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茲卡病毒（Zika virus）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
這種病毒為黃病毒的一種，主要是經由蚊子叮咬
傳播

 最早在西元1947年於烏干達的茲卡森林中的獼猴
體內分離出來



 依據基因型別分為亞洲型和非洲型兩種型別，在
中非、東南亞和印度等都有發現的紀錄。過去只
有少數人類病例的報導，直到西元2007年在密克
羅尼西亞聯邦的雅蒲島爆發群聚疫情，才對此疾
病有較多的認識



 始於2013年10月的玻里尼西亞等南太平洋島嶼地
區，其後在2015年5月，WHO證實巴西東北部出現
本土的茲卡病毒感染確診病例，為美洲地區首例，
2016年1月，疫情擴增至中、南美洲10餘個國家/
地區，包括巴西、哥倫比亞、薩爾瓦多、瓜地馬
拉、墨西哥、巴拉圭、蘇利南、委內瑞拉、宏都
拉斯、巴拿馬、法屬馬丁尼克、法屬圭亞那、波
多黎各、海地等皆出現本土疫情，因此，茲卡病
毒感染症被認為是將會持續擴展到新地區的新興
傳染病。



 在2016年2月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茲
卡病毒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事件

 其發病機制一般認為是透過病毒在侵入處附近的
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複製，之後被攜
帶至血流和淋巴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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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本地分別在1月、5月出現兩起茲卡病毒案例，
而第3例則在6月5日由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確認，
一名來自印尼的22歲移工確定感染，但目前已經
康復

 CDC USA, 2016-06-01

美國出現第2例孕婦感染茲卡產出小頭症新生兒
病例，為宏都拉斯籍女性，曾於當地感染茲卡，後
赴美國新澤西州旅遊並生產；該國首例為今年1月
來自巴西孕婦，至夏威夷生產；美國截至5/18累計
310名孕婦感染茲卡，其中美屬波多黎各累計168例。



 目前認為是由斑蚊屬的病媒蚊和靈長類動物形成病毒傳播的
循環

 主要是人被帶有茲卡病毒的病媒蚊叮咬後，經過約3至7天的
潛伏期後（最長可達12天）開始發病。

 感染者在發病第1天至發病後11天，血液中存在茲卡病毒，
此時如再被病媒蚊叮咬，病毒將在病媒蚊體內增殖，約15天
左右，病毒進入蚊子的唾液腺，就具有傳播病毒的能力，而
當牠再叮咬其他健康人時，這個健康的人就會感染茲卡病毒。

 此外，也曾有疑似經輸血及垂直感染的案例。



n engl j med 374;16 nejm.org April 
21, 2016



 臺灣可傳播茲卡病毒的病媒蚊為埃及斑蚊
（Aedes aegypti）及白線斑蚊（Aedes
albopictus），這些蚊子的特徵都是身體是黑色
的，腳上有白斑。

 較喜歡棲息於室內的人工容器，或是人為造成積
水的地方；白線斑蚊胸部背側中間有一條白色且
明顯的縱紋，比較喜歡棲息於室外。斑蚊一天叮
咬人的高峰期約在日出後的1–2小時及日落前的
2–3小時







 疫情以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最為嚴峻；疾管
署將其中具流行疫情之54國或屬地旅遊疫情列為
第二級警示（Alert）

 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寮國、孟加拉及非洲
加彭等6國出現零星病例，旅遊疫情建議列為第
一級注意（Watch）。



 全球報告具本土疫情且有小頭症或格林-巴利症
候群（GBS）病例增加情形國家，為巴西、哥倫
比亞、多明尼加、宏都拉斯等13國；依現有證據，
對於感染茲卡病毒與GBS、小頭症及其他胎兒腦
部嚴重缺陷具因果關係已具強烈科學共識。



 性行為傳染：男性可透過性行為把病毒傳給其性
伴侶，有文獻報告指出，已在人類精液中發現茲
卡病毒，且已有數起茲卡病毒透過性接觸傳染的
案例。

 疾管局建議，若未懷孕女性感染茲卡病毒，在之
後的8周不要有性行為發生，也請打消懷孕的計
畫；由於茲卡病毒能在男性精液內存活至少62天，
一般旅客則應避免蚊蟲叮咬，離開流行地區後28
日內性行為應使用保險套



 母嬰垂直傳染：部分研究發現茲卡病毒可能躲藏

於胎盤及存在於羊水中，可經由母嬰垂直傳染。





 輸血傳染：此外，由於約有75%-80%的個案沒有
明顯症狀，感染者在不自覺下可能經由捐血將病
毒傳染他人，因此在流行地區可能會發生輸血感
染。



 目前仍以自病患血液檢體中分離出茲卡病毒
的RNA為主要檢測方式，血中能偵測到病毒的
時間大概是症狀開始的前3–5天，時間並不
長，血清中鑑定病毒表面蛋白NS5的方法目前
正在開發中，自尿液中或唾液裡分離茲卡病
毒也是可以考慮的方法，尤其是尿液，根據
研究，病毒存在於尿液的時間可長達10天。



 另德州兩家醫學中心(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及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共同研發一項Zika快篩檢驗，此可用於檢測
血液、羊水、尿液或脊髓液中病毒RNA，且數
小時內可知結果



