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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入麻疹群聚之個案可傳染期間活動史 

疾管署 2019/4/23 新聞稿附表 

個案 日期 地點或大眾運輸工具 
健康監測 

截止日 

北部 

20 多歲男性 
4/12 12:57-13:25 搭乘高鐵(新竹至板橋) 4/30 

北部 

10 多歲女性 

4/10 

11:30-12:00 桃園市中壢區彰化銀行北中壢分行 

18:00-18:30 搭乘台北捷運(南港站至民權西路站，再回

南港站) 

19:00-21:00 新北市三重區三合夜市 

21:00-21:30 台北市中正區すき家站前店 

4/28 

4/11 10:00-10:20 搭乘桃園 1 號公車(中山國小至今日飯店) 4/29 

4/12 

7:00-8:00 搭乘桃園 9009 號公車(中山中平路口至耕莘

醫院) 

12:00-13:30 新北市新店區麥當勞新店中正三店 

15:30-16:30 搭乘桃園 9009 號公車(耕莘醫院至桃園站) 

4/30 

4/13 
8:50-9:30 桃園市龜山區壽山高中 

11:00-21:00 桃園市桃園區すき家桃園站前店 
5/1 

4/14 
18:30-20:00 桃園市桃園區遠東百貨 

20:30-22:00 桃園市桃園區藏壽司春日路店 
5/2 

4/15 

8:00-8:30 桃園市桃園區藏壽司春日路店 

8:30-9:30 搭乘桃園 9009 號公車(桃園站至耕莘醫院) 

17:00-18:00 搭乘桃園 9009 號公車(耕莘醫院至中山國

小) 

5/3 

北部 

20 多歲男性 

4/10 

9:00-9:40 搭乘 1551 號公車(基隆火車站至吳興街口) 

10:45-11:40 搭乘台北捷運(世貿站至唭哩岸站) 

12:30-13:00 搭乘台北捷運(唭哩岸站至台北車站) 

13:00-14:00 台北市中正區貳樓餐廳微風台北車站店 

14:00-15:00 台北車站火車站 1 樓大廳 

15:10 台北市大同區脆皮鮮奶甜甜圈 

18:00-21:00 台北市大安區水礦餐廳 

21:15-21:50 搭乘區間車(台北車站至基隆火車站) 

4/28 

4/11 17:15-18:00 基隆市中正區全聯義二店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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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18:45-19:00 基隆市中正區全聯義二店 4/30 

4/13 

12:15-12:30 基隆市中正區全聯義二店 

18:00-20:00 基隆市中正區暖鍋物 

20:00-21:00 基隆市仁愛區海洋廣場 

21:00-21:30 基隆火車站 

5/1 

4/14 
12:00-12:15 基隆市中正區皇冠大樓 3 樓無印良品 

12:30-12:45 基隆市中正區全聯義二店 
5/2 

4/15 
11:15-11:30 基隆市安樂區杏一醫療品基隆長庚店 

11:30-11:45 基隆市中正區全聯義二店 
5/3 

北部 

20 多歲女性 

 

4/11 16:00-18:00 林口長庚外圍商圈 4/29 

4/12 

11:30 桃園市漢堡大師龜山文化店 

14:00-18:00 林口長庚外圍商圈 

22:00 桃園市三顧茅廬龜山文化三店 

4/30 

4/13 

11:30 桃園市漢堡大師龜山文化店 

15:00-16:00 桃園龜山區金玉堂長庚店 

16:00-18:00 林口長庚外圍商圈 

5/1 

4/14 11:30 桃園市漢堡大師龜山文化店 5/2 

4/15 

11:30 桃園市漢堡大師龜山文化店 

15:00-17:30 新北市林口區以太房火鍋 

17:30-18:00 新北市山水茶堂林口店 

5/3 

4/16 
14:00-17:00 桃園市桃園區玉豐園藝 

19:00-20:00 桃園市龜山區花田屋壽喜燒專賣店 
5/4 

4/17 
11:30 桃園市漢堡大師龜山文化店 

15:00-18:00 林口長庚外圍商圈 
5/5 

4/18 

19:00-21:00 高鐵桃園站摩斯漢堡 

21:10-22:45 搭乘高鐵(桃園至左營) 

23:00-23:30 搭乘高雄捷運(左營至西子灣) 

5/6 

北部 

30 多歲男性 
4/17 13:10 搭乘桃園 L502 號公車(至長庚醫院)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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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移入麻疹群聚之個案可傳染期間活動史 

疾管署 2019/4/23 新聞稿附表 

個案 日期 地點或大眾運輸工具 
健康監測 

截止日 

北部 

20 多歲女生 
4/14 

11:30-12:10 搭乘 704 號公車(大福社區站至龍門路口) 

12:10-13:00 搭乘 62 號公車(龍門路口至萬大國小站)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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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發麻疹個案可傳染期間活動史 

疾管署 2019/4/23 新聞稿附表 

個案 日期 地點或大眾運輸工具 
健康監測 

截止日 

北部 

10 個月男嬰 

4/4 

 11:00-15:50 基隆火車站 

 15:50-16:50 基隆市仁愛區基隆東岸廣場 1 樓すき家 

 16:50-17:00 基隆市仁愛區東岸商場 3 樓湯姆熊 

 18:00-20:00 南港車站 

 21:00 台北市南港區北大荒水餃店 

4/22 

4/5 15:30-16:00 新北市汐止區北港國小 4/23 

4/6 

 12:00-13:00 台北市信義區大方冰品 

 13:00-15:00 台北市信義區世貿中心 1 館婦幼展 

 18:00-20:00 台北市信義區新光三越 A8 館 4 樓伽立略家

庭餐廳 

4/24 

4/7 19:00-21:00 新北市土城區日月光廣場美食街 4/25 

北部 

20 多歲女性 

4/9 

 9:30 搭乘 805 號公車(新莊田徑場至板橋車站) 

 10:20 搭乘 307 號公車(板橋車站至中和環球) 

 10:30-22:30 新北市環球購物中心 

 22:30 搭乘 307 號公車(中和環球至板橋車站) 

 22:50 搭乘 99 號公車(板橋車站至新莊田徑場) 

4/27 

4/10 14:00-20:00 新北市金山老街 4/28 

4/11 

 9:30 搭乘 805 號公車(新莊田徑場至板橋車站) 

 10:20 搭乘 307 號公車(板橋車站至中和環球) 

 10:30-22:30 新北市環球購物中心 

 22:30 搭乘 307 號公車(中和環球至板橋車站) 

 22:50 搭乘 99 號公車(板橋車站至新莊田徑場) 

4/29 

4/12 

 9:30 搭乘 805 號公車(新莊田徑場至板橋車站) 

 10:20 搭乘 307 號公車(板橋車站至中和環球) 

 10:30-22:30 新北市環球購物中心 

 22:30 搭乘 307 號公車(中和環球至板橋車站) 

 22:50 搭乘 99 號公車(板橋車站至新莊田徑場) 

4/30 

4/14 
 14:10 西螺休息站 

 15:30-00:00 台南市中西區國華街、安平區安平老街 
5/2 

4/15 11:00 新北市新莊區丸福早午餐 5/3 

南部 

20 多歲男性 
4/14 

 11:30 雲林縣虎尾鎮布袋戲館、鐵橋 

 12:00 雲林縣土庫鎮土庫鴨肉麵線 

 13:30-15:00 雲林縣褒忠鄉馬鳴山公園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