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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流感疫情之人員防治指引 

1. 前言 

  大多數在動物間流行的流感病毒亞型尚未跨越物種屏障，感染人

類甚至造成人傳人的機會不高，但由於動物流感病毒具有容易突變的

特殊性質，為降低人與動物流感病毒於同一生物體內基因交換之機

會，動物流感發生場所之疫情防治仍是阻絕疫病傳染的重要一環。 

  我國衛生機關及農政機關分別是人類及動物流感疫情防治之權責

單位，雙邊已建立有單一窗口，就國內人類及動物流感疫情資訊即時

交流，一旦國內動物檢出新型 A型流感病毒，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將通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

疾管署）疫情相關資訊，包括發生地點、檢出亞型及人員聯絡方式等。 

  一旦衛生單位接獲農政單位的動物流感疫情通知訊息時，依據檢

出亞型對動物的病原性及對人類的疾病嚴重度高低，農政單位將決定

對該場所動物進行移動管制或撲殺清場等措施，而衛生單位必須執行

疫情調查、衛教宣導、接觸者造冊、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健康

狀況主動追蹤及有症狀者就醫評估等防治工作，如有需要撲殺清場亦

須協助相關作業。 

  「動物檢出不同亞型流感病毒之防治作為一覽表」請參考附件

6.1，以下分項說明各防治作為之執行細節。 

2. 權責劃分 

2.1. 同其他各種法定傳染病之疫調及追蹤機制，原則上，由發生場所在

地之衛生局∕所派員進行動物流感疫情之人員防治措施。 

2.2. 如發生場相關接觸者位於外縣市，經研判無法及時完成疫調及追蹤

時，個案居住地衛生局∕所應橫向協調接觸者當時所在地之衛生局

∕所協助疫調及追蹤，惟維護相關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仍屬發生

場所在地之衛生局∕所的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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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開疫調及追蹤資料，由權責衛生局∕所及疾管署分區管制中心統

籌管理及回報。 

3. 疫情調查 

  當接獲防檢局通知國內動物檢出動物流感病毒時，地方衛生單位

應儘速聯繫地方動物防疫單位瞭解動物疫情現況，並協調其陪同衛生

人員赴現場進行疫情調查，疫情調查之重點應包括：該場背景資料（飼

養規模、飼養種類、上下游供應鏈及平時作業人數等）、疫情發展經過

及該批動物流向等。完成疫情調查後，應將疫調報告上傳至「重要或

群聚事件疫調報告平台」。 

4. 衛教宣導 

  宣導重點包括：動物流感之基本認知（傳播途徑及臨床症狀等）、

個人防護方法（勤洗手、平時工作時戴口罩及其他防護裝備、踴躍接

種流感疫苗等），以及平常如果出現類流感症狀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

醫師從業人員的職業類型；可參考疾管署新型 A 型流感 Q&A 及「防

護有方闔家安康—禽畜業者防護禽流感須知手冊」。 

5. 接觸者造冊 

  針對曾與該批檢出動物或其所在環境接觸者，皆須依附件 6.2「動

物流感疫情相關人員追蹤管理彙整表」格式進行接觸者造冊，並回溯

瞭解其自首次與該批檢出動物或其所在環境接觸日起至訪查當日之健

康狀況。接觸者類型可能包含：飼養場業主/員工、動物防疫人員、獸

醫師、屠宰衛生檢查人員、屠宰線上工作人員、臨時雇工及撲殺清場

相關工作人員等。 

6. 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針對訪查當日尚未超過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自首次與該批檢出動

物或其所在環境接觸日起算 10 日）的接觸者，開立附件 6.3「因應動

物流感疫情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並清楚告知其自主健康管理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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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注意事項、相關規定及罰則，提醒其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特別

留意自身健康狀況，如出現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應主動通知當地衛

生局∕所協助就醫。就醫時應戴上口罩，並出示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7. 健康狀況主動追蹤 

  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內，地方衛生單位須每日透過電話或當面訪

視，主動追蹤接觸者之健康狀況，並依附件 6.2「動物流感疫情相關人

員追蹤管理彙整表」格式以 Excel建檔管理。 

8. 有症狀者就醫評估 

  如於訪查當日或後續主動追蹤發現或接獲接觸者通知自主健康管

理期間出現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地方衛生單位應立即安排接觸者就

醫，並由醫師評估是否需進行通報及採檢送驗或開立流感抗病毒藥劑

等。 

9. 協助撲殺清場 

9.1. 行前準備 

9.1.1. 聯繫地方動物防疫單位，確實掌握撲殺清場之時間、地點以

及參與工作人員人數及名冊（可能包括動物防疫人員、環保

人員、運輸人員、臨時雇工、國軍及警察等），並與其事先溝

通撲殺清場當日衛生單位之協助事項。 

9.1.2. 備妥各項物品，包括工作人員名冊、衛教宣導品、自主健康

管理通知書及個人防護裝備等。 

9.2. 當日工作 

9.2.1. 協助檢視工作人員防護裝備著裝及卸除是否妥適（參考附件

6.4「預防禽流感家禽撲殺人員自我防護建議」）。 

9.2.2. 進行工作人員之衛教宣導、接觸者造冊及開立自主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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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書（執行細節參考前述 3.~5.）。 

