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似類流感群聚通報作業流程 
一、 類流感群聚通報定義： 

（一）2 人以上（含 2 人）個案出現疑似類流感症狀，有人、時、地關聯性，判定為疑

似群聚感染且有擴散之虞。 

（二）符合類流感病例通報定義：需同時符合下列三項條件： 

1.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 38℃）及呼吸道症狀。 

2.具有肌肉酸痛、頭痛、極度倦怠感其中一項症狀者。 

3.需排除單純性流鼻水、扁桃腺炎與支氣管炎。 

二、群聚事件處理 

（一）加強群聚個案之衛教宣導，並追蹤疫情後續發展。 

（二）提供相關疫調資料：疑似類流感群聚速報單、建立發病個案疫調名冊（附件1）

及發病個案健康管理追蹤表（附件2）、接觸者健康管理追蹤表（附件3）、呼

吸道傳染病群聚監視查核表、環境配置圖及人員位置關係圖（附件4，依群聚

實際狀況提供）等。另群聚單位為學校班級時請依停課狀況檢附停課單（附

件5），衛生單位應針對群聚單位稽查並填寫呼吸道傳染病群聚監視查核表（附

件6）。 

（三）感染管制措施： 

1. 必要時進行單位內之簡單隔離或動線管制。 

2. 必要時限制訪客。 

（四）環境消毒：對疑似受到污染之區域及物品，採取適當的消毒、滅菌措施。 

三、調查過程： 

個案通報 
有無其他個案 

(疫情調查) 散發 

監測 
群聚 流行病學調查 

傳染模式 

共同感染因素 

(分析流行病學) 

 

人、時、地關聯 

(描述流行病學) 

防治 



    四、機構疑似類流感群聚感染處理流程        

 

 

 

 

 

 

 

 

 

 

 

 

 

 

 

 

 

 

 

 

 

 

 

 

 

 

 

註 1：防疫動線規劃：（1）區分有症狀及健康人員活動區域：安置有症狀者於獨立空間，直至痊癒，以免

傳染他人。（2）疏散：停課或停止相關共同生活區域活動（如限制訪客、暫停康樂活動）， 

註 2：世界衛生組織目前以 7天作為疫調、感染源追蹤之期間。惟因 H5N1流感病毒可能不斷變異，

潛伏期資訊可能因之變動。 

 

群聚通報定義 

2 人以上（含 2 人）個案出現疑似類流感症狀，有

人、時、地關聯性，判定為疑似群聚感染且有擴散

之虞。  

 

衛生所（局）會同該主管機關進行疫情調查及處理 

發生群聚單位執行防疫措施 

1. 填寫疑似呼吸道群聚速報單及防治措施及

建立發病個案疫調名冊，並提供衛生單位

相關資料。 

2. 提供該單位環境配置圖及人員關係圖。 

3. 每日監測並回報衛生所有症狀個案健康狀

況（量體溫），直至最後一個發病個案發病

日後 14天為止（提供發病個案健康管理追

蹤表）。 

4. 發燒生病者立即就醫，並且落實戴口罩、

勤洗手及注意咳嗽禮節，以免傳染他人。 

5. 建立接觸者名冊（如其他健康者及照護

者），衛教自主健康管理 7日（監測體溫），

並提供衛生單位追蹤接觸者健康狀況調

查；若有新增出現類流感症狀個案，請戴

口罩協助就醫治療，並回報衛生所。 

6. 進行環境消毒。 

7. 進行防疫動線規劃註 1。 

轄區衛生所執行防疫措施 

1. 進行現場疫情調查，並填寫疑似呼吸道群聚速報單

及防治措施及建立發病個案疫調名冊。 

2. 依據該單位提供個案名單進行疫調及健康狀況追

蹤調查，並持續監測至最後一名出現症狀之個案發

病日後 14天。 

3. 依據該單位提供之接觸者名冊，進行接觸者健康狀

況追蹤調查。並衛教自主健康管理 7日。 

4. 協助有症狀個案就醫採檢。 

5. 協助指導環境消毒。 

6. 協助進行防疫動線規劃。 

7. 自主健康管理追蹤管理。 

8. 通報症狀通報系統。 

9. 針對群聚單位實地查核（呼吸道傳染病監測群聚查

核表）提出防治建議，彙整疫情報告回覆衛生局。 

監測 14日（2倍潛伏期）無次級（社區）感染後結案註 2 

通報主管機關、轄區衛生所（局） 

流感疫情通報專線：07-2514167 

 



