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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3 條及「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執

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辦理。 

 

貳、 查核目的 

一、 加強機構落實感染管制管理機制及作為，降低機構內感染風險及群聚

事件之發生。 

二、 強化工作人員知識、態度，落實於照護服務對象之技能中，達成有效

防範於未然之效果，提升照護服務品質。 

 

參、 辦理機關及事項 

一、 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訂定機構感

染管制查核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二、 地方主管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由衛生局/衛生福利局會同主管

機關局/處)執行轄區機構感染管制實地查核和改善情形追蹤，由衛生

局/衛生福利局提報查核和改善情形追蹤之結果。 

 

肆、 查核對象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於 108 年 1 月 1 日前設立之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伍、 查核內容 

一、 說明 

以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社家署)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輔導查核表（106 年 12 月 29 日以社家幼字第 1060601440 號函請地

方政府自 107 年度實施）」專業服務第五項、健康服務之感染管制

相關條文為本，邀集社家署及各地方政府召開查核作業研商視訊會

議後，訂定和公告「108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感染管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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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基準」(附件 1)。 

二、 感染管制查核項目 

共計 3 項（含 12 小項指標）： 

1.防疫機制之建置 

2.疫苗接種情形 

3.工作人員健康管理 

三、 查核基準評分方式 

(一)採 2 等級評分，以符合、不符合表示。 

(二)查核合格標準：查核指標「符合」之比率達 60%以上。 

 

陸、 查核作業規範 

一、 查核作業請地方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現行聯合稽

查或輔導查核方式辦理； 

二、 免聘請查核委員、受查核機構免填自評表； 

三、 改善情形追蹤及複查請地方主管機關依現行作業方式辦理或自行協

調相關局/處辦理。 

 

柒、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資訊系統 

一、 108 年查核作業請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使用本系統(以下簡稱

「查核系統」)，網址為 https://lcare.cdc.gov.tw/。常見系統操作說明如

附件 2。 

二、 衛生局/衛生福利局人員應具備查核系統之帳號，未具帳號者，請於

「查核系統」下載、填寫「帳號註冊/停用申請單」(附件 3)，於 108

年 1 月 31 日前申請使用(附件 2.1)。例行使用時，須以個人憑證（健

保卡、自然人憑證、醫事人員卡）登入。 

三、 受查機構免使用查核系統，故免申請帳號。 

四、 確認受查機構名單 

(一)「查核系統」已建置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名單，請地方政府衛

生局/衛生福利局依據轄區機構相關立案資料，於 108 年 2 月 28 日

https://lcare.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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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至「查核系統/機構名單」項下「機構資料維護」(附件 2.2)與「查

核名單管理」(附件 2.3)，完成機構資料與受查機構名單之確認。 

(二)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於「查核名單管理」介面勾選機構「受

查狀態」時，機構如為 108 年 1 月 1 日以後設置或停業者，請勾選

「3-其他無需查核」及填寫原因，其餘請勾選「1-需進行查核」，108

年查核未排除接受評鑑者，故勿勾選「2-參與 108 年評鑑無需查核」。 

(三)請區管制中心於 108 年 3 月 14 日前於「查核系統/機構名單」完成轄

區地方主管機關「查核名單」之確認。 

五、 實地查核排程及通知 

(一)實地查核排程及通知，請地方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

構現行聯合稽查或輔導查核方式辦理； 

(二)請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於「查核系統/查核排程/行程管理」，

編輯實地查核日期(附件 2.4)，以利查核結果填報。 

六、 實地查核 

(一)實地查核進行程序，請地方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現行聯合稽查或輔導查核方式辦理，並依查核基準進行查核； 

(二)實地查核表單，可使用社家署「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輔導查核

表」或疾管署「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表」(附件

4)填寫。 

七、 查核結果處理 

(一)查核結果處理，請依各地方主管機關現行作業方式辦理或自行協調

相關局/處辦理； 

(二)請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於「查核系統/查核表/查核表填報」，

填報查核結果，並上傳紙本查核表掃描檔（附件 2.5） 

八、 後續追蹤輔導及複查 

(一)請地方主管機關依現行作業方式辦理或自行協調相關局/處辦理； 

(二)查核不合格之機構，須辦理複查，請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於

「查核系統/查核排程/行程管理」新增複查之排程（附件 2.4）。 

(三)請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於「查核系統/查核結果/申復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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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設定」統一設定受查機構申復與改善期限為 109 年 1 月 1 日(附

