亡?

A：		真正的答案並不明朗。但現有的經驗顯示，孕

婦與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比較有可能演變為重症

與死亡。這些人應該特別留意，不要接觸出現

類流感症狀的人、常常洗手，前往醫院或公共

場所應該要戴口罩，也要避免用手接觸眼睛、

鼻子和嘴巴。

Q：	實驗室如何檢驗是不是H1N1新型流感?

A：		最快的的方法是採集病患鼻咽腔的檢體，抽取

檢體中的RNA後，利用RT-PCR的方法，檢驗

患者的鼻咽腔內是不是有H1N1新流感病毒。

另外也有快速檢驗試劑可以用，但是快速檢驗

試劑的敏感性不高。例如，有研究報告顯示，

QuickVue	Influenza	A+B這種試劑對H1N1新流感的

敏感度大約只有50-60%。

Q：	H1N1新型流感的死亡率有多高?

A：		到2009/6/24為止，全美國H1N1新流感的累積個案

數為43,771，其中302人死亡。依此計算，H1N1新

流感的死亡率大約是千分之七。這可能是高估，

因為許多新流感病患症狀不明顯，並沒有接受檢

驗，實際感染新流感的人比已知的更多。

Q：	H1N1新型流感病人的傳染力有多久?

A：		健康人一旦感染H1N1新型流感，從他發病的前

一天到發病後第五天都具有傳染力。兒童或免

疫力較差的人，傳染力可以持續超過七天。對

於這樣一種傳染力強，傳染期長的病毒，很難

靠隔離的方法達到有效的防堵。

Q：	流感病毒對克流感(Tamiflu)有效嗎?

A：		不同的流感病毒對Tamiflu的感受性差異很大。

2008-2009年冬季流行的季節性H1N1流感，98%對

Tamiflu都具有抗藥性。不過，我們現在談的新型

H1N1流感，也就是2009年4月由墨西哥開始流行

的豬流感，絕大部份都對Tamiflu具有感受性，目

前全世界只有少數H1N1新流感對Tamiflu有抗藥

性的報告。

Q：	H1N1新型流感疫苗安全性與效果如何?

A：			由於時間緊迫，並沒有辦法對新型H1N1流感疫

苗進行完整的安全性與保護效力試驗。但是一般

接受的原則是，若是以和季節性流感疫苗一樣的

製程製造出來的新型流感疫苗，安全性應該不會

有太大的問題，也會有一定程度的保護效力。但

是H1N1新型流感疫苗使用以前仍需要經過小規

模的試驗。

Q：	哪一些人應該施打H1N1新型流感疫苗?

A：		根據美國的專家建議，如果有了H1N1新流感

疫苗，而疫苗數目不夠全面施打，以下的高危

險群應該先打。包括孕婦、醫療人員與急救人

員、24歲以下的兒童與年輕人、六個月以下嬰兒

的照顧者與同住的家人、具有慢性疾病的成年

人。如果疫苗數目足夠，任何人都可以打新流

感疫苗。

Q：	哺乳的媽媽如果出現類流感症狀還可以餵母奶嗎?

A：		可以。母奶對於免疫力尚未完全成熟的寶寶有

保護的作用。通常餵食母乳的寶寶比較不會感

染流感或感染了症狀比較輕。既使母親沒有感

染過新流感，母乳仍可提供非特異性的保護。

一方面繼續餵母奶，一方面要注意減少把病毒

傳染給寶寶的機會，包括不要對著寶寶咳嗽、

打噴嚏。戴口罩、常洗手非常重要，尤其是餵

哺母乳時。也可以考慮將母乳擠出交由家人用

奶瓶餵。

Q：	吃感冒藥可以餵母乳嗎?

A：		可以。哺乳的母親服用大部分一般的感冒藥，

還是可以餵母乳。克流感(Tamiflu)對一歲以下嬰

兒的安全性尚未完全確立。一歲以下嬰兒的母

親，若是服用克流感，則應該和醫師討論是否

繼續餵母奶，醫師應該衡量克流感對母親的必

要性與對嬰兒的可能負作用，做出建議。

Q：	若出現新型流感患者，學校需要停課嗎?

