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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現況
法定腸道傳染病

非法定腸道傳染病

簡要整理

南



法定腸道傳染病現況(本土病例)

資料來源：http://dwweb.cdc.gov.tw/dwweb/

台南市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李斯特菌症 0 18 17 11 14

阿米巴性痢疾 8 10 7 8 8

急性A型肝炎 22 6 1 3 5

桿菌性痢疾 6 8 5 6 5

霍亂 0 0 0 0 0

傷寒+副傷寒 0 1 0 0 0

E型肝炎 1 0 3 0 0



非法定腸道傳染病現況(場域)

2017-2021年台南市腹瀉群聚場所分析

ANOVA P value > 0.05

平均值+SEM；資料來源為BO程式

ANOVA P value < 0.05，
若Bonferroni test < 0.05
，則用不同英文字標示。

平均值+SEM；資料來源為BO程式

2016-2020年台南市腹瀉群聚場所分析

2017-2021年台南市腹瀉群聚場所分析



非法定腸道傳染病現況(病原)

2017-2021年台南市腹瀉群聚病原分析

ANOVA P value > 0.05

平均值+SEM；資料來源為BO程式

2017-2021年台南市腹瀉群聚病原分析

ANOVA P value > 0.05

平均值+SEM；資料來源為BO程式

2016-2020年台南市腹瀉群聚病原分析



人口密集機構包含幼兒園、托

嬰中心、長照中心等單位、加

強前述單位防治為今年重點。

第一項

台南市過去以餐飲、學校為主

要腹瀉群聚發生地點，在

2021年改為人口密集機構。

第二項

提升機構對於諾羅病毒症狀

警覺性，並要求落實諾羅病

毒相關防治措施。

台南市過去腹瀉群聚病原檢

出，約6成是諾羅病毒，在

2021年前述檢出率達8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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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整理



疾病介紹 李斯特菌症

阿米巴性痢疾

急性A型肝炎

病毒性腸胃炎(諾羅病毒)



疾病介紹：李斯特菌症

特性：廣泛存在環境；家畜禽為帶

菌宿主；4℃生長。

潛伏期：平均潛伏期21天。

傳染方式：生食蔬果；未

充分加熱的即食品。

症狀：腸胃炎；敗血症、腦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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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介紹：李斯特菌症

處理生熟食
器具分開使用

瓜果澈底清洗
表皮再切分

特殊族群避免
吃生菜、即食品

避免置於室溫超過
4小時、冷藏超
過保存期限





疾病介紹：阿米巴性痢疾

傳染方式：食入被囊體汙染的

食物、水；口肛接觸。

特性：患者間歇性排出囊體，囊
體有傳染力；50度以上殺死囊體。

症狀：腹瀉；肝膿瘍。

潛伏期：平均潛伏期2至4週，但

長短極為懸殊，可由數日、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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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介紹：阿米巴性痢疾

確診後進行
接觸者採檢

安全性行為廚師、看護通
報後，暫停餐
飲、照顧工作

完治7天
後進行複檢



疾病介紹：急性A型肝炎

傳染方式：食入被汙染的食物、

水；性接觸。

特性：食物加熱大於85度，超過1
分鐘；漂白水有效，酒精無效。

症狀：無症狀、急性肝臟發炎；

猛爆性肝炎(年紀大、慢性肝病) 。

潛伏期：平均潛伏期28天。

13



A肝疫苗接種
(幼兒、高風
險、接觸者 )

確定病例送驗
糞便檢體

餐飲人員符合
確定、極可能病
例，暫停工作

感染源調查
15-50天

疾病介紹：急性A型肝炎





疾病介紹：病毒性腸胃炎

傳染方式：食入被汙染的食物或

接觸病毒。

特性：11月至隔年3月流行；

10個病毒致病。

症狀：激烈嘔吐、腹瀉。

潛伏期：平均潛伏期1至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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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公共場所及消毒
排泄、嘔吐物
應戴口罩

