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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流感疫情高峰期應變計畫 

108 年 10 月 8日修訂 

壹、前言 

為因應流感(包含季節性流感與新型 A 型流感)疫情高峰

期之防治需求，爰訂定本應變計畫，擬訂流感高峰期之

應變策略與分工，據以執行，以確保本市民眾健康與安

全。  

貳、依據 

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流感疫情高峰期應變作戰計

畫」(107.11.8 修訂)。 

二、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108.8 修訂)。 

叁、計畫目標 

一、 加強國內外及本市流感疫情流行趨勢、群聚事件與入

境旅客健康之監測與追蹤，防杜社區疫情發生與擴

散。 

二、 提高流感疫情高峰期公費藥劑用藥即時性與便利

性，降低流感併發重症與死亡病例發生之風險。 

三、 輔導急救責任醫院適時開設類流感門診及鼓勵基層

診所假日開診，以有效分流，紓解流感疫情高峰期醫

院急診壅塞情形，確保急重症個案就醫品質與權益。 

四、 加強臨床醫師對流感之警覺與通報，以提供即時及適

當診療，避免併發重症發生與社區疫情擴散。 

五、 加強民眾與人口密集機構人員流感防治衛教及宣

導，提升其自我防護能力，降低感染風險，避免疫情

發生、擴散或群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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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期程 

每年 12 月 1 日至隔年 3 月 31 日，另，視疫情狀況，適

時調整期程。 

伍、相關執行單位 

基隆市衛生局、基隆市政府各單位、基隆市各醫療院所、

各人口密集機構、學校、幼兒園。 

陸、應變策略 

一、 提升流感疫情監測效能 

（一）加強類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數監測與病毒活動相關

資訊監測 

1.透過疾病管制署網站與防疫週報，持續監測國內外

流感疫情流行趨勢與病毒活動情形。 

2.每日透過 RODS 系統，監測全國及本市醫療機構門、

急診類流感病患就診人數。  

3.透過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監測及追蹤本市流感併

發重症個案。 

4.透過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系統，監測本市

人口密集機構之類流感、上呼吸道、不明發燒群聚

事件。 

（二）強化港埠健康監測 

1.透過自主健康管理資訊系統，加強自中港澳或其他

入境本市之疑似流感症狀通報個案健康管理及追

蹤，持續追蹤至少 10 日。 

2.加強本市國內港埠漁民(工)、船主、安檢所等相關工

作人員與不明禽鳥走私事件相關人員之健康監測。 

二、 確實掌握本市流感抗病毒藥劑配置點公費流感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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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藥劑之存量並適時調度 

（一）配合中央政策於流感高峰期間擴大公費流感抗病毒

藥劑使用對象，包括家人/同事/同班同學有類流感

發病者，並與本市醫療院所簽訂配置合約。 

（二）每日由專人透過防疫物資管理系統監控本市各流感

抗病毒藥劑合約配置點抗病毒藥劑存量，並輔導合

約配置點於用藥後即時至防疫物資管理系統回報，

俾利適時調度，確保藥劑需用無虞。 

（三）轄區內如有臨時大量需求，即時回報疾病管制署台

北區管制中心，請求協助跨縣市調度。 

三、 鼓勵基層診所開設假日門診 

（一）於流感流行高峰期間鼓勵本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

合約基層診所開設假日門診，以提供類流感病患就

醫需求，紓解醫院急診壅塞情形。 

（二）將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基層診所門診開設資訊

公告於基隆市政府、相關局處及衛生局(所)網站或

透過媒體，加強民眾宣導。 

四、 督導急救責任醫院開設類流感特別門診 

（一）持續監測本市門、急診類流感病患就診情形，於急

診類流感就診病例百分比達當年流感季預測閾值

時，督導轄內 4 家急救責任醫院開設類流感特別門

診。 

（二）前一年度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急診總就診人

次數大於 1,000 人次之醫療機構，督導於農曆春節

前一週至結束後一週之假日(含農曆春節連續假期)

須開設類流感特別門診，以妥適分流急診類流感就

診病患，避免急診壅塞，確保急診重症醫療服務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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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稽查轄區內類流感特別門診開設醫院，其類流

