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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不久之前，鄰居阿姨生了一個小寶寶，家人在歡喜之餘，卻被醫院告知小寶寶聽不到

任何聲音，求診後才知道：是因為寶寶的母親在懷孕時無意間感染德國麻疹所造成的。但

是，沒去過德國，也會感染德國麻疹？感染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只會造成耳聾嗎？會不會

有其他的先天性缺陷呢？看著寶寶天真無邪的臉龐，我內心充滿了疑惑與不捨，決定對「德

國麻疹」作一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二、研究目的 

 

到底德國麻疹的真面目是什麼？為何它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人體？如果它會造

成新生兒先天上的缺陷，為什麼很少聽到有人因為感染德國麻疹而死亡？雖然它的流行不

像 SARS 病毒那樣引起大眾的恐慌，但是它對下一代的破壞力卻是懷孕婦女的一大隱憂。

藉由對德國麻疹的深入探討，希望在疾病的攻防戰中能獲得先機，進而提升防疫的效率，

從此不再有家庭遭遇類似的不幸。 

 

三、研究方法 

 

利用網路、圖書館書籍以及醫學期刊進行資料收集，歸納分析後，瞭解其致病元凶、

傳播方式、和相關症狀，並探討是否有避免疾病流行之可能。 

 

貳●正文  

 

一、德國麻疹的歷史沿革 

 

 (一) 命名來源: 

 

    德國麻疹的英文名稱為Rubella，也有人稱「German Measles」。為什麼特別叫做「德

國」麻疹呢？這得先由麻疹說起。由於麻疹和德國麻疹同樣都有身體出現皮疹的現象，

一般人不容易分辨兩者；但麻疹早在第九世紀，就由波斯醫生穆罕默德提出來與天花作

區別。其英文命名為Rubeola，或稱 Measles。相對於麻疹，德國麻疹的感染者在臨床上

症狀輕微，幾乎沒有致死率，因此十八世紀末，德國的醫師 der Bergen和Orlow最先加註

德國兩字名稱，就是為了和其他出疹疾病作區別。所以，德國麻疹並不僅限於「德國」

這個國家才有，很多國家都有同樣的病例報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86%E7%BD%95%E9%BB%98%E5%BE%B7%C2%B7%E4%BC%8A%E6%9C%AC%C2%B7%E6%89%8E%E5%8D%A1%E9%87%8C%E4%BA%9E%C2%B7%E6%8B%89%E9%BD%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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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一度以為德國麻疹是種良性疾病，直到 1941 年澳大利亞的眼科醫師顧雷格

（Norman McAlister Gregg），發現許多嬰幼兒的眼睛發育問題，像白內障、視網膜異常等，

似乎和母親懷孕早期感染德國麻疹病毒有關，第一次描述了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CRS：

Congenital rubella syndrome）這個名詞，至此德國麻疹才開始引起各國醫師的研究興趣(註

一)。                                                        

(二) 德國麻疹病原體 

德國麻疹病毒為單股 RNA 病毒，屬於披膜病毒科（Togaviridae）的一種，1962 年時

才被分離出來，此種病毒會干擾 DNA 轉化成 RNA，所以影響到器官之形成(圖一)。它

的傳染不需要任何的媒介，人類是這種病毒的唯一宿主，主要經由接觸病人的鼻咽分泌

物而傳染。病人可分為兩個族群：(1)後天性德國麻疹；(2)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由於

後天性德國麻疹在人群中傳染率極高，多數被感染者又因症狀輕微不自知，容易造成大

爆發，所以即便它致死率幾乎為零，在台灣仍被歸類於第二類法定傳染病（就診後 24

小時內通告衛生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於指定機構施行隔離治療）(註二)。 

 

 

圖一：電子顯微鏡下的德國麻疹病毒。 病毒中央深色部位為二十面體結構，外側環繞一

圈套膜(註三)。 

 

二、臨床症狀及併發症 

 

後天性德國麻疹好發於冬末及春季，平均有14至21天的潛伏期，病人在發疹前7天到出

疹後7天都具有傳染力。患有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的嬰兒甚至在出生一年後，體內仍偵

測得到德國麻疹的病毒。一般來說，後天性德國麻疹病人的症狀不會完全相同，有25%至

50%的感染者沒有明顯出疹，小孩的症狀較輕，大人症狀反而較為嚴重些，可能先有發燒、

頭痛、倦怠、喉嚨痛、眼睛紅等症狀，臨床上以出現下列症狀來定義感染後天性德國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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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現急性全身性紅色丘疹(圖二)；(2) 耳溫或肛溫≧37.2℃；(3) 有下列任一症狀：關

節炎或關節痛、急性頸部或頭部淋巴腺腫大、結膜炎。 

 

 
 