件 2.6)，以進行後續追蹤輔導及稽核。 

(四)請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依據追蹤輔導情形，於「查核系統/後

續追蹤/應改善及建議事項填報及稽核」之「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行

情形一覽表 step2 機構填寫」欄位(附件 2.7)，填寫機構改善情形，並

於「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行情形一覽表 step3 地方主管機關填寫」欄

位(附件 2.7)，填寫稽核情形，必要時應持續追蹤。填報及稽核最遲

應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五)請各區管制中心於各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填寫稽核情形後，

於「查核系統/後續追蹤/應改善事項確認」，確認稽核情形，若有填報

不完整或追蹤情形不明等情況，應進行確認並退回要求補正。確認最

遲應於 109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 

 

捌、 疾管署及各區管制中心諮詢窗口 

諮詢單位 姓名 聯繫電話 

疾管署感管組 賴小姐 02-23959825 分機 3873 

臺北區管制中心 劉小姐 02-85905000 分機 5015 

北區管制中心 林小姐 03-3982789 分機 138 

中區管制中心 陳小姐 04-24739940 分機 237 

南區管制中心 邱先生 06-2696211 分機 230 

高屏區管制中心 李小姐 07-5570025 分機 617 

東區管制中心 黃先生 03-8223106 分機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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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8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 

108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 

107 年 8 月 14 日訂定 

查核基
準項目 

查核指標 評分標準 

防疫機
制之建
置 

1.防疫物資應有適當儲備量，並於使用期限內，且
置於通風處。(防疫物資如口罩、手套等之適當儲
備量至少為機構有疑似感染傳染病或發生疫情
時，足夠轉送服務對象或工作人員至醫院之使用
量，由機構自行評估一星期需求量，可參考疾管
署「長期照護機構防護裝備儲備量估算表」；口罩
需具衛部(署)醫器輸字號或醫器製字號)。 

□符合 □不符合 

2.每週至少測量體溫一次且有紀錄。 □符合 □不符合 

3.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時，請其配戴口罩，落實呼
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無此情況發生) 

4.設有充足洗手設備。 □符合 □不符合 

5.隨時補充洗手所需清潔用品。 □符合 □不符合 

6.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手
步驟，並確實執行。 

□符合 □不符合 

7.依「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
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通報。 

□符合 □不符合 

8.訂有呼吸道、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
感染事件作業流程。 

□符合 □不符合 

9.確實落實執行感染管制措施。(若有疑似感染傳染
病患者，須及時就醫，必要時採取隔離，協助檢
體採集、消毒及環境清潔等措施，並有紀錄)。 

□符合 □不符合 

疫苗接
種情形 

10.兒童少年按期接受預防接種且有紀錄。 □符合  □不符合 

工作人
員健康
管理 

11.新進員工健康檢查且有紀錄。(健康檢查項目包
含胸部 X 光、B 型肝炎抗原抗體、血液常規及
生化、尿液及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
疾、寄生蟲)。 

□符合  □不符合 

12.在職員工每 2 年接受 1 次健康檢查且有紀錄。(

健康檢查項目包含胸部 X 光、B 型肝炎抗原抗
體、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查)。 

□符合  □不符合 

 查核合格標準：查核指標符合之比率達 60%以上，不合格者須由各地方政府

加強追蹤輔導及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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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資訊系統」地方主管機關常見系統操作說明 

地方主管機關常見系統操作說明 

 

系統網址 

https://lcare.cdc.gov.tw/或可由本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首頁>傳染病介紹>

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

項下連結。 

  

https://lcare.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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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帳號註冊申請 

2.1 帳號註冊申請 

2.1.1 欲申請系統帳號，請至系統登入頁面點選「下載申請單」下載「帳號註冊/

停用申請單」之電子檔，如下圖所示，完成基本資料填寫及核章後，掃描為

電子檔。 

(1) 至系統登入頁面點選「下載申請單」。 

 
(2) 下載「帳號註冊/停用申請單」之電子檔。 

 
(3) 完成基本資料填寫、簽名及核章後，掃描為電子檔。（「帳號註冊/停用申請

單」如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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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至系統登入頁面點選「帳號申請」，進入帳號註冊申請介面，如下圖所示，