A：		不一定，通常不需要停課，除非出現大量病

患，影響課程正常進行。任何出現類流感症狀

的老師或學生，都應該請假在家休息，安親班

或扥嬰中心也不能去。在家休息的目的，一方

面是減少把流感病毒傳染給別人，一方面也減

少得到二次感染的機會。既使症狀已經緩解，

請假的時間至少是7天，如果7天後症狀仍未緩

解，則必須繼續請假。如果學生是在學校裡出

現類流感症狀，則必須與其他同學隔離。

流行性感冒病毒，這個令全世界頭痛不已的病

原體，藉由今年的H1N1新流感疫情，再度引起眾人

的關注。每一年在世界各地都會有流感的地區性流行

（epidemics）；而它的爆發，一般來說必須取決於三

個因素：第一、病毒的毒性強弱；第二、某族群是否

有過去的免疫抗體足以保護不受感染；第三、暴露在

此病毒的頻率高低。今天要討論的主題是兒童。兒童

缺少過去的流感抗體保護，且暴露在病毒的頻率很

高，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學校裡，完全符合了上述爆發

因素最重要的兩項。因此兒童在流感病毒大流行中扮

演關鍵角色，並不意外。

根據統計，在流感流行的季節裡，40%的學齡前

兒童，以及30%的在學兒童都會被感染。	雖然大部分

的孩子都只是表現一般的感冒症狀，然而有些兒童會

因此演變成肺炎，中耳炎，熱性痙孿，肌肉發炎，甚

至影響到中樞神經系統。而且，流感在兒童扮演的角

色還不只是造成兒童本身的疾病而已，他們是流感病

毒傳播到家庭，社區，以及整個地方性流行的重要關

鍵。間接所造成的影響包括增加看病次數，抗生素使

用的增加，因為曠課而影響學習，以及將病毒傳入社

區後的間接傷害。這些間接傷害包括老年人因流感而

增加的併發症，家人請假所造成的經濟活動減少，以

及在老人與免疫不全病人中所造成的死亡。

兒童流感的流行病學

根據過去流感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經驗，

所有感染者中有高達40%是兒童，尤其是五歲以下的

孩子。在社經地位比較低下的家庭裡（通常是大家

庭），這些流感的孩子把病毒帶回家，進而感染家裡

面的成員，迅速擴大了流感感染的人數，甚至增加重

病或死亡的人數。根據統計，在地區性流行的巔峰

期，20%的工作人口會因為自己獲家人生病（尤其是

小孩）而請假，嚴重影響社會運作。	

在每次流感地區性流行（epidemics）裡，不論當

年是流行A型流感或B型流感，兒童總是感染率最高

的族群；學齡前兒童佔感染族群的24%-30%左右，在

學兒童則佔30%-35%，兩個年齡層家起來高達五成以

上。每次流行的過程都是先由在學的兒童感染人數先

上升，請假學童的比例升高；經過一兩週之後，成人

感染人數開始上升，最後嬰兒與老人因流感相關疾病

的住院率才開始上升。從這個時間的進展我們可以明

顯看出，在學兒童是將病毒感染人數放大的重要關鍵

族群。除此之外，兒童具有傳染力與帶病毒的時間比

成人還要長，甚至可達10天以上，更進一步增加了他

們的感染力。

究竟一個流感病毒帶給兒童多少額外的醫療支

出呢？答案是大約每100個兒童因為流感病毒平均增

加7-12次的門診與5-7次的抗生素處方。至於住院的部

分，平均每五個流感的兒童，就有一個住院；若是本

身有潛在性的其他危險因子如氣喘或心臟病等等，則

有三分之二的病童需要住院。無論是門診或是住院

率，都是五歲以下的兒童機率最高，隨年齡越高成反

比下降。因流感住院率最高的兩個族群為：一歲以下

的嬰兒，以及65歲以上的老人。雖然大部分兒童住院

時間都不長（<2天）仍有4%-11%的病童需要住進加護

病房，3%需要插管使用呼吸器。這些住院的小病人有

些是因為流感病毒本身所造成的疾病，有些是因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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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痛、發燒、疲倦 嘔吐 肌肉酸痛 咳嗽 流鼻水…等

H1N1 新 型 流 感 症 狀



Q：	H1N1新型流感可以治療嗎？

A：		口服的克流感與吸入的瑞樂沙這兩種抗病毒藥

物，可以治療新型流感。則特別在疾病初期使

用的話，應該可以有效降低疾病的嚴重度。

Q：	新型流感是溫和的病毒？

A：		有些學者認為新型流感是一種溫和的病毒，跟

一般的季節性流感類似，這種看法低估了它的

危險性。新型流感雖然不像死亡率高達5%-20%

的SARS，但根據世界各國的資料，確定病例

的死亡率在千分之二到千分之四之間，這比一

般季節性流感小於千分之一的死亡率還高。而

且，人類無法靠圍堵的方法控制其流行，可以

預期新型流感感染人數將遠超過SARS，即使其

死亡率不高，新型流感在全世界所造成的死亡

人數仍將大幅超越SARS的死亡人數。

Q：	秋冬天是否會大流行？

A：		如果台灣無法獲得新型流感疫苗，今年秋冬天

一定會發生新型流感的大流行。要注意的是流

感雖然特別在冬天流行，但處於盛夏的現在，

也不可輕忽其威脅。雖然流感病毒在炎熱的環

境中比較不容易擴散，但還是可以藉由親密接

觸在人群中散播。不要接觸病人、病患在家自

主管理、多洗手、不要常摸自己的眼鼻口，都

是應該注意的事項。

Q：	怎樣避免被H1N1新型流感病毒感染?

A：		目前確定有效的方法只有避免與H1N1新流感的

病人接觸、每天服用預防性的克流感(Tamiflu)。

一旦有H1N1新流感疫苗，打疫苗也很可能可以

預防H1N1新流感病毒感染。

Q：	H1N1新型流感病毒如何散播?