 

五、學校類流感群聚通報處置流程 

 
 
 
 
 
 
 
 
 
 
 
 
 
 
 
 
 
 
 
 
 
 
 
 
 
 
 
 
 
 
 
 
 
 

 
 

校長 

衛生組長 

校護 

班導師 

職責： 

每日(含例假日)追蹤學

生體溫及健康狀況至最

後一名出現症狀之個案

發病日後七天 

教育局 

轄區衛生所 

1.現場疫調及持續監測類

流感群聚班级學生健康

狀況，並且每日回報衛

生局。 

2.依疫情需要，協助轉介

學生進行檢體採檢。 

3.通報症狀通報系統。 

4.填寫群聚事件彙整表及

速報單、停課單及呼吸

道傳染病監測群聚查核

表回報衛生局。 

 

職責： 

1.協助疫情調查（利用病情

詢問單調查個案狀況）。 

2.填寫疑似呼吸道群聚速

報單及防治措施及個案

疫調名冊，通報主管機

關及轄區衛生所。 

3.持續監測至最後一名出

現症狀之個案發病日後

七天並回報衛生所。（發

病個案健康管理追蹤表） 

4.填寫停課單。（附件 5） 

5.依疫情需要，協助轉介學

生進行檢體採檢。 

6.學校落實環境清消，加強

咳嗽禮節、勤洗手及雙手

勿觸碰眼、口、鼻；出現

症狀的學生確實戴口罩

以及「有生病，不上班，

不上課（含補習班）」。 

職責： 

決定是否停課 

學校通報類流感群聚個案及停課後處置流程 

衛生局 

1.持續監控疫情。 

2.統計及報告本市群聚事件。 

3.依疫情嚴重程度，協同衛生

所實地查核，並函文學校建

議防疫作為。 

5.依疫情需要適時發布新聞稿

提醒市民。 

6.檢陳疫情狀況至行政院衛生

署疾病管制局第五分局。 



疑似呼吸道傳染病群聚速報單及防治措施 
機構（學校）名稱： 症狀通報群聚編號： 

機構（學校）住址： 

機構（學校）電話：                       通報人： 

一、機構（學校）概況： 

1.機構：（A）工作人員（含護理人員/照服員與清潔人員）：各有____/____人，去年流感疫苗接種

人數為註 1________。 

（B）住民：收住人數為_________人，（C）流感疫苗接種人數為________。 

2.學校：（A）各年級班級數：                     ，（B）各年級人數：                   

（C）各年級學生流感疫苗接種人數                                              

二、疫情概況： 

1.通報日期：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2.疫情發生區域（單位/班級）名稱
註 2
：_____________（    年    班） 

