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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呼吸道感染 

第一天  第二天  



Hong Kong Med J. 2009 Oct;15(5):381-4. http://www.hsmc.co.uk/index.php?page=spirometry 



嚴重呼吸道感染 

 

 

全球感染人數 死亡率 

禽流感 H5N1 >860 ~55% 

禽流感 H7N9 >680 ~40% 

季節性流感 
 

501 
(2015 一月至六月,  

香港) 

~0.01% 

MERS  
(中東呼吸綜合症) 

>1600 ~40% 

SARS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8000 ~10% 



什麼是流感 (流行性感冒) ? 

• 由流感病毒引致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Nature. 2009 Jun 18;459(7249):931-9. 



季節性流感 

 

流感大流行 

 

 

 



季節性流感 

 

 

 

 

http://www.chp.gov.hk/files/pdf/fluexpress_web_week43_29_10_2015_chi.pdf 



流感大流行 

 

 

 死亡人數 

1918年西班牙流感 
 

50,000,000 

1957年亞洲流感 
 

100,000 

1968年香港流感 
 

700,000 

2009年豬流感 
 

~200,000 



動物流感  
(包括禽流感) 

 

  



動物流感  
 



禽流感 



мффт

http://www.yearbook.gov.hk/2007/hkx10/en/1997.html 



1997 流感 H5N1  
• 全球發現首宗人類感染 

• 確診病人: 18  

• 死亡: 6 
 

 

http://www.birdflubook.org/a.php?id=15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671604/15000-poultry-
be-culled-after-chicken-samples-test-positive-h7n9-bird?page=all 



H5N1 

• 1997: 香港: 18人感染病例 

 

• 1998-2002:沒有人類感染病例 

 

• 2003: 東南亞,中國大陸和香港出現零星病例 

 

• 2004至今: 東南亞廣泛傳播 

 



 

http://gamapserver.who.int/mapLibrary/Files/Maps/2003_2013_AvianInfluenza_GlobalMap_24Jan14.png 



 

http://www.who.int/influenza/human_animal_interface/Influenza_Summary_IRA_HA_interface_23_June_2015.pdf?ua=1 



H7N9 

• 2013年3月31日公佈人類感染H7N9流感病毒
確定病例 

 

• 上海市 

 

• 安徽 



http://www.who.int/influenza/human_animal_interface/Influenza_Summary_IRA_HA_interface_23_June_2015.pdf?ua=1 



 

http://www.chp.gov.hk/files/pdf/2015_avian_influenza_report_vol11_wk44_chi.pdf 



H7N9 vs H5N1 

Avian influenza report, C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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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N2 

• 1999:在香港發現全球首宗H9N2人類感染病
例 

 

• 全球大約有17宗病例 

–香港, 中國大陸, 埃及,孟加拉 

 

• 到目前為止沒有死亡病例 

 

 

 

 

 



H5N6, H10N8 

• 零星病例 

 

• 死亡率 >50% 

 











Sci Rep. 2015 Jan 15;5:7630.  



禽流感與人類流感的關係 

Trends Microbiol. 2013 Oct;21(10):544-55. 



禽流感與人類流感的關係 

 

H5N1, H5N6, H6N1 
H7N2, H7N3, 
H7N7, H7N9 
H9N2,  
H10N7, H10N8 

1918 H1N1, 
1957 H2N2 
1968 H3N2 

2009 H1N1 
H1N2 
H3N2 

H1-H16 



流感的抗病毒藥物 

• 神經胺酸酶抑制劑 

 

–特敏福 

 

–樂感清 

 

–帕拉米韋 



個人之預防方法 

 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注意飲食均衡、適當運動
及休息，維護身體健康 

 用肥皂勤洗手，不亂摸口鼻及眼睛 

 肉品及蛋類必須完全煮熟再食用 
 

 料理生鮮禽畜肉品及蛋類後立即洗手，刀具、砧板
也要徹底清洗後才能再度使用 

 不要購買或飼養來源不明或走私的禽鳥 
 

 避免接觸禽鳥及其分泌物，若不慎接觸，應馬上以
肥皂徹底清潔雙手 

 非必要或無防護下，避免到生禽宰殺處所及養禽場 

 暫時未有H7N9疫苗, 但仍應該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以減低雙重感染及變種風險 



接種疫苗的好處 

• 預防季節性流感 

 

• 減少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風險 

 



Clin Microbiol Rev. 2015 Apr;28(2):465-522. 

