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管制室通報
108 年 03 月 29 日感染管制室編輯

壹、 「國內」重要疫情資訊
一、 國內發生德國麻疹群聚事件，籲請有相關暴露史之民眾提高警覺
國內新增 1 例德國麻疹病例，北部 30 多歲女性近期無國外旅遊史與疾病管制署 3 月 14
日公布之今（2019）年首例國內感染德國麻疹病例（指標個案，北部 30 多歲男性）具共同活
動史，研判為一起群聚事件，不排除個案可能因接觸指標個案而感染。接觸者將持續追蹤觀察
至 4 月 15 日。另由於個案可傳染期間曾有公共場所活動史（如附表）
，且曾至該協會參賽或觀
賽之會員或民眾人數難掌握，協會已以電子郵件通知所有會員（約 1,000 人）自主健康管理，
亦提醒曾出入相關場所的民眾應提高警覺，並自主健康管理 21 天（自最後接觸日起算）
，如有
發燒、疲倦、鼻咽炎、耳後淋巴結明顯腫大，或伴隨全身性不規則丘疹等症狀，請與衛生單位
聯絡由其安排儘速戴口罩就醫並告知接觸史。國內今年截至目前累計 6 例德國麻疹病例，年齡
介於 21 至 59 歲，其中 2 例為國內感染、4 例為境外移入，感染國家為中國大陸 2 例、菲律賓
及日本各 1 例。國內 2015 年至 2018 年累計 24 例，其中 18 例為境外移入，感染國家以中國大
陸（11 例）為多，其餘多為鄰近亞洲國家；另 6 例為國內感染。我國鄰近國家中，以日本及
中國大陸之德國麻疹病例數較多，日本疫情持續，今年至 3 月 10 日累計 860 例，高於去年同
期（6 例），近一週病例數較上週下降，其中近 6 成病例集中於關東地區，尤其以國人常去的
東京都為最多，其次為神奈川縣及千葉縣；中國大陸自去年 8 月至今疫情持續上升，今年 1
月累計約 800 例，為去年同期 7 倍，且為自 2014 年來同期最高。另泰國今年至 3 月 7 日累計
61 例，為去年同期 1.6 倍，病例分布以夜功府為最多，其次為曼谷。疾管署指出，德國麻疹
透過飛沫或與病人直接接觸傳染，一般人感染後大多症狀輕微；但孕婦於懷孕前期感染可能造
成死產、自然流產，胎兒可能發生耳聾、青光眼、白內障、小腦症、智能不足及心臟病等先天
性缺陷，甚至死亡。提醒國內育齡婦女如經檢驗不具德國麻疹抗體，可檢具德國麻疹抗體陰性
報告，至各縣市衛生所或預防接種合約院所免費接種 1 劑MMR疫苗。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s://www.cdc.gov.tw/professional/info.aspx?treeid=cf7f90dcbcd5718d&nowtreeid=F94E6AF8DAA9FC01&tid=0442206D37B69E8F