（A）該疫情發生單位之房間配置總數為_____間，可收住的住民數（滿床數）為______床，實際的

住民（班級人數）數為______位，該單位住民（班級人數）疫苗接種人數為_______。 

（B）該區住民（學校）中之活動能力評估： 
註 3自行走動者（含使用柺杖及助行器）、依靠輪椅者、完全臥床者三者的人數是： 

       、        、        。 

（C）該單位的工作人員共有______位，其疫苗接種人數為_______。 

3.至通報日止的個案資料註 4（依發病日順序排列）：如附件 1 

4.目前此單位的疫情總結：  

（A）發病住民（學生）： 

＊發病起迄日期註 5：_______～_____ （指第一位及最後一位發病）  

＊發病人數/總人數：_______/________。 

＊就醫人數/住院人數：     /      。 

＊快篩陽性人數/快速篩檢人數：_______/________。 

      ＊服用流感抗病毒藥劑人數（公費/自費）：     /    。 

＊重症通報人數：          人、通報編號：            。 

（B）發病工作人員（老師）： 

＊發病起迄日期：_______～_____ 。  

＊發病人數/總人數：_______/________。 

＊就醫人數/住院人數：     /     。 

＊快篩陽性人數/快速篩檢人數：_______/________。 

      ＊服用流感抗病毒藥劑人數（公費/自費）：     /     

＊重症通報人數：_________人、通報編號：_______________。 

（C）發病房間/總房間數：_______/_________。（學校群聚勿填） 
（D）接觸者自主健康管理人數：           。（接觸者名冊如附件 3） 

5. □檢附群聚單位環境配置圖、人員位置關係圖：如附件 4 



三、處理防治措施：（請依據下列各點，逐一完成後請於空格內勾選，並以電子檔回傳本局） 

1. □針對有症狀個案進行疫情調查及造名冊，並進行病情狀況追蹤管理 7日。（每日下午 4時前     

回報早晚體溫及健康狀況至轄區衛生所）（如附件 1，2） 

2. □有症狀個案之症狀通報單鍵入法傳系統：完成群聚症狀通報及送驗單。 

3. □建立接觸者名冊，衛教自主健康管理 7日，進行接觸者健康狀況追蹤調查。（需每日下午 4 

時前回報早晚體溫及健康狀況至轄區衛生所）（如附件 3） 

4. □規劃防疫動線：(1)區分有症狀及健康人員活動區域。 

(2)疏散：停課（停班）至     月     日。（停班單及復課單）（附件 5） 

5. □衛教：加強宣導（住民/學生）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口罩使用方法及洗手五步驟。 

6. □環境清消：應加強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源開關及水龍頭）及公共區域（如 

合作社、寢室及廁所）。 

7. 7.  □室內空間保持空氣流通。 

8. □其他防治措施： 

 

9. □彙整疫情調查報告、完成時序圖、群聚單位環境配置圖及人員位置關係圖。 

10. □檢附呼吸道傳染病監測群聚查核表。 

11. □持續監測 7~14日(2倍潛伏期)無次級（社區）感染後結案。 

 

發生群聚單位報告人/校護： 組長： 主管/校長： 

衛生所承辦人員： 組長： 所長： 

 

註 1：如無法確認是否施打流感疫苗者，均視為未接種。 

註 2：該疫情發生單位也許是某樓層：如 A棟 5樓，或某區域如 XX園區等。  

註 3：自行走動者(含使用拐杖或助行器)請填 A，依靠輪椅者請填 B，完全臥床 

     者請填 C。  

註 4：所謂個案係指以下三類病患： 

      第 1類：只有出現呼吸道症狀者，但未完全符合類流感定義。 

      第 2類：完全符合類流感定義者。 

      第 3類：或是僅出現發燒、低體溫、倦怠、肌肉痛、意識改變等症狀任一 

              項或以上，但無其他原因可解釋者。 

註 5：指該群聚事件第一位及最後一位發病個案。 

註 6：重症通報人數指傳染通報系統通報流感併發重症個案，若無或不知則填 0或不知。 

 

 

 

 

 

 

 

 

 

 

 



 

  



  



 



 

機關/學校因應傳染病（群聚）疫情停課通報單    附件 5 

機  構  名  稱 
：  （含托兒所、幼稚園、國民小學） 

地址： 
 

縣 

 

鄉鎮 

 市 市區 

 

