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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流感 一般感冒

病原體 流感病毒 呼吸道融合病毒、腺病毒等

影響範圍 全身性 呼吸道局部症狀

發病速度 突發性 突發 / 漸進性

臨床症狀 喉嚨痛、倦怠、肌痠痛 喉嚨痛、噴嚏、鼻塞

發燒 高燒 3-4 天 發燒 1-3 天

病情 嚴重、無法工作 / 上課 較輕微

病程 約 1-2 週 約 2-5 天

併發症 肺炎、神經症狀（雷氏症） 少見（中耳炎或其他）

流行期間 冬季多 春秋冬季

傳染性 高傳染性 傳染性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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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流感 一般感冒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AdimFlu-S 〝安定伏〞裂解型流感

疫苗

0.25 毫升
提供滿 6 個月以上

3 歲以下使用

0.5 毫升 提供 3 歲以上使用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 
AGRIPPAL S1 安爾保流感疫苗

0.5 毫升 提供 3 歲以上使用

賽諾菲安萬特股份有限公司 /
Vaxigrip 巴斯德流感疫苗

0.25 毫升
提供滿 6 個月以上

3 歲以下使用

0.5 毫升 提供 3 歲以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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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對象 攜帶證件

6 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 兒童健康手冊及健保 IC 卡

65 歲以上長者、安養等機構
受照顧者及直接照顧工作人
員、居家護理對象

身分證及健保 IC 卡

50-64 歲高風險慢性病患
身分證及健保 IC 卡；如至無過去看診
病歷之醫療院所接種，需提供可供醫
師判斷曾接受診斷或治療等相關證明

罕見疾病患者

身分證及健保 IC 卡，若健保 IC 卡中
無註記者，需出示「罕見疾病基金會
或肌肉萎縮症病友協會出具之證明」
或「罕見疾病之診斷證明書」

重大傷病者 身分證、健保 IC 卡或重大傷病證明紙卡

孕婦 孕婦健康手冊、身分證及健保 IC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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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打了流感疫苗後發燒，是不是就代表感染到流感？

流感疫苗是不活化疫苗，接種後不會造成流感感染。接種季節流感疫

苗後 48 小時內如有發燒反應，應告知醫師曾經接種過流感疫苗，作

為診斷參考。接種 48 小時後仍然持續發燒時，應考慮是否另有其他

感染或引起發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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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政府提供之公費流感疫苗，哪個廠牌不含硫柳汞

（Thimerosal）？

今年政府採購之 3 家廠牌疫苗，皆不含硫柳汞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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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流感  （Tamiflu   ） 瑞樂沙™（Relenza™）

藥物種類 神經胺酸酶抑制劑 神經胺酸酶抑制劑

給藥方式 口服 吸入

適用年齡
1 歲 ( 含 ) 以上；未滿 13
歲需依體重調整劑量。

適用 5 歲（含）以上之青少
年與成人。

副作用

1. 短暫的輕微噁心、嘔吐等
腸胃反應，飯後服用可減
輕症狀。
2. 日本曾出現神經精神方
面案例（行為及感覺異常、
幻覺、嗜睡或意識障礙
等），多發生於未成年患
者。

曾有使用後出現支氣管痙攣或
呼吸功能降低之現象報告，但
極為罕見。

Ｒ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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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符合「流感併發重症」通報病例 ( 需通報於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 )

二、孕婦經評估需及時用藥者 ( 領有國民健康署核發孕婦健康手冊之婦女 )

三、伴隨危險徵兆之類流感患者
註 :
1. 危險徵兆包括呼吸急促、呼吸困難、發紺、血痰、胸痛、意識改變、低血壓。
2. 另兒童之危險徵兆尚包含呼吸急促或困難、缺乏意識、不容易喚醒及活動
力低下。

四、重大傷病、免疫不全 ( 含使用免疫抑制劑者 ) 或具心肺血管疾病、肝、
腎及糖尿病等之類流感患者
註：
1. 重大傷病：IC 卡註記為重大傷病或持有重大傷病證明紙卡者。
2. 心肺血管疾病、肝、腎及糖尿病之 ICD CODE 為 571、250、390-398、
410-414、415-429、490-519、493、580-588。

 五、過度肥胖之類流感患者 (BMI>=35)

六、經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正 / 副指揮官認可之類流感群聚事件

      註：選填此項者需填寫群聚編號

七、符合新型 A 型流感通報定義者 ( 需通報於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 )

八、新型 A 型流感極可能 / 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 ( 接觸者名冊經傳染病防
      治醫療網區正 / 副指揮官或其授權人員研判需給藥者 )

        註：選填此項者需填寫所接觸之個案的法傳編號

九、動物流感發生場所撲殺清場工作人員 ( 接觸者名冊經傳染病防治醫療
      網區正 / 副指揮官或其授權人員研判需給藥者 )

        註：選填此項者需填寫所群聚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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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重 每次用藥劑量

≦ 15 公斤 30 mg

＞ 15~23 公斤 45 mg

＞ 23~40 公斤 60 mg

＞ 40 公斤 75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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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電話

臺北市 市民當家熱線 1999 / 02-23753782

新北市 02-22588923

高雄市 07-7134000 轉 1226 / 07-7134000 轉 1361

基隆市 02-24276154

新竹市 03-5737990 

臺中市 04-25270780

臺南市 06-3366366 / 06-6333080

嘉義市 05-2341150

桃園縣 縣民專線 1999 / 03-3363270

新竹縣 03-5511287

宜蘭縣 03-9357011

苗栗縣 037-330002 / 037-336781

彰化縣 04-7115141 轉 104

南投縣 049-2220904

雲林縣 05-5345811

嘉義縣 05-3620607 

屏東縣 08-7380208 / 08-7388999

澎湖縣 06-9270508 / 06-9272162 轉 211

花蓮縣 038-226975 / 038-227141 轉 526

臺東縣 089-331171 轉 217

金門縣 082-330697 轉 609

連江縣 0836-22095 轉 8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