二、 恙蟲病流行季節將至，清明時節連續假期掃墓請做好自我保護措施，避免恙蟲叮咬
清明時節將至，民眾掃墓祭祖時，容易接觸到恙蟲孳生的草叢環境，而增加感染恙蟲病的
風險，加上今年清明節適逢連續假期，民眾赴郊外踏青、露營或從事親山等戶外活動，也有暴
露於感染恙蟲病的風險。疾病管制署提醒民眾於掃墓或野外活動時，可穿著長袖衣褲、手套及
長靴等保護性衣物，避免被恙蟲附著叮咬而感染恙蟲病。依據疾管署監測資料顯示，臺灣全年
皆有恙蟲病病例發生，於每年 4 至 5 月病例開始增加，6 至 7 月為高峰期，2015 至 2018 年統
計資料顯示，全國各縣市均有恙蟲病病例報告，每年病例數約 350 例至 500 例之間，其中以臺
東縣、澎湖縣、花蓮縣、高雄市及金門縣較多。截至今（2019）年 3 月 15 日為止，共計 40
例恙蟲確定病例，個案感染地以宜蘭縣（11 例）最多，其次為花蓮縣（9 例）。
恙蟲病是由帶有立克次體的恙螨叮咬而傳染，恙螨會停留於草叢中，伺機攀附到經過的人
類或動物身上。恙蟲病的潛伏期約 9 至 12 天，患者會出現持續性高燒、頭痛、淋巴結腫大等
症狀，約發燒一週後皮膚出現紅色斑狀丘疹，恙蟲叮咬處通常會出現焦痂，是此疾病的重要特
徵。疾管署呼籲民眾，掃墓祭祖或戶外踏青如有接觸到草叢環境，務必做好自我防護措施，包
括穿著長袖衣褲、手套、長筒襪及長靴等保護性衣物，並將褲管紮入襪內；於衣物及皮膚裸露
部位可使用政府主管機關核可含DEET或Picaridin之防蚊藥劑，並依照標籤指示說明使用。離
開草叢後請儘快沐浴及換洗全部衣物，避免恙螨附著叮咬，如有出現疑似恙蟲病症狀，應儘速
就醫並告知醫師相關活動史，或有無出入草叢等暴露史，以供醫師臨床診斷參考。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s://www.cdc.gov.tw/professional/info.aspx?treeid=cf7f90dcbcd5718d&nowtreeid=F94E6AF8DAA9FC01&tid=3D033DCC6AC2A686

三、 國內新確診 2 例麻疹病例，提醒有相關暴露史之民眾留意健康情形；另避免帶未接種MMR疫
苗之嬰幼兒前往麻疹流行地區
疾病管制署公布新確診 2 例麻疹病例，為中部 40 多歲女性（案 1）及南部 30 多歲女性（案
2）；由於 2 名個案可傳染期間有大眾交通運輸或公共場所活動史（如附表），提醒曾於附表時
段出入相關場所的民眾，請自主健康管理 18 天，如有發燒、鼻炎、結膜炎、咳嗽、紅疹等麻
疹前驅症狀，請儘速與衛生單位聯繫由其安排戴口罩就醫並告知接觸史；另籲請醫事人員應踴
躍接種MMR疫苗，以降低感染風險。今（2019）年截至目前國內累計 36 例麻疹病例，21 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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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感染（其中 11 例為接觸者），15 例為境外移入病例（其中 11 例為本國籍民眾），感染國
家為越南 6 例、菲律賓 5 例、印尼、日本、緬甸及中國大陸各 1 例；出國目的以旅遊 7 例最多，
其次為商務及及探親各 4 例。近期港澳麻疹疫情上升，香港今年截至 3 月 27 日累計 30 例，已
逾近 4 年每年總數，病例中 11 例為機場或航機相關工作人員；澳門今年截至 3 月 27 日累計
25 例，已逾 2000 年來每年總數，其中 10 餘人屬同一起醫院群聚案；中國大陸 2 月份確診 156
例，今年累計確診 334 例。疾管署再次呼籲，麻疹傳染力強，民眾應避免帶未滿 1 歲或未接種
MMR疫苗的幼兒至流行地區；如需攜 6 個月以上未滿 1 歲的嬰兒前往，可於出發前帶幼兒自費
接種 1 劑MMR疫苗；一般民眾（特別是 1981 年後出生的成人）近期如計劃前往，出國前 2 至 4
週可先就醫諮詢評估是否需要自費接種MMR疫苗。返國如有疑似症狀，應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
員，戴口罩儘速就醫及告知旅遊史。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s://www.cdc.gov.tw/professional/info.aspx?treeid=cf7f90dcbcd5718d&nowtreeid=F94E6AF8DAA9FC01&tid=25AC28E46C52BAB5