負責人： 

本案聯絡人： 

聯絡電話：        －            

總班級數：        班                總人數：         人 

停課事由：                   

個案就讀班級：1.                 該班人數：1.          人 

2.                           2.          人 

同年級班級數：1.        班   該年級總人數：1.          人 

2.        班                 2.          人 

目前感染人數：         人 

首例個案發病日期：    年    月    日 

參與決定停課之單位：（可複選） 

□校方（含園方）       □校方家長代表 

□轄區衛生所           □衛生局 

□教育局               □社會局 

停課日期：   年   月   日     復課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單位： 

填 表 人：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附件 6 

呼吸道傳染病群聚監視查核表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機構名稱：             單位：           

負責人：              聯絡電話：                           

 

查 核 項 目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壹、基本資料： 
一、機構對象：                     ，機構人數：          人 

二、工作人員：             

1.行政人員：      人 ， 2.醫師：                   人， 

3.護理人員：      人 ， 4.看護工（含外籍人士）：    人， 

5.其他： 

三、症狀個案間可能接觸之區域場所：(可複選) 

□同一病房       □同一寢室       □同一班級(教室)     
□同一辦公室     □同一層樓活動   □共用電梯     
□共用茶水間     □共用垃圾桶     □共用浴廁 

□其他: 

 

貳、基本設施： 
一、洗手設備合適及充足 

二、是否提供洗手乳或乾洗手液 

三、居室設置能與戶外空氣直接流通之窗戶或開口，或有

效之自然通風設備或機械通風設備 

四、專人定期清潔檢查空調設備 

五、規劃獨立或隔離空間，提供必要時使用 

六、分開收集處理一般垃圾及感染性廢棄物 

七、儲備口罩及手套 

八、機構內環境清潔並有專人負責定期打掃消毒 

九、定期清理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並有紀錄 

十、各項設備檢查及打掃，均有完整紀錄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參、工作人員訓練： 
一、機構辦理工作人員之傳染病防治教育訓練 

二、機構內工作人員有良好預防傳染病之感染控制觀念 

三、機構內工作人員熟悉消毒水(漂白水)泡製方法 

四、機構內工作人員清楚知道機構內發生院內感染事件時

之處理因應機制 

五、機構內負責傳染病監視作業人員是否清楚瞭解並熟悉

後送機制 

六、機構內是否訂定群聚事件處理流程落實執行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肆、機構執行情形： 
一、如有符合應立即通知標準之個案是否立即通知機構內

主管單位 

二、如有符合應立即通知標準之群聚事件，是否立即通知

轄區衛生局(所)或疾病管制局 

三、是否衛教機構人員口罩使用方法、洗手五步驟 

四、是否完成公共環境清消，加強桌椅、扶手等共同接觸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附件四 

99年 4月 20日製表 



查 核 項 目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區域之消毒水(漂白水)擦拭 

五、是否針對機構人員列冊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六、是否配合提供環境配置圖及人員關係圖 

七、是否完成動線規劃，區分有症狀及健康人員之活動範

圍 

八、是否進行人員疏散（停班、停課、停止聚會） 

九、1.每日為機構人員量測體溫 

2.每日為機構人員量測體溫            次 

3.今日有幾位機構人員發燒？            人 

十、專人量測體溫 

十一、量測體溫動作確實標準 

十二、每日/每次詳實且完整紀錄量測體溫結果 

十三、機構已訂定傳染病個案/群聚感染事件處理機制 

十四、機構已規劃傳染病爆發須封閉機構時，機構人員之

安置處所 

十五、機構是否訂定機制演練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伍、機構通報後續監測執行情形： 
一、機構是否持續落實環境清消與衛教宣導 

二、機構是否完成 7-14（2倍潛伏期）日症狀個案及接觸

者健康監測，確定無次級（社區）感染 

 

□是□否 

□是□否 

 

陸、綜合建議指導： 
 
 
 
 
 
 
 

查核人員簽章：                     查核單位簽章：               

衛生單位主管簽章：                     
 

 

 

 

 

 

 

 

 

 



 