A：		H1N1新流感病毒是藉由飛沫在人與人之間散播。

有時也會藉由環境(桌椅、門把等等)間接感染。

吃豬肉或雞肉並不會感染H1N1新流感病毒。

Q：	如何避免H1N1新型流感病毒一直散播?

A：		以下方法可以減少流感病毒在人與人之間散播：

	 1.		所有患有類似流感症狀的人不要跟別人接

觸，包括不要工作、不要上學、不要前往公

共場所。

	 2.		咳嗽或擤鼻涕的時候用衛生紙或手帕遮住口

鼻。

	 3.	常常洗手，尤其是吃東西前。

	 4.	不要用手摸鼻子、嘴巴、或眼睛。

	 5.	佩戴口罩。

Q：		H1N1新型流感病毒可以在環境中(例如門把手，

桌面等等)存活多久?

A：		至少2-8小時。

Q：	怎樣殺死H1N1新型流感病毒?

A：		以下各種方法，使用適當的濃度與時間，可以

有效殺死H1N1新流感病毒：

	 1.	高溫(攝氏75度以上)

	 2.	漂白水

	 3.	含碘的消毒劑

	 4.	酒精

Q：	H1N1新型流感會有哪些症狀?

A：		和一般流感一樣，H1N1新型流感的症狀包括咳

嗽、發燒、喉嚨痛、頭痛、疲倦、流鼻水、肌

肉酸痛等等。另一個診斷流感的線索是「群聚

感染」，如果同一時間內有很多人都出現感冒

的症狀，很可能就是流感。但是這些不論症狀

或群聚感染現象，新流感與一般季節性流感都

一樣，並不是新流感所特有。確定診斷H1N1新

型流感必須依靠實驗室的檢驗。

Q：	什麼人得到H1N1新流感比較會變成重症或死亡?

A：		真正的答案並不明朗。但現有的經驗顯示，孕

婦與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比較有可能演變為重症

與死亡。這些人應該特別留意，不要接觸出現

類流感症狀的人、常常洗手，前往醫院或公共

場所應該要戴口罩，也要避免用手接觸眼睛、

鼻子和嘴巴。

Q：	實驗室如何檢驗是不是H1N1新型流感?

A：		最快的的方法是採集病患鼻咽腔的檢體，抽取

檢體中的RNA後，利用RT-PCR的方法，檢驗

患者的鼻咽腔內是不是有H1N1新流感病毒。

另外也有快速檢驗試劑可以用，但是快速檢驗

試劑的敏感性不高。例如，有研究報告顯示，

QuickVue	Influenza	A+B這種試劑對H1N1新流感的

敏感度大約只有50-60%。

Q：	H1N1新型流感的死亡率有多高?

A：		到2009/6/24為止，全美國H1N1新流感的累積個案

數為43,771，其中302人死亡。依此計算，H1N1新

流感的死亡率大約是千分之七。這可能是高估，

因為許多新流感病患症狀不明顯，並沒有接受檢

驗，實際感染新流感的人比已知的更多。

Q：	H1N1新型流感病人的傳染力有多久?

A：		健康人一旦感染H1N1新型流感，從他發病的前

一天到發病後第五天都具有傳染力。兒童或免

疫力較差的人，傳染力可以持續超過七天。對

於這樣一種傳染力強，傳染期長的病毒，很難

靠隔離的方法達到有效的防堵。

Q：	流感病毒對克流感(Tamiflu)有效嗎?

A：		不同的流感病毒對Tamiflu的感受性差異很大。

2008-2009年冬季流行的季節性H1N1流感，98%對

Tamiflu都具有抗藥性。不過，我們現在談的新型

H1N1流感，也就是2009年4月由墨西哥開始流行

的豬流感，絕大部份都對Tamiflu具有感受性，目

前全世界只有少數H1N1新流感對Tamiflu有抗藥

性的報告。

Q：	H1N1新型流感疫苗安全性與效果如何?

A：			由於時間緊迫，並沒有辦法對新型H1N1流感疫

苗進行完整的安全性與保護效力試驗。但是一般

接受的原則是，若是以和季節性流感疫苗一樣的

製程製造出來的新型流感疫苗，安全性應該不會

有太大的問題，也會有一定程度的保護效力。但

是H1N1新型流感疫苗使用以前仍需要經過小規

模的試驗。

Q：	哪一些人應該施打H1N1新型流感疫苗?

A：		根據美國的專家建議，如果有了H1N1新流感

疫苗，而疫苗數目不夠全面施打，以下的高危

險群應該先打。包括孕婦、醫療人員與急救人

員、24歲以下的兒童與年輕人、六個月以下嬰兒

的照顧者與同住的家人、具有慢性疾病的成年

人。如果疫苗數目足夠，任何人都可以打新流

感疫苗。

Q：	哺乳的媽媽如果出現類流感症狀還可以餵母奶嗎?

