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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秋冬季或是冬春交接時節，流行性感冒縂會悄悄降臨，
雖説在正常情況下，流感也就是一個禮拜的病程，說長不長，說
短不短，但對生活工作的干擾卻不小。加上流感對於高危人群，
其嚴重的並發症造成的後果還是相當嚴重的，甚至可能引起死
亡。有些地區的流感流行並沒有顯著的季節差異，比如臺灣和香
港地區等，也就是說一年四季都會發生，而華裔居民平日往來這
些地區非常頻密，所以不得不提高防範意識。一旦流感在地區或
全球範圍内大流行，不僅牽涉的人力物力巨大，而且造成破壞和
損失的後果也將非常嚴重。因此增加對流感的更多了解，獲取更
多更準確的專業資訊，以便可以在社區或家庭做好預防流感、配
合治療、防止傳播的有效措施。

流感ABC
流行性感冒(Influenza)顧名思義是由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引起
的一種呼吸道感染疾病，它最早在一九三三年為醫學界所發現，
依其種類可區分為A、B、C三型，其中A型病毒流感病人的症狀
最為嚴重，也會造成大規模的流行，C型病毒所引起的症狀最為
輕微也最為少見。
流行性感冒病毒屬於濾過性病毒的一種，人一旦感染流感，
肌體即產生免疫能力，但因流感病毒的結構約每十年發生一次大
變異，使得人對變異病毒不具抵抗力，正因如此，大約每隔十年
就有一次全球範圍的流感大流行。
流行性感冒的症狀與普通感冒極為類似：高燒、頭痛、乾
咳、鼻塞、流鼻水、打噴嚏、咽喉疼痛、全身肌肉痠軟等，通常
得花上一個禮拜的時間方能康復。流感可以感染任何人，但其併
發症如支氣管炎、肺炎及腦膜炎則多發生在年老的、體弱的或嬰
幼兒的身上，若處理不慎易導致嚴重後遺症，甚至於死亡。
流行性感冒大多在秋冬之際流行，但像臺灣和香港地區並沒
有明顯的季節傾向，所有月份都可能會發生。易感染人群的年齡
以一歲到十二歲的最多，A、B、C三種類型中又以A型流感病毒
爆發大流行的幾率最高，當然老年人口亦是流感病毒侵襲的主要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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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流行性感冒的治療，目前爲
止並沒有所謂的“特效藥”，但接種流感
疫苗是醫學界公認的最爲有效的預防
手段。因此建議在流感流行高峰來臨之
前，嬰幼兒及年長者應接受流感疫苗的
接種，以提高肌體的防護抵抗能力。

流感的治療
通常情況下，若流感患者的症狀
並不嚴重，約一個禮拜左右就會自行
痊癒，所以對於流感的治療，大多採用
“對症治療”，其目的在於緩解患者的不
適感。常用藥物包括：退燒鎮痛藥、
止咳劑、化痰劑、傷風藥和潤喉糖。但
要注意的是，兒童忌服含有阿斯匹靈
(Aspirin)成份的藥物，以避免產生雷爾
氏綜合症(Reye’s Syndrome)。
對症治療只能緩解部分症狀而非
作用在病毒本身，因此無法顯著縮短
病程並降低疾病的嚴重程度。一般醫師
都會提醒患者暫停工作多休息，同時注
意身體保溫，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多吃
含有豐富維他命的食物，補充適量的水
分，目的在於保持較佳的體力來對抗病
毒。
那麽採用抗生素治療流感的療效
如何呢？原則上是沒有用的，而且也不
需要用抗生素來治療，因為引起流感的
是病毒而非細菌。如果老年人和慢性心
肺疾病患者出現了繼發性細菌感染的併
發症，就需要立即給予抗生素治療。

流感日常護理
◎居室宜空氣清新、流通、陽光充足，
有條件者應實行家庭隔離，讓患者單獨
居住，可用食醋蒸熏居室，以控制流感
病毒，防止傳播。隔離期限自發病至熱
退48小時。
◎發熱患者宜臥床休息，注意保暖，防
止複感風寒，應多飲開水。
◎保持口咽、鼻腔清潔，早晚刷牙，進
食後以淡鹽水或溫水漱口，防止繼發感
染。
◎患者用過的生活用具應注意消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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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的預防
雷爾氏綜合征 (Reye’s Syndrome)是小兒時期一種原因不
明的急性腦病綜合征，本病的發
生常與一些特異性病毒感染流行
有關，如流感-B、水痘等。近年
研究資料表明，阿斯匹林類藥物
(水楊酸類)的使用與本病的發生
有密切關係。本病主要在15歲以
下小兒中發生，嬰幼兒、兒童均
勻分佈，偶見家族性病例。
患兒肝腫大，肝細胞脂肪浸
潤；腎、胰腺及心肌也有脂肪浸
潤，腦內主要有大腦水腫。
發病前常有病毒感染史，如
流感或水痘等，感染好轉後3～5
天可產生反復性嘔吐，嘔吐發生
後數小時至2天時，患兒即表現
意識改變，可有視幻覺，精神混
亂等，數小時內可進展至木僵
及昏迷。雷爾氏綜合征 (Reye’s
Syndrome) 意識狀態分為Ⅰ～Ⅴ
期。嚴重病例可迅速（24小時
內）進展至Ⅴ期既呼吸暫停及全
身肌弛緩。輕症可進展至第Ⅰ
～Ⅲ期即漸好轉。第Ⅳ期主要為
腦水腫，瞳孔對光反應遲鈍，去
大腦強直陣發過度換氣，顱內壓
週期性增高，此時如不能給予緊
急措施降低顱內壓，患兒往往死
亡。

