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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秋冬防疫專案」簡介 
                           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 施美錦 編制

壹、前言： 
2019 新型冠狀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自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發現以來，
隨著疫情蔓延，我國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公告
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法定傳染
病，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20 年 3 月 11 宣
布COVID-19為全球大流行，至今全球已逾6700
萬人為確定病例，150 萬人死亡，全球致死率
2.29%。國內 716 人確診，死亡 7 人。 

國內雖然疫情和緩，自 2020 年 4 月 13 日迄
今無新增本土案例，但入冬以來，全球疫情持續
上升，我國境外移入個案亦有增加趨勢，民眾落
實防疫新生活運動也有鬆懈情形，政府考量秋
冬時期除了 COVID-19 疫情以外，也有多種呼
吸道傳染病盛行，為降低國內社區傳播風險，避
免造成醫療體系負擔，指揮中心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實施「秋冬防疫專案」，
以強化邊境檢疫與社區管理，並提升對 COVID-
19 疑似個案之偵測，以利及早應處。

貳、「秋冬防疫專案」之重點措施(1) 

一、社區防疫－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強制佩

戴口罩 

為有效提高民眾於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佩
戴口罩之遵循度，強化阻斷社區傳播鏈之能量，

依傳染病防治法，進入公告所示八大類高感染
傳播風險場域(醫護照護、公共運輸、生活消費、
教育學習、觀展觀賽、休閒娛樂、宗教祭祀)應
佩戴口罩。未佩戴口罩，經場域人員勸導不聽者，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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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邊境檢疫－入境及轉機旅客登機前出示
3 日（工作日）內 COVID-19 核酸檢驗陰
性報告(1) 

 
(一) 法規依據： 

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款 依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
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件，違
規者依同法第 69 條處新臺幣 1-15 萬元罰
鍰。 
 

(二) 境外檢驗的目的： 
使旅客與航空公司於登機前就可以瞭解旅
客個人健康狀況，讓航空公司可以依據旅
客防疫風險，於機上採取適當預防措施，
降低 COVID-19 於航機上傳播風險。此
外，如採行入境後才採檢，亦可能造成大
批旅客因等待採檢而在機場滯留，增加感
染機會。 
 

(三)旅客應遵循之檢疫規範： 

1.自機場入境或途經我國機場轉機之旅客，不
論其身分（包括國人及具有居留證之外籍人
士等）或來臺目的（求學、工作、外交公務
等），均應主動向航空公司出示「表訂登機
時間前 3 日內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
並符合當地國邊境檢疫規範，及各航空公司
載客契約政策規定。 

2.旅客除於登機前提供 COVID-19 核酸檢驗報
告外，於啟航地機場報到(check in)或登機
前，以手機完成「入境檢疫系統」線上健康
申報，入境後配合居家檢疫等相關措施。 

 
(四)「表訂登機時間前 3 天內之 COVID-19 核

酸檢驗報告」 
1.以英文、中文或中英對照版本為原則。 
2.檢驗報告可為紙本(正本/影本)或電子報告書
形式，惟其內容應清晰可辨識，且經審視確
認必要欄位（採檢日及報告日、足以辨識為
該旅客之個資、檢驗方法及檢驗結果等）均
有完備，則該報告可予接受，另旅客提供之
檢驗報告如有不實，將會依法予以裁處。 

3.檢驗報告需採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且應可
審核為登機者之護照姓名、出生年月日(或
護照號碼)、疾病名稱「COVID-19 或 SARS-
CoV-2」、採檢日及報告日、檢驗方法
「PCR、Real-Time PCR、RT-PCR、RT-
qPCR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NAA（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NAAT（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
NAT（Nucleic acid Test）、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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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或 Molecular Diagnostics 」及判讀結果
「Negative 或 undetectable……」等。 

 

(五)特定條件免附「表訂登機時間前 3 天內之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 

1.申請程序之適用對象僅限本國人、持居留證
之外籍人士及持居留證之陸港澳人士；不適
用經臺轉機旅客。 

2.符合以下四種情形，不予裁罰。 
(1)緊急協處：包括「二親等以內親屬死亡，

而需奔喪者」、「二親等以內親屬重病，而
需探視者」及「專案緊急就醫」。 

(2)啟程地為指揮中心公布「無法取得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國家」名單：
包括大洋洲(吐瓦魯國、紐埃、斐濟及東
加)及中美洲(貝里斯及聖露西亞)等。 