圖二：德國麻疹的皮疹症狀。紅色丘疹先出現在臉，之後向下延伸到全身，大概三天之後   

      就褪去，因此也有人稱它為三日疹(註三)。 

                                         

    孕婦如果感染德國麻疹（尤其是前三個月），有百分之九十的機會，病毒可以透過胎

盤垂直傳染給胎兒，造成死產、自然流產或胎兒主要器官受損，在台灣先天性德國麻疹屬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須在一週內通報衛生主管機關。臨床病例上如果有小於一歲孩童或死

產嬰兒，出現下列第一項之任何一種缺陷及第二項之任何一種缺陷，或第一項中之任兩種

缺陷者，即屬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1) 先天性白內障、開放性心臟導管、肺動脈狹窄、

先天性青光眼、色素性視網膜病變；(2) 小腦症、心智發育遲緩、腦膜腦炎、紫斑症、閉

塞性黃疸（24小時內發生）、脾腫大或長骨放射線透度異常。 

 

    感染後天性德國麻疹後，治療上目前並無專門的特效藥，多採症狀治療，譬如給予退

燒藥物、適時補充液體、減輕患者不適。大部分的人不會有併發症，少數人會出現關節炎

（成年女性常見）、神經炎、血小板減少、腦炎。 

 

三、流行病學 

 

    在台灣地區，每隔七到十年會有一次後天性德國麻疹大流行，尤其是學齡兒童及年輕

人最容易受到傳染。學校、軍隊、機場等人口稠密處，是最容易發生集體感染的地方。在

流行病史上，台灣曾於1958~1959年、1968年及1977年間分別發生三次的大流行；之後，德

國麻疹在國內變成了小規模的地方性傳染病，除了在1992年時，曾發生一起10,945病例之

中規模流行以外，不曾再出現全國性的德國麻疹大流行(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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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由於社會型態及結構的改變，婦女生育年齡大都往後移，加上來自大陸、東南

亞的外籍新娘人數也不斷上升，究竟這些人體內的德國麻疹抗體分布的情形為何，目前尚

未有大規模之研究報告發表。 

 

 
 

圖三：民國 81年4月23日，中央日報對德國麻疹疫情之報導，台北市北投區是當年疫情較 

為嚴重的地區，政府隨即決定對特定年齡層實施疫苗補接種政策(註四)。 

 

    在德國麻疹疫苗發明之前，全世界每年約有千分之四的新生兒罹患先天性德國麻疹症

候群。自從世界衛生組織從十年前開始實施大規模疫苗接種後，已收到良好的預防成效，

以美洲地區為例，從2009年起便不再有地方性流行病例的出現。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全世界每年還有大約110,000的新生兒罹患先天性德國麻疹(CRS)(註五)，主要集中在非洲以

及東南亞這些疫苗低接種率的地區 (圖四)。 

 

 

 

1996年                                  2012年 

 

圖四：德國麻疹疫苗列入嬰幼兒常規施打之國家分布圖 (黃色區塊部分)。1996年全球約12 

      ％，2012年則達到70％。CRS的好發區域 (非洲、東南亞) 與低接種率的區域 (灰色 

區塊部分) 吻合度高，可見疫苗的接種對於德國麻疹的防治有確定的成效(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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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防保健 

     

德國麻疹防治的目的，最主要在預防孕婦於懷孕期間受到感染，而產下具有先天性缺 

陷之後代。防治的方法除了積極的大規模疫苗接種外，也應對防疫漏洞加以防堵，必要時 

應佐以法律的規範。 

(一) 推行預防接種 

德國麻疹疫苗在 1969 年正式核准上市，由於屬於活性減毒疫苗，95％的接種者可產

生明顯的免疫反應而擁有抗體。我國是在 1986 年起開始對國三女生進行施打一劑麻疹

－腮腺炎－德國麻疹疫苗（簡稱 MMR 疫苗）。這期間政策歷經多次的改變 (圖五)，目

前國內之幼兒接種時程為：出生滿12個月及滿5歲至入國小前各接種一劑MMR疫苗 (註

六)。    

 

 

圖五：筆者之預防接種紀錄表，標星號處為 MMR 疫苗。當年 MMR 疫苗是訂在出生 

滿 15 個月及小學一年級各施打一劑，與現在之版本不同。 

     

凡屬高危險族群，例如醫療及幼保人員等，在就業前都應先確定自己是否具有德國

麻疹之抗體，以避免無意間於工作環境中受到感染。以疾病管制署 3 月 19 日公布之今

年第二例德國麻疹病人為例，病人為一空服人員，工作上必須時常來往於中國大陸及東

南亞等德國麻疹流行地區，即屬高危險群。目前政府對於育齡婦女若未懷孕且無抗體者，

提供免費施打一劑 MMR 疫苗，並建議於接種疫苗後 3 個月再懷孕，。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適合接種疫苗，有以下情況的民眾是不宜施打 MMR 疫苗：

