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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登入 3 

登入網址：https://qinv.cdc.gov.tw/S_QINVWEB/   

可使用帳號、自然人憑證、CDC員工證或醫事人員卡
登入 

https://qinv.cdc.gov.tw/S_QINVWEB/
https://qinv.cdc.gov.tw/S_QINV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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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子系統選單 5 

根據使用者之帳號權限，判別該帳號可使
用之功能權限，因此使用不同權限之帳號
登入系統時，選單所顯示將會不同。  



事件建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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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建立審查-功能權限架構 7 

權限 描述 

區管中心(O) 1. 可檢視轄下縣市之待成案案件。 

2. 可成案。 

3. 可刪除事件。 

4. 可新增重要事件。 

5. 可指派其他區管中心、預醫辦
或轄下縣市衛生局為協辦單位。 

衛生局(X) 無此功能。 

預醫辦(O) 可檢視所有待成案案件 

疾管署其他單位(O) 可檢視所有待成案案件 



事件建立審查 8 

流行案例編號(法傳) 及聚集事件編號(症狀)，依照
個案或事件發生所在地，自動帶入形成事件 

建立單位(區管中心)決定成案，並為主辦單位 

成案後呈現於待辦事項 

台北區管制中心 症狀 法傳 



事件建立審查-成案 9 

主辦單位可指派轄下衛生局、其他區管中心或預醫辦
為協辦單位。 

預定結案日不可空白 

成案後呈現於待辦事項 

 



事件建立審查-刪除 10 

建立單位(區管中心)決定刪除 



新增重要事件 
11 由區管中心新增，並為主辦單位 

無流行案例編號、聚集事件編號之事件 

疾病或症狀只能擇一 

新增後會出現在待辦事項 

 



群聚事件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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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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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事件待辦-功能權限架構 14 

權限 描述 

區管中心(O) 
  

主辦事件 

1. 可編輯及檢視事件所有內容。 

2. 可判讀事件。 
3. 可結案。 
協辦事件 

1. 可指派轄下衛生局協辦。 

2. 可檢視及編輯轄下衛生局協辦事件。 

3. 可編輯轄下衛生局所列之個案及接觸者列表，或
自行新增個案/接觸者。 

4. 可上傳報告檔案。 

5. 可下載轄下衛生局所上傳之報告檔案。 

6. 不可判讀事件。 
7. 不可結案。 



群聚事件待辦 15 

協辦單位第一筆為主辦區管 

跨區事件:協辦區管於此新增轄下協辦衛生局 



群聚事件待辦 
16 事件流水號：C:法傳；S:症狀；T:追管 

點選事件流水號後，可進行事件基本資料、個案及
接觸者列表、調查歷程及檢驗結果、報告圖表、群
聚報告上傳等功能操作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基本資料 17 

 *為必填欄位 

法傳包含發生場所、事件地點、總暴露人數 

主辦區管編輯；協辦區管僅能檢視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基本資料 18 

 *為必填欄位 

症狀包含總暴露人數 

主辦區管編輯；協辦區管僅能檢視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基本資料 19 

追管：TB群聚事件如需修改事件基本資料或查詢/上傳
事件報告，請至「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進行操作。 



群聚事件待辦-調查歷程及檢驗結果 20 

檢驗結果列表:事
件致病原、檢體來
源、陽性件數採用
人工研判方式進行
填寫 

主辦區管編輯；協
辦區管僅能檢視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21 主/協辦區管皆可進行編輯 

批次上傳格式下載填寫後進行「個案/接觸者批次
上傳」 

可查詢通報系統個案及新增 
主辦區管可檢視所有單位上傳資訊；協辦區管僅能

檢視自己或轄下衛生局上傳資訊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Excel上傳模板 22 

批次上傳資料填寫，*為必填欄位 

檢核邏輯為*號資料都需填入 

資料內容比照個案及接觸者列表明細欄位，並可採
用下拉選項方式，進行挑選要上傳之資料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接觸者批次上傳 23 

選擇「個案/接觸者批次上傳」，點選上傳檔案，
即可將個案整批資料進行上傳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接觸者批次上傳 24 

個案接觸者明細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25  *為必填欄位 

資料從法傳或症狀系統取得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26 

接續接觸者列表下方為病原體檢驗結果、接種狀況。 

 *為必填欄位 

資料從法傳或症狀系統取得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重新載入功能 27 

重新載入法傳或症狀個案資料、接觸者清單及相關
基本資料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個案查詢及新增 28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個案查詢及新增 29 

可透過個案查詢條件將可能之個案查出，並且點選
加入按鈕，即可將個案資料加入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報告圖表-疫情流行趨勢圖、健康圖表 
疫情流行趨勢圖、健康現況、人口學特徵分布表 