感門診開設及患者分流機制落實情形與成效，並回

報疾病管制署。 

五、 流感併發重症個案追蹤管理 

（一）依疾病管制署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疑似流

感併發重症個案通報暨系統自動研判流程圖，進

行個案關懷追蹤、系統維護、檢驗結果追蹤。 

（二）個案如有特殊狀況，即時通報疾病管制署臺北區

管制中心協處。 

六、 流感群聚事件防治與因應 

（一）加強督導醫療院所、人口密集機構(矯正機關、學

校、托嬰中心、長照機構等)，落實感染管制措施

與通報機制，俾利疫情即時處置與避免機構內群

聚事件發生，必要時辦理現場查核及輔導。 

（二）與相關機構主管機關(如社會處、教育處等)加強聯

繫，協助督導所轄機構配合執行相關防治措施。 

（三）依疾病管制署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群聚事件

處理流程，協助個案就醫治療、進行疫情調查、

防治措施、環境清消及採檢送驗與追蹤。 

（四）評估是否須針對接觸者進行預防性投藥：流感群

聚事件之預防性用藥以發病個案之密切接觸者且

為流感高危險族群為原則，並優先使用瑞樂沙，

治療性用藥則依循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對象

規定辦理。 

七、 加強風險溝通與衛教 

（一）加強與本市各人口密集機構(矯正機關、學校、

托嬰中心、長照機構等)聯繫溝通與人員訓練，

輔導落實流感防治整備、個案或群聚事件通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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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疫情調查、個案處置、環境清消等事項。 

（二）加強與醫療院所聯繫溝通及人員訓練，提供相關

防治資訊、衛教素材，輔導落實相關防治措施、

通報機制，並加強醫師對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擴

大使用時機與對象之宣導。 

（三）加強市政府跨局處單位聯繫溝通與合作，透過市

務會議即時報告疫情現況與防治資訊，並由各單

位配合辦理所轄單位及民眾宣導；依疫情狀況，

必要時(如流感大流行)召開應變會議，透過跨局

處溝通平台，依分工執行各項防治作為。 

（四）持續透過多元管道，如跑馬燈、電台、電視台、

報紙、市刊及網路等，加強流感防治資訊宣導。 

（五）依據疾病管制署統計及新聞資訊，適時發布新聞

稿、疫情警訊與旅遊建議。並即時更衛生局網站

防疫安全警示燈號與跑馬燈，提供民眾即時防治

資訊。 

（六）利用媒體及網路加強流感高峰期間本市醫療院所

平/假日門診、急救責任醫院類流感特別門診開設

資訊等宣導，提升民眾就醫分流之成效，確保急

診因應量能無虞。 

（七）於流感高峰期，持續加強尚未完成流感疫苗接種

之公費接種對象催注，以提升群體保護力，避免

流感併發重症發生及社區疫情擴散，維護市民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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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疑似流感併發重症個案通報暨系統自動研判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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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人口密集機構/場所傳染病監視作業通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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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症狀監視及預警系統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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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上呼吸道感染、類流感、不明原因發燒等可能流

感群聚事件疫調報告 

 



10 
 

 



11 
 

 



12 
 

附件五、流感群聚事件之預防性公費藥劑使用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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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群聚事件發生時由衛生局督導群聚發生機構/場所落實感染管制措

施，並通報轄區所屬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衛生局依預防性投藥原

則及投藥建議對象評估須申請群聚事件用藥，則填列流感群聚事件預防

性投藥公費藥劑使用評估申請表(如附表)並檢附最新疫調報告予各區

管制中心之防疫醫師審核判定預防性投藥之必要性及用藥範圍建議。預

防性投藥所需之藥劑由衛生局就近調度提供，倘需求量較大或衛生局庫

存藥劑不足時，則由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儲備量支應，仍有不足則

通知疾病管制署整備組調度使用。  

(二) 衛生局承辦人應負責將每起群聚事件於投藥後7日內至MIS以批次方式

回報投藥人數及投藥量。MIS系統操作時，「使用條件」欄位應點選「群

聚事件」，另須選擇「群聚事件單位」，填寫「群聚編號」；如由合約

醫療院所支應藥劑，則由該合約醫療院所於投藥後7日內自行以單筆回

報方式或檔案上傳方式回報使用量，用藥對象選擇「群聚事件」，並選

擇「群聚事件單位」，填寫「群聚編號」。  

(三) 群聚事件用藥之運作係由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負責，若後續有因

應疫情發展或個案特殊狀況而增加使用之情形，統一於每起群聚事件結

束後，至MIS查核回報使用資料，以利掌握藥劑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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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流感群聚事件防範及處置之相關感染管制措施 

