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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114》

登革熱等蟲媒傳染病臨床診療暨COVID-19
疫苗之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一、登革熱與屈公病異同

時　　間：110年7月31日（星期六）13：30-16：30
地　　點：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醫學會、台大醫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執行單位：各縣市醫師公會

校　　閱：黃富源、張必正

講題及演講者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診療與實例探討

●登革熱及屈公病之臨床診療與實例探討 黃崇豪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

●醫師如何與民眾溝通接種COVID-19疫苗 蘇家彬 疾病管制署

●COVID-19疫苗安全性監測 蘇韋如 疾病管制署

主講人：黃崇豪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 )

整理紀錄：張哲瑞

二、常見病媒蚊相關疾病：

1. 瘧疾(malaria)→瘧蚊(Anopheles)
2. 登革熱(dengue)→斑蚊(Aedes)
3. 黃熱病(yellow fever)→斑蚊(Aedes)
4. 茲卡病毒感染症(zika virus)→斑蚊(Aedes)
5. 屈公病(Chikungunya)→斑蚊(Aedes)
6. 西尼羅熱(West Nile fever)→家蚊(Culex)
7. 日本腦炎(Japanese encephalitis)→家蚊(Culex)
三、臺灣斑蚊分布地區

1. 埃及斑蚊：分布於嘉義布袋以南各縣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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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及

澎湖縣)；喜歡棲息在室內；南部市區登革熱
疫情之主要病媒蚊。

2. 白線斑蚊：分布於全島平地及1500公尺以下之
山區；棲息場所多在室外；中北部郊區、菜

園、公園登革熱疫情之主要病媒蚊。

四、潛伏期：典型登革熱的潛伏期約為3-14天，
通常為4-7天。

五、登革熱臨床症狀–發燒加5痛（頭痛/後眼窩
痛/肌肉痛/關節痛/骨頭痛）

1. 50-90%無症狀感染。
2. 前驅症狀：在發燒的數小時至12小時前，可能
有頭痛、厭食、背痛、僵硬、臉部潮紅、蕁麻

疹等前驅症狀。

3. 發燒：體溫驟然昇高至39°-40℃，而持續3-6
天。有時會呈現雙峰型的發燒，即約於第3天
起體溫下降1-2天後，再度發燒2-3天。開始發
燒時，會伴隨有惡寒。

4. 疼痛：與發燒同時，頭痛將更劇烈。在首24小
時內，病人將訴苦極度的骨痛、關節痛、肌肉

痛、背痛。轉動眼球或按住眼球時，眼窩後部

會感覺特別的痛。

5. 發疹：約於第4或第7病日，明顯的疹子將出
現，先從手腳開始，進而擴散至軀幹。一般在

皮疹開始出現時，血小板、白血球數目約下降

至最低點，而後回昇。皮疹將於發燒末期，或

退燒後消退。

6. 重覆感染不同型別的病毒可能會導致致命的出
血熱(DHF)、登革休克症候群(DSS)。

7. 登革熱皮膚疹(紅海中的白島)

8. 診斷條件（如上表）
9. 臨床病程

(1) Febrile phase（第1-3天）：脫水、高燒，在
幼童可能引起神經學症狀和熱痙攣。

(2) Critical phase（第4-6天）：可能產生嚴重
出血、休克、器官受損。

(3) Recovery phase：（第7-10天）血容量過多
(因為在critical phase接受大量靜脈輸液，
而進入recovery phase後輸液過量)。