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 



http://www.who.int/emergencies/mers-cov/en/ 



http://www.who.int/emergencies/mers-cov/en/ 

1611 確診病人 

575 死亡病例 

26 國家 
 



Communicable diseases watch. Vol 12; Issue 12 

南韓 



MERS的傳播路徑 

Science. 2015 Mar 20;347(6228):1296-7.  



MERS的治療和疫苗 



禽流感與MERS 

• 直接從動物到人的傳播 

 

• 非常高的死亡率 

 

• 可蔓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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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 飛沫傳播︰
– 當一個人咳嗽、打噴嚏或者說話時，或者進行支氣管鏡檢查

時，就會產生一些含有微生物的飛沫。這些飛沫由於太大不
能在空氣中傳播很長時間，所以很快就會從空氣中落下來	

• 空氣傳播:
– 含有微生物的飛沫核或者灰塵顆粒能夠長時間的懸浮在空氣
中。所以，這些微生物可以在體外存活很久，而且抵禦乾燥
的空氣:	  麻疹,	  天花和肺結核 	

• 接觸傳播：患者和易感染者的身體接觸，或者通過被污
染的表面傳播	



病例	  1	  
• 50歲 男

• 2013年3月初

• 6	  天前:	  發燒、發冷、頭痛、出汗

• 使用非類固醇抗炎藥（NSAID)後，可以輕微的改善

• 3	  天後:	  乾咳和喉嚨痛

• 2	  天後:	  眼睛發紅，流眼淚

• 1	  天後:	  上軀幹和臉部出疹

• 不癢，不痛

• 其他系統的改善

• 前往急診室（A&E）就診	



病例	  1	  
• 病史:	  哮喘 

• 用藥史:喘樂寧（ventolin） 、 atrovent	  puffers	  prn
• NSAID	  、止咳藥
• 無過敏

• 家庭史:	  不吸煙，不飲酒
• 與太太及子女住在一起	
• 養了一隻狗，狗身上有時會有虱	
• 最近沒有外出旅行	



病例 1	  
• 檢查
• 肥胖,	  體質指數(BMI)：32
• 體溫：38℃，血壓：140/90
• 心率： 76	  bpm，呼吸頻率：18	  bpm
• 氧飽和度:	  98%	  RA
• 臉上有彌散性紅斑丘疹
• 軀幹上的紅疹相對少,	  而四肢上沒有
• 輕微的結膜炎
• 其他檢查:	  正常	



病例	  1	  

• WCC	  3.8
• N	  50%	  L	  10.6%
• ALP	  320	  ALT	  230	  AST	  150
• RFT	  正常

• 血凝情況：正常



病例	  1	  

• 鑒別診斷

– 猩紅熱

– 麻疹

– 立克次氏體病

– 梅毒
– 風疹



診斷	  

• 直接免疫熒光抗體（DFA）檢測NPA	  ：麻疹病
毒陽性	

• 血清中麻疹IgG和IgM	  ：陽性	  (3	  天後)