            (學校機構)類流感群聚症狀個案病情詢問單 

姓名：              

身份証號碼： 

出生日期： 

□ 男  

□ 女 

身分： 

單位/班級： 

單位/班級人數：  人 

住址： 電話： 

1 
就醫 

情形 

（1）發病日期： 

（1）時間、診所：   年    月   日               診所 

（2）時間、診所：   年    月   日               診所 

（3）診斷：□流行性感冒 □快篩流感成陽性反應-□A型或□B型  

□一般感冒 □其他：             ◎症狀：              

3 
診治情形：□投藥(是否服用流感抗病毒藥劑□是 □否)   □在家休養     

□住院醫療：             醫院 

4 就讀補習班、安親班？（哪一區、名稱、科別、星期） 

5 
家中是否有其他病例（流感）：□無 □有：               幾人:         

全家共_____人 

6 

家中兄弟姊妹就學情形？（無可免填寫） 

（1）姓名：          ；學校：                ；班級：    年     班 

（2）姓名：          ；學校：                ；班級：    年     班 

7 
2週內是否出國？□否  □是，時間：       ～        ，地點： 

2週內是否禽畜接觸史？□否  □是 

8 
目前症狀：□發燒 □咳嗽 □肌肉酸痛 □頭痛 □喉嚨痛 □結膜炎 □腹瀉 

□其他                                

9 是否打過季節流感疫苗？ □ 是    □否 

10 
□到校後發燒，由家長帶回就醫。時間：     月     日第      節帶回。 

□發病後都未到校，請假在家。自     月     日起開始請假在家療養。 

11 填表方式：□以電話詢問□個案(家屬)自行填寫 填表時間： 

填表人簽名： 

 

 

 

 

 

 



 

 

 

 



 簡易消毒水泡製方式 

消毒地點 消毒種類 消毒方式 停留時間 

室內外地面 • 0.05%含氯漂白水 噴灑或擦拭  

濺落之排泄或

分泌物 

• 0.05%含氯漂白水 

• 大量時於清潔前  

  用 0.5%含氯漂白水 

用拋棄式紙巾 

或抹布吸收主要濺落

物再消毒 

30分鐘以上 

嘔吐物、排泄物 •0.5%含氯漂白水溶液 充分混合後靜置 30分鐘以上 

餐具 •加熱法 

•0.02%含氯漂白水溶液 

煮沸 100℃ 

浸泡 

5分鐘 

30分鐘以上 

衣服被褥 •加熱法 

•0.02%含氯漂白水溶液 

煮沸 100℃ 

浸泡 

5分鐘 

30分鐘以上 

《漂白水稀釋方式》 

 市售消毒劑 

漂白水(市售漂白水次氯酸鈉濃度 5%計算) 

     – 200ppm (次氯酸鈉濃度為 0.02%) 

   泡製稀釋作法:  40c.c 漂白水     +    10公升清水中       

                        ( 免洗湯匙 2瓢)      ( 8瓶大瓶寶特瓶)   

     – 500ppm (次氯酸鈉濃度為 0.05% ) 

     泡製稀釋作法:  100c.c漂白水     +   10公升清水中    

   ( 免洗湯匙 5瓢)      ( 8瓶大瓶寶特瓶) 

◎使用器具說明(1) 免洗湯匙一瓢約 20 c.c ；(2)大瓶寶特瓶一罐約 1250 c.c  

------------------------------------------------------------------------ 

◆範例----以泡製 200ppm含氯漂白水為例(如下圖) 

（1）取巿售家庭用漂白水（濃度一般在 6 到 7%）1 湯匙（一般喝湯用的湯匙，約 15

至 20cc）。 

（2）加入 5 公升的自來水中（大寶特瓶每瓶容量 1,250cc，4 瓶即等於 5 公升），攪

拌均勻即可。 

             +              

1湯匙 (約 20c.c.)漂白水    +    5公升自來水(約 1,250c.c. 寶特瓶 4瓶)   

 

 

 