9.2.3. 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應與傳染病防治醫療網各區正/副

指揮官或其授權人員，共同研判確認是否須針對工作人員進

行預防性投藥。 

9.3. 後續工作 

9.3.1. 進行工作人員之健康狀況主動追蹤及有症狀者就醫評估（執

行細節參考前述 6.~7.）。 

9.3.2. 完成事件處理報告並上傳至「重要或群聚事件疫調報告平

台」。 

10. 參考資料 

10.1. WHO.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high poultry contact in 

areas affected by avian influenza H5N1: Consolidation of pre-existing 

guidance. February 2008. 

10.2. CDC NIOSH. Protecting Poultry Workers from Avian Influenza 

(Bird Flu). May 2008. 

10.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預防禽流感家禽撲殺

人員自我防護建議（101年 3月 22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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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動物檢出不同亞型動物流感病毒之防治作為一覽表 

該動物流感亞型 

對人的疾病嚴重度※ 

防治工作 

低 高 

時機：接獲病毒檢出通知   

1. 疫情調查 ╳ ○ 

2. 衛教宣導 ╳ ○ 

3. 接觸者造冊 ╳ ○ 

4. 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 ○ 

5. 健康狀況主動追蹤 ╳ ○ 

6. 有症狀者就醫評估 ╳ ○ 

時機：接獲撲殺清場通知   

1. 配合撲殺清場工作 ○ ○ 

2. 衛教宣導 ○ ○ 

3. 接觸者造冊 ○ ○ 

4. 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 ○ 

5. 健康狀況主動追蹤 ○ ○ 

7. 有症狀者就醫評估 ○ ○ 

8. 預防性投藥評估 ○ ○ 

※參考「新型 A型流感各亞型對人類疾病嚴重度高低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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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1動物流感疫情相關人員追蹤管理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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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2動物流感疫情相關人員追蹤管理彙整表－接觸者造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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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     因應動物流感疫情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姓名： 

接觸日期： 

通知書開立日期：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本書表為法律文件，請正確填寫，上聯由防疫人員收存，下聯由自主健康管理者保留) 

因應動物流感疫情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 

因您曾有染病動物或其所在環境之接觸史，為防範動物流感跨物種傳染人類，並保

障您自己及親友的健康，請您於接觸後 10日內，確實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 

一、 減少非必要之外出：儘量於家中作息與活動，有需要外出時應戴口罩。家人可照

常上學、上班，除非自主健康管理者發病，否則沒有行為上的限制。 

二、 維持手部清潔：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原則上可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液

維持手部衛生。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三、 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外科口罩，當口罩沾到

口鼻分泌物時，應立即更換並丟進垃圾桶。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

無面紙或手帕時，可用衣袖代替。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請戴上外科

口罩並儘可能保持 1公尺以上距離。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請澈底洗淨。 

四、 注意體溫變化：自主健康管理的 10 日內，每日早/晚應各量體溫一次，並詳實記

錄體溫及活動史(如下列表格)，有特殊狀況應主動通報地方衛生局/所。 

五、 必要時就醫：倘出現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請立即戴上口罩，主動通報地方衛生

局/所，由衛生局/所協助您就醫。就醫時，請將本通知書出示給醫師，並應告知醫

師旅遊史、接觸史及居住史。 

六、 如無確實遵守以上各項自主健康管理規定，將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條，

依同法第七十條處新臺幣 3,000 至 15,000 元不等罰鍰，得連續處罰。 

七、 如有身體不適或其他疑問，可撥各地衛生局/所諮詢專線通知及諮詢。 

體溫及行程紀錄表 

填表人：                       

天數 日期 上午 下午 健康狀況 活動史紀錄 

1  ____度 ____度   

2  ____度 ____度   

3  ____度 ____度   

4  ____度 ____度   

5  ____度 ____度   

6  ____度 ____度   

7  ____度 ____度   

8  ____度 ____度   

9  ____度 ____度   

10  ____度 ____度   

開立機關：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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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4  預防禽流感家禽撲殺人員自我防護建議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前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2012 年 3月 22日修訂 

1. 前言 

  本指引之目的為保護接觸禽類工作人員之安全健康，降低職場危

害。為控制禽流感疫情的部份因素，使第一線撲殺病、死家禽之工作人

員，與病毒接觸的機會減少，致病的風險降低。 

2. 禽流感可能的暴露來源 

  眼、鼻及口腔黏膜接觸受感染家禽之呼吸道分泌物及排泄物為主要

傳染途徑。而家禽撲殺人員可能面對家禽的掙扎、鳴叫濺出的唾液，以

及與不乾淨的家禽羽毛或雙腳接觸糞便，而大幅度增加接觸病毒的機

會，所以需要特別的保護措施。 

3. 防護衣、護目鏡及口罩[1,2,3,4]
 