(3)部會專案經指揮中心同意：必要且短期公
務商務行程，並於境外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者。 

(4)其他經指揮中心公布之對象：  
a.自我國出境且 3 日內再入境者 
b. 0-6 歲(未滿 7 歲)之嬰兒及幼童 
c.航班取消，致核酸檢驗報告逾期者 
d.緊急協處個案之同行者 

 

 
三、醫療應變－強化醫療院所感染管制

及通報採檢(1) 
(一)加強通報採檢：落實法定傳染病之通報義

務，請地方衛生局加強督導所轄醫療院
所，如診治病患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通報採檢」定義者，應儘速通報採檢；
並鼓勵符合「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定義者
通報採檢。 

 
(二)訂定獎勵通報指標 

1.加強門診與急診社區感染肺炎病人篩檢 
醫院內有社區感染肺炎之門診與急診病人，
就醫 3 天內(以就醫當日為第 1 日，如 7/1 就
醫，3 天內為 7/1-7/3)有通報採檢比例，並
核予分級獎勵(限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及重度
收治醫院)。 

2.加強住院病人篩檢 
醫院內有呼吸道疾病、腹瀉症狀或嗅味覺異
常之新住院病人，住院期間有通報採檢比
例，並核予分級獎勵。 

3.強化醫療照護人員健康監測 
醫院所屬醫事人員有呼吸道疾病、腹瀉症狀
或嗅味覺異常者，就醫 3 天內(就醫當日為第
1 日，如 7/1 就醫，3 天內為 7/1-7/3)有通報
採檢比例，含門診、急診與住院之就醫紀錄，
並核予分級獎勵 

 
參、校園防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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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專案的八大類場所之教育學習場域，係

指圖書館、K 書中心等，不包括能掌握出席人員
之學校。故，校院防疫之重點注意事項如下： 

一、大專校院健康監測機制：學校得視校園環境
狀況，採取彈性作法，於人員出入密集地點
進行體溫監測，並落實課堂點名。 

二、社交距離及配戴口罩：上課時應注意通風良
好，並維持社交距離；如無法維持社交距離，
即應佩戴口罩。 

三、大型集會活動防疫：須保持社交距離並落實
實名制；如無法維持社交距離，即應佩戴口
罩。 

四、校園空間開放：應落實實名制及體溫量測，
並注意蒐集民眾個人資料之保護。 

五、教室及學習場域環境通風及定期消毒：室內
使用冷氣或中央空調時，教室門可關閉且應
於教室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室內無空調時，
教室可增設抽風扇（壁扇）與立扇並適當擺
放。 

六、體育課程教學實施：室內外體育課程教學，
應保持社交距離；如無法維持社交距離，即
應佩戴口罩。 

七、停課標準：依指揮中心疫情調查結果，優先
辦理學校實體課程停課事宜，以線上課程或
於復課後利用週間補課。 

八、教職員工生出國：出國案件應先採取替代措
施，於疫情管制過後再行前往；倘有必要性、
急迫性時，校長應審慎評估。 

九、防疫期間學生因出現症狀需請假：如有發燒、
咳嗽、呼吸急促、腹瀉、失去嗅覺、味覺等
相關症狀，應立即就醫診治或在家休息，避
免外出或到校上課上班，學校將不列入出缺
席紀錄。 

十、居家檢疫期滿後 7 日內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每日應量測體溫，儘量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外出時應全程佩戴口罩。 

 
肆、結語 

因應國際 COVID-19 疫情嚴峻，加上聖誕
節、寒假、春節將至，預估本年底及明年初入境
旅客數將增加，為避免人流移動而增加疫病傳
播風險，防疫工作仍不能鬆懈，需落實防疫措施，
阻斷傳播途徑，對疑似患者及早診斷，以保全我
國防疫成效，維護國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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