病例	  1	  



病例	  1	  

• NPA中A、B型流感 ：陰性	

• 咽拭子中化膿鏈球菌：陰性	

• 抗乙型肝炎病毒（HBV)和抗丙型肝炎病毒
(HCV)：陰性	

• 立克次氏體抗體 ：陰性	

• 性病研究實驗室實驗（VDRL）檢查梅毒：陰性	

• 風疹 IgG、IgM：陰性	

• 抗愛滋病毒（HIV)	  :陰性



診斷和處理

• 診斷:	  麻疹	

• 轉移到隔離病房（雙門）進行空氣傳播防護	

• 通過電子系統（NDORS）向衛生防護中心
（CHP）通報	

• 一直服用NSAID到一周後出院



麻疹

• 有包膜的單鏈RNA病毒	

• 麻疹病毒屬	

• 副黏病毒科	

• 潛伏期：7-‐14	  天	



麻疹

– 症狀	

– 高燒(40℃)
– 科潑力克氏斑(口腔中)
– 身體不適	

– 咳嗽	

– 流鼻水	

– 紅眼睛	

– 然後斑丘疹(第三天)
– 先軀幹最後全身	



麻疹

• 三個併發症:	  咳嗽， 鼻 
炎，結膜炎	

• 它的特殊症狀是口腔中 
的科潑力克氏斑	

• 從耳朵，頭，頸到全身
的斑丘疹，紅斑性皮疹	

• 從紅色變為深棕色，最
後消失	



併發症	  
• 腹瀉
• 病毒性或者間接性細菌肺炎
• 中耳炎
• 急性腦炎
• 罕見的亞急性硬化性全腦炎(SSPE)
• 角膜性潰瘍
• 在疫苗出現之前的1920年，死亡率 (肺炎30%)
• 美國 0.3%	  ，非洲28%;	  愛滋病 30%
• 高危:	  HIV，化療，懷孕，營養不良	



麻疹

• 空氣傳播性疾病	

• 通過咳嗽和打噴嚏產生的氣溶膠傳播	

• 直接接觸液體（鼻和嘴）	

• 高傳染性–	  與病人生活在一起的普通人中， 
90%	  都沒有抵抗麻疹的免疫力。	

• 傳染性:	  丘疹出現前的4天和出現後的5天



麻疹

• 治療:	  有效的	

• NSAID	  或者撲熱息痛（paracetemol）	

• 預防:	  小朋友在12個月的時候注射麻疹-腮腺
炎-‐風疹三聯疫苗（MMR	  vaccine），在4歲的
時候加強免疫。	

• 錯誤的麻疹與孤獨症聯繫在一起	

• 在2007年英國出現了941個病例，在2013年美
國的一些州份也爆發了麻疹



麻疹疫苗



麻疹病例: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S）	  

上一年香港出現51個病人	  



+
病例 2 

• 65歲,女性，心理治療師	

• 胃部淋巴瘤，胃切除手術Rx
gastrectomy & Cx 30 yrs ago

• C/O 體虛, 嚴重的右側及下腹疼
痛持續了2天

• 腹脹和便秘

• 進入血液血病房	

• 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  

（PET CT） 和 結腸鏡



病例 2 

• 因為入院三天後沒有找到 
原因，傳染病團隊進行會 
診

• 檢查: 右陰部出現水皰疹
• 在4天內快速的發展成嚴

重的 R L1 帶狀皰疹	
• 腰內臟神經(L1-2)支配的

尾腸：便秘	
• 控制傳染	



水痘和帶狀皰疹: 
水痘帶狀皰疹病毒	

• 有包膜病毒	
• 180-‐200nm
• 基因組胃為雙鏈DNA
• 二十面體核衣殼	
• 由脂質包膜包裹
• 凍融可以快速摧毀病毒
• 原發性感染:	  水痘	
• 再生:	  帶狀皰疹	



水痘帶狀皰疹病毒(VZV)的再生誘發了帶狀皰疹 (shingles) 

§   水痘(chickenpox) 感染具有終生潛伏性,可以被激活1,2, 主要導致宿主細胞介導
的免疫力下降，然後誘發帶狀皰疹3,4

Spinal	  cord	  

VZV	  establishes	  	  
latency	  in	  	  

dorsal	  root	  ganglia	  

VZV	  may	  reac4vate	  
as	  herpes	  zoster	  

Varicella	  

Zoster	  

References: 1. Gnann JW et al. N Engl J Med. 2002; 347:340-346; 2. Johnson RW et al. BMC Medicine. 2010;8:37; 3.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of Vaccine-Preventable Diseases. 8th ed. Atlanta, Ga; 2005:159-175; 4. Johnson RW et al. Expert Opinion on Pharmacotherapy. 2004, 5:551-559. 