611

312021, Vol.64, No.10



T A I W A N     M E D I C A L   J O U R N A L

續教育專欄繼

六、 評估疾病期及嚴重度
1. Group A：居家追蹤 

(1) 但要給予衛教，並協助檢視病人是否有服
用aspirin或NSAID等藥物。

2. Group B：安排住院 
(1) 具有以下特質的病人。  

(a) 有警示徵象，包括：腹部疼痛及壓痛、
持續性嘔吐、臨床上體液蓄積（腹水、

胸水…）、黏膜出血、嗜睡 /躁動不
安、肝臟腫大超出肋骨下緣2公分、血
比容增加伴隨血小板急速下降。 

(b) 有共病症(如懷孕、嬰幼兒、老年人、
肥胖、糖尿病、高血壓、心衰竭、腎衰

竭、慢性溶血性疾病)。 
(c) 特定的社經因子。 

3. Group C：登革重症，必須緊急處理 
4. 輸血的原則

(1) 小量出血不需要輸血，大量出血時則以輸
全血為原則。

(2) 輸全血後仍流血不止，應考慮血小板減少
或發生瀰漫性血管內凝固症(DIC)，應加輸
血小板和新鮮冷凍血漿。 

(3) 血小板低下但仍≧20,000/μL：通常不需要
輸血小板。

(4) 血小板< 20,000/μL且無明顯全身性出血
時，可以考量給予預防性血小板之輸注。

(5) 若病人有較嚴重的全身性出血或發生DIC
時，雖然病人血小板≧ 20,000/μL ，可給與
血小板之輸注。

(6) 當病程進入恢復期，病人也沒有出血現
象，APTT轉好，雖然血小板< 20,000/μL，
可考慮不輸血小板，繼續追蹤。

七、 屈公病(Chikungunya Fever)
1. 有症狀者其症狀與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類
似，症狀持續約3-7天。 

2. 與登革熱不同的是，部分感染屈公病的病人會
持續數週的倦怠感，有些病人的關節會痛到無

法行動，並持續數週至數月，而典型的登革熱

並不會出現長期的關節痛。 
3.「Chikungunya」為坦尚尼亞土語，原意為
「身體彎曲形同摺疊狀」，係因嚴重的關節痛

所引起的，稱之為屈公病。 
4. 治療

(1) 目前沒有針對屈公病毒的抗病毒藥物，依
症狀給予支持療法，充足休息。

(2) 補充足夠水分(輸液供應)。
(3) 使用acetaminophen(普拿疼)舒緩病人的疼
痛與發燒。

(4) 避免使用aspir in，以免引起腸胃道副作
用和其他副作用如雷氏症候群 ( R e y e ' s 
syndrome)等。 

5. 治療–急性感染後關節炎或慢性關節炎
(1) 可先使用acetaminophen(普拿疼)舒緩病人
的疼痛。

(2) 可使用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
(3) 若效果不佳，可考慮類固醇。
(4) 轉診風濕免疫科醫師。
(5) 使用疾病修飾抗風濕病藥物 ( d i s e a s e -

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 DMARD) 
post-acute。 

八、 登革熱疫苗
1. 2015年12月全球首支登革熱疫苗問世，為法國

Sanofi Pasteur藥廠所生產的Dengvaxia® (CYD-
TDV)，屬四價活性減毒疫苗，適用年齡為
9-45歲的兒童及成人，目前已在墨西哥、菲律
賓、印尼、泰國及新加坡等20多個國家核准上
市，尚未在台灣核准上市。

2. 世界衛生組織疫苗接種策略專家諮詢委員會
（The Strategic Advisory Group of Experts on 
Immunization, SAGE），針對本疫苗建議如
下：

(1) 接 種 對 象 為 登 革 熱 血 清 盛 行 率
（seroprevalence）70%以上的地區且9歲以
上（9-45歲為主）。

(2) 未曾感染過登革熱病毒的人於接種後倘自
然感染登革熱，則發生登革熱重症風險增

加！

(3) 考慮疫苗安全性及有效性，接種前須確認
為Dengue-IgG陽性才可接種，此接種前
抗體篩檢策略（pre-vaccination screening 
strategy）須由各國依實際狀況評估採用。

(4) 即使國家執行疫苗接種政策，仍須併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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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預防措施（如孳生源清除、及早就醫

等），同時進行防治工作。

九、結論

1. 病媒蚊的分佈不同，影響台灣不同地區登革熱
流行的特徵。

2. 臨床懷疑登革熱或屈公病需要參照流行病學的
特徵，有區域上的差異。

3. 針對兩類疾病，治療以支持性療法為主：
(1) 登革熱要注意嚴重登革熱的風險，辨識病
人在何種時期，不同時期處置上會有差

異。

(2) 屈公病可能會有較長時間的關節炎，必要
時需要使用免疫調節劑。

醫師如何與民眾溝通接種COVID-19疫苗
主講人：蘇家彬 (疾病管制署 )

一、 全球已接種近 4 0億劑C O V I D - 1 9疫苗
(2021/7/27)