贰、 「國際」重要疫情資訊
一、 國際間麻疹流行持續，日本疫情趨緩，港澳出現機場和醫院群聚，籲請出國民眾提高警覺
依據疾病管制署國際疫情監測資料顯示，自 2018 年起全球麻疹疫情持續上升，鑒於國人
因旅遊、工作、求學或探親等因素與國際交流頻繁，且國內持續有境外移入個案發生，再次籲
請民眾前往麻疹流行地區應提高警覺加強防範，進出公共場所或人多擁擠的地方，應注意呼吸
道衛生及咳嗽禮節，另於當地如有就醫需求，於醫院或診所時應全程配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風
險。疾管署表示，我國鄰近國家中，菲律賓麻疹疫情持續，今年至 3 月 19 日累計報告近 23,000
例，333 例死亡，疫情遠高於去年同期，且該國週邊國家（含我國）多有於該國感染之境外移
入病例，世界衛生組織（WHO）已於 3 月 19 日提升該國週邊區域國家之傳播風險為中級。越南
疫情趨緩，今年至 3 月中，已累計近 900 例確診，約 8,000 例疑似病例。而日本近期疫情已趨
緩，連續四週病例數下降，惟截至 3 月 17 日累計 319 例，仍為 2009 年以來同期最高。泰國近
期疫情下降，截至 3 月 17 日，全國累計報告 1,553 例，8 例死亡。歐洲地區近期以烏克蘭疫
情最為嚴峻，羅馬尼亞及法國病例數亦較多；美洲則以委內瑞拉及巴西病例數最多。
此外，南韓自 1 月底達疫情高峰後，近期已持續下降，惟今年至 3 月 16 日累計報告 260
例，明顯高於去年同期。香港及澳門今年疫情亦有上升趨勢，迄今累計病例數皆已高於近年來
每年總數，且已分別出現機場及醫院群聚，但尚無社區流行。美國今年至 3 月 14 日已累計 15
州確診 268 例，病例主要發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紐約州羅克蘭郡及華盛頓州克拉克郡。
目前疾管署已將 25 個國家之麻疹旅遊疫情建議列為第一級注意（Watch），民眾出國前可
先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瞭解各國疫情資訊，並避免帶未滿 1 歲或未接種麻疹、腮腺炎、德國麻
疹混合疫苗（MMR）的幼兒至麻疹流行地區；如需攜 6 個月以上未滿 1 歲的嬰兒前往，可於出
發前帶幼兒自費接種 1 劑MMR疫苗；一般民眾（特別是 1981 年後出生的成人）近期如計劃前往，
出國前 2 至 4 週可先就醫諮詢評估是否需要自費接種MMR疫苗。返國如有發燒、鼻炎、結膜炎、
咳嗽、紅疹等疑似症狀，應戴口罩儘速就醫及告知旅遊史。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s://www.cdc.gov.tw/professional/info.aspx?treeid=cf7f90dcbcd5718d&nowtreeid=F94E6AF8DAA9FC01&tid=8A109977910F982A

二、 國際重要疫情資訊(3/16-3/29)
1. 麻疹-菲律賓、烏克蘭、韓國、奈及利亞、美國、幾內亞、烏克蘭、突尼西亞、愛爾蘭、
紐西蘭、香港、馬達加斯加、菲律賓、中國大陸、澳門
2.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沙烏地阿拉伯
3. 巴馬森林病毒感染症-澳洲
4. 白喉-海地、委內瑞拉
5. 伊波拉病毒感染-剛果民主共和國
6. 百日咳-日本
7. 沙門氏菌-美國
8. 拉薩熱-奈及利亞
9. 茲卡病毒感染症-泰國
10. 登革熱-菲律賓、新加坡、帛琉、法屬留尼旺島
11. 傷寒-菲律賓
12. 腮腺炎-美國、英國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s://www.cdc.gov.tw/epidemic.aspx?treeid=AA2D4B06C27690E6&nowtreeid=FB6A405B1D67AA69&levelid=&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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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疾病