Chickenpox	  vs.	  Shingles	  



VZV潛伏和激活的宿主因素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Arvin A. N Engl J Med. 2005;352:2266–2267. Copyright © 2005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 All rights reserved. 
*Gershon AA et al. In: Vaccines. 5th ed. Elsevier; 2008:91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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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感染	 帶狀皰疹	

帶狀皰
疹臨界值  

水痘爆發  
	

沉默型激活? 

宿主和淺浮的VZV之間的平衡需要細胞(T-cell)介導的免疫來維持	



水痘	

• VZV的原發性感染	

• 潛伏 7-‐21	  天	

• 症狀:
• 前驅症狀：惡心， 沒有

食慾，肌肉痛，頭痛	

• 低燒,	  口部傷口 ，水皰
疹	

• 水皰疹:	  身體和頭部， 
12個小時後手臂和腿	

• 小囊泡到水皰，再膿皰	

• 在結痂前都有感染性	

• 成人:	  更嚴重的疾病;
肺炎，肝炎，腦炎	



水痘	

• 診斷	

• 水皰液拭子：DFA	  或者
PCR

• 檢測血中 IgM	  或 IgG

• 治療	
• 靜脈注射阿昔洛韋或口服伐昔洛韋

5天
• 最好在紅疹出現48小時內
• 爐甘石液	
• 抗組織胺藥	

• 預防	
• 水痘疫苗 (Varivax)	  x	  2
• 減毒活疫苗	

• 水痘帶狀皰疹免疫球蛋白（VZIG） 
(懷孕)

• 先天水痘綜合症的高危險性：腦炎, 
小頭畸形，視神經萎縮，脊髓損傷

上一年有7021例水痘	  



Kangro	  HO	  Seroprevalence	  of	  anfbodies	  to	  human	  herpesviruses	  in	  England	  and	  Hong	  Kong	  J	  Med	  Virol.	  1994	  May	  43(1)	  
91-‐6	  

-‐	  非常擁擠的生活條件 (高效的傳播)	  
-‐	  大部分學齡前兒童參加了托兒所或幼稚園	  

在香港，超過90%的兒童被VZV感染 



Fung	  LW	  Seroprevalence	  of	  varicella	  zoster	  virus	  among	  pregnant	  women	  in	  Hong	  Kong	  
Vaccine.	  2011	  Oct	  26	  29(46)	  8186-‐8	  

以前沒有被感染或者不記得被感染的人，他們的血清陽性率也很高

96%被檢測女性的VZV免疫都是陽性 (平均年齡 31.9,
 人數：500) 



帶狀皰疹病毒的風險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

§  預計全球的帶狀皰疹發病人數會
隨著人口老齡化而增加11 

§  免疫力正常的人中，年齡是唯一
可以用來預測帶狀皰疹的因素 

§   在50歲以後，激活的機率會增加
2,11-12 

§  在加拿大，帶狀皰疹的終身犯病
風險是28%，美國和英國是30%

§  其他風險: 惡性腫瘤，免疫抑制
的宿主，HIV 

Incidence of Herpes Zoster by Age 

References: 1. Insinga RP et al. J Gen Intern Med. 2005;20(8):748-753; 2. Gauthier, A et al. Epidemiol Infect. 2008, 137:38-47; 3. Brisson M et al. Epidemiol Infect. 2001, 127:305-314; 4. Stein 
AN et al. Vaccine. 2009, 27:520-529; 5. Toyama  N et al. 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 2009, 81:2053-2058; 6. Lin YH et al. Vaccine. 2010, 28:1217-1220; 7. de Melker et al. Vaccine. 2006 
24:3946-3952 ; 8. Ultsch B et al.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1, 4; 9. Gialloreti et al.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0, 10:230; 10. Won Suk Choi et al. Journal of Clinical Virology .47 (2010) 325–
329;  
11. Weinke T et al. J Public Health. 2010 18:367-374; 12. Yawn BP et al. Mayo Clinic Proceedings. 2007, 82:1341-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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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狀皰疹: 臨床特徵

