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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對全球之經濟發展及公共衛生均產生極大威

脅。為了確保我國的防疫量能，並完備我國的防疫體系，我國已逐步依據

「全球衛生安全綱領」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HSA) 之行動方

案進行防疫體系之檢討與強化。此外，我國亦於 2016 年主動運用世界衛

生組織提出之外部聯合評估工具 (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 Tool, JEE Tool) 

對我國防疫體系進行評核，發現我國人類及禽畜農牧業流行病學及田野調

查的專業人才量能仍有不足。為達到 GHSA人力發展行動方案（Workforce 

Development Action Package）所設定之目標，我國人力發展之五年目標值

為 118 名田野流行病學家及至少 12 名受過訓練之獸醫師。本年度持續進

行人畜共通傳染病應用流行病學訓練，包括進行獸醫流行病學案例討論訓

練，完成訓練 24 人次；舉辦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產出 7 篇人畜共通傳

染病及其他傳染病相關科學論文。本計畫將以防疫一體架構持續辦理人畜

共通傳染病調查與防治人才培訓，並藉此機會增加跨部會訓練合作及人員

交流，並邀請國際人員共同參與，以期建立與國際接軌之跨部門防疫團

隊，以因應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潛在威脅。 

 

關鍵詞：全球衛生安全綱領、外部聯合評估工具、人畜共通傳染病、防疫

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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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diseases pose a great threat 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public health. In order to improve outbreak response capacity 

and strengthen disease surveillanc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e implemented 

the action packages of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HSA). In 2016,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used the 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 Tool 

(JEE Tool) propos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 evaluate our 

capacities in maintaining health security,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public 

health workforce as well as the veterinary or animal health workforce are still 

insu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set by the GHSA Workforce Development 

Action Package, the five-year target of workforce development in Taiwan is set 

at 118 field epidemiologists and 12 trained veterinarians. To achieve the 

aforesaid goals, several trainings for field epidemiology and zoonotic diseases 

have been held this year, including 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for 

veterinarians, scientific writing workshop, and veterinary epidemiology 

training. This project aims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field epidemiologists for 

both human and animal health in Taiwan, in the hopes that an 

inter-departmental team for responding to zoonosis outbreaks could be 

established.  

 

Keywords: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HSA), 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 

Tool (JEE Tool), Zoonosis, On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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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全球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流行疫情從未間斷，如 2016 年中南美洲