為防範流感群聚事件發生及於疑似流感群聚事件發生時即時因應處

置，衛生局應督導機關(構)落實下列感染管制措施： 

一、 各類機構、矯正機關、收容所、學校及軍營之工作人員、醫護人

員、管理人員、教職員工及軍(士)官應落實生病不上班。如仍需

上班，則務必配戴口罩，加強落實手部衛生。 

二、 機構工作人員或醫護人員於照護或接觸發病個案時應配戴口

罩，並於照護或接觸下一對象前確實洗手，避免病毒傳播。 

三、 住民入住時需做健康評估，新入住者如有症狀，應先安排至單人

房室或隔離室觀察，至症狀緩解。如需轉房或轉介至其他機構，

應要求感染者配戴口罩，並將相關資訊與狀況提供接送人員及接

收機構。  

四、 訪客(含陪宿家屬或家屬自僱照護人員)進入探視住民前後均應洗

手，機構應限制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的訪客探視住民，或要求其

配戴口罩和加強洗手，並做紀錄。若訪客欲探訪之住民為感染

者，則應配戴口罩，並於探訪後確實洗手，必要時則限制訪客探

訪。 

五、 發病個案應配戴口罩，減少病毒傳播。口罩如有髒污、破損、潮

濕或變形，應立即更換，並落實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六、 老人福利機構、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榮民之家、精神復健

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等機構之發病住民，以及醫療機構之發

病住院病人應安置於隔離室/單人房室內。若因機構隔離室/單人

房室有限，可採行集中照護，並以圍簾做區隔。有症狀個案與他

人應保持至少 1公尺以上距離，及限制其應留置於指定之房室，

避免至公共區域。 

七、 矯正機關、收容所應將發病收容人隔離於單獨房室或集中管制，

並加強洗手、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避免至公共區域，減

少病毒傳播。 

八、 托嬰中心、幼兒園及學校等機關(構)應將發病嬰幼兒、學生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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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單獨空間，保持空氣流通，並協助聯繫家長，由家長帶嬰幼兒、

學生返家休息，落實生病不上課，或依狀況作特別考量，採行停

課措施。 

九、 暫停或取消有發病住民、學生、軍(士)官(兵)及收容人共同參與

之團體活動或課程。 

十、 必要時進行單位內之隔離或動線管制。 

十一、 有關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托嬰中心感染管制

措施指引，以及產後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可至本部疾病管

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專業版/通報與檢驗/傳染

病通報系統/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項下查詢/參考

應用。另長期照護機構季節性流感感染傳措施指引及醫療機構季

節性流感感染傳措施指引可至本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及醫療照護感染管制項下查詢/參考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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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醫院因應流感疫情防疫作為現況查檢表 

醫院名稱：                                   

項目 防疫作為 
執行情形 

是 否 

呼吸道衛生與咳

嗽禮節 

急診、門診病人就診動線規劃適當，且於流感流行季加

強提醒就醫民眾與陪病者，若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症

狀，請佩戴外科口罩候診；在咳嗽、打噴嚏時應遮掩口/

鼻。 

明顯告示(海報、電子看板等)
 （註 1）：  

□醫院入口處 □門診 □急診 □病房 □其他 

其他宣導方式： 

□全院定時/不定時廣播 □電話總機候話宣導 

□志工走動式宣導 □其他：                     

  

有協助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但未配戴口罩就診病人的口罩

配戴之措施。（註 1）□門診   □急診 

  

有提示醫師對發燒或疑似感染之病人，詢問旅遊史、職

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TOCC）之機制，並確實執行。 
（註 1）□門診    □急診 

  

訂有陪病及探病

原則或管理標準

作業程序 

醫院訂有陪/探病者原則與管理程序，於流感流行季加強

進行相關衛教或以明顯告示宣導，建議出現發燒或呼吸

道症狀的陪/探病者於症狀緩解後再來陪/探病。 

  

院內應有充足且

適當之洗手設備 

醫療照護單位濕洗手設備與酒精性乾洗手設備充足。   

候診區等公共區域設有酒精性乾洗手液並提供相關衛教

資訊。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健康監測與管理 

落實執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健康監測與管理。 

(備有監測紀錄可供查詢並定期分析有無異常情形) 