(1) 對明膠（吉利丁 gelatin）或新黴素（neomycin）有嚴重過敏者；(2) 曾經接種過 M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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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過敏現象的民眾；(3) 先天性免疫不全患者、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劑或高劑量類固醇

治療者及孕婦，都不建議施打 MMR 疫苗。 

(二) 防疫漏洞之我見 

按照目前的常規預防注射時程，學齡兒童之接種率已達 98％(註七)，仍有一些漏洞

存在。綜合本文之前對德國麻疹的探討，筆者在此提出幾點看法： 

1. 防堵境外移入感染 

    近年來德國麻疹群聚事件及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的主要來源是境外移入個案，

尤其非本地出生者之疫苗接種情況 (例如外籍配偶及外籍勞工) 往往是防疫漏洞。所

以在取得入境簽證前，如果相關單位檢視其健康檢查報告中，對於未有抗體者可建議

注射疫苗，待抗體產生後，再簽發入境許可。 

2. 追蹤適婚男女德國麻疹抗體 

    日本於 2013 年 1 至 5 月期間，有 5442 個感染後天性德國麻疹病例，其中多數（77

％，4213 例）為男性，主要年齡層落在 20-49 歲，可能與日本早期 MMR 疫苗接種政

策並未全面施打有關 (註八)。目前結婚是採登記制，如果登記時新人雙方均須出示德

國麻疹抗體的記錄，缺乏抗體者交由衛生機關追蹤，是否就能降低先天性德國麻疹的

發生率呢？ 

3. 一歲以下幼兒之保護 

為避免 1 歲以下嬰兒被攜往流行地區受到感染，在申辦護照時，外交部可規定在

領取護照前，應出示已自費施打 MMR 疫苗之證明，如此對於尚未施打常規疫苗的嬰

幼兒才有保障。 

雖然防疫視同作戰，不過，在相關法源依據尚未完備之前，為了不侵犯到人民的權

益，目前衛福部疾病管制署恐怕也只能將以上的人員名單列入追蹤作為補救。 

 (三) 加強疑似個案通報速度 

台灣於 1940 年代即建置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而網路即時通報方式則從 2001 年開

始。因為德國麻疹的臨床表現差異很大，要根據臨床表現來正確診斷也不容易，所以對

於發燒出疹的病人，醫護人員應積極追蹤，必要時作血清學檢查來確認診斷。 

對於新生兒，由於先天性德國麻疹可以只有單一特別的臨床表現，例如耳聾、白內

障、小腦症、開放性動脈導管等。除了耳聾不易在新生兒期被發現，其餘多可早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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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做傳染病的調查。所以現在政府提出補助，鼓勵醫療院所對兩歲以下嬰幼兒施以免費

聽力篩檢，也因為這項政策，鄰居阿姨的小嬰兒才能夠在出生後不久，立刻就被篩檢出

來了。 

 

圖六：台灣在疫苗全面接種後的德國麻疹發生率(藍色長條)趨勢圖。1992年及2001年之 

小規模流行時，透過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的快速整合，這兩次的流行方能迅速而 

有效的平息(註七)。 

 

參●結論  

 

原來，不是只有去過德國，才會感染德國麻疹。經過這次的研究，我更清楚的知道，

德國麻疹就像一隻披著羊皮的狼，看似無害其實卻是心懷不軌。雖然沒有特別的治療方式，

症狀一般也相當輕微不需要治療，但假如是婦女在懷孕初期感染德國麻疹的話，常會造成

嚴重的胎兒缺陷，也因此預防更重於治療。由於人類是它唯一的宿主，要根除它，就要阻

斷病毒的傳播，接種疫苗就是最好的方法。雖然大部分已開發國家都已經將德國麻疹疫苗

列入嬰幼兒預防接種時程，但不時仍有疫情傳出，分析被感染的病人，主要都是沒有接種

過疫苗的成年男性。在這個地球村的世代，雖然台灣目前MMR疫苗的涵蓋率有98％以上，

已達高接種率，但在全球德國麻疹尚未完全消除之前，境外移入的風險仍舊存在。政府在

制定防疫政策時，建議也應包括旅外的學生、商人及其家屬之疫苗施打，並擴及未入境前

的外籍新娘、外籍勞工及看護。 

 

自從1991年衛福部開始實施「三麻一風根除政策」（小兒麻痺、麻疹、先天性德國麻

疹症候群、新生兒破傷風），世界衛生組織已於2000年宣告西太平洋區（含台灣）完成小

兒麻痺的根除。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台灣也能驕傲的說：是的，我們也根除德國麻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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