之茲卡病毒疫情、2018 年延燒至 2019 年非洲剛果之伊波拉疫情疫情，均造

成各國社會恐慌及經濟上的負面衝擊。分析 1940 年至 2004 年間發生的 335

件新興傳染病事件，結果顯示 60.3%為人畜共通之病原所造成；而前述之人

畜共通新興傳染病事件，有 71.8%源自野生動物（例如嚴重急性呼吸道病毒

-SARS，伊波拉病毒感染[1]），可知人畜共通新興傳染病已成為主要威脅全

球衛生安全之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來源。 

以我國狂犬病為例，國內自 1961 年之後就無本土動物狂犬病病例報

告，但 2013 年野生鼬獾再度檢出狂犬病病毒後，民眾陷入恐慌。公共衛生

單位在此情況下即時提出相關因應措施，以避免發生人類狂犬病病例的發

生，研究顯示從 2013 年 7 月 16 日至 12 月 28 日共有 8,241 件狂犬病暴露後

預防用藥申請；同時有 8,692 通有關狂犬病相關資訊的諮詢電話湧入疾病管

制署的 1922 防疫諮詢專線[2]。而臺灣在 2015 年初爆發的新型禽流感病毒疫

情造成 766 場家禽或水禽養殖場感染，超過 220 萬禽類染病或者被宰殺死

亡，短期間之直接損失計約新臺幣 70 億元，經過基因序列研究比對後發現，

新型禽流感病毒與 2014 年出現在中東亞、西歐和北美之禽流感病毒相似

[3]。禽流感病毒因其基因易突變或在多重宿主中發生不同來源病毒的重組，

甚至某些禽流感病毒亞型有潛能跨越物種傳播，成為感染人的新型人類流

感病毒，造成人類重症，甚同時在人類、禽畜產業造成階段性的連鎖複合

式疫災，亦造成社會經濟相當程度的損失[4]。全球有關流感及禽流感病毒出

現抗藥性的報導正不斷地增加，目前全球正面臨現有抗病毒藥劑治療效果

愈趨侷限，而廣效性的流感疫苗尚未發展成熟，加以流感大流行之發生時

間、地點與規模本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若無完善之監測體系、檢驗量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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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機制，恐對衛生醫療體系、禽畜產業發展、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造成

嚴重衝擊[4]。由此可知，應以防疫一體的架構持續強化人類、動物、環境不

同面向之防疫措施，以健全我國因應疫災的流行病學及田野調查的量能。 

為促進全球衛生安全並因應傳染病威脅，美國於 2014 年發起「全球衛

生安全綱領」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HSA)之全球傳染病防治計

畫，期望能在既有全球衛生安全基礎架構上，加強國際合作及各國對傳染

病的預防(Prevent) 、監測 (Detect) 與應變 (Respond) 能力，使其儘速符合

「國際衛生條例 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IHR 2005）規

範，並深化 OIE 會員國落實「獸醫服務體系評估」(Performance of Veterinary 

Services, PVS)規範[5]。截至 2019 年 3 月，已有 67 國加入 GHSA [6]。 

我國主動依據 GHSA之建議，於 2016 年運用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之外部

聯合評估工具（Joint External Evaluation Tool, JEE Tool）對我國防疫體系進

行完整盤點。該工具結合 GHSA 11 項行動方案，及 IHR 8 項核心能力，共

19 項評估議題。目前我國已成為繼美國之後，全世界第八個完成評核的國

家。依據 GHSA 行動方案之偵測-5：人力發展行動方案 (Detect 5: Workforce 

Development)，希望各參與國在五年內可達到每 20 萬人口至少有 1 名受過

訓練的田野流行病學家，以及每 40 萬個動物單位 (Animal Units, AU) 或每

50 萬動物族群至少有 1 名受過訓練的獸醫師，且上述人員可系統性地合作

以達到 IHR 和 PVS 相關的核心能力要求[7]。依前述標準進行估算，我國人

力發展之五年目標值為 118 名田野流行病學家，受過訓練之獸醫師目標值

為 12 名。檢視我國衛生醫療體系目前有完整 2 年期的衛生調查訓練課程及

1 個月短期訓練課程，完成 2 年期完整流行病學及田野調查訓練課程之專業

人員雖已達 128 人，但多以衛生背景為主，且人員持續流動難以掌握結訓

人員實際仍參與防疫工作之人數，而受過訓練之獸醫師人數，則因目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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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針對獸醫師之系統化流行病學訓練，故無相關資料。參考美國及英國之

GHSA 外部評核報告[8, 9]，亦有人力缺口難以量化之問題，因此評核重點均

落於是否有系統性的人力發展計畫及持續進行流行病學訓練，並強調跨部

會之訓練合作。 

由此可知我國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之動物流行病學、調查、及介入措

施之訓練仍有不足，為達到人力發展行動方案之設定目標，必須持續加強

流行病學之訓練能量、強化受訓人員之田野調查能力，並加強與動物防疫

人員之交流與動物流行病學訓練，期能達到建立跨部門團隊合作目標。希

望藉由建立能力充足、協調性佳、職業多樣化之跨部門團隊，以有效且持

續地進行各項預防、監測和應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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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材料與方法 