主/協辦單位皆可檢視 

30 



31 報告圖表-人口學特徵分布表 



群聚事件待辦-群聚報告上傳 32 

主/協辦皆可上傳初報、續報、結報 

採Word檔格式上傳 

主辦區管可下載所有單位上傳報告；協辦區管僅能
下載自己或轄下衛生局上傳報告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判讀 33 

列表中只要尚未結案，主辦區管皆可進行判讀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判讀 
34 

群聚相關性、病原體相關性及感染源判讀 

全部判讀條件皆為必填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結案 35 

主辦區管是否結案 

確定結報已送出才能進行判定 

結案後會從群聚事件待辦列表中消失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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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事件待辦-功能權限架構 37 

權限 描述 

衛生局(O) 1. 可編輯協辦之事件。 

2. 可編輯承辦人欄位。 

3. 可編輯自行建置之個案及接觸者列表、群
聚報告上傳。 

4. 不可檢視區管中心及其他縣市衛生局之編
輯資料。 

5. 不可判讀事件。 
6. 不可結案。 



群聚事件待辦 38 

跨區事件:協辦區管於此新增轄下協辦衛生局 

衛生局可編輯承辦人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基本資料 39 

法傳 

衛生局僅檢視頁面資訊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基本資料 40 

症狀 

衛生局僅檢視頁面資訊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基本資料 41 

衛生局僅檢視頁面資訊 

追管：TB群聚事件如需修改事件基本資料或查詢/上傳
事件報告，請至「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進行操作。 



群聚事件待辦-調查歷程及檢驗結果 42 

衛生局僅檢視頁面資訊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43 衛生局僅可編輯及檢視自己上傳之資訊 

批次上傳格式下載填寫後進行「個案/接觸者批次
上傳」 

可查詢個案及新增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Excel上傳模板 44 

批次上傳資料填寫，*為必填欄位 

檢核邏輯為*號資料都需填入 

資料內容比照個案及接觸者列表明細欄位，並可採
用下拉選項方式，進行挑選要上傳之資料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接觸者批次上傳 45 

選擇「個案/接觸者批次上傳」，點選上傳檔案，
即可將個案整批資料進行上傳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接觸者批次上傳 46 

個案接觸者明細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47  *為必填欄位 

資料從法傳或症狀系統取得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48 

接續接觸者列表下方為病原體檢驗結果、接種狀況。 

 *為必填欄位 

資料從法傳或症狀系統取得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重新載入功能 49 

重新載入法傳或症狀個案資料、接觸者清單及相關
基本資料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個案查詢及新增 50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個案查詢及新增 51 

可透過個案查詢條件將可能之個案查出，並且點選
加入按鈕，即可將個案資料加入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報告圖表-疫情流行趨勢圖、健康圖表 
疫情流行趨勢圖、健康現況、人口學特徵分布表 

衛生局可檢視 

52 



報告圖表-疫情流行趨勢圖、健康圖表 
疫情流行趨勢圖、健康現況、人口學特徵分布表 53 



54 報告圖表-人口學特徵分布表 



群聚事件待辦-群聚報告上傳 55 

衛生局可上傳初報、續報、結報 

採Word檔格式上傳 

衛生局僅能下載自己上傳之報告 



預醫辦 

56 



群聚事件待辦-功能權限架構 57 

權限 描述 
預醫辦(O) 
  

所有事件 

1. 可檢視所有事件內容，但無法編輯。 

2. 不可判讀事件。 
3. 不可結案。 

協辦事件 

1. 可編輯協辦事件所有頁簽內容。 

2. 不可判讀事件。 
3. 不可結案。 



群聚事件待辦 58 

預醫辦可檢視所有事件 



群聚事件待辦 
59 事件流水號：C:法傳；S:症狀；T:追管 

點選事件流水號後，可進行事件基本資料、個案及
接觸者列表、調查歷程及檢驗結果、報告圖表、群
聚報告上傳等功能操作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基本資料 60 

預醫辦可編輯協辦事件 

 *為必填欄位 

法傳包含發生場所、事件地點、總暴露人數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基本資料 61 

預醫辦可編輯協辦事件 

 *為必填欄位 

症狀包含總暴露人數 



群聚事件待辦-事件基本資料 62 

追管：TB群聚事件如需修改事件基本資料或查詢/上傳
事件報告，請至「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進行操作。 



群聚事件待辦-調查歷程及檢驗結果 63 

檢驗結果列表:事
件致病原、檢體來
源、陽性件數採用
人工研判方式進行
填寫 

預醫辦可編輯協辦
事件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64 預醫辦可編輯協辦事件 

批次上傳格式下載填寫後進行「個案/接觸者批次
上傳」 

可查詢通報系統個案及新增 
預醫辦可檢視所有單位上傳資訊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Excel上傳模板 65 