漂白水濃度
1000-5000
ppm

疾病介紹：病毒性腸胃炎

備餐、進食前、
如廁及照顧病人後
應以肥皂或洗手乳洗手

水產品澈底煮熟
再食用

80℃30秒

病毒失去活性





疾病介紹 李斯特菌症

阿米巴性痢疾

急性A型肝炎

病毒性腸胃炎(諾羅病毒)



案例分享：李斯特菌症

女、26歲、家管、無慢性病史、懷孕16週。

發病經過：

4/28 個案出現腹痛。

4/29 至婦產科診所就醫，醫師告知胎兒已無心跳，建議

至醫院就醫；至醫院急診，經診治後，進行引產並

採檢胎盤檢體，胎盤檢體後續檢出李斯特菌。

4/30 個案出院。

5/2 個案血液檢體檢出李斯特菌，醫院進行通報。 20



案例分享：李斯特菌症

20

飲食暴露史：

三餐熟食早餐主要漢堡(無生菜)、蛋餅，午、晚餐為便當。

近期曾食用外購切分西瓜、肉乾。

接觸者調查：

同住家屬2人(案先生、案女)，目前無症狀。

動物接觸史：

家中飼養寵物貓，僅撫摸但不清理排泄物。



案例分享：阿米巴性痢疾

本國籍、33歲、補教業且兼職外送餐飲、MSM、未婚
109/4/6通報梅毒；無HIV通報

發病經過：

11/10 個案腹瀉，11/17至醫院就醫，醫師開立胃腸藥。

11/25 再度至醫院就醫，醫師採檢糞便檢體及給予

metronidazole治療。

11/26 糞便鏡檢發現阿米巴囊體，醫院進行通報，送驗3套糞

便檢體送研檢中心。

12/2 real-time PCR陽性，確診為阿米巴性痢疾。



案例分享：阿米巴性痢疾

感染源調查：

平時在補習班工作，空檔兼職餐飲外送，有時約匿名網友發生

不安全性行為。

經常不吃早餐，午餐由案母烹煮，晚餐外食，午、晚餐皆熟食

煮沸自來水或瓶裝水。

接觸者調查：

同住家屬2人(案母、案兄)皆無症狀。



110/12/26

 1位泰國籍移工A型肝炎確定個案

 立即進行疫情調查及接觸者匡列

 接觸者完成1劑公費A肝疫苗接種

111/1/19

 同房室友因症就醫

 通報並確診A型肝炎

 研判為A型肝炎本土群聚事件

案例分享：急性A型肝炎

案1

案2

案1同房室友
111/1/18發病
111/1/21通報

A肝確定

案3 案4

案1同房室友
111/1/14發病
111/1/25通報

A肝極可能



案例分享：急性A型肝炎

111/1/21實地訪查

• 工廠員工12人(泰國籍5人、本國

籍7人)。

• 工廠為2層樓建築，1樓為作業區、

辦公室及廁所，僅1樓有廁所且

不分男女，所有員工共用廁所。

• 2樓為移工宿舍，移工5人同住一

房，備有淋浴間及廚房，該樓層

無廁所，若有如廁需求，應至1

樓使用。



案例分享：急性A型肝炎

飲食

食材

水源

活動

三餐自行準備，會生食(泰式

辣拌生牛肉、涼拌青木瓜絲、

醃漬生豬肉)且徒手攪拌食物

飲水機之飲用水為煮沸
自來水

附近黃昏市場、越南雜貨店、
泰國雜貨店

下班後僅購買食材，近2
個月無聚餐、外縣市旅遊
史、出國史

研判：4案A型肝炎移工，潛伏期內有共食，且近期無聚餐、外縣市旅遊及出

國，4案發病日間距未超過最長潛伏期(50天)，初步研判本案感染源與生食、

共用衛浴有關。



案例分享：急性A型肝炎

衛教漂白水
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