  

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的請假規

則，且工作人員都能知悉；例如：發燒且出現呼吸道症

狀或癥候的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須停止工作至退燒後至少

24小時（指未使用如 acetaminophen等退燒藥）。 

  

查檢結果建議事項  

   （註 1）可參考查核項次 1.5 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推動情形查檢表進行查檢 

稽查人員簽章：                               

稽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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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次 1.5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推動情形查檢表 

1. 是否於醫院門診、急診區域及醫院入口處張貼明顯告示，提醒就醫民眾與陪病者，若有發

燒或呼吸道症狀，請配戴口罩候診。 

醫院入口是否張貼明顯告示或海報：□有，□無 

門診：1.抽查地點(請選取一個診區進行查核)： 

□內科門診 □兒科門診 □耳鼻喉科門診 □家醫科門診 

□不分科門診 □胸腔科門診 □感染科門診 □其他 

2.是否張貼明顯告示或海報：□有，□無 

急診：□未設置(*勾選此項之醫院規模，須低於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規定應設置急診室之條件) 

1.抽查地點：□檢傷分類站 □內科候診區 □兒科候診區 

□不分科候診區 □其他 

2.是否張貼明顯告示或海報：□有，□無 

2. 門診、急診區域是否有協助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但未配戴口罩就診的病人配戴口罩之措施及

TOCC 詢問機制 

門診：1.抽查地點(請選取一個診區進行查核)： 

□內科門診 □兒科門診 □耳鼻喉科門診 □家醫科門診 

□不分科門診 □胸腔科門診 □感染科門診 □其他 

2.口罩提供機制： 

□無 

□有，○主動提供口罩 
(係指由醫護人員、志工等主動將口罩發給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但未配戴口罩就診的病人) 

○院內提供口罩販售服務 

○其他：                                                   

3.門診詢問 TOCC 機制：□無   

 □有  ○資訊系統提醒  ○其他方式              

急診：□未設置(*勾選此項之醫院規模，須低於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規定應設置急診室之條件) 

1. 急診檢傷分類站口罩提供機制： 
□無 

□有，○主動提供口罩 
(係指由醫護人員、志工等主動將口罩發給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但未配戴口罩就診的病人) 

○院內提供口罩販售服務 

○其他：                                                   

2.急診檢傷分類站詢問 TOCC 機制：  

□無 

□有，○針對所有病人  ○針對有發燒或感染症狀病人  ○其他         

執行方式：○資訊系統提醒  ○其他方式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規定：急性一般病床、精神科急性一般病床合計達 100 床以上或專供診治兒童之綜合醫院

總病床數查 150 床以上者，應設置急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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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因應流感疫情防疫作

為現況查檢表 

縣 市 別：                 

受查機構：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受查機構別:□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榮譽

國民之家□精神復健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托嬰中心□矯正機關□兒童及少年安

置及教養機構 

 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填報注意事項：(評分等級為「不符合」之項目，務必明確說

明應改善事項並提供改善意見) 

查核基準

項目 

查核基準 
評分標準 

應改善事項

及建議 

工作人員

健康管理 

1. 有限制罹患皮膚、腸胃道

或呼吸道傳染病員工從

事照護或準備飲食之服

務。 

○ 符合 ○不符

合 ○ N/A 

 

環境清潔

及病媒防

治 

2. 清潔人員能正確配製漂

白水濃度。 

○ 符合 ○不符

合 ○ N/A 

 

防疫機制

之建置 

3. 有指派符合資格之感染

管制專責人員負責推動

感染管制相關工作。 

○ 符合 ○不符

合 ○ N/A  

 

4. 對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

有進行上呼吸道感染、

咳嗽持續三週、類流

感、每日腹瀉三次（含）

以上、不明原因發燒、

其他疑似傳染病之症狀

監視。 

○ 符合 ○不符

合 ○ N/A 

 

5. 有實施訪客管理。 ○ 符合 ○不符

合 ○ N/A 

 

6. 會操作「傳染病監測相關 ○ 符合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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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基準

項目 

查核基準 
評分標準 

應改善事項

及建議 

系統」如(人口密集機構

傳染病監視作業系統)。 

合 ○ N/A 

7. 有宣導手部衛生及咳嗽

禮節。 

○ 符合 ○不符

合 ○ N/A 

 