1. 病毒載體疫苗：AstraZeneca(AZ)、Janssen
(1) 使用非冠狀病毒之病毒載體(如：腺病毒)，
加入製造目標抗原的基因片段。

(2) 感染細胞後，製造SARS-CoV-2之抗原。
(3) 抗原被免疫系統辨識後，由T helper cell，

cytotoxic T cell，B cell進行後續免疫反應。
2. mRNA疫苗：Moderna、Pfizer/BNT

(1) mRNA 全名為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

(2) 藉由找出新型冠狀病毒表面的棘蛋白
（spike protein，S蛋白）的核酸序列在實
驗室生成mRNA序列後藉由脂質顆粒包覆
mRNA帶入人體。

(3) 到人體內後，送至細胞核糖（ribosomes），
進而製造棘蛋白（S蛋白），製造蛋白完成
後，mRNA將被細胞內的酵素所破壞。
注意：mRNA疫苗並未攜帶新冠病毒的核酸
（nucleic acid），也不會進入細胞核不會因
為接種而感染新冠病毒；攜帶的基因片段

亦不會嵌於DNA內。
(4) 藉此驅動免疫系統攻擊與記憶此類病毒蛋
白，增加人體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

3. 蛋白質次單元疫苗：Novavax、高端、聯亞

(1) 使用無遺傳物質的病毒片段作為抗原。
(2) 通常需要加入佐劑(adjuvants)以獲得較佳免
疫反應。

(3) 藉由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將抗原讓T 
helper cell辨認，模擬病毒感染。

(4) 主要引起抗體反應，藉由佐劑加強細胞免
疫反應。

二、 發展中的COVID-19疫苗(2021/7/20)
1. 共有 1 0 8種C O V I D - 1 9疫苗正在臨床試驗

(clinical)階段中。
2. 另有184種COVID-19疫苗於臨床前期發展階段

(preclinical)中。
3. >80%的疫苗採用注射方式。
4. >60%的疫苗須接種兩劑。
三、 COVID-19疫苗的臨床試驗結果不應直接比

較

1. 各國疫苗接種相關單位或專家並未推薦單一種
特定疫苗。

2. 第三期臨床試驗是比較疫苗與安慰劑
(placebo)，並非直接比較兩種疫苗(head-to-
head)。

3. 不同疫苗之臨床試驗結果不應直接比較。
(1) 不同原理。
(2) 不同時間地點進行。
(3) 不同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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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病毒變異株(variants)對疫苗的影響
1. 冠狀病毒出現基因變異為可預期之現象。
2. 目前報告的病毒基因變異，主要集中於spike 

protein，同時也是疫苗的標的抗原所在。
3. 已有報告顯示，現有疫苗對變異株感染輕症的
保護力下降；目前認為疫苗避免重症與死亡個

案的能力不受太大影響。

4. 相關研究仍在進行當中：研發多價數
(multivalent)或針對多重病毒蛋白的疫苗。

五、 常見的COVID-19疫苗不良反應/副作用
1. 局部性(local reactogenicity)：接種部位紅腫、
疼痛、或接種側之腋下淋巴結腫脹等。

2. 全身性(systemic reactogenicity)：發燒、倦怠、
頭痛、寒顫、肌肉或關節痠痛。

3. 接種後反應，乃為人體建立免疫反應的正常現
象。

4. 多在疫苗接種後的數天內發生，並於症狀出現
後的1-3天內緩解。

5. 接種者出現至少一種局部或全身性反應的機率
可達55-80%以上。
(1) 年輕人出現接種後局部或全身性反應之機
率與嚴重程度均較年長者(如大於55歲以上)
為高。