請依身份別在使用者類型欄位選擇「地方主管機關」，並選擇承辦等級(主辦

/協辦)： 

(1) 至系統登入頁面點選「帳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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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帳號註冊申請介面，依身份別在使用者類型欄位選擇「地方主管機關」，

並選擇承辦等級(主辦/協辦)，選擇協辦將不會收到受查機構帳號異動申請

及提報資料經本署區管制中心審核退回等通知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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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請輸入基本資料及上傳申請書掃描檔，即完成操作，基本資料欄位說明如下： 

(1) 申請人姓名：本系統為使用個人憑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醫事人員卡）

登入，因此輸入之姓名，需與憑證之姓名相同，始能登入。 

(2) 申請人電子郵件：帳號申請後之審核結果及後續作業之相關訊息，皆會寄

到此電子郵件。 

(3)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身分證字號需與憑證之身分證字號相同，若輸入錯誤

將無法登入系統。 

2.1.4 完成申請後會出現下圖之說明文字，同時發送接獲帳號申請之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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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審核結果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1) 若審核通過，會發送帳號申請通過之電子郵件，即可開始使用本系統。 

(2) 若審核不通過，會發送帳號申請退回及說明理由之電子郵件。 

(3) 帳號審核人員：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2.1.6 審核通過後即可以個人憑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醫事人員卡）登入，開

始使用查核系統。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3 

附件 2.2、機構資料維護 

2.2 機構資料維護 

2.2.1 登入系統後，點選左方功能列中「機構名單」項下「機構資料維護」，本功

能提供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進行機構資料之新增、匯入、匯出、編

輯、刪除/復原及查詢等操作，如下圖所示。 

 

 

2.2.2 查核系統已建置機構名單（包含必填欄位），欲確認機構資料，可於「機構

資料維護」介面，選擇「查核機構類別」後，點選「查詢」，可點選功能欄

位的「編輯」逐筆確認機構資料，或可點選「匯出」，下載機構資料電子檔

做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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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新增」及「編輯」之輸入介面，如下圖所示。縣市別已依機構所在地預先

帶入，機構類別、機構代碼、機構名稱及機構地址為必填欄位，輸入/修改

資料後點選儲存即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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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機構名單「匯入」之介面如下圖所示。 

(1) 請先下載「匯入格式範例」編輯匯入檔。 

 

(2) 匯入格式範例如下圖，資料登打時，相關欄位請參考檔案下方分頁內容填

寫，以免匯入失敗。 

 

(3) 在匯入檔案處點選「選擇檔案」，選擇編輯好的匯入檔後，點選「匯入」按

鈕，系統將讀取檔案資料顯示「已讀取匯入檔[○○機構匯入範例.xls]中的

○筆資料」，再次點選「匯入」按鈕即可完成操作。匯入時，如有資料錯誤

則會以紅色字體呈現，該筆資料即無法匯入，如下圖所示，請再確認並更

正匯入檔內容，重新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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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查核名單管理 

2.3 查核名單管理 

2.3.1 登入系統後，點選左方功能列中「機構名單」項下「查核名單管理」，本功

能提供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對特定計畫之查核名單進行編輯、瀏覽

及查詢等操作，如下圖所示： 

 

 

2.3.2 於「查核名單管理」介面之「查核計畫」欄位選擇 108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

教養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點選「編輯」，進入查核名單管理之編輯介面。 

2.3.3 查核名單編輯之輸入介面，如下圖所示。填寫「受查狀態」時，機構如為 108

年 1 月 1 日以後設置或停業者，請勾選「3-其他無需查核」及填寫原因，其

餘請勾選「1-需進行查核」，108 年查核未排除接受評鑑者，故勿勾選「2-參

與 108 年評鑑無需查核」。最後點選最下方之「完成填報」即可完成操作，

並轉移至區管制中心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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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查核排程 

2.4 查核排程 

2.4.1 待區管制中心完成查核名單確認後，方可進行受查機構之查核排程管理。 

2.4.2 登入系統後，點選左方功能列中「查核排程」項下「行程管理」，本功能提

供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進行行程管理之編輯、查詢及行程總表下載，

如下圖所示： 

 

 

2.4.3 於「行程」介面之「查核計畫」欄位選擇 108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於功能欄位選取「編輯」，執行行程管理功能。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8 