8. 照護人員有執行手部衛

生。 

○ 符合 ○不符

合 ○ N/A 

 

9. 洗手用品充足且符合效

期。 

○ 符合 ○不符

合 ○ N/A 

 

10. 有提供口罩給呼吸道症

狀者使用。 

○ 符合 ○不符

合 ○ N/A 

 

隔離空間

設置及使

用 

11. 有對疑似感染者採取適

當隔離防護措施。 

○ 符合 ○不符

合 ○ N/A 

 

12. 有獨立或隔離空間，供疑

似感染者暫留或入住。 

○ 符合 ○不符

合 ○ N/A 

 

13. 隔離空間和位置有符合

感染管制原則。 

○ 符合 ○不符

合 ○ N/A 

 

 

其他建議(對受查機構執行感管業

務之其他建議事項， 

前述應改善事項與建議不必再

列)：  

□無  

□建議簡述如下: 

受查機構回饋意見:  

□無意見  

□意見簡述如下: 

  

 地方主管機關簽名:                    受查機構代表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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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學校/補習班/安親班因應流感疫情防疫作為現況查檢表 

名稱：                                 

地址：        (市/縣)                                                   

 項目 
完成情形 

自評/檢查說明 
是 否 

疾

病

監

測

與

疫

情

處

理 

1. 當學生及員工出現類流感/呼吸道感染症狀時，

應有提供口罩的機制、採取適當隔離防護並協助

返家或就醫。 

   

2. 對出現類流感/呼吸道感染症狀的學生及員工返

家或就醫前有適當隔離或安置場所，該場所應與

健康學生或員工的日常活動場所有所區隔。 

   

3. 當學生及員工若出現如呼吸困難、呼吸急促、發

紺（缺氧、嘴唇發紫或變藍）、血痰或濃痰、胸

痛、意識改變、低血壓或高燒持續 72 小時等流

感重症危險徵兆時，應立即協助就醫。 

   

4. 落實「生病不上學、不上班」，生病的學生及員

工在未使用退燒藥物下，至發燒緩解後 24 小時

才返校，或有其他配套措施。 

   

5. 有專人負責流感疫情防治，且熟悉「流感群聚事

件」通報定義及通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之流程。 

   

6. 有發生流感群聚之應變機制，包含應變人員及處

理流程。 

   

常

規

防

疫

措

施 

7. 保持環境清潔，每日例行清潔經常接觸的表面

（如桌面、門把、電腦鍵盤、教具、水龍頭把手

和電話等）。 

   

8. 有適量之洗手用品、擦手紙、垃圾桶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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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完成情形 

自評/檢查說明 
是 否 

流

感

衛

教

宣

導 

9. 透過明顯告示(如：海報、LED螢幕等)宣導「防

範流感」、「手部衛生」及「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

節」等衛教資料。 

   

10. 衛教學生、家長及員工落實「手部衛生」 

(1) 正確洗手，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至少 20秒，

並將手擦乾。 

(2) 經常洗手，洗手時機如：手髒汙時、飲食或

準備食物前、上廁所後、接觸生病的人前

後、看病後等。 

   

11. 衛教學生、家長及員工落實「呼吸道衛生與咳嗽

禮節」 

(1) 有發燒或咳嗽症狀時應戴口罩。 

(2)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之後要洗手。 

(3) 咳嗽時用衛生紙、手帕或衣袖遮住口鼻。 

   

12. 衛教學生、家長及員工盡量不用手碰觸眼、口、

鼻。 

   

檢查人員簽章：                   單位主管核章：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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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機構/場所類流感、上呼吸道、不明發燒群聚事件

處理注意事項 

發生通報 

發現 2人以上（含 2人）個案出現疑似類流感、上呼吸道症狀與不明

發燒等群聚事件時，請依「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相關規定

辦理或通報轄區衛生所。 

疫情追蹤管控 

1. 收集群聚發生單位內相關人員名單（如人口密集機構住民、醫護

人員、住民服務員、清潔工等；學校(含幼兒園)學生、教師、工

作人員等）以利追蹤處置。 

2. 追蹤接觸者症狀及發病者臨床表現至最後一例發病日後 8 天。 

3. 新發病個案就醫時請醫師協助採咽喉檢體，並通知衛生所或衛生

局取回(註)。 

4. 新發病個案須列入追蹤清冊(若原為接觸者則移至追蹤清冊)，且

所有個案追蹤日期須重新計算。 

防治措施 

1. 發病個案應配戴口罩，減少病毒傳播。口罩如有髒污、破損、潮

濕或變形，應立即更換，並落實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2. 必要時進行單位內之隔離或動線管制；若因機構隔離室/單人房室



