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Severe Pneumonia with Novel Pathogens)

料敵從寬、禦敵從嚴

              
                    高醫體系感染內科 暨   
          感管中心 / 感管室 全體同仁                                        

                                     
2020/01/26



疫情緣起
• 2019 年 12 月以來，湖北省武漢

市展開呼吸道疾病及相關疾病監
測，發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
例。個案臨床表現主要為發熱，
少數病人呼吸困難，胸部 X 光片
呈雙肺浸潤性病灶。

• 2020 年 1 月 9 日接獲中國大陸
通知，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已完成病毒全長基因定
序。





除已知會感染人類的六種冠狀病毒以外，其他的動物宿主包括蝙蝠、豬、牛、火雞、貓、狗、雪貂等。並有零星的跨物種傳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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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

WHO 西太平洋分部辦事處，
1/21 中午於 Twitter 發佈訊息，將 nCoV 從「有限的」人傳人，改為「可能持續性」的人傳人。

2019.01.24  https://www.thelancet.com/coronavirus

原文探討深圳一個家族至武漢省親， 5 個成人都發病並檢出病毒， 2 個兒童竟沒事， 10 歲的哥哥無症狀帶原， 7 歲的妹妹沒被感染
1. 前伏期約 3-7 天，一開始的症狀多為虛弱或腹瀉，2. 上呼吸道症狀可能在接下來的 1-4 天後才出現3. CT 表現一樣是雙側 「毛玻璃狀病灶」（ ground 

glass opacity, GGO)

=> 結論：會人傳人

https://www.thelancet.com/coronavirus?fbclid=IwAR1ucRKoBTfxijZEAUG6UvsjTLUxGON8r_8v9j2oqec1iOpPEgAC7ww8vso


倫敦帝國學院 MRC GIDA 1/25 第三版報告 :
目的：以假設”人傳人”之模式建立運算模組，與先前兩版中的預測人數做比對

https://www.imperial.ac.uk/mrc-global-infectious-disease-anal
ysis/news--wuhan-coronavirus/
  (2020.1.25)

https://www.imperial.ac.uk/mrc-global-infectious-disease-analysis/news--wuhan-coronavirus/
https://www.imperial.ac.uk/mrc-global-infectious-disease-analysis/news--wuhan-coronavirus/


小結：即便以 1/18 的數據放入模組來推算 ,” 持續性的人傳人”很可能真的已在發生



結論：
1. 此運算是基於每傳染個案可感染 2.6 人
2. 按模組推論，至 1/27 估計全球將有超過 12000 個個案遭受感染



中國衛健委 2020.1.23 發佈

臨床表現  
(1)          

• 以發燒、無力和乾咳為主要表現，鼻塞、流鼻涕等症狀少見
• 約半數患者一週後出現呼吸困難，嚴重者快速進展成急性呼吸窘迫

症候群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 值得注意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病程中可為輕微發燒，甚至無明
顯發燒。部分患者發病症狀輕微，也無發燒，多在 1 週後恢復
• 多數患者預後良好，少數患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



                                                             2019.01.24  

https://www.thelancet.com/coronavirus

臨床表現  
(2)          

https://www.thelancet.com/coronavirus?fbclid=IwAR1ucRKoBTfxijZEAUG6UvsjTLUxGON8r_8v9j2oqec1iOpPEgAC7ww8vso








本篇 41 名病例中， 30 人為男性，病者平均年齡為 49 歲，沒有兒童或青少年。 41 人均患肺炎，最終 6 人死亡，故感染後確診肺炎者總體死亡率為 15% 。

27 人曾直接到過華南海鮮市場，其中一個家庭集體染病。不足一半人患慢性病。

常見症狀包括發燒，佔 98%（ 40 名）；其次 76％有咳嗽（ 31 名）和 44％有肌肉痛或
感到疲勞（ 18 名）；亦有少部分患者有其他情況， 28% 有痰、 8% 有頭痛、 5% 咳
血、 3%腹瀉等。有 22 名（ 55%）出現呼吸困難，從病發到呼吸困難的中位數為 8天，
介於 5 至 13天。

41位患者皆患有肺炎，胸部 CT 表現異常， 40位 (98%) 可見雙側皆被影響。 ICU 患者入
住時的典型 CT影響為 bilateral multiple lobular and subsegmental areas of 
consolidation (figure 3A). Non-ICU 患者的 CT 表現則為 bilateral ground-glass 
opacity and subsegmental areas of consolidation (figure 3B). 後期 CT影響則呈現
bilateral ground-glass opacity, whereas the consolidation had been resolved 
(figure 3C).
 