2.4.4 行程管理之編輯介面，如下圖所示，提供查核排程編輯、實地查核行程表編

輯及下載、Email 批次發送、新增複查功能。 

 

(1) 點選查核排程編輯欄位之「修改」按鈕，進入編輯/修改介面，如下圖所

示： 

 
A. 實地查核日期：選擇起始日期、時、分以及迄日時、分，如果未點選「編

輯迄日」按鈕，則迄日預設與起日相同。 

B. 查核委員：本項免選。 

C. 地方主管機關聯絡人：請選擇一位地方主管機關聯絡人。 

D. 點選查核排程編輯欄位之「儲存」，即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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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核不合格之機構，須辦理複查，於行程管理之編輯介面，點選「新增複

查」按鈕，如下圖所示，選擇欲複查之機構，並輸入複查之行程資料，按

下「儲存」即完成操作。 

 

 

在行程管理之編輯介面則會多一筆複查的資料，如下圖所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 

附件 2.5、查核表填報 

2.5 查核表填報 

2.5.1 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完成受查機構之行程排程後，方可進行查核結

果填報。請於實地查核後，將紙本查核表掃描成電子檔，進入系統，點選左

方功能列中「查核表」項下「查核表填報」。 

 

2.5.2 於「查詢列表」介面之「查核計畫」欄位選擇 108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

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於功能欄位點選「填報」按鈕，進入填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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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評分等級為不符合，應填寫改善事項及建議，務必明確說明應改善事項並提

供改善意見。 

 

2.5.4 若有其他建議事項或受查機構有回饋意見，請於相關欄位輸入資料，並點選

「暫存」儲存資料。 

 

2.5.5 驗證方式請選擇「上傳紙本掃描檔驗證」，點選「選擇檔案」，選擇紙本查核

表之掃描電子檔，再點選「上傳」，最後點選「驗證」，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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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查核結果 

2.6 查核結果 

2.6.1 查核結果項下提供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進行申復與改善期限設定、

查核結果申復處理、查核結果瀏覽等功能。 

2.6.2 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完成受查機構之查核結果填報，方可進行受查

核機構申復與改善期限設定。108 年請一律設定受查機構申復與改善期限為

109 年 1 月 1 日。 

2.6.3 登入系統後，點選左方功能列中「查核結果」項下「申復與改善期限設定」，

本功能提供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對受查機構之申復期限與改善期限

之單筆設定、多筆「批次設定」及查詢功能，如下圖所示： 

 

 

(1) 單筆機構設定，請點選「申復與改善期限」按鈕，進入編輯介面，如右圖所

示，設定申復期限及改善期限，108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因未使用

本系統，故請於「發送 Email」選擇「不發送」，按下「儲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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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筆機構設定，請先勾選需要設定的機構後，再點選「批次設定」按鈕。 

 

批次設定介面，如下圖所示，已勾選的機構會顯示在受查機構欄位，設定

申復期限、改善期限，108 年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因未使用本系統，

故請於「發送 Email」選擇「不發送」，並按下「儲存」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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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後續追蹤 

2.7 後續追蹤 

2.7.1 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完成受查機構之申復與改善期限設定，方可進行

受查核機構應改善及建議事項填報及稽核。 

2.7.2 登入系統後，點選左方功能列中「後續追蹤」項下「應改善及建議事項填報及

稽核」，本功能提供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利局針對受查機構應改善事項及

建議執行情形進行填報與稽核、瀏覽及查詢，如下圖所示。 

 

2.7.3 根據「狀態」欄位顯示不同功能按鈕： 

(1) 如果狀態是「待填報」、「區管制中心退回」則可進行「填報與稽核」功能； 

(2) 如果狀態是「待區管制中心確認」、「區管制中心已確認」則僅有「瀏覽」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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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應改善及建議事項填報及稽核介面，如下圖所示，請地方政府衛生局/衛生福

利局填寫「Step-2 機構填寫」欄位及「step3-地方主管機關填寫」欄位資料後，

點選最下方之「通過」完成應改善事項之稽核，即轉移至「區管制中心」進行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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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資訊系統帳號註冊/停用申請單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資訊系統 

帳號註冊/停用申請單 

 