A：		可以。母奶對於免疫力尚未完全成熟的寶寶有

保護的作用。通常餵食母乳的寶寶比較不會感

染流感或感染了症狀比較輕。既使母親沒有感

染過新流感，母乳仍可提供非特異性的保護。

一方面繼續餵母奶，一方面要注意減少把病毒

傳染給寶寶的機會，包括不要對著寶寶咳嗽、

打噴嚏。戴口罩、常洗手非常重要，尤其是餵

哺母乳時。也可以考慮將母乳擠出交由家人用

奶瓶餵。

Q：	吃感冒藥可以餵母乳嗎?

A：		可以。哺乳的母親服用大部分一般的感冒藥，

還是可以餵母乳。克流感(Tamiflu)對一歲以下嬰

兒的安全性尚未完全確立。一歲以下嬰兒的母

親，若是服用克流感，則應該和醫師討論是否

繼續餵母奶，醫師應該衡量克流感對母親的必

要性與對嬰兒的可能負作用，做出建議。

Q：	若出現新型流感患者，學校需要停課嗎?

A：		不一定，通常不需要停課，除非出現大量病

患，影響課程正常進行。任何出現類流感症狀

的老師或學生，都應該請假在家休息，安親班

或扥嬰中心也不能去。在家休息的目的，一方

面是減少把流感病毒傳染給別人，一方面也減

少得到二次感染的機會。既使症狀已經緩解，

請假的時間至少是7天，如果7天後症狀仍未緩

解，則必須繼續請假。如果學生是在學校裡出

現類流感症狀，則必須與其他同學隔離。

流行性感冒病毒，這個令全世界頭痛不已的病

原體，藉由今年的H1N1新流感疫情，再度引起眾人

的關注。每一年在世界各地都會有流感的地區性流行

（epidemics）；而它的爆發，一般來說必須取決於三

個因素：第一、病毒的毒性強弱；第二、某族群是否

有過去的免疫抗體足以保護不受感染；第三、暴露在

此病毒的頻率高低。今天要討論的主題是兒童。兒童

缺少過去的流感抗體保護，且暴露在病毒的頻率很

高，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學校裡，完全符合了上述爆發

因素最重要的兩項。因此兒童在流感病毒大流行中扮

演關鍵角色，並不意外。

根據統計，在流感流行的季節裡，40%的學齡前

兒童，以及30%的在學兒童都會被感染。	雖然大部分

的孩子都只是表現一般的感冒症狀，然而有些兒童會

因此演變成肺炎，中耳炎，熱性痙孿，肌肉發炎，甚

至影響到中樞神經系統。而且，流感在兒童扮演的角

色還不只是造成兒童本身的疾病而已，他們是流感病

毒傳播到家庭，社區，以及整個地方性流行的重要關

鍵。間接所造成的影響包括增加看病次數，抗生素使

用的增加，因為曠課而影響學習，以及將病毒傳入社

區後的間接傷害。這些間接傷害包括老年人因流感而

增加的併發症，家人請假所造成的經濟活動減少，以

及在老人與免疫不全病人中所造成的死亡。

兒童流感的流行病學

根據過去流感全球大流行（pandemic）的經驗，

所有感染者中有高達40%是兒童，尤其是五歲以下的

孩子。在社經地位比較低下的家庭裡（通常是大家

庭），這些流感的孩子把病毒帶回家，進而感染家裡

面的成員，迅速擴大了流感感染的人數，甚至增加重

病或死亡的人數。根據統計，在地區性流行的巔峰

期，20%的工作人口會因為自己獲家人生病（尤其是

小孩）而請假，嚴重影響社會運作。	

在每次流感地區性流行（epidemics）裡，不論當

年是流行A型流感或B型流感，兒童總是感染率最高

的族群；學齡前兒童佔感染族群的24%-30%左右，在

學兒童則佔30%-35%，兩個年齡層家起來高達五成以

上。每次流行的過程都是先由在學的兒童感染人數先

上升，請假學童的比例升高；經過一兩週之後，成人

感染人數開始上升，最後嬰兒與老人因流感相關疾病

的住院率才開始上升。從這個時間的進展我們可以明

顯看出，在學兒童是將病毒感染人數放大的重要關鍵

族群。除此之外，兒童具有傳染力與帶病毒的時間比

成人還要長，甚至可達10天以上，更進一步增加了他

們的感染力。

究竟一個流感病毒帶給兒童多少額外的醫療支

出呢？答案是大約每100個兒童因為流感病毒平均增

加7-12次的門診與5-7次的抗生素處方。至於住院的部

分，平均每五個流感的兒童，就有一個住院；若是本

身有潛在性的其他危險因子如氣喘或心臟病等等，則

有三分之二的病童需要住院。無論是門診或是住院

率，都是五歲以下的兒童機率最高，隨年齡越高成反

比下降。因流感住院率最高的兩個族群為：一歲以下

的嬰兒，以及65歲以上的老人。雖然大部分兒童住院

時間都不長（<2天）仍有4%-11%的病童需要住進加護

病房，3%需要插管使用呼吸器。這些住院的小病人有

些是因為流感病毒本身所造成的疾病，有些是因為有

兒 童 與 流 感 (上)