以「防疫一體」精神建構及強化人類及禽畜動物相關單位及人員面對

重大人類傳染病及動物傳染病時之預防及應變之能力，農衛雙方持續合作

規劃人畜共通傳染病流行病學訓練課程。 

延續前兩年度建立之合作基礎，今（108）年度持續與農方單位跨部會

進行人畜共通傳染病應用流行病學訓練，以充實我國人類及動物防疫體系

流行病學調查量能，方法如下述。 

(一) 追蹤防疫獸醫師訓練現況並規劃人畜共通傳染病流行病學訓練 

  為凝聚農衛單位之共識，本單位於 2 月 12 日與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稱防檢局）共同召開流行病學人才培

育研商會議，追蹤訓練現況並規劃本年度流行病學訓練課程如下： 

1. 持續追蹤動物流行病學防疫獸醫師訓練現況 

  依照「動物流行病學防疫獸醫師訓練登錄辦法」所定之資格

條件，農衛雙方持續追蹤各年度訓練符合資格的人數及進度，以

作為未來規劃訓練項目之參考。 

2. 舉辦「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國際訓練課程 

  邀請人畜共通傳染病相關領域之國內外專家講授傳染病科

學寫作及數據分析課程，除邀請農衛雙方人員共同參與外，亦邀

請國內外相關單位參加，可交流疫情調查及研究經驗，以強化溝

通之核心能力。 

3. 辦理獸醫流行病學訓練 

  搭配防檢局之獸醫流行病學基礎課程，提供案例討論訓練。

另亦邀請農方人員參加本署暑期應用流行病學課程，藉此促進農

衛防疫人員互動及經驗交流，以達成 GHSA之訓練獸醫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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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行人畜共通傳染病調查與防治人才國外培訓 

    為促進我國融入全球傳染病防治網絡，派員赴歐美國或其他國

家參與相關疫情監測或防治技術之訓練，以因應人畜共通新興傳染

病相關疫情，並建立國際合作交流管道。 

(三) 彙整人畜共通傳染病田野流行病學人才培訓成果投稿疫情報導 

  為展現我國人畜共通傳染病田野流行病學人才培訓成果，以供

國內醫療衛生相關工作人員參考。彙整 106 年至 107 年進行人才培

訓成果，投稿至疫情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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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 

(一) 動物流行病學防疫獸醫師訓練現況 

防檢局已完成動物流行病學防疫獸醫師訓練登錄辦法（附錄

一），訂定登錄為訓練合格動物流行病學防疫獸醫師條件，包括：

完成獸醫流行病學專才培訓課程教育訓練時數 60 小時（其中包含

實習課程 [case studies] 達 20 小時以上）、實際參與流行病學之疫

情調查報告 1 份及流行病學分析案例口頭報告證明 1 份等條件，始

能申請登錄。2017 年至 2018 年間，共計 52 人次完成獸醫流行病學

專才培訓課程教育訓練時數，待完成疫情調查報告及流行病學分析

案例口頭報告即可登錄為訓練合格動物流行病學防疫獸醫師。 

(二) 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 

為促進國際交流及合作，本單位於 5 月 13 日至 5 月 17 日舉辦

「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邀請泰國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 Sanipa 教授及泰國流行病學家 Yin

指導寫作課程，Dr. Sanipa Suradhat 現為朱拉隆功大學獸醫科學院獸

醫微生物學系的教授及負責政策規劃的副院長，曾擔任新興傳染病

及疫苗相關論文審查委員，主要負責講授論文寫作工作坊課程；Dr. 

Yin Myo Aye 現職為泰國公共衛生部疾病管制科流行病學辦公室衛

生調查訓練班的流行病學家，在泰國曾舉辦多場英文科學寫作課程

並擔任指導，且為 Outbreak, Surveillance and Investigation Reports

國際期刊編輯。另邀請花蓮慈濟醫院王仁宏統計諮詢師指導數據統

計分析課程，並由本署防疫醫師擔任寫作助教。 

  課程安排參考國外寫作坊經驗，上午安排講師講授寫作課程，

內容包括：Outbreak, Surveillance, Investigation and Response（O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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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介紹、科學文章寫作架構簡介，並詳細講解前言、圖表製作、