併發症包括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佔 12 例 (29％ ) ，貧血有 6 例 (15％ ) ，急性心臟病有
5 例 (12％ ) 和繼發感染有 4 例 (10％ ) 。 13 名患者（ 32％）轉到 ICU醫治後 5 人死亡 
(ICU 死亡率 38%) 。

這項研究結論是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嚴重呼吸道疾病，與 SARS 相似，需進入深切治療比率
及死亡率均高。



真實死亡率不明  ( 中國官方數據不可信 ,眾多個案未確診 )   
       2019.01.24 https://www.nejm.org/doi/pdf/10.1056/NEJMoa2001017?articleTools=true

…As of January 24, 2020, there were more than 
800 reported cases, with a mortality rate of 3% 
(https://promedmail .org/).

Compared to SARS-CoV (10% mortality) and MERS-
CoV (35% mortality), the 2019-nCoV appears to be 
less virulent at this poin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elderly and those with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However, modeling analysis based on 
official case numbers and international spread 
suggested that there may be cases going 
undetected.

 2019.01.24 file:///C:/Users/littleblank/Downloads/viruses-12-00135%20.pdf

https://www.nejm.org/doi/pdf/10.1056/NEJMoa2001017?articleTools=true
../../../C:/Users/littleblank/Downloads/viruses-12-00135%20.pdf


WHO 2020/1/12 公告
nCoV引起之急性呼吸道感染臨床治療指引

https://www.who.int/internal-publications-detail/clinical-mana
gement-of-severe-acute-respiratory-infection-when-novel-coro
navirus-(ncov)-infection-is-suspected

https://www.who.int/internal-publications-detail/clinical-management-of-severe-acute-respiratory-infection-when-novel-coronavirus-(ncov)-infection-is-suspected
https://www.who.int/internal-publications-detail/clinical-management-of-severe-acute-respiratory-infection-when-novel-coronavirus-(ncov)-infection-is-suspected
https://www.who.int/internal-publications-detail/clinical-management-of-severe-acute-respiratory-infection-when-novel-coronavirus-(ncov)-infection-is-suspected


需在負壓隔離房，穿著個人適當防護裝備後，方可進行採檢。



臨床條件 ( 一 )發燒不再是必要條件

流病條件 ( 一 )擴大為整個湖北省 
( 含武漢地區 )

高雄市請多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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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現況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 26）日晚間緊
急召開記者會宣布，北部 50 多歲女性， 1
月 13 日至 15 日曾有中國大陸武漢旅遊史
，未前往華南海鮮市場， 1 月 16 日至 25
日至歐洲旅遊，個案於 1 月 22 日起有咳嗽
症狀， 25 日咳嗽症狀加劇，同日獨自一人
返台，於機上全程佩戴口罩及填寫「防範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旅客入境健康聲明卡」，並
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隨即後送
至醫院負壓隔離病房治療，經通報檢驗於今
(26) 日確診；目前健康狀況穩定，衛生單位
持續追蹤個案返台班機之相關接觸者健康情
形。



可參考網站
• https://www.cdc.gov.tw/?aspxerrorpath=/rwd/professional   (Taiwan CDC )

• https://youtu.be/1lsprM6MJ1A    (Taiwan CDC 個人防護穿脫影片 )

• http://bit.ly/37uawau     ( 武漢肺炎全球疫情總覽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 https://www.imperial.ac.uk/mrc-global-infectious-disease-analysis/news--wuhan-cor
onavirus/

   ( 倫敦帝國學院 MRC Centre for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Analysis)

• https://www.thelancet.com/coronavirus  (Lancet 關於武漢肺炎的專頁 )

•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1017?query=RP&fbclid=IwAR0K
xtzdXgRw0iw528z26p_aQBtl33ZzRyd605BSYmk1PaU8Zd2nQEAM618

  (NEJM關於武漢肺炎的原著論文 )

https://www.cdc.gov.tw/?aspxerrorpath=/rwd/professional
https://youtu.be/1lsprM6MJ1A
http://bit.ly/37uawau
https://www.imperial.ac.uk/mrc-global-infectious-disease-analysis/news--wuhan-coronavirus/
https://www.imperial.ac.uk/mrc-global-infectious-disease-analysis/news--wuhan-coronavirus/
https://www.thelancet.com/coronavirus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1017?query=RP&fbclid=IwAR0KxtzdXgRw0iw528z26p_aQBtl33ZzRyd605BSYmk1PaU8Zd2nQEAM618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1017?query=RP&fbclid=IwAR0KxtzdXgRw0iw528z26p_aQBtl33ZzRyd605BSYmk1PaU8Zd2nQEAM618


Thanks fo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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