馬偕醫院小兒感染科　黃瑽寧醫師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

第五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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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H1N1新型流感問答集 兒童與流感(上)

Q：	H1N1是什麼意思？

A：		流感病毒的外表有兩種重要的醣蛋白分子：血

球凝集素	(hemagglutinin，簡稱H)	與神經胺酸酶	

(neuraminidase，簡稱N)。H是病毒用來吸附人類

細胞並藉以侵入細胞的工具，N則是病毒複製後

製造多個具攻擊性單一病毒所需的酵素。這兩

種蛋白經常發生變異，也是人體製造保護性抗

體的主要標的。到目前為止，醫學界一共發現

了16種	H與9種	N。最近源自北美洲的新型病毒

的H與N編號都是1，所以叫做H1N1新型流感。

Q：		為什麼一開始大家都叫最近發現的新病毒為豬

流感？

A：			自然界中，專門攻擊豬的就叫做豬流感。正常

情形下，豬流感很少感染人類，除非與豬隻親

密接觸而讓大量病毒有機會侵入。源自墨西哥

的新型流感病毒，其八段RNA基因之中，五段

則來自豬流感。因為其主要成分是豬流感，所

以許多人一開始都稱之為豬流感。但是，這病

毒其實是一種混合病毒。既然它能導致大量病

患，表示它已經適應人類細胞而且可以有效地

人傳人，所以它並不是豬流感病毒，而是源自

豬流感的人流感病毒。

Q：	H1N1新型流感跟一般流感有什麼不一樣？

A：		一般季節性流感的症狀比感冒厲害，症狀發作

的時候通常很突然，常常會有高燒、寒顫、頭

痛、肌肉酸痛、關節痛、倦怠、食慾不振等症

狀。新型流感的症狀幾乎跟季節性流感一樣，

只是侵害性較大、併發症較多。要分辨這兩種

流感，必須靠實驗室的檢驗。

Q：	怎麼傳染的？

A：		跟一般呼吸道感染一樣，新型流感也是藉由飛

沫與接觸傳染。只要接近病患二公尺之內，都

有傳染的可能性。接觸傳染則是接觸到病患的

分泌物，然後讓被病毒污染的手接觸眼、口、

鼻所發生的感染。

Q：	受感染病患傳染給他人的「可傳染期」有多久？

A：		從開始發病前一天開始，至少到發病後七天，

但不排除重症病患或幼童、老人、免疫功能低

下病人的可傳染期可能更久。

Q：	現在打的疫苗有沒有預防效果？

A：		H1N1新型流感對於人類來講是一種全新的病

毒，無論是過去自然感染H1N1人類季節流感病

毒，或是打疫苗引起的抗體反應，都無法保護

這種新病毒的感染。

台大醫院小兒部　李秉穎醫師、呂俊毅醫師

繼發性的細菌感染，還有一些只是為了安撫家屬的焦

慮。總括來說，在流行的季節，來醫院就診的兒童有

10-35%是為了治療流感病毒所引起的疾病。	

雖然就診率與住院率很高，但是兒童流感的死亡

率並不高。雖然本身都有一些潛在性的疾病的兒童因

流感而死亡的比率較高，但整體來說大部分死亡的病

例還是在原本健康的兒童。因流感而死亡大部分是源

自繼發性細菌感染，尤其是金黃色葡萄球菌。近年來

因為社區MRSA盛行率逐年上升，流感併發MRSA的感

染將成為一個難題。

兒童流感的症狀

兒童流感的症狀與一般感冒十分類似，也因此與

其他病毒所引起的感染很難區分；發病的年紀越小，

越不容易診斷。這些症狀包括發燒，咳嗽，流鼻涕，

鼻塞等等。嬰兒得到流感病毒之後，發燒的溫度常常

很高，有時候表現會像敗血症一樣嚴重。統計上兒童

流感最常見的症狀是發燒（~90%），一般感冒症狀佔

50-70%，腸胃道症狀如嘔吐或腹瀉佔約25%。症狀一

般持續3-7天，但咳嗽與虛弱症狀可能會延遲到兩週以

上。一般來說，B型流感的症狀比A型流感輕微，	B型

流感在兒童比較會有肌肉痠痛與肌肉炎，很少數的病

例也是可能造成併發症，甚至死亡。

除了一般流感的症狀之外，兒童流感也會有一些

特別的表現。舉例來說，流感引發熱性痙攣就是兒童

常見住院的原因，佔兒童流感住院的6-20%。其他的

表現包括哮吼（croup），細支氣管炎，病毒性肺炎，

中樞神經感染，心肌炎，肌肉炎造成腎衰竭等等。哮

吼與病毒性肺炎是兩個最常見流感造成的下呼吸道疾

病，兩者佔了兒童流感的16-52%。雖然副流感病毒是

造成哮吼的主要病毒，但不要輕忽流感病毒同樣會造

成甚至更嚴重的哮吼。另外，嬰兒流感是最難診斷的

一個年齡層，常常以不明熱，或是食慾不佳，呼吸暫

停（apnea）等等症狀表現，而不是典型的咳嗽。兒童

流感如果在流行期以咳嗽與發燒做診斷，5-12歲的診

斷正確率可達83%，相對五歲以下則只有64%的正確