(2) 接種第二劑mRNA COVID-19疫苗後產生之
不良反應通常較第一劑嚴重。

(3) 接種第二劑腺病毒載體COVID-19疫苗後出
現的反應則較第一劑為輕。

六、 疫苗信心（Vaccine Confidence）
1. COVID-19全球大流行中的疫苗信心：在緊急
狀況之下，不容易短時間獲得。

2. 在資訊爆炸的情形下，人們傾向於回到它們過
去所信任的消息來源。

3. 當威脅離個人越近，越親近/越在地的來源也
越容易被信任。

4. 資訊的一致性與持續更新的訊息變得重要。
5. 什麼是有信心？

七、 強化COVID-19疫苗信心的三要素
1. 建立大眾信任：清楚訊息•明確目標•全體動
員。

2. 醫療人員賦能：促進信任•增加意願•影響病
人。

3. 社區全體參與：動員社區•雙向溝通•持續合
作。

八、 醫療人員是疫苗接種計劃成功的關鍵
1. 醫療人員是接種計劃的第一順位：大家會問
你，你接種了嗎？

2. 當你可以接種時，不要遲疑，立即接種：莫等
待，莫依賴，免疫力絕不會天上掉下來。

3. 向你的病人、同事、家人、朋友分享接種經驗
和接種疫苗的原因。

4. 不吝於分享你已經接種疫苗的訊息：貼紙、徽
章、別針、社群媒體、其他溝通方式。

九、 回答關於COVID-19疫苗的常見問題
1. 我們怎麼知道COVID-19疫苗是安全的？

(1) 疫苗上市前都經過大規模的臨床試驗，藥
政單位也都仔細審查過安全性的資料才核

發許可。

(2) 全世界的專家都在審查安全性的報告以及
資料，隨時做出最新的建議。

(3) 台灣和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也在持續的
監測疫苗不良事件，確保就算是出現非常

罕見的副作用也可以找到。

2. 我有過敏，接種COVID-19疫苗安全嗎？
(1) 先仔細詢問過敏的種類，可能過敏原，症
狀，發病時間……等。

(2) 解釋如果曾對疫苗的任何成分嚴重過敏，
則不應該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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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說明其他種類的輕微過敏仍可以接種疫
苗，而且接種後需要觀察，出現嚴重過

敏的風險非常低，如果出現也可以立刻處

理。

3. 我正懷孕/哺乳中，接種COVID-19疫苗安全
嗎？

(1) 解釋關於這方面的資訊相當有限，但大部
分專家認為不至於有風險。

(2) 說明每個在優先接種對象的人，都可以自
由決定是否要接種。

(3) 強調這是個人的選擇，也可以與其他專家
一起討論，幫助做決定。

4. COVID-19疫苗有在OO病人身上測試過嗎？我
可以打嗎？

(1) 解釋臨床試驗收案與大規模接種已經涵蓋
各種不同的族群。

(2) 說明安全性的議題需要大規模持續的監
測。

(3) 重申目前雖然有偵測到罕見的疫苗安全事
件，但發生率非常低，其機轉和相關性還

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確認。

(4) 強調接種疫苗是個人選擇，但是我們可以
用科學資料一起討論好處與風險，幫助接

種者做出決定。

5. 我聽說OO牌疫苗比較好，我應該再等一下，
對吧？

(1) 清楚的訊息「最好的疫苗就是現在你可以
打到的疫苗」。

(2) 解釋許可上市的疫苗都經過臨床試驗及上
市後資料，證實其安全性而且能有效預防

COVID-19重症，住院與死亡。
(3) 提醒接種後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產生保護
力，而且還是需要遵守目前的防疫措施：

疫苗不是萬靈丹。

十、 對話的結尾
1. 鼓勵病人至少做一件事：例如

(1) 預約疫苗門診。
(2) 如果病人對疫苗仍有疑慮，提供另外可靠
且易懂的資訊來源。

(3) 主動歡迎之後進一步的討論（電話、門
診……）。

2. 如果病人拒絕接種疫苗，之後的門診時間還是
可以持續提醒他疫苗的重要性。

3. 結束對話時，提醒病人你仍願意回答任何的疑
問或進一步討論。

COVID-19疫苗安全性監測
主講人：蘇韋如 (疾病管制署 )

一、 COVID-19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通報
1. 通報率≠發生率。
2. 在接種疫苗之後任何時間，通報者主動通報因
懷疑或無法排除與疫苗施打相關之任何事件，

這些通報事件時序上發生於疫苗接種之後，但

不表示為接種疫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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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VAERS)
1. 通報與追蹤關懷：醫療院所、衛生局所。
2. 資料彙整與追蹤關懷：疾病管制署。
3. 資料分析：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全國藥
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4. 公告資訊：
(1) COVID-19疫苗統計資料（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TCDC）。

(2) COVID-19疫苗不良事件通報摘要週報（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

三、 COVID-19疫苗不良事件通報摘要
1. 累計國內不良事件通報情形(資料截止點：110
年7月21日下午6時)。

四、死亡不良事件通報值與預期值之分析

（VAERS資料截止日：2021年7月21日）。
1. 通報值與背景預期值分析是被動監測（自發性
通報系統）初步訊號偵測釐清分析。

2. 分析結果無法代表疫苗有無增加某一事件的風
險（無法用以判斷因果關係）。

3. 通報值為我國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截至110
年7月21日接種COVID-19疫苗後發生之全死因
死亡通報案件數。