• VZV 感染的激活

• 通常是1到2個相鄰的，單獨的
皮區

• 在一個紅斑基礎上出現成片的
“葡萄樣” 破損1,2

• 破損通常在4周內愈合1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1. Oxman MN. In: Arvin AM, Gershon AA, eds. Varicella-Zoster Virus, Virology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246–275. 2. Lycka BAS, Williamson D, Sibbald RG. Herpes Zoster and Postherpetic Neuralgia, 2nd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Vol 11.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Elsevier Science B.V.; 2001:97–106.  

帶狀皰疹	



帶狀皰疹的併發症有神經系統的，眼的，皮膚的和彌散的

§  神經系統的1,2
– 最常見的是皰疹後神經痛(PHN)
– 失去感覺，異常性疼痛，腦神經元和運動

神經元癱瘓，腦膜腦炎，喪失聽力，頭暈

§  眼部的1,2
– 視覺受損，上瞼下垂，疼痛，面部疤痕
– 角膜炎

三分之二的眼部帶狀皰疹患者都有角膜炎

§ 皮膚的2

– 形成疤痕，細菌性重複感染

§  彌散的2
– 更容易出現在免疫力受損的患者

References: 1. Harpaz R et al.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2008;57(RR-5):1–30.; 2. Oxman MN. Varicella-Zoster Virus: Virology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24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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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狀皰疹

• 診斷

• 水泡液拭子：DFA	  或
PCR

• 血液中的IgM	  或	  IgG

• 治療

• 靜脈內注射阿昔洛韋或者口服伐
昔洛韋5-‐7	  天

• 免疫受損的患者要靜脈注射免疫
球蛋白（IVIG）

• HIV，移植後、化療

• 加巴噴丁（gabapenfn）

• 爐甘石液

• 抗組胺藥

• 預防:	  帶狀皰疹疫苗
（zostavax）



帶狀皰疹最常見的相關癥狀是疼痛，大部份患者都受其影響 

§  皰疹后神經痛(PHN)	  是一種慢性的i神經性疼痛綜合征，通常是由外周感覺神經的
損傷和重視神經系統的信號處理的改變造成的	  

§  PHN定義為在帶狀皰疹出現后，持續超過90天的疼痛。這種疼痛可以幾個月或數
年

1	  
§  8%-‐30%的帶狀皰疹患者出現了PHN	  2-‐6	  

– 老年人發生的幾率更高：19%-‐73%6-‐12	  

前驅期疼痛 急性疼痛 
亞急性帶狀皰疹 

神經痛 慢性疼痛：:PHN 

急性階段 慢性階段 

發病日 2-4周 3 個月 數月或數年 

紅疹不斷的癒合 出現紅疹 

References: 1. Johnson RW et al. BMC Medicine. 2010,8:37; 2. Schmader KE. Clin J Pain. 2002;18(6):350-354; 3. Bowsher D. Euro J of Pain.1999;3(4):335-342; 4. Coen PG et al. Eur J Pain. 
2006; 5. Baron R. Eur J Neurol. 2004;11(Suppl 1):3-11; 6. Scott FT et al. J Med Virol. 2003;70 Suppl 1:S24-30; 7. Arvin AM. Clin Microbio Reviews. 1996;9(3):361-381; 8. Gross G et al. J of Clin 
Vir. 2003;26(3):277-289; 9. Edmunds WJ et al. Vaccine. 2001;19(23-24):3076-3090; 10. Chidiac C et al. Clin Infect Dis. 2001;33(1):62-69; 11. Mamdani FS. Can Fam Physician. 1994;40:321-326, 
329-332; 12. Oxman MN et al. N Engl J Med. 2005;352:2271–2284. 



在英國，帶狀皰疹和PHN的發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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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pe-‐Simpson	  RE.	  	  J	  R	  Coll	  Gen	  Pract	  1975;25:571-‐575.