率。而令人汗顏的是，所有病毒培養確定診斷為流感

的兒童病患當中，只有28%的住院病人與17%的門診病

人是被正確診斷為流感病毒感染。由這些數字我們可

以了解，兒童流感的診斷遠比我們想像的困難且被低

估。

流感後繼發性細菌感染是醫師最不樂見的併發

症。這些併發症包括細菌性肺炎，中耳炎，細菌性氣

管炎（bacterial	 tracheitis）等等，常常是造成重病或死

亡的原因，尤其在本身有潛在性疾病的病童身上。

在許多開發中國家，流感病毒是最多引起繼發性細菌

感染的病毒。流感病毒會降低呼吸道黏膜的免疫功

能，讓細菌趁虛而入。根據研究，回朔感染嚴重細

菌性肺炎的病人，比一般人高4倍的機率有血清流感

抗體陽性，表示他們曾經被流感病毒感染過。最常

見造成繼發性細菌性肺炎的細菌為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與肺炎鏈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除了細菌性肺炎以外，中耳炎是另一個兒童流感

常見的併發症。大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兒童流感

會併發中耳炎，造成門診抗生素處方最大的漏洞。姑

且不論這些抗生素使用是否正確，流感病毒在冬天影

響增加了10-30%額外的抗生素開立，一半以上的流感

住院病人都會被給予抗生素，這些都是造成抗藥性細

菌的根源。

中樞神經也會被流感病毒所侵犯，包括A型或B

型流感。中樞神經感染有腦炎，腦病變，與痙攣等

等。專家對於流感病毒是否直接侵犯中樞神經尚未定

論；目前的證據是在患者的腦脊髓液裡可以PCR出病

毒的序列，但是仍然未有直接的證據分離出病毒。雷

氏症候群是所有流感併發症裡最嚴重的一種，但經過

多年的宣導，兒童不再用阿斯匹靈退燒之後，這個肝

與腦病變的併發症已經很少見了。

高危險群的孩子

有一些高危險群的孩子在得到流感之後比較容易

受到嚴重的傷害甚至死亡。這些高危險潛在性疾病包

括心血管疾病，氣喘，腦性麻痺，先天或慢性呼吸道

疾病，癌症，免疫不全症等等。這些孩子比一般人高

4-21倍的住院率，其中以氣喘為最常見的危險因子。有

趣的是，以就診率來看，高危險群的孩子並不會比一

般的孩子有更高的就診率，這代表了這些孩子感染流

感病毒的機會並沒有特別提高，但是顯然增加的是嚴

重度。

院內感染方面，慢性肺疾患（chronic	lung	disease）

的早產兒，兒癌的病人，與骨髓移植的小病人都曾被

報告過爆發院內流感的感染。高危險群還包括一些非

病人本身生理上的問題，如：家庭的成員過多，大家

庭裡排行後面的小孩，出生體重不足的小孩，營養不

良的小孩，維生素A缺乏的小孩，以及缺乏母奶的小孩

等等。統計上這些孩子得到流感後病情都相對比較嚴

重。

禽流感與兒童

從2003年起，全世界開始有零星的禽流感H5N1個

案出現，從亞洲，中東，歐洲，甚至到了非洲。H5N1

禽流感至今已有400多起人類的個案，60%的死亡率高

得嚇人。這些禽流感的個案都有與禽鳥的接觸史，大

部分是處於鄉下的家庭，有飼養一些家禽家畜。

不得不令人注意的是，所有禽流感病例當中，兒

童佔了一半的病例，以及三分之一的死亡個案。為什

麼兒童比較容易被禽流感所感染目前仍未明朗，一個

可能的原因是在這些家庭裡，兒童常常會負責照顧與

飼養這些家禽，尤其是女童。這些孩子不只是餵食，

還負責清理籠子，處理糞便，收集雞蛋，還不時與這

些家禽玩在一塊兒，自然是首當其衝。幸好目前為

止，人傳人的個案仍然相當稀少，否則這些孩子也會

傳染給家裡其他的成員。

禽流感的症狀與一般的流感相似，也會發燒無

力，有些會合併腹瀉，但最後許多病人會進展到多重

器官的衰竭，甚至死亡。有些兒童的病例則是影響到

中樞神經。至於抗流感病毒藥物是否對禽流感有效目

前並不是十分清楚。

除了禽流感本身所造成的傷害以外，禽流感還會

間接影響孩童的營養，教育，以及其他健康層面。怎

麼說呢？因為每當禽流感爆發，許多雞鴨等家禽都會

死亡，沒有死亡也可能被屠殺，經濟上造成的損失使

的這些家庭沒有額外的錢給孩子好的教育及醫療。這

些家禽不只是拿來賣錢，也是這些農村兒童賴以維生

的蛋白質來源。少了雞鴨蛋類，孩子本來就缺乏的營

養就更顯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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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H1N1新型流感問答集 兒童與流感(上)