用煮沸消毒法或日
光曝曬。
◎平素多參加體育
鍛煉，增強體質，
適時增減衣服。流
行季節少去公共場
所。
◎患者飲食宜營養
豐富，易於消化。
高熱時可進流質或
半流質飲食，適當
飲用富含維生素C
的果汁。

預防流感其實並不難，下面是目
前公認的有效預防方法，建議民眾在
流感好發季節，切實落實好這些預防
措施，以免跟上流感流行！
◎勤洗手：流感病毒主要經由飛沬傳
染，亦可能因接觸患者的口鼻分泌物
而傳染，故平常勤洗手，儘量避免以
手接觸口鼻；
◎提高自體抵抗力：攝取均衡營養，
適當鍛煉運動，以提昇肌體抵抗力；
必要時可接種流感疫苗，增強免疫
力；
◎補充維生素及水份：除了正常攝取
食物，還需要補充足夠的水份、維生
素C和維生素B群，以達到預防感冒的
功效；
◎少出入公共場所：若無必要請儘量
遠離人多擁擠的公共場所，病人請戴
上口罩，以避免將流感病毒傳染他
人；
◎注射疫苗：流行性感冒疫苗是每年
針對特定的病毒株所製造的。因為每
年流行的病毒株都不一樣，所以疫苗
必須每年接種。而疫苗的抗體保護作
用，需要幾週後才會發揮，所以必須
在十一月中旬之前接種，方能在流感
最易流行的十二至隔年三月發揮效
用；
◎其他：充足的休息和睡眠、保持室
內空氣流通、保持心境開朗、切勿吸
煙及避免吸入二手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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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爆發歷史
1917年-1919年
歐洲爆發西班牙流感(病毒類型
H1N1)疫症，導致2,000萬人死亡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只是
850萬人)，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流
感疫症。

1957年-1958年
WHO的流感警告級別
一級：流感病毒在動物間傳播，
但未出現人感染的病例。
二級：流感病毒在動物間傳播，
這類病毒曾造成人類感染，因此被視
為流感流行的潛在威脅。
三級：流感病毒在動物間或人與
動物間傳播，這類病毒已造成零星或
者局部範圍的人感染病例，但未出現
人際間傳播的情況。
四級：流感病毒在人際間傳播並
引發持續性疫情。在這一級別下，流
感蔓延風險較上一級別“顯著增加”。
五級：同一類型流感病毒在同一
地區(比如北美洲)至少兩個國家人際
間傳播，並造成持續性疫情。儘管大
多數國家在這一級別下仍不會受顯著
影響，但五級警告意味著大規模流感
疫情正在逼近，應對疫情採取措施的
時間已經不多。
六級：同一類型流感病毒的人
際間傳播發生在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地
區。這一級別意味著全球性疫情正在
蔓延。

甲型H1N1流感
豬流感是豬體內因病毒引起的呼
吸系統疾病，其特徵為突發、咳嗽、
呼吸困難、發熱及迅速轉歸。豬流感
由甲型流感病毒(A型流感病毒)引發，
爆發於豬之間，傳染性很高但通常不
會引發死亡。秋冬季屬高發期，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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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傳播。該病毒可在豬群中造成流
感爆發。通常情況下人類很少感染豬
流感病毒。
甲型流感品種諸多，共有H1N1、
H1N2、H3N1、H3N2和H2N3亞型的
甲型流感病毒都能導致甲型H1N1流感
的感染。與禽流感不同，甲型H1N1流
感能夠以人傳人。以往曾經發生人類
感染甲型H1N1流感，但未有發生人傳
人案例。2009年4月中，墨西哥公佈發
生人傳人的甲型H1N1流感案例，有關
案例是一宗由H1N1病毒感染給人的病
例，並在基因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基因
內有豬、雞及來自亞洲、歐洲及美洲
人種的基因。
甲型H1N1流感患者通常有39攝
氏度以上的高燒、劇烈頭疼、肌肉疼
痛、咳嗽、鼻塞、紅眼等症狀。
豬流感病毒 (Swine influenza virus,
SIV)是豬群中一種可引起地方性流行
性感冒的正黏液病毒(Orthomyxoviruses)。世界衛生組織2009年4月30

1957年2月在中國貴州爆發(病毒
可能是在1956年從蘇聯傳來)，其
後散播至世界各地。全球受影響
的人數占總人口的10%至30%，
但死亡率較1919年的疫症為低，
約為總人口的0.25%。

1968年-1969年
流感從香港開始，全球的死亡人
數達70萬人，其中美國就占3萬多
人。

1976年
新澤西一名青年染上豬流感，引
致恐慌會爆發新疫症，於是大規
模推行疫苗注射。

1986年-1993年
世界不同地區發生數宗人類染上
豬流感的病案。

1997年
香港發生禽流感，原本只影響雞
隻的病毒亦令人類患病。香港政
府下令層宰150萬隻雞。受影響的
人數為18人，其中6人死亡。

日將此前被稱為豬流感的新型致命病
毒更名為H1N1甲型流感(influenza A H1N1)。
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A型流感病
毒，攜帶有H1N1亞型豬流感病毒毒
株，包含有禽流感、豬流感和人流感
三種流感病毒的核糖核酸基因片斷，
同時擁有亞洲豬流感和非洲豬流感病
毒碼。醫學測試顯示，目前主流抗病
毒藥物對這種毒株有效。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