Shingles 的併發症與較高的衛生保健利用率，尤其是住院率
相關

 Stein AN et al. Vaccine. 2009, 27:520-529 

 Singhal PK et al. Journal of Medical Economics. 2011 14:639-645 



Zostavax (Oka/Merck) 

§  ZOSTAVAX是一種減毒活疫苗 
–  和預防水痘的VARIVAXTM [水泡病毒活疫苗(Oka/Merck)] 是同一種病毒株varicella1

–  效力比至少比VARIVAX高40倍

–  至少19，400個空斑形成單位（PFU）

§  通過皮下一個劑量，而非通過靜脈注射 
§  作用機理:  增強細胞介導的免疫

1

§  ZOSTAVAX應該存放在2-8℃ 雪櫃 

指示
§  ZOSTAVAX 用於50歲或以上的個體

§  預防帶狀皰疹 

§  預防PHN 

§  緩解急性和慢性的帶狀疹相關疼痛 

§  ZOSTAVAX 不能用於治療zoster 或PHN 

References:  1. Oxman, MN.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 2010; 51:197-213; 2. HKPC-V211-ZST-R-I-072011 



VZV的潛伏和激活涉及的宿主因素1 

1.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Arvin A. N Engl J Med. 2005;352:2266–2267. Copyright © 2005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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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stavax (Oka/Merck) – 禁忌 

• 對疫苗成份，包括明膠過敏的

• 有對新黴素過敏的病史

• 有原發性和獲得性免疫缺陷情況的

• 免疫抑制治療(包括高劑量的類固醇)

• 活動的且未治療的肺結核.

• 孕婦



ZOSTAVAXTM 功效和安全性試驗 (ZEST) 

n  構思: 
n  隨機的 (1:1), 雙盲多中⼼心，以安慰劑為對
照的多中⼼心雙盲隨機（1:1）試驗, 

n  22,439 具有⽔水痘陽性、HZ陰性病史參與者，
年齡從50到59歲 

n  在年齡、性別、種族上，保證疫苗組和安
慰劑組之間的平衡 

n  初步分析 
      HZ的發病率降低 (從6.57/1000 減少到 

1.99/ 1000 人每年) 
n 意向治療分析包括了所有的隨機參與

者
n  探索性分析 
n  疫苗對HZ疼痛的作用 
n  Estimated 73% relative reduction in the 

mean HZ pain severity-by-duration score 

ZEST = ZOSTAVAX Efficacy and Safety Trial. 
 Reference. Schmader KE et al. Clin Infect Dis. 2012;54(7):92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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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狀皰疹的預防研究 (SPS) 
– 設計
– 以安慰劑為對照的，隨機、多中⼼心（在美國有22的地點）、雙盲試驗

• 按照年齡進⾏行隨機分組：60-69歲，⼤大於69歲*

– 38,546 個具有⽔水痘陽性且HZ陰性病史的參與者，年齡都不⼩小於60歲
– ⼦子研究: 免疫學的 (1,395); 副作⽤用(AEMS) (6,616)

• ⺫⽬目的Objectives
– 主要⺫⽬目的Primary Objective

• 確定接種VZV的減毒活疫苗能否降低HZ和PHN的發病率、嚴重性
– 次要⺫⽬目的

• 評估在參與者的⼀一個亞群中的副作⽤用
• 評估在參與者的⼀一個亞群中的細胞介導免疫

Oxman MN et al. N Engl J Med. 2005;352:2271–2284. 



在短期的持續性研究(STPS)中，用時7年去追蹤ZOSTAVAXTM 對
HZ的發病率和HZ的疾病負擔（BOI）的影響 

§  先進行SPS，在開展STPS	  
– SPS中有114,270	  位參與者同意了接下來的數據採集，這114270位參與者中，有7320位參與者屬於疫苗組，6950位參與者來自

於安慰劑組

§  用時7年來追蹤這些參與者	  
§  綜合這些研究數據發現，該疫苗對HZ	  BOI的功效是58.6%	  (95%	  CI,48.6–66.6)	  ，對PHN發病的功效是64.9%	  (95%	  

CI,	  47.4–77.0)	  ，對HZ發病的功效是48.7%	  (95%	  CI,	  42.0–54.7)	  
§   目前，對於接種ZOSTAVAX	  後的保護期仍不是很清楚	  

Reference: Schmader KE et al. Clin Infect Dis. 2012; 10.1093/cid/cis638:1-9. 