4. [背景期望值]=[背景發生率] * [累計觀察時間
(person-time at risk)]。
(1) 背景發生率：以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提
供之2016-2019年死因檔計算全死因死亡背
景發生率。

(2) 累計觀察時間：截至110年7月21日止之
COVID-19疫苗每日接種劑數，計算接種疫
苗者之累計觀察時間，再藉由累計觀察時

間與國內死亡背景發生率計算預期事件數

（背景預期值）。

5. 結果顯示，不分廠牌及個別廠牌之各年齡層男
性與女性之通報死亡事件數（通報值）皆未高

於預期死亡事件數（背景預期值）。

五、 Taiwan V-Watch
1. Ta i w a n  V  - Wat c h為「疾管家」新建立之

COVID-19疫苗接種後健康回報系統。主動監
測國人接種緊急使用授權之不同廠牌疫苗常見

的不良反應，或可能發生的不良事件，針對

V-Watch各廠牌COVID-19疫苗前3萬名註冊民
眾進行主動追蹤，提醒定期回填個人接種後健

康狀況。

2. 若單一廠牌疫苗主動追蹤之註冊人數達3萬
人，之後的接種民眾仍可加入V-Watch成為自
主追蹤對象，填寫健康回報，以自我觀察接種

後不適狀況的進展，同時也會時提醒第二劑疫

苗的接種時間，及提供相關衛教資訊，惟系統

不會進行遺漏填寫提醒及轉介關懷。

3. 藉由完整填寫健康回報，除了讓個人能自我觀
察接種不適狀況是否逐漸改善外，也讓國人瞭

解常見不適症狀發生概況並於接種前就預知可

能發生的症狀。也能因此提醒接種者若有身體

不適請及時就醫評估。

2. 累計國內特殊關注不良事件(AESI)通報情形(資
料截止點：110年7月21日下午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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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論是否加入V-Watch，當接種者發生疑似接
種後嚴重不良事件，皆需藉由醫療與公衛體系

協助正式通報至「疫苗接種不良事件通報系

統」，啟動後續關懷與追蹤。

六、 V-Watch主動追蹤人數統計(AZ、Moderna)
1. 截至7月25日，V-Watch主動追蹤對象依廠牌，

AZ第一劑約26,487人(部分個案退出或基本資
料錯誤)，AZ第二劑約21,484人，Moderna第
一劑約28,739人(部分個案退出或基本資料錯
誤)，Moderna第二劑約13,716人。

2. 兩廠牌第一劑加入之年齡層以18至49歲為主
（AZ有73.5%，Moderna有80.0%),但女性比例
Moderna(71.9%)高於AZ(49.8%)。

七、 V-Watch症狀統計
1. 接種後第一天發燒（≥38度C）：AstraZeneca第
一劑為26.9%、第二劑為2.9%，Moderna第一劑
為3.1%、第二劑為37.6%。

2. 注射部位疼痛、疲倦、肌肉酸痛等為常見症
狀。

3. 接種後七日內，大多數已知、常見症狀趨向緩
解。

4. 接種後之局部或全身不適，18至49歲較50至64
歲或65歲以上容易發生。

5. AstraZeneca疫苗第二劑接種後七日內常見不良
反應發生比率，低於第一劑。

6. Moderna疫苗第二劑接種後七日內常見不良反
應發生比率，高於第一劑。

八、 Breakthrough infection（完整疫苗接種後
≥14天，PCR確診）

1. 串接疾病管制署法傳系統與全國性預防接種資
訊管理系統（NIIS）。

2. 目前5例接種兩劑A Z疫苗後1 4天以上確診
為COVID-19，疫苗突破性感染發生比率約
0.002%（261,513人接種AZ第二劑）。

3. 美國統計資料，任何FDA認可疫苗完整施打後
的突破性感染發生比率約0.001%。

九、國內COVID-19疫苗安全性參考資訊連結
1. COVID-19疫苗不良事件通報摘要HTTPS://

W W W. F D A . G O V. T W / T C / S I T E L I S T.
ASPX?SID=1571 

2. COVID-19疫苗統計日報表https://www.cdc.gov.

tw/Category/Page/9jFXNbCe-sFK9EImRRi2Og 
3. COVID-19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通報https://

www.cdc.gov.tw/Categor y/MPage/Q8n9n-
Q4aBpRrGnKVGFkng

4. Taiwan V-Watch COVID-19疫苗接種-健康
回報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
ucz02Kh3_q28Jena2Z3A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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