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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7 失聯結核病個案管理流程 
一、訪查方式 

(一) 查訪頻率：經宣告失聯之個案應每６個月進行１次查找作業，並持續３年（含）以
上。 

(二) 訪查方式、頻次與適用對象如下： 

查找類別 訪查方式（頻次） 適用對象 

村里鄰長/鄰居

/雇主/親友 

確認個案通訊地址居住之事實、出沒時間與

地點，可前往訪視。（每６個月１次） 

必要：一般國人、外籍

人士、移工及新住民 

戶役政系統 
確認個案有無變更戶籍地址，若有新戶籍地

址，則可進行家訪。（每６個月１次） 
必要：一般國人 

勞保/健保 

投保單位 

取得投保單位後與該單位聯繫，詢問個案登

錄之居住地（戶籍地）與聯絡電話，若有新

資訊可進行家訪或電訪。（每６個月１次） 

必要：一般國人、新住

民 

視需要：外籍人士、移

工 

電信業者 

透過與各大電信業者確認個案申辦之門號

與帳單寄送地址，如取得新號碼/地址，則

可電訪/家訪確認個案行蹤。（每６個月１

次） 

必要：一般國人、新住

民 

視需要：外籍人士、移

工 

移民署入出境

查詢 

確認個案是否為出境狀態。（每６個月１次） 

倘個案身分為外籍人士或移工出境時，俟取

得出境證明後，即可辦理跨國轉介（視需要）

及轉出銷案作業。  

必要：一般國人、外籍

人士、移工及新住民 

移民署協尋 

移工於管理過程中失聯／逃逸，由衛生局發

函通知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專勤隊服務站，

請該服務站於資訊追管系統「外僑居留檔」

註記該移工「曾為結核病個案，查獲時，請

通知轄區衛生局」。（逃逸後１次） 

必要：移工 

TB 系統自動勾

稽：失聯宣告 

已宣告失聯的個案，TB 系統將每日與健保

署進行資料勾稽，當個案前往醫院就醫，TB

系統將寄發通知信件，載明就醫日期與醫

院。請聯繫該醫院，了解個案聯繫方式及就

診原因，必要時可與醫院合作勸導個案規則

就醫，持續進行結核病診療。（１次性宣告，

俟接獲 TB系統就醫通知，則每則通知均需

執行受理作業） 

必要：一般國人、外籍

人士、移工及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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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類別 訪查方式（頻次） 適用對象 

TB 系統自動勾

稽：入境通知 

倘掌握到個案出境紀錄，則由衛生局於 TB

系統申請「入境通知」。TB系統將每日與移

民署勾稽，當掌握到個案返台入境後，TB系

統將寄發通知信件予衛生局，公衛管理人員

即可透過電訪或家訪方式聯繫個案，掌握個

案行蹤。（１次性宣告，俟接獲 TB 系統入

境通知，則每則通知均需執行受理作業） 

必要：一般國人、外籍

人士、移工及新住民 

警政協尋 

符合下述條件無法尋獲者： 

A. 痰塗片陽性或培養鑑定為結核菌個案，
且 

B. 已透過上述訪查流程仍無法查明行蹤
者，可依行政程序法向警察機關或移民

署請求協尋，以達及時尋找個案之蹤跡；

或免備文提報至各區管制中心，並由各

區管制中心於每雙月 15 日前提報疾管

署慢性組函請內政部警政署協尋（符合

前述條件者，申請 1 次）。 

視需要：一般國人、外

籍人士、移工及新住民 

 

二、 查訪紀錄維護： 

(一) 將查找結果逐項維護於 TB系統「結核病地段訪視日誌管理」之「備註說明欄」內，並

於「管理事項」勾選「失聯訪查」。 

(二) 如為透過跨單位申請協尋者，請將申請文件及查找結果等相關文件上傳至 TB系統「失

聯個案追蹤紀錄」選項。 

(三) 查找結果至少每 6 個月統整維護一次，或於完成該項查找作業時，立即進行尋訪結果

維護作業，亦可依實際查找情形增加訪查紀錄。追蹤期間如無特殊狀態，可以前述「失

聯訪查」紀錄取代按月填寫之「訪視日誌」。 

 

三、 尋獲個案處置： 

(一) 當接獲 TB系統寄發失聯個案就醫通知信件，或經其他如：個案自行聯絡衛生所管理人

員、移民署專勤隊通知查獲移工或已取得出境紀錄等方式，確實掌握失聯個案之行蹤

時，即可填寫「結核病追蹤管理系統資料異動申請單」（附件 6-8），敘明異動原因及檢

附佐證文件申請取消失聯註記，並回歸一般個案管理作業程序。 

(二) 中斷治療 2 個月以上之個案，應立即協助採檢進行快速分子檢測，確認後續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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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暫停追蹤」： 