23 
 

有限，可採行集中照護，並以圍簾做區隔。有症狀個案與他人應

保持至少 1 公尺以上距離，及限制其應留置於指定之房室，避免

至公共區域。 

3. 住民入住時需做健康評估，新入住者如有症狀，應先安排至單人

房室或隔離室觀察，至症狀緩解。如需轉房或轉介至其他機構，

應要求感染者配戴口罩，並將相關資訊與狀況提供接送人員及接

收機構。 

4. 訪客(含陪宿家屬或家屬自僱照護人員)進入探視住民前後均應洗

手，機構應限制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的訪客探視住民，或要求其

配戴口罩和加強洗手，並做紀錄。若訪客欲探訪之住民為感染者，

則應配戴口罩，並於探訪後確實洗手，必要時則限制訪客探訪。 

5. 機構工作人員或醫護人員於照護或接觸發病個案時應配戴口罩，

並於照護或接觸下一對象前確實洗手，避免病毒傳播。 

6. 各類機構、矯正機關、收容所、學校及軍營之工作人員、醫護人

員、管理人員、教職員工及軍(士)官應落實生病不上班。如仍需上

班，則務必配戴口罩，加強落實手部衛生。 

7. 暫停或取消有發病住民、學生、軍(士)官(兵)及收容人共同參與之

團體活動或課程(尤其是跨單位活動，避免疫情擴散)。 

8. 托嬰中心、幼兒園及學校等機構/場所應將發病嬰幼兒、學生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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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單獨空間，保持空氣流通，並協助聯繫家長，由家長帶嬰幼兒、

學生返家休息，落實生病不上課，或依狀況作特別考量，採行停

課措施。 

9. 矯正機關、收容所應將發病收容人隔離於單獨房室或集中管制，

並加強洗手、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避免至公共區域，減

少病毒傳播。 

10. 加強全單位勤洗手、戴口罩，並保持室內開窗通風；因流感於發

病前即有傳染性，可能已有接觸者受感染尚未發病，必要時全體

人員戴口罩至少一周。 

11. 對疑似受到傳染性物質污染的區域及物品(門手把、桌面、電話

筒…等)，以 75%酒精或 500 ppm 漂白水(以 1 份漂白水加 99 份

冷水稀釋(即 1:100 稀釋))等適當之消毒劑消毒。 

12. 幼兒園、國民中小學，若 1天內同一班級有五分之一以上學(幼）

生經醫師臨床診斷為季節性流感且未痊癒時，建議可依「基隆市

所屬學校暨幼兒園因應季節性流感疫情停課機制」，該班停課 5天。 

就診治療 

1. 群聚事件追蹤期間如出現新發病個案，機構/場所亦應儘速協助個

案就醫，由醫師診斷後，給予適當治療。 

2. 新發病個案就醫時請醫師協助採咽喉檢體(採檢器具由衛生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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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維持 4℃冷藏，並通知衛生所或衛生局取回(註)。 

3. 新發個案就醫時，主動告知群聚接觸史，俾利醫師診斷。 

追蹤通報 

如有新發個案或追蹤中有任何異狀，隨時向衛生所或衛生局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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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新發病個案就醫時請醫師協助採咽喉檢體(採檢器具由衛生所提供)，

維持 4℃冷藏，並通知衛生所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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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衛教宣導重點 

1. 加強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預防呼吸道傳染病散播。 

2. 流感流行期間，減少出入公共場所或人多擁擠地方。 

3. 出現發燒、咳嗽症狀，戴上口罩及早就醫，盡量多休息，

宣導「生病時，不上班，不上課」。 

4. 生病就醫可至本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配置醫療院所，

並落實「小病到診所，大病到醫院」，春節期間善用類流

感特別門診，避免急診壅塞。 

5. 流感高危險族群及高傳播族群於流感流行期間應加強防

範，儘早接種公費流感疫苗；評估自身風險有接種需求

者，建議自費接種疫苗。 

6. 保持室內空間通風。 

7. 流感與一般感冒不同，勿輕忽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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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衛教宣導單張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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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流感大流行疫情應變中心各局處任務分工 
單位 職掌 連絡方式 