 3–12天



 典型症狀為發燒合併斑丘疹、關節疼痛或結膜炎
（紅眼）等，有時也有頭痛、肌肉痠痛及後眼窩
痛，與登革熱相較症狀輕微，僅有少數的重症病
例報導。

 依據流行地區監測資料顯示，巴西及玻里尼西亞
等流行地區病例出現神經系統（如Guillain-
Barré syndrome) (odds ratio, >34) 或免疫系
統（如特異性血小板低下性紫斑症，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ITP）併發症，且
有孕婦產下小頭畸形新生兒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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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電生理學的研究發現與急性運動性軸索神經病
變(Guillain-Barré syndrome 吉蘭 - 巴雷綜合
徵的亞型)，腦膜腦炎和急性脊髓炎相符合



 平均約有25%的感染病例會出現臨床症狀，典型
的症狀是發燒（通常是微燒）合併斑丘疹、關節
痛（主要是手和腳的小關節）或結膜炎等，其他
常見症狀為頭痛、後眼窩痛、厭食、腹痛及噁心
等。茲卡病毒感染症之症狀與登革熱相似但較輕
微，這些症狀通常在3–12天的潛伏期過後開始，
症狀持續約2–7天

 人們通常沒有嚴重到要去醫院，茲卡病毒感染的
病患很少死亡。



 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被感染

 在懷孕期間茲卡病毒感染可引起出生的畸形稱為
小腦症

 一旦一個人被感染後，他或她可能會有保護力而
不會在未來再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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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year-old previously healthy European 

woman

 Since Dec. 2013, she had lived and worked as 

a volunteer in Natal, the capital of Rio Grande 

do Norte state.

 She had become pregnant at the end of  Feb. 

2015.



GA: 13weeks
- High fever

- Severe musculoskeletal and  

Retroocular pain

- Itching, generalizedmaculopapular rash.

 ZIKV infection suspected

 no virologic diagnostic testing was  

performed.

GA: 14-20weeks

Ultrasonography : 

normal fetal growth 

and anatomy

GA: 29weeks

Ultrasonography : 

fetal anomalies

Reduced fetal movements

GA: 32weeks
Ultrasonography :

- 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estimated third percentile of fetal weight)

- Normal amniotic fluid

- Placenta measuring 3.5 cm in thickness   

(normal size) with numerous calcifications



 GA: 32weeks

› Ultrasonography :

 Head circumference below the 2nd percentile 

(microcephaly),

 Moderate ventriculomegaly

 Transcerebellar diameter below the 2nd percentile.

 Brain structures were blurred

 Numerous calcification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brain 

 No other obvious fetal structural abnormalities. 

 Fetal, umbilical, and uterine blood flows were normal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raised suspicion of 

fetal viral infection. 

 Because of severe brain disease and 

microcephaly, the fetus was given a poor 

prognosis for neonatal health. 

 Medical termination of the pregnancy was 

performed at GA 32 weeks



 Autopsy
› Fetal body weight was 1470 g (5th percentile)

› Length 42 cm (10th percentile)

› Head circumference 26 cm (1st percentile) 

› Only external anomaly that was  microcephaly

› Almost complete agyria and internal hydrocephalus 
of the lateral ventricles

› Numerous variable-sized calcifications in the cortex 
and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 Whole brain weight of 84 g (4 SD below average),

› Placenta weighed 200 g

› Placental–fetal weight ratio of 0.136 (<3rd percentile)





 Neuropathological Findings

›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revealed 

› Granular intracytoplasmic reaction in destroyed 

neuronal structures

 A possible location of the virus in neurons





防蚊措施：
 無疫苗可預防，因此避免病媒蚊叮咬是最主要的預防方

法。

 於戶外活動時，建議穿著長袖淺色衣褲，或使用經衛生
福利部核可、含有DEET的防蚊液，並依照標示說明正確
使用。



1. 長時間戶外活動時，應穿著長袖衣褲，並可在衣服上噴
灑防蚊液，增強保護效果。

2. 至流行地區活動時，應選擇裝有紗窗或空調設備的居住
場所。

3. 如果確診為茲卡病毒感染症，發病期間要待在蚊帳內或
室內，避免被蚊子叮咬造成次波傳染。

4. 自茲卡病毒感染症流行地區離境，應暫緩捐血28天，避
免可能造成輸血感染。



 凡自流行地區返國後，均應自主健康監測至少二週，如
有任何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

 男性自流行地區返國後，如無出現疑似症狀，未來8週有
性行為時應使用保險套。若性伴侶為孕婦，則性行為時
應戴保險套至性伴侶分娩。

 女性自流行地區返國後，如無出現疑似症狀，仍建議延
後8週懷孕。



 茲卡病毒感染症目前無藥物可以治療，主要
是依症狀給予支持性療法，並讓病患獲得充
足的休息，可用乙醯氨基酚（acetaminophen）
做為解熱劑解除部分不適感，並補充足夠的
水分，通常在感染後一週左右就可自行痊癒。



 美國CDC於2/23表示正調查14起疑似性接觸感
染Zika事件，所有事件均為男性具旅遊史且
近兩週出現症狀，女性伴侶均未具旅遊史且
發病日晚於男性，目前2名女性確診，4名女
性初步檢出IgM 陽性，其餘個案及其性伴侶
檢體檢驗中，推測這些事件都應與男性病患
傳染至女性伴侶有關



 疾管局建議，若未懷孕女性感染茲卡病毒，在之
後的8周不要有性行為發生，也請打消懷孕的計
畫

 由於茲卡病毒能在男性精液內存活至少62天，一
般旅客則應避免蚊蟲叮咬，離開流行地區後28日
內性行為應使用保險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