(一) 符合下述條件者，衛生所管理人員即可申請「暫停追蹤」： 

1. 自完成個案「失聯」註記日起算至少３年（含）以上；且 

2. 宣告失聯期間均依前述訪查方式，每６個月執行１次或３年間累計至少６次完整
之查找紀錄；且 

3. 歷次查找之警政、電信、移民署佐證文件均上傳至 TB系統/專案管理/表單上傳管

理/表單上傳管理清冊/另上傳「檔案類別」應選擇「失聯個案追蹤紀錄（警政、電

信、移民署等查詢結果）」。 

(二) 審核機制： 

1. 衛生局進行初審：至 TB系統「失聯個案管理清冊」頁面，點選「暫停追蹤申請清

單」，檢視並確認申請暫停追蹤個案，確實依前述查找項目與頻率，於 TB系統中，

完整紀錄歷次查找情形、佐證資料亦全數上傳 TB系統，並檢視訪查內容確實已無

可再進一步查找之機會，則可點選同意申請。 

2. 疾管署各區管制中心複審：經衛生局確認初審符合者，經所轄區管制中心再次依前
述流程，逐筆檢視皆符合查找流程者，且檢視訪查內容（如下表）確實已無可再進

一步查找之機會，始通過「暫停追蹤」申請。 

 

查找項目 執行頻率 紀錄與佐證文件 

村里鄰長/鄰居/雇主/
親友 

至少每６個月１次 
「結核病地段訪視日誌管理」之
「失聯訪查」紀錄 

戶役政系統 至少每６個月１次 
1.上傳戶役政系統查詢結果截圖 
2.將查找結果於「失聯訪查」詳載 

勞保/健保投保單位 至少每６個月１次 
1.上傳相關單位回復確認之結果 
2.將查找結果於「失聯訪查」詳載 

電信業者 至少每６個月１次 
1.上傳相關單位回復確認之結果 
2.將查找結果於「失聯訪查」詳載 

移民署入出境查詢 至少每６個月１次 
1.上傳入出境系統查詢結果截圖 
2.將查找結果於「失聯訪查」詳載 

移民署協尋 移工逃逸後１次 
1.上傳請移民署專勤隊查找函文 
2.將查找結果於「失聯訪查」詳載 

TB 系統自動勾稽：失
聯宣告 

每次受理失聯就醫，
需維護１次 

點選受理後，將查找結果於「失聯
訪查」詳載 

TB 系統自動勾稽：入
境通知 

每次受理入境通知，
需維護１次 

點選受理後，將查找結果於「失聯
訪查」詳載 

TB 系統自動勾稽：入
監通知 

每次受理入監通知，
需維護１次 

點選受理後，將查找結果於「失聯
訪查」詳載 

警政協尋 
符合警政協尋條件申
請 1 次 

與所轄各區管制中心提出「警政
協尋」申請之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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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過暫停追蹤申請之失聯個案，TB 系統於次日將「暫停追蹤」申請結果寫入訪視

紀錄，並於卡片列印上註記暫停追蹤狀態。公衛管理人員即可暫停執行各項失聯訪

查作業程序，惟暫停查訪作業期間，TB 系統仍會每日勾稽個案就醫與入境紀錄，

另移民署專勤隊如查獲失聯移工，亦會主動通知衛生單位。故當公衛管理人員再次

掌握個案行蹤時，則應重新啟動個案管理程序，直至符合銷案條件時，始可執行銷

案作業。 

 

五、 取消暫停追蹤： 

1. 衛生所管理人員掌握可暫停追蹤之失聯個案行蹤時，應申請取消「失聯」註記，TB

系統將自動移除「暫停追蹤」狀態，以便衛生所及醫療之管理人員，可持續進行個

案追蹤管理作業。 

2. 當TB系統與健保署勾稽掌握到個案就醫紀錄，公衛管理人員完成「失聯就醫受理」

作業，TB系統將自動取消「個案本次就醫之失聯就醫通知信件」，並請立即啟動結

核病個案追蹤管理作業，如仍無法追蹤個案，則需重啟失聯個案查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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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聯個案管理作業流程圖 

進行「失聯」宣告

失聯定義：完成下述程序仍無法尋獲
個案者
1.不同時間家訪居住地3次未遇；
2.與親友/雇主訪談仍無法取得聯繫；
3.查詢戶役政系統戶籍地址，家訪後
無法找到個案；
4.無法透過就診醫院聯繫個案；
5.查無出境紀錄。

自宣告失聯日起
每6個月執行1次

訪查作業

是否
尋獲個案

確認結核病個案
為「失聯」狀態

持續執行個案管理作業
至符合銷案條件始可結案

是

訪查作業程序：
1.村里鄰長/鄰居/雇主/親友；
2.戶役政系統；
3.勞保/健保之投保單位；
4.電信業者；
5.移民署出入境查詢；
6.移民署逃逸移工協尋；
7.結核病追蹤管理系統自動勾稽：失
聯就醫/入境/入監通知；
8.警政協尋。

提出「暫停追蹤」申請

衛生局初審
各區管制中心複審

是否符合
暫停追蹤條件

否

是

否

取消
「失聯」註記

公衛個案管理人員可
暫停失聯個案訪查程序

再次掌握
失聯個案行蹤

接獲
「失聯就醫」通知

受理
「失聯就醫」通知

是否確認
個案行蹤

是
否

暫停訪查作業期間：
1.系統每日勾稽個案就醫與
入境紀錄
2.移民署或法務部系統勾稽
個案資料，將主動通知衛生
單位

持續訪查3年
仍未尋獲個案

是

否

否

系統自動註銷
「暫停追蹤」狀態

系
統
自
動
註
銷
暫
停
追
蹤
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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