市長 

(指揮官) 
綜理本市流感大流行防治工作 24201122#1001 

副市長 

(副指 

揮官) 

襄助指揮官處理本市流感大流行防救工作 24201122#1002 

秘書長 

(副指 

揮官) 

1.市政府相關單位協調聯繫之事項。 

2.襄助指揮官處理本市流感大流行應變事宜。 
24201122#1004 

衛生局 

(執行 

秘書) 

1. 生物病原災害主責單位：綜理流感大流行

應變指揮中心各項作業之進行，掌握疫情最

新發展並通報指揮官。 

2.疫情監測、調查及追蹤分析。  

3.調度醫療資源及醫護人力進行應變。  

4.醫療器材及藥品管控。  

5.掌握最新疫情資訊，並研擬因應對策。  

6.依疫情需要緊急成立臨時醫療收治中心。 

7.防疫物資儲備、提供、徵調與徵用。  

8.訂定疫區管制範圍。  

9.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30181#1401-1412 

產業發展處 

1.協助從疫區進入本市之感染船隻清消工作。 

2.掌握漁船船員(含大陸漁工)名冊並協調海

巡機關提供進出港資料。 

3.協助漁船船員(含外籍、大陸漁工)之疫情監

視及防治宣導。 

4.市場禽類攤商管理。 

5.娛樂場所、營利事業業者防疫因應措施宣

導。 

6.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5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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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掌 連絡方式 

社會處 

1.督導社會福利機構之衛生教育宣導及疫情

通報作業。 

2.辦理災區災民生活必需品之儲備管理、運補

供給等事項。 

3.辦理災區受災民眾因災死亡、失蹤、重傷救

助救助事項。 

4.辦理災民慰問及心理支持等事項。 

5.掌握全市遊民、獨居者之資料並建立聯繫窗

口，協助辦理遊民及獨居者之查訪與防疫事

項。 

6.其他有關社會救助事項。 

24201122#2203-2216 

民政處 

1.督導各區公所請里鄰長協助配合防疫工作

與個案生活關懷。 

2.提供病例及接觸者戶籍資料查詢。 

3.協請國軍進行軍營疫情監控及防治與支援

防疫工作。 

4.協助替代役男調度、訓練及支援隔離場所行

政相關勤務事宜。 

5.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01122#1601-1612 

#2304-2311 

交通處 

1.大眾運輸及交通工具等防疫因應措施。 

2.協助非病患人員、救災人員、器材、物資之

運輸事項。 

3.督導大眾運輸業者執行運輸工具及車站之

消毒工作及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4.當社區流行時，督導於風景區及重要車站設

置體溫檢測站，並於必要時進行消毒工作；

發現疑似病例立即通報衛生局負責處理。 

5.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50509 

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 

1.協助發佈新聞及媒體聯繫並透過大眾傳播

媒體，發布疫情最新訊息及防護須知。  

2.督導觀光、旅宿業者執行旅客發燒篩檢及宣

導等工作。 

3.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01122#2901-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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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掌 連絡方式 

都市發展處 

1.負責加強社區自主健康管理宣導。 

2.拆除違建家禽場(所)。 

3.臨時集中隔離場所相關執照申請事項。 

4.配合設置發燒篩檢站。 

5.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01122#1801-1830 

教育處 

1.建立各級學校、幼兒園、補習班防疫系統及

反應疫情，成立防疫因應小組，督導疫病通

報情形並做後續關懷。 

2.督導各級學校有關停課、復課、補課事宜並

落實辦理相關事項。 

3.督導各級學校辦理傳染病防治教育宣導及

校園防疫工作。 

4.配合督導各級學校提供避難收容所，規劃作

為大型收治場所，收治輕症及疑似病患。 

5.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301505 

地政處 
1. 負責徵用公有用地之相關事宜。 

2. 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01122#2401-2412 

工務處 

1.協助臨時醫療收治中心設計規劃。 

2.協調水、電、瓦斯等公用事業業者支援生物

病原災害應變。 

3.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01122#1901-1920 

財政處 

1.協助財源籌措及規劃財政因應配合措施。 

2.協助尋覓合適市有公共設施用地及建築，供

作隔離民眾安置場所。 

3.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01122#1701-1721 

主計處 

1.協助各機關辦理經費支用事宜。 

2.視需要協助各機關籌措不敷經費。 

3.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01122#1401-1423 

綜合發展處 

1.提供疫情指揮中心、臨時醫療收容所資訊網

路服務技術。 

2.1999話務提供防疫相關諮詢服務。 

3.提供法律諮詢、法令之疑義解釋。 

4.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01122#1201-1223 

人事處 

1.發布本市停止上班及上課訊息。 

2.督導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彈性上下班之規

劃。 

3.本府職務代理制度、備援人力、加班費核發

24201122#130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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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掌 連絡方式 