疫苗 對HZ發病的影響 
– 包含了 SPS 和 STPS

疫苗對PHN發病的影響 
–包含了 SPS 和 STPS

疫苗對HZ BOI的作用 
–包含了 SPS 和 STPS



SPS:	  Adverse	  Event	  Monitoring	  Substudy	  

不良反應

局部性的: 
接種部位的反應* 

全身性的: 
總的

   疫苗相關的* 
      頭痛* 

發燒: 
≥101.0°F (≥38.3°C) 

住院率
(平均每 1000人年) 

ZOSTAVAX™ 
N=3345 

48.3% 

24.7% 
6.3% 
1.4% 

0.8% 

107.4 

安慰劑
N=3271 

16.6% 

23.6% 
4.9% 
0.9% 

0.9% 

107.3 

*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病例	  3	  

• 30歲，女

• 以前身體很好

• 體重下降，而且咳嗽持續了2個月體重下降
了20磅，沒有食慾

• 4個月以前：咳嗽和盜汗。GP根據經驗開了一
些左氧氟沙星

• SaO2:	  100%	  RA,	  fine	  crackles	  LUL



病例	  3	  



診斷與治療

• Sputum	  for	  AFB	  smear
posifve

• Transfer	  to	  isolafon	  ward
• Airborne	  precaufon
• Diagnosis: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 HRMZ	  therapy
• Isoniazid	  +	  rifampicin	  (6

months)	  +	  ethambutol	  +
pyrazinamide	  (2	  months)	  +
pyridoxine

• Pafent	  T/F	  to	  GH	  Chest



肺結核

• 結核分枝桿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 New	  infecfon	  or	  reacfvafon
• 1/3	  of	  world	  populafon
• 2013:	  9	  million	  new	  cases	  and	  1.5	  million	  death
• Symptoms:	  indolent	  fever,	  chills,	  night	  sweats,
loss	  of	  appefte,	  weight	  loss,	  fafgue

• Nail	  clubbing



肺結核

5000	  new	  cases	  in	  HK	  every	  year!!!	  
1/3	  world	  populafon;	  2	  million	  deaths!!!	  



肺結核

• Pulmonary
– Chest	  pain,	  prolonged

coughing	  with	  sputum
– Hemoptysis
– Pneumothorax

• Extrapulmonary
– 15-‐20%
– More	  common	  in	  HIV
– Meningifs,	  peritonifs,	  enteric

TB,	  pericardifs,	  lymphafcs,
genitourinary	  and	  bones/
joints	  (Poo	  disease)

• 90%	  latent:	  asymptomafc



診斷

• AFB	  smear/	  culture
(sputum,	  peritoneal,	  pleural
and	  pericardial	  fluid,	  EMU,
fssue)

• TB-‐PCR
• Adenosine	  deaminase

(pleural/	  peritoneal)
• Mantoux	  test:	  false	  +ve	  for

BCG	  vaccinees	  (past
infecfon)

• IGRA:	  QuanfFERON	  Gold
(past	  infecfon)



治療和預防

• DOT
• HRMZ	  for	  6	  months
• MDR-‐TB:	  resistant	  to	  HR

(0.4%	  in	  HK)
• XDR-‐TB:	  3/6	  second	  line

• Second-‐line:	  quinolones,
PAS,	  ethionamide,
aminoglycosides,
cycloserine,	  linezolid

• BCG	  vaccine:	  disease
prevenfon	  20%	  (1st	  year
of	  life)

• 90%	  children	  vaccinated
• Immunity	  weaned	  arer

10	  years

• Prophylaxis	  (single	  agent)
• Biologics,	  organ

transplant,	  high	  dose
ster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