Q：	H1N1是什麼意思？

A：		流感病毒的外表有兩種重要的醣蛋白分子：血

球凝集素	(hemagglutinin，簡稱H)	與神經胺酸酶	

(neuraminidase，簡稱N)。H是病毒用來吸附人類

細胞並藉以侵入細胞的工具，N則是病毒複製後

製造多個具攻擊性單一病毒所需的酵素。這兩

種蛋白經常發生變異，也是人體製造保護性抗

體的主要標的。到目前為止，醫學界一共發現

了16種	H與9種	N。最近源自北美洲的新型病毒

的H與N編號都是1，所以叫做H1N1新型流感。

Q：		為什麼一開始大家都叫最近發現的新病毒為豬

流感？

A：			自然界中，專門攻擊豬的就叫做豬流感。正常

情形下，豬流感很少感染人類，除非與豬隻親

密接觸而讓大量病毒有機會侵入。源自墨西哥

的新型流感病毒，其八段RNA基因之中，五段

則來自豬流感。因為其主要成分是豬流感，所

以許多人一開始都稱之為豬流感。但是，這病

毒其實是一種混合病毒。既然它能導致大量病

患，表示它已經適應人類細胞而且可以有效地

人傳人，所以它並不是豬流感病毒，而是源自

豬流感的人流感病毒。

Q：	H1N1新型流感跟一般流感有什麼不一樣？

A：		一般季節性流感的症狀比感冒厲害，症狀發作

的時候通常很突然，常常會有高燒、寒顫、頭

痛、肌肉酸痛、關節痛、倦怠、食慾不振等症

狀。新型流感的症狀幾乎跟季節性流感一樣，

只是侵害性較大、併發症較多。要分辨這兩種

流感，必須靠實驗室的檢驗。

Q：	怎麼傳染的？

A：		跟一般呼吸道感染一樣，新型流感也是藉由飛

沫與接觸傳染。只要接近病患二公尺之內，都

有傳染的可能性。接觸傳染則是接觸到病患的

分泌物，然後讓被病毒污染的手接觸眼、口、

鼻所發生的感染。

Q：	受感染病患傳染給他人的「可傳染期」有多久？

A：		從開始發病前一天開始，至少到發病後七天，

但不排除重症病患或幼童、老人、免疫功能低

下病人的可傳染期可能更久。

Q：	現在打的疫苗有沒有預防效果？

A：		H1N1新型流感對於人類來講是一種全新的病

毒，無論是過去自然感染H1N1人類季節流感病

毒，或是打疫苗引起的抗體反應，都無法保護

這種新病毒的感染。

台大醫院小兒部　李秉穎醫師、呂俊毅醫師

繼發性的細菌感染，還有一些只是為了安撫家屬的焦

慮。總括來說，在流行的季節，來醫院就診的兒童有

10-35%是為了治療流感病毒所引起的疾病。	

雖然就診率與住院率很高，但是兒童流感的死亡

率並不高。雖然本身都有一些潛在性的疾病的兒童因

流感而死亡的比率較高，但整體來說大部分死亡的病

例還是在原本健康的兒童。因流感而死亡大部分是源

自繼發性細菌感染，尤其是金黃色葡萄球菌。近年來

因為社區MRSA盛行率逐年上升，流感併發MRSA的感

染將成為一個難題。

兒童流感的症狀

兒童流感的症狀與一般感冒十分類似，也因此與

其他病毒所引起的感染很難區分；發病的年紀越小，

越不容易診斷。這些症狀包括發燒，咳嗽，流鼻涕，

鼻塞等等。嬰兒得到流感病毒之後，發燒的溫度常常

很高，有時候表現會像敗血症一樣嚴重。統計上兒童

流感最常見的症狀是發燒（~90%），一般感冒症狀佔

50-70%，腸胃道症狀如嘔吐或腹瀉佔約25%。症狀一

般持續3-7天，但咳嗽與虛弱症狀可能會延遲到兩週以

上。一般來說，B型流感的症狀比A型流感輕微，	B型

流感在兒童比較會有肌肉痠痛與肌肉炎，很少數的病

例也是可能造成併發症，甚至死亡。

除了一般流感的症狀之外，兒童流感也會有一些

特別的表現。舉例來說，流感引發熱性痙攣就是兒童

常見住院的原因，佔兒童流感住院的6-20%。其他的

表現包括哮吼（croup），細支氣管炎，病毒性肺炎，

中樞神經感染，心肌炎，肌肉炎造成腎衰竭等等。哮

吼與病毒性肺炎是兩個最常見流感造成的下呼吸道疾

病，兩者佔了兒童流感的16-52%。雖然副流感病毒是

造成哮吼的主要病毒，但不要輕忽流感病毒同樣會造

成甚至更嚴重的哮吼。另外，嬰兒流感是最難診斷的

一個年齡層，常常以不明熱，或是食慾不佳，呼吸暫

停（apnea）等等症狀表現，而不是典型的咳嗽。兒童

流感如果在流行期以咳嗽與發燒做診斷，5-12歲的診

斷正確率可達83%，相對五歲以下則只有64%的正確

率。而令人汗顏的是，所有病毒培養確定診斷為流感

的兒童病患當中，只有28%的住院病人與17%的門診病

人是被正確診斷為流感病毒感染。由這些數字我們可