及因公傷亡撫卹等事項。 

4.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基隆市政府

消費者保護

官 

1.注意防疫物資價格波動。 

2.防止不肖業者聯合壟斷。 

3.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76001 

消防局 

1.支援借用防災大樓災害應變中心之空間與

設備。 

2.緊急通報事項；救護車輛調度。 

3.協助疑似個案居家隔離患者就醫勤務。 

4.人命搜救及緊急搶救調度支援事宜。 

5.協助辦理消防人員心理衛生。 

6.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302691 

警察局 

1.協助災情查報、治安維護、交通疏導、犯罪

偵防、協尋個案等事項。 

2.協助緊急病患就醫前導，違規者之查報及協

助主政單位強制執行。 

3.疫區警戒管制等事項。  

4.臨時醫療收治中心、群眾抗爭、社區活動及

場所安全管理事宜。  

5.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68181 

環境 

保護局 

1.協助禽畜動物屍體清運與任意棄置斃死禽

之稽查。 

2.督導醫院收治場所之廢水處理與感染性廢

棄物清理。 

3.加強公共環境清潔及宣導民眾維持居家環

境清潔。 

4.隔離收治場所與疫區之廢棄物清運及消毒。 

5.飲用水質管制及抽驗。 

6.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6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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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掌 連絡方式 

各區公所 

1.提供支援前進指揮所場地設備。 

2.協助前進指揮所聯繫事宜。 

3.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中正區 24633341 

七堵區 24566171 

暖暖區 24579121 

仁愛區 24301122 

中山區 24232181 

安樂區 24312118 

信義區 24282101 

動物保護防

疫所 

1.加強畜禽水產動物飼養場（含屠宰場）之疫

情通報、疾病檢診、監測與畜禽水產動物飼

養業者之管理及衛生教育宣導。 

2.發生 H5N1或 H7N9等禽流感疫情時，協助撲

殺事宜，並對週邊養禽場予以監測及管制。 

3.提供畜禽水產動物飼養場（含屠宰場）資料

並提供相關單位查詢。 

4.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80677 

基隆市立殯

葬管理所 
負責傳染病致死者之遺體處理 24282116 

基隆市公共

汽車管理處 

1.運輸工具、車站清潔消毒及工作同仁、健康

狀況監測。 

2.工作同仁及乘客宣導。 

24226276 

基隆市學生

校外生活輔

導會 

綜理國、私立高中(職)學校及協助教育部辦理

大專院校相關校外防治及宣導事宜。 
24568585 

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第二

岸巡隊 

1.協助利用登船檢查時宣導防治及測量體溫。 

2.查獲非法偷渡人士及走私動物時，建立查緝

時接觸之工作人員名冊並通知衛生局。 

3.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634860 

憲兵指揮部

基隆憲兵隊 

1.動員支援防疫 

2.負責安置須自主健康管理者之弟兄，並指定

專人負責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管理 

3.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2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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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後備

指揮部 

1.動員支援防疫 

2.負責安置須自主健康管理之弟兄，並指定專

人負責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管理。 

3.負責交通工具徵調支援。 

4.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656825 

中華電信基

隆營運處 

1.負責對居家隔離者維持通(視)訊功能。 

2.負責將本市重點醫療院所列為重要用戶，加

強維持正常通信。 

3.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346434 

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基隆區營業

處 

1.負責將本市重點醫療院所列為重要用戶，加

強維持正常供電。 

2.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24231156 

內政部移民

署北區事務

大隊基隆市

專勤隊 

1.協助大陸偷渡客、非法偷渡及非法入境者宣

導、問卷及填寫傳染病防治調查表 

2.協助執行大陸偷渡客、非法偷渡及非法入境

者體溫監測。 

24287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