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疫苗用冷運冷藏管理實地查核表（合約院所版）  

新北市          區                         醫院診所 

       年   月   日     疫苗儲放地點：    

項目 查核品項 查核內容 查核分數 

溫 

度 

監 

控 

設 

備 

高低溫度計 

（冷藏層） 

共   支、擺放位置    、    、    、     層 
各層有無放置□是□否（3 分） 
正確判讀：□是□否（2 分）(承辦人可正確判讀多支高低溫度計) 
查看最高溫     ℃、查看最低溫     ℃ 、現在溫度    ℃ 
溫度異常:□有 □無  異常情況:                             

（5 分） 

高低溫度紀

錄 

（冷藏層） 

每日 9am、5pm 正確記錄 2 次並簽名(不可同一人同一天僅簽一次)：□是 □
否（2 分） 
如有異常是否於紀錄表上註記原因：□是 □否 □無異常（2 分） 
假日端點連接：□是 □否（2 分） 
使用原子筆記錄：□是 □否（2 分）(使用鉛筆者不給分) 
查看最高溫     ℃、查看最低溫     ℃ 、現在溫度    ℃ 
溫度異常:□有 □無  異常情況:                 

（8 分） 

溫度監視卡 

（冷藏層） 

共    片、各種疫苗旁有無放置□有 □無（2 分）(每種疫苗應使用 1 片) 
溫度監視卡是否均正確啟用（拉開引信）：□有 □無（2 分） 
敘明該片監視卡監測之疫苗名稱：□有 □無（3 分） 
管理人正確判讀效期及變色情形：□是□否（2 分） 
最早之製造日期：            、變色情形：               
過期：□是□否（3 分） 
進出庫變色指數正確紀錄：□是（變色指數     ） □否（2 分） 
(每批號入庫疫苗均敘明原片及補增片指數) 

（14 分） 

冷凍監視片 

共     片、擺放位置    、    、    、    層 
不活化疫苗層有無放置：□有□無（2 分）(建議放置 2 片，如該層有 B 肝請
放置於 B 肝疫苗旁) 
冷凍監視片未放置於出風口：□是□否（2 分） 
管理人可正確判讀效期及判讀方式正確：□是□否（2 分） 
過期：□是□否  （2 分） 
每日 9am、5pm 檢視並記錄有無破裂：□是 □否（2 分） 
破裂：□是 □否 （4 分） 
倘有破裂情形：凍片破裂     顆、擺放位置      層 

（14 分） 

電力維持設

備 

設備種類：□不斷電系統 □自動發電機 
測試結果：□可 □未反應   蓄電時間：       （2 分） 
測試紀錄：□有 □無  測試頻率：           （2 分） 

（4 分） 

疫 

苗 

管 

理 

與 

安 

全 

擺放位置 

第 1 層擺放疫苗品項：1.        、瓶數：    ；2.        、瓶數：    ；3.        、瓶
數：     ；4.        、瓶數：    ；5.        、瓶數：    。 
半年內溫度監測結果：高溫：           、均溫：           、低溫：            

第 2 層擺放疫苗品項：1.        、瓶數：    ；2.        、瓶數：    ；3.        、瓶
數：     ；4.        、瓶數：    ；5.        、瓶數：    。 

半年內溫度監測結果：高溫：           、均溫：           、低溫：            

第 3 層擺放疫苗品項：1.        、瓶數：    ；2.        、瓶數：    ；3.        、瓶
數：     ；4.        、瓶數：    ；5.        、瓶數：    。 

半年內溫度監測結果：高溫：           、均溫：           、低溫：            

第 4 層擺放疫苗品項：1.        、瓶數：    ；2.        、瓶數：    ；3.        、瓶
數：     ；4.        、瓶數：    ；5.        、瓶數：    。 

半年內溫度監測結果：高溫：           、均溫：           、低溫：            

第 5 層擺放疫苗品項：1.        、瓶數：    ；2.        、瓶數：    ；3.        、瓶
數：     ；4.        、瓶數：    ；5.        、瓶數：    。 

半年內溫度監測結果：高溫：           、均溫：           、低溫：            

108 年 2 月修訂 



分類擺置情

形 

□使用疫苗分類盒 □雜亂 □ 擁擠 □妥善（2 分） 
□與自費疫苗是否分層放置  □無自費疫苗（2 分） 
過期疫苗（過期疫苗效期：          ） 
半年內各層各點溫度監測紀錄（如每年 5、11 月監測資料，須使用單支高低
溫度計或 Data logger，並有監測紀錄才得分）：□是 □否（3 分） 
各層監測是否包含該層各疫苗放置點（如監測前後左右、左右、前後或出風口
溫度）：□是 □否（2 分）  
依照疫苗對於溫度敏感度擺放(繪製溫流圖並張貼於冰箱上)：□是□否（4 分） 