3.1. 工作特性 

家禽撲殺人員於工作時，可能面臨 

3.1.1. 家禽掙扎所揚起的生物粉塵 

3.1.2. 家禽鳴叫濺出的唾液 

3.1.3. 清潔所使用之高濃度消毒劑噴霧 

為了阻絕病毒的侵襲，家禽撲殺人員可考慮阻絕粉塵、液體與氣體



新型A型流感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附件6 

2014 年 9 月 3 日修訂 

 

侵入的防護衣。 

3.2. 選擇防護衣 

  員工作業可能會暴露於多種致病微生物，為了保護工作人員的

安全健康，因此有許多防護衣的參考標準，如歐盟傳染性介質防護

衣（EN 14126）與殺蟲劑防護（DIN 32781）等，藉由合適的防護衣

阻絕微生物的傳染途徑。可以參考下列條件挑選合適的防護衣： 

3.2.1. 確實覆蓋需保護的身體部位，包含外衣（圍裙或工作服）、手

套、腳部防護（靴或靴套）、頭部保護（頭罩或頭髮覆蓋）。 

3.2.2. 因防護衣不易完全消毒，因此以一次性、不透水且輕便的材質

為主（例如 8-12 mil厚度之丁腈或乙烯材質）。 

3.2.3. 為方便工作，可使用不透水且易消毒之橡膠手套與橡膠靴（例

如重型 18 mil厚度的橡膠手套），消毒後重複使用。 

3.3. 護目鏡 

  選擇無排氣管或間接通風之安全護目鏡，或是具有空氣淨化呼

吸器之頭盔或面罩。 

3.4. 口罩 

3.4.1. 可能會接觸到受感染家禽或病毒的工作場所，就應穿戴合適的

空氣淨化呼吸器。 

3.4.2. 建議使用具有過濾微粒之功用的口罩，如 N-95（以美規、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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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等級認證為最低級數要求）。 

4. 穿脫防護衣物步驟 

4.1. 防護衣視覺檢查 

4.1.1. 確認該防護衣符合工作之需求。 

4.1.2. 將防護衣放在乾淨平坦的表面。 

4.1.3. 使用手電筒檢查防護衣外表是否有破損、磨損或氧化（有白色

粉狀斑點），縫合處是否裂開。 

4.1.4. 確認防護衣拉鍊及拉鍊防護線是完好可使用的，並可用少量石

蠟潤滑拉鍊。 

4.1.5. 確認防護衣所有的末端皆為密封的狀態。 

4.1.6. 確認防護衣的警告標籤是貼牢，並且可清楚閱讀。 

4.2. 穿上防護裝備 

  由兩個人互相幫助穿上防護裝備 → 建議防護衣下至少穿著一

件長袖襯衫和長褲，可考慮阻燃材質衣物 → 移除個人物品(如：筆、

珠寶等) → 脫掉鞋子 → 將長的內部衣物塞進襪子，使穿著防護衣

更容易 → 穿好防護衣的褲子，並與襪子緊繫 → 穿戴鞋套 → 穿

戴工作靴/橡膠靴，並將衣服折邊覆蓋工作靴/橡膠靴 → 穿好防護衣

的上衣及頭罩 → 確認防護衣完全緊繫，且雙重拉鍊皆到位 → 戴

上護目鏡及呼吸器 → 呼吸器佩戴合適性測詴，以確保作業人員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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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全、舒適且密封的呼吸器面罩 → 穿戴第一層手套，並與防護

衣緊繫 → 穿戴工作手套。 

4.3. 脫下防護裝備 

  脫下防護裝備前，先實施淨化、消毒程序 → 脫下工作手套 → 

脫下橡膠靴 → 脫下防護衣 → 脫下第一層手套 → 以肥皂與清

水、消毒劑徹底清洗雙手，15~20秒 → 脫下護目鏡後，再取下呼吸

器 → 以肥皂與清水、消毒劑徹底清洗雙手，15~20秒 → 將一次性

服裝放置在一個安全的處置容器 → 可重複使用的護目鏡、工作手

套、橡膠靴應放置在有標籤或有顏色的袋子或容器，以利辨認及清

洗、消毒。 

4.4. 工作人員注意事項 

4.4.1. 防護設備應當只由身體健康良好的人穿著，如穿著時出現噁

心、昏眩或過熱等現象，應盡速離開工作區域。 

4.4.2. 應採用保守的工作與休息計畫，於穿著防護衣前後，工作人員

需補足水份。 

4.4.3. 任何接觸感染或接觸禽鳥或病毒污染的物質或環境，在 10 天

內出現下列症狀的作業人員應立即尋求就醫，並告知醫療人員

可能是遭受禽流感感染：發燒、咳嗽、氣喘、喉嚨痛、肌肉酸

痛、眼睛結膜炎（眼部感染）、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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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防護衣選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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