批次上傳資料填寫，*為必填欄位 

檢核邏輯為*號資料都需填入 

資料內容比照個案及接觸者列表明細欄位，並可採
用下拉選項方式，進行挑選要上傳之資料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接觸者批次上傳 66 

選擇「個案/接觸者批次上傳」，點選上傳檔案，
即可將個案整批資料進行上傳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接觸者批次上傳 67 

個案接觸者明細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68  *為必填欄位 

資料從法傳或症狀系統取得 



群聚事件待辦-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69 

接續接觸者列表下方為病原體檢驗結果、接種狀況。 

 *為必填欄位 

資料從法傳或症狀系統取得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重新載入功能 70 

重新載入法傳或症狀個案資料、接觸者清單及相關
基本資料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個案查詢及新增 71 



個案及接觸者列表-個案查詢及新增 72 

可透過個案查詢條件將可能之個案查出，並且點選
加入按鈕，即可將個案資料加入個案及接觸者列表 



報告圖表-疫情流行趨勢圖、健康圖表 
疫情流行趨勢圖、健康現況、人口學特徵分布表 73 



74 報告圖表-人口學特徵分布表 



群聚事件待辦-群聚報告上傳 75 

預醫辦可上傳協辦事件之初報、續報、結報 

採Word檔格式上傳 

預醫辦可下載所有單位上傳報告 



疾管署其他單位 

76 



群聚事件待辦-功能權限架構 77 

權限 描述 
疾管署其他單位(O) 
  

可檢視所有事件內容，但無法編輯。 



群聚事件統計 

78 



群聚事件統計-權限架構 79 

權限 描述 

群聚事件統計 皆可查詢 



群聚事件統計－事件判讀統計 
統計全國已結案事件 80 



群聚事件統計－事件判讀統計 

依區管中心、縣市別及事件判讀結果呈現圖表。 
區別分成台北區、北區、中區、南區、高屏區、東

區等六區，並可進行資料匯出 

81 



群聚事件統計-各疾病及症狀統計 82 

查詢條件：疾病、症狀、發生場所、是否群聚、病
原體大類、病原體相關性 



群聚事件統計-各疾病及症狀統計 83 

查詢結果，依照疾病及年度呈現圖表 



群聚事件統計-各年發生場所統計 84 

查詢條件：疾病、症狀、成案年份、病原體大類、
病原體相關性、是否群聚 



群聚事件統計-各年發生場所統計 
85 依照發生場所及年度呈現圖表 



群聚事件查詢 

86 



群聚事件查詢-權限架構 87 

權限 描述 

區管中心(O) 可查詢主辦與協辦事件。 

衛生局(O) 可查詢協辦事件資料。 

預醫辦(O) 可查詢所有事件資料。 

疾管署其他單位(O) 可查詢所有事件資料。 



群聚事件查詢 88 

查詢條件：疾病、症狀、事件地點、是否結案、是
否群聚、病原體相關性、成案日期、事件流水號 



群聚事件查詢 89 

點選事件流水號即可連結到事件頁簽，進行資料編輯
或檢視 



歸併事件 

90 



歸併事件-權限架構 91 

權限 描述 

區管中心(O) 
1.可合併主辦之事件。 
2.可使用合併查詢功能並解除合併。 

衛生局(O) 可使用合併查詢功能查詢協辦事件。 

預醫辦(O) 可使用合併查詢功能查詢所有事件。 

疾管署其他單位(O) 可使用合併查詢功能查詢所有事件。 



歸併事件-合併作業 
92 有流水號不管是否成案都可合併。 

採用主從模式，主事件及副事件(被歸併)在歸併後
呈現主事件流水號。 



歸併事件-合併作業 
93 

由區管中心進行合併。 

已合併事件欲增加併單需拆單後再合併。 



歸併事件-合併查詢 
94 

由區管中心解除歸併 

解除歸併後，歸併期間產出之報告會呈現於主事件。 



預警稽催 

95 



預警稽催-權限架構 96 

權限 描述 

區管中心(0) 可檢視、編輯主辦及協辦之稽催事件。 

衛生局(0) 可檢視、編輯協辦之稽催事件。 

預醫辦(0) 1.可檢視所有稽催事件。 
2.可編輯協辦之稽催事件。 

疾管署其他單位(0) 可檢視所有稽催事件 



預警稽催 97 

結案七日前以E-Mail，通知主辦區管具此疾病權限
之使用者 

點選事件流水號，可進入事件頁簽進行檢視或編輯 

預定結案日期，主辦區管可透過待辦功能進行修正 



預警稽催-Email提醒畫面 98 

稽催Mail內容呈現事件流水號資料 



99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