申辦事項 

申請項目 □帳號註冊 □帳號停用 

角色 

□查核委員 □地方主管機關 □本署區管制中心 □中央主管機關 

□一般護理之家 □產後護理之家 □精神護理之家 □精神復健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托嬰中心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榮譽國民之家 

□矯正機關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機關（構）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資訊 電話：                      電子郵件：                                                                     

承辦等級 □主辦 □協辦         (僅供地方主管機關及本署區管制中心選擇) 

【個資聲明事項】 

目的：本署蒐集之個人資料，作為本資訊系統權限設定、紀錄使用者之軌跡紀錄及作業聯繫需要。 

利用：本署蒐集之個人資料絕不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若需使用於與當初本署蒐

集的目的不同時，將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始得進行。 

權利：本署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法規之規範，並依據本署個資保

護管理規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您可依個資法行使相關權利，但因法律規定、

本署為執行法定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署得拒絕之。 

義務： 

1.若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署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避免您的

權益受損。 

2.申請人因業務需求申請使用資訊系統，願確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法規，保障

個案隱私，並不得從事授權以外之利用；對於業務上所知悉、持有之各種形式個人資料，絕對

保守機密，不得對外洩漏，如有違誤願負法律責任，離職後亦同。 

3.申請人職務異動，或其所轄業務有所調整，應主動「重新申請帳號」或「申請帳號停用」。 

影響：若您拒絕向本署提供個人資料或不同意本聲明事項時，將無法為您開放資訊系統相關服務。 

□ 我已閱讀並且接受上述內容(請勾選) 

 

簽名 

申請人簽名  

機關（構）主管核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查核委員不需請機關(構)主管核章 

http://iss.cdc.gov.tw/LoginOrgInfec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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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表 

108 年_______________縣(市)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表 

機構名稱：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查核基
準項目 

查核指標 評分等級 
應改善事項及建議 

(評分等級為不符合之項目務必明確說明應改善事項並提供改善意見) 

防疫機
制之建
置 

1.防疫物資應有適當儲備量，並於使用期限內
，且置於通風處。(防疫物資如口罩、手套等
之適當儲備量至少為機構有疑似感染傳染病
或發生疫情時，足夠轉送服務對象或工作人
員至醫院之使用量，由機構自行評估一星期
需求量，可參考疾管署「長期照護機構防護
裝備儲備量估算表」；口罩需具衛部(署)醫器
輸字號或醫器製字號)。 

□符合  
□不符合 

 

2.每週至少測量體溫一次且有紀錄。 □符合  
□不符合 

 

3.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時，請其配戴口罩，落
實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無此情況發生) 

 

4.設有充足洗手設備。 □符合  
□不符合 

 

5.隨時補充洗手所需清潔用品。 □符合  
□不符合 

 

6.公共區域洗手設備處張貼衛生宣導警語及洗
手步驟，並確實執行。 

□符合  
□不符合 

 

7.依「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
」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按時上網登錄通報。 

□符合  
□不符合 

 

8.訂有呼吸道、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
群聚感染事件作業流程。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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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基
準項目 

查核指標 評分等級 
應改善事項及建議 

(評分等級為不符合之項目務必明確說明應改善事項並提供改善意見) 

9.確實落實執行感染管制措施。(若有疑似感染
傳染病患者，須及時就醫，必要時採取隔離
，協助檢體採集、消毒及環境清潔等措施，
並有紀錄)。 

□符合  
□不符合 

 

疫苗接 

種情形 

10.兒童少年按期接受預防接種且有紀錄。 □符合   
□不符合 

 

工作人
員健康
管理 

11.新進員工健康檢查且有紀錄。(健康檢查項
目包含胸部 X 光、B 型肝炎抗原抗體、血液
常規及生化、尿液及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
桿菌性痢疾、寄生蟲)。 

□符合   
□不符合 

 

12.在職員工每 2年接受 1次健康檢查且有紀錄
。(健康檢查項目包含胸部 X 光、B 型肝炎
抗原抗體、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查)。 

□符合   
□不符合 

 

  

其他建議(對受查機構執行感管業務之其他建議事項，前述應改

善事項與建議不必再列)： 

□無 

□建議簡述如下: 

 

受查機構回饋意見(請受查機構簡要描述對實地查核過程、查

核結果之意見): 

□無意見  

□意見簡述如下: 

 

 

查核委員簽名: 地方主管機關簽名: 受查機構代表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