區域別

國家/行政區

等級

旅行建議 發佈日期

南美洲

中國 安徽省、北京市、福建省、廣東省、廣西 第二級:警 對當地採取
2019/02/15
大陸 壯族自治區、湖南省、江蘇省、雲南省 示(Alert) 加強防護
甘肅省、貴州省、海南省、河北省、河南
省、黑龍江省、湖北省、吉林省、江西省、
中國 遼寧省、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第一級:注 提醒遵守當
地的一般預 2019/02/15
大陸 青海省、山東省、山西省、陝西省、上海 意(Watch) 防措施
市、四川省、天津市、西藏自治區、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浙江省、重慶市
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薩摩亞、索羅門群島、東加王國
印度、馬爾地夫
幾內亞比索
安哥拉
安奎拉(英國海外領地)、巴貝多、荷屬波奈、
英屬維京群島、貝里斯、古巴、荷屬庫臘索島、第二級:警 對當地採取 2018/12/05
多米尼克、格瑞那達、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示(Alert) 加強防護
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聖馬丁、法屬
聖馬丁、千里達及托巴哥、英屬土克凱可群島、
美屬維京群島、安地卡及巴布達、荷屬阿魯巴、
荷屬聖佑達修斯(與荷屬波奈為同行政區)、荷
屬沙巴(與荷屬波奈為同行政區)、蒙哲臘(英國
海外領地)
阿根廷

東南亞

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

大洋洲

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

南亞

孟加拉

中非

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加彭
布吉納法索、維德角、象牙海岸、奈及利亞、
提醒遵守當
塞內加爾
第一級:注
地的一般預 2018/12/05
蒲隆地、烏干達
意(Watch)
防措施
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
海地、宏都拉斯、牙買加、墨西哥、尼加拉瓜、
巴拿馬共和國、美屬波多黎各
巴西、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法屬圭
亞那、蓋亞那共和國、巴拉圭、秘魯、蘇利南、
委內瑞拉

新型 A 型
東亞
流感

新型 A 型
東亞
流感

東南亞
大洋洲
南亞
西非
南非
茲卡病毒
感染症
中美洲

西非
茲卡病毒
東非
感染症
中美洲

南美洲
伊波拉病
中非
毒感染

剛果民主共和國

第二級:警 對當地採取
示(Alert) 加強防護

2018/05/15

中東呼吸 中東

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級:警 對當地採取
示(Alert) 加強防護

2015/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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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候群冠
狀病毒感 中東
染症
東南亞

麻疹

伊朗、約旦、科威特、阿曼、卡達、阿拉伯聯 第一級:注 提醒遵守當
地的一般預
意(Watch)
合大公國
防措施

2015/9/30

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

南亞

印度

東亞

中國大陸、日本

北亞

喬治亞共和國、哈薩克、俄羅斯、烏克蘭

中東

以色列

中非

剛果民主共和國

西非

幾內亞、奈及利亞、獅子山

東非

馬達加斯加

西歐

法國、英國

東歐

羅馬尼亞

南歐

希臘、義大利、塞爾維亞共和國

南美洲

巴西、委內瑞拉

提醒遵守當
第一級:注
地的一般預
意(Watch)
防措施

提醒遵守當
第一級:注
地的一般預
意(Watch)
防措施
提醒遵守當
第一級:注
地的一般預
意(Watch)
防措施
提醒遵守當
第一級:注
地的一般預
意(Watch)
防措施
提醒遵守當
第一級:注
地的一般預
意(Watch)
防措施
提醒遵守當
第一級:注
地的一般預
意(Watch)
防措施

2019/03/07

德國麻疹 東亞

日本

拉薩熱

西非

貝南共和國、奈及利亞

東南亞

印尼

中東

葉門

中東

葉門

東非

索馬利亞

南美洲

巴西

東南亞

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
提醒遵守當
第一級:注
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地的一般預 2016/08/16

南亞

斯里蘭卡

白喉
霍亂
黃熱病

登革熱

意(Watch)

小兒麻痺
南亞
症/急性無
力肢體麻
西非
痺
資料來源：

阿富汗、巴基斯坦
奈及利亞

2019/02/12

2018/2/13

2017/12/26

2017/08/15

2017/01/17

防措施

提醒遵守當
第一級:注
地的一般預 2015/11/30
意(Watch)
防措施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submenu.aspx?treeid=82ce806a312cefec&nowtreeid=82ce806a312cef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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