以了解，兒童流感的診斷遠比我們想像的困難且被低

估。

流感後繼發性細菌感染是醫師最不樂見的併發

症。這些併發症包括細菌性肺炎，中耳炎，細菌性氣

管炎（bacterial	 tracheitis）等等，常常是造成重病或死

亡的原因，尤其在本身有潛在性疾病的病童身上。

在許多開發中國家，流感病毒是最多引起繼發性細菌

感染的病毒。流感病毒會降低呼吸道黏膜的免疫功

能，讓細菌趁虛而入。根據研究，回朔感染嚴重細

菌性肺炎的病人，比一般人高4倍的機率有血清流感

抗體陽性，表示他們曾經被流感病毒感染過。最常

見造成繼發性細菌性肺炎的細菌為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與肺炎鏈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除了細菌性肺炎以外，中耳炎是另一個兒童流感

常見的併發症。大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兒童流感

會併發中耳炎，造成門診抗生素處方最大的漏洞。姑

且不論這些抗生素使用是否正確，流感病毒在冬天影

響增加了10-30%額外的抗生素開立，一半以上的流感

住院病人都會被給予抗生素，這些都是造成抗藥性細

菌的根源。

中樞神經也會被流感病毒所侵犯，包括A型或B

型流感。中樞神經感染有腦炎，腦病變，與痙攣等

等。專家對於流感病毒是否直接侵犯中樞神經尚未定

論；目前的證據是在患者的腦脊髓液裡可以PCR出病

毒的序列，但是仍然未有直接的證據分離出病毒。雷

氏症候群是所有流感併發症裡最嚴重的一種，但經過

多年的宣導，兒童不再用阿斯匹靈退燒之後，這個肝

與腦病變的併發症已經很少見了。

高危險群的孩子

有一些高危險群的孩子在得到流感之後比較容易

受到嚴重的傷害甚至死亡。這些高危險潛在性疾病包

括心血管疾病，氣喘，腦性麻痺，先天或慢性呼吸道

疾病，癌症，免疫不全症等等。這些孩子比一般人高

4-21倍的住院率，其中以氣喘為最常見的危險因子。有

趣的是，以就診率來看，高危險群的孩子並不會比一

般的孩子有更高的就診率，這代表了這些孩子感染流

感病毒的機會並沒有特別提高，但是顯然增加的是嚴

重度。

院內感染方面，慢性肺疾患（chronic	lung	disease）

的早產兒，兒癌的病人，與骨髓移植的小病人都曾被

報告過爆發院內流感的感染。高危險群還包括一些非

病人本身生理上的問題，如：家庭的成員過多，大家

庭裡排行後面的小孩，出生體重不足的小孩，營養不

良的小孩，維生素A缺乏的小孩，以及缺乏母奶的小孩

等等。統計上這些孩子得到流感後病情都相對比較嚴

重。

禽流感與兒童

從2003年起，全世界開始有零星的禽流感H5N1個

案出現，從亞洲，中東，歐洲，甚至到了非洲。H5N1

禽流感至今已有400多起人類的個案，60%的死亡率高

得嚇人。這些禽流感的個案都有與禽鳥的接觸史，大

部分是處於鄉下的家庭，有飼養一些家禽家畜。

不得不令人注意的是，所有禽流感病例當中，兒

童佔了一半的病例，以及三分之一的死亡個案。為什

麼兒童比較容易被禽流感所感染目前仍未明朗，一個

可能的原因是在這些家庭裡，兒童常常會負責照顧與

飼養這些家禽，尤其是女童。這些孩子不只是餵食，

還負責清理籠子，處理糞便，收集雞蛋，還不時與這

些家禽玩在一塊兒，自然是首當其衝。幸好目前為

止，人傳人的個案仍然相當稀少，否則這些孩子也會

傳染給家裡其他的成員。

禽流感的症狀與一般的流感相似，也會發燒無

力，有些會合併腹瀉，但最後許多病人會進展到多重

器官的衰竭，甚至死亡。有些兒童的病例則是影響到

中樞神經。至於抗流感病毒藥物是否對禽流感有效目

前並不是十分清楚。

除了禽流感本身所造成的傷害以外，禽流感還會

間接影響孩童的營養，教育，以及其他健康層面。怎

麼說呢？因為每當禽流感爆發，許多雞鴨等家禽都會

死亡，沒有死亡也可能被屠殺，經濟上造成的損失使

的這些家庭沒有額外的錢給孩子好的教育及醫療。這

些家禽不只是拿來賣錢，也是這些農村兒童賴以維生

的蛋白質來源。少了雞鴨蛋類，孩子本來就缺乏的營

養就更顯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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