《漂白水使用注意事項請參閱背面》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zIx1FlZIQvsAlCht1gt./SIG=1n6bk9624/EXP=1213687797/**http%3A/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http%253A%252F%252Ftw.info.search.yahoo.com%252Fsearch%252Fimages%253Fei%253DUTF-8%2526p%253D%2525E6%2525B9%2525AF%2525E5%25258C%252599%2526xargs%253D12KPjg1u9StIGmmvmnN%25252DmZDrDaoAtP0cHwsd5sCpIIXYZL8wZpROJ5LPKfwD1JTUhX3V%25252DD2PHg%25252DIYmHA%25252E%25252E%2526pstart%253D5%2526fr%253Dyfp%2526b%253D1%26w=149%26h=104%26imgurl=www.churchill-shop.com.tw%252F%2525A4j%2525B4%2525F6%2525B0%2525CDDM.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www.churchill-shop.com.tw%252FBLUEITALIAN_WOODLAND_MASTER.htm%26size=2.3kB%26name=%25E5%25A4%25A7%25E6%25B9%25AF%25E5%258C%2599DM.jpg%26p=%25E6%25B9%25AF%25E5%258C%2599%26type=jpeg%26no=19%26tt=6,800%26oid=1c717ceabf2adb9a%26ei=UTF-8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zIx1FlZIQvsAlCht1gt./SIG=1n6bk9624/EXP=1213687797/**http%3A/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http%253A%252F%252Ftw.info.search.yahoo.com%252Fsearch%252Fimages%253Fei%253DUTF-8%2526p%253D%2525E6%2525B9%2525AF%2525E5%25258C%252599%2526xargs%253D12KPjg1u9StIGmmvmnN%25252DmZDrDaoAtP0cHwsd5sCpIIXYZL8wZpROJ5LPKfwD1JTUhX3V%25252DD2PHg%25252DIYmHA%25252E%25252E%2526pstart%253D5%2526fr%253Dyfp%2526b%253D1%26w=149%26h=104%26imgurl=www.churchill-shop.com.tw%252F%2525A4j%2525B4%2525F6%2525B0%2525CDDM.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www.churchill-shop.com.tw%252FBLUEITALIAN_WOODLAND_MASTER.htm%26size=2.3kB%26name=%25E5%25A4%25A7%25E6%25B9%25AF%25E5%258C%2599DM.jpg%26p=%25E6%25B9%25AF%25E5%258C%2599%26type=jpeg%26no=19%26tt=6,800%26oid=1c717ceabf2adb9a%26ei=UTF-8
http://a61122001.myweb.hinet.net/14583.jpg
http://a61122001.myweb.hinet.net/14583.jpg
http://a61122001.myweb.hinet.net/14583.jpg
http://a61122001.myweb.hinet.net/14583.jpg


    ◎使用前宜詳讀下列應注意事項: 

1. 強力漂白水應放置於陰涼及兒童拿不到的地方 

2. 分裝或稀釋後使用時請配戴橡皮手套 

3. 漂白水易使衣物褪色，使用時請小心勿碰觸衣物 

4. 不小心濺及眼睛時，請立刻用大量清水沖洗。 

5. 誤飲時，請立即用手刺激喉嚨催吐，並飲用牛奶或生雞蛋。緊急時 

請立即送醫急救。 

6. 漂白水與鹽酸不可混合，以免產生有毒之氯氣。 

7. 漂白水是用來擦拭的，「千萬不可」用來沖洗，否則會造成環境災難、

河川魚蝦死亡。 

 請以消毒水擦拭方式消毒，避免以消毒水沖洗物品或地面，傷害河川

生態。使用前沖配適量避免過剩，使用中避免以髒布使消毒水污濁。 

 未使用完之漂白水不要倒入馬桶，以免影響化糞池中細菌功能。應收

存妥當下次再用，如須倒入雨水溝應至少再稀釋一百倍。 

 請勿使用不透氣之玻璃瓶，長期盛裝 6%漂白水，以避免累積氣壓而爆

炸，應使用塑膠瓶盛裝。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關心您 

防疫諮詢專線☎07-2514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