（13 分） 

嚴重瑕疵 

置放其他不符規定食物□、飲料□、藥品□、檢體□ 
□並無置放其他不符規定之物品（3 分） 
置放疫苗及稀釋液於冰箱門架上□是□否 （3 分） 
 

（6 分） 

疫苗依規定

標示 

□有 □ 無   標示項目：□名稱□廠牌□劑型□批號□效期（5 分） 
(國外疫苗廠牌需填寫英文名稱) 

（5 分） 

稀釋液依規

定標示 

□有 □ 無   標示項目：□名稱□廠牌□劑型□批號□效期（5 分） 
(國外疫苗廠牌需填寫英文名稱) 

（5 分） 

異常接種預

防措施 

張貼三讀五對及疫苗接種前應檢核事項提醒：□是□否 （2 分） 
於注射室擺放疫苗樣本並確實衛教：□是□否 （2 分） 
能正確回答預防接種實務問題：□是□否 （3 分） 

（7 分） 

疫苗領用流程

及管控 

正確執行每次接種疫苗之領用紀錄: □ 完整 □ 不完整（2 分） 
疫苗批號及庫存量登記與盤點結果相符：□是 □否（4 分） 
每月疫苗消耗量與預防接種統計明細表接種量符合：□是 □否（5 分）  
核對期間及情形：             

（11 分） 

緊急聯絡人 

建置冷運冷藏緊急聯絡人（至少 2 人）：□是□否 共   人  （2 分） 
於冰箱上張貼冷儲設備相關廠商、保全人員及衛生所承辦人聯絡電話：□是□
否（2 分）（未張貼者此項不給分） 
製作溫度異常緊急處理流程並於冰箱上張貼：□是□否 （2 分） 

（6 分） 

保冷用品 □廣口水瓶 □冰寶  □無置放任何保冷用品 （2 分） 
（2 分） 

加分項目 
查核缺失於 7 日內改善並檢附佐證資料(如照片)□是 □否 □無需改善（1 分） 
是否會使用 NIIS 醫療院所預防接種紀錄查詢系統：□是   □否（1 分） 

（2 分） 

查核標準 100 分（超過以 100 分計）  

優缺失及改善建議  

受查人員：                 查核人員：                查核單位主管： 



疫苗擺放位置及溫流圖(大冰箱) 
冰箱編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至  月  日 

第 1層 

第 2層 

第 3層 

第 4層 

第 5層 

備註：繪圖時應包含各層擺放疫苗名稱、Data logger、冷凍監視片(○)、出風口、感溫棒(保全

及冷藏櫃)之位置。 

(後)最高：  最低：  均溫：   

保全感溫棒 

冷藏櫃感溫棒 

(前)最高：  最低：  均溫：   

(後)最高：  最低：  均溫：   

(前)最高：  最低：  均溫：   

(後)最高：  最低：  均溫：   

(後)最高：  最低：  均溫：   

(後)最高：  最低：  均溫：   

(前)最高：  最低：  均溫：   

(前)最高：  最低：  均溫：   

(前)最高：  最低：  均溫：   

低溫 高溫 
(MMR、Var、BCG) (13PCV) (HPV、23PPV) (Flu、JE、HepA、5in1、Tdap-IPV) (Td、TT、HBIG、HepB) 

建議放置區域： 



疫苗擺放位置及溫流圖(小冰箱) 
冰箱編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至  月  日 

第 1層 

第 2層 

第 3層 

第 4層 

第 5層 

備註：繪圖時應包含各層擺放疫苗名稱、Data logger、冷凍監視片(○)、出風口、感溫棒(保全

及冷藏櫃)之位置。 

最高：  最低：  均溫：   

保全感溫棒 

冷藏櫃感溫棒 

最高：  最低：  均溫：   

最高：  最低：  均溫：   

最高：  最低：  均溫：   

最高：  最低：  均溫：   

低溫 高溫 
(MMR、Var、BCG) (13PCV) (HPV、23PPV) (Flu、JE、HepA、5in1、Tdap-IPV) (Td、TT、HBIG、HepB) 

建議放置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