材料方法與結果、討論與結論等各個文章段落之寫作重點及注意事

項（課程表如表一）。下午至晚間則安排助教一對一指導實務寫作，

協助學員完成人畜共通傳染病及其他傳染病相關科學論文共 7 篇

（學員文章及其指導助教如表二）。每日並由學員輪流上台口頭報

告寫作主題，讓學員、講師及助教共同討論並回饋意見。 

  本次參訓對象包含署內同仁、農委會動植物防檢局、全國藥物

不良反應通報中心及泰國衛生調查訓練班學員等成員，課後請參訓

學員線上填寫學習成效問卷調查表（附錄二），共 5 位學員和 5 位

助教/講師完成問卷。調查結果（表三、表四）顯示，八成以上學員、

助教及講師對於課程教學方式及內容感到滿意且實用，並認為討

論、助教指導及整體課程安排皆有助於論文寫作，將對平日工作業

務有所助益。未來會推薦其他人參加寫作工作坊。 

(三) 獸醫流行病學訓練 

本單位配合防檢局補助之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於 9月 2日

至 9 月 6 日辦理之「獸醫流行病學專才培訓班」，於 9 月 3 日至 9

月 4 日兩天搭配授課內容安排下午場的實際案例討論（議程如表

五），由 6 名引導員（facilitators）引導受訓學員進行討論。並於課

前（8 月 15 日）辦理引導員訓練。本次培訓班參訓對象為中央及地

方單位之動物防疫檢疫相關業務承辦人員，總計 24 名人員參加訓

練，並於培訓結束後進行學習成效問卷調查（附錄三），總計回收

問卷 24 份。 

調查結果（表六）顯示，曾參與 2017 年或 2018 年度獸醫流行

病學專才培訓班者占 62.5%，有動物流行病調查經驗者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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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認為中央有須設立專職防疫獸醫師者占 95.8%，訓後願意

協助疫調工作者占 83.3%，願意繼續參加獸醫流行病學進階課程者

占 95.8%。比較 2017 年至 2019 年的基本資料調查共同項目（圖一），

2019 年參加人員有動物流行病調查經驗者、目前工作職業與動物流

行病學調查有相關、訓後願意協助疫調工作者及願意繼續參加獸醫

流行病學進階課程者的比例，均較前兩年為低。 

學員對於人畜共通傳染病案例討論訓練反應良好（表七），八

成以上皆認為案例討論可讓學員增進討論核心議題的能力外，並認

為案例討論可使學員了解如何以風險分析方式因應流行病疫情，八

成以上學員皆能適應課程中小組討論之學習方式且認為教材資料

有益於業務上應用。比較 2017 年至 2019 年的案例討論訓練滿意度

調查共同項目（圖二），2019 年學員認為案例討論可讓學員增進討

論核心議題的能力及教材資料有益於業務上之應用的比例，均較前

兩年為低。另有學員建議小組案例討論之引導員可以輪授，將納入

參考。 

在 2018-2019 年，共 3 名農方人員參與本署之暑期應用流行病

學訓練課程，參與人員業務包含畜牧場動物用藥殘留監測、肉品檢

查及禽流感防疫監控，課後請農方學員回饋意見，學員提到本來就

會的課程包括：基礎流病課程、Infographic and Data visualization、

One health surveillance 等；除流病課程外，大部分課程都是參加本

暑期課程後才學會的課程；農方人員工作上每週會運用到的課程包

括：Infographic、One health surveillance、Biostatic、Risk assessment、

Evaluation 等；工作業務沒用過或沒機會用到的課程包括：

Vaccinology、GIS、Epi info 等課程。另有學員建議 GIS 電腦操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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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間太短、練習時間太少，希望可以把課程教學部分錄成影片，

回家練習時亦可複習，並建議提早公布作業，讓同學及早準備，以

及加入溝通實務課程等意見，將納入未來規劃辦理課程之考量。 

(四) 人畜共通傳染病調查與防治人才國外培訓 

本署衛生調查訓練班學員闕于能技士於 4 月 28 日至 5 月 5 日

赴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參加人畜共通傳染病流行病學調查與防

治研習，並以沙門氏桿菌感染群聚事件調查「Salmonellosis outbreak 

in a restaurant associated with French toast sandwich–Chiayi County, 

Taiwan, 2018」於疫情情報調查研討會（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 

Conference, 以下稱 EIS Conference）中發表口頭論文。EIS 

Conference 為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辦理之年度科學會議，其議題

牽涉全球疫情趨勢、重大疫情調查結果及公共衛生政策研究，而在

防疫一體的概念下，人畜共通傳染病及環境衛生亦為近年重要的討

論議題。 

其中，2018 年維吉尼亞州某家禽屠宰場鸚鵡熱群突發事件調

查，結果指出家禽屠宰場的內臟去除區是本案感染的高風險區域，

建議改變該區域之冷卻風扇位置、家禽入口處噴灑水霧及定期清潔

內臟去除區，以降低氣膠(aerosol)形成與員工暴露於受汙染氣膠的

環境機會。另外，在某含糖麥片造成的跨州沙門氏桿菌感染事件調

查，發現像市售包裝的麥片這種保存期長的乾燥食品，仍可能受到

沙門氏桿菌汙染，故未來在沙門氏菌的疫情調查過程中仍須加以注

意此類商品。會中闕員分享我國 2018 年沙門氏桿菌感染群聚案，

此次調查嘗試利用店內監視錄影器尋找可能的污染來源，發現本次

事件病因物質為 Salmonella Enteritidis，可能因製作法式吐司的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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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製作過程中污染及保存不當而造成此群聚事件，並建議使用滅菌

液蛋。從與會人員討論過程中，顯見沙門氏桿菌感染之防治，牽涉

到蛋品源頭管理、食物處理烹調及染病個案之健康追蹤，為防疫一

體概念的最佳詮釋。藉由參加此次研討會，除學習如何以精簡扼

要、深入簡出並具有邏輯性的方式進行簡報外，更發現許多研究或

調查仰賴不同領域的專業、平行機關甚至是與地方政府間的緊密配

合，可知近年來的重要公衛議題或疫情事件，複雜度已非單一機關

可以介入完成的，跨機關或國際間的合作不僅是現在進行式也是未

來式。 

為強化我國應用流行病學人才核心能力，未來應鼓勵衛生調查

訓練班學員積極參與國際科學研討會。而人畜共通傳染病、新興傳

染病、慢性傳染病及抗生素抗藥性等為目前各國關注的焦點議題，

我國在這些議題上均有可與他國分享交流之處。 

(五) 「推動人畜共通傳染病田野流行病學人才培訓」投稿疫情報導 

為展現我國人畜共通傳染病田野流行病學人才培訓成果，以供

國內醫療衛生相關工作人員參考。本單位彙整 106 年至 107 年進行

人才培訓內容，包括：田野調查人才量能總體檢、人畜共通傳染病

教案設計及辦理人畜共通傳染病應用流行病學防疫專才訓練等，以

「推動人畜共通傳染病田野流行病學人才培訓」為題撰寫原著文章

一篇（摘要如附錄四），並投稿至疫情報導，已於今年 3 月 11 日被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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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 

依據 GHSA 行動方案之偵測-5：人力發展行動方案之五年目標進行人

力發展之目標值估算，我國五年目標值為 118 名田野流行病學家及至少 12

名受過訓練之獸醫師，雖現有之田野調查人力似乎已達成 GHSA 之五年目

標。但因人員持續流動，前述已完成訓練之田野流行病學家實際仍參與防

疫工作之人數難以掌握。參考美國及英國之 GHSA外部評核報告[8, 9]，亦有

人力缺口難以量化之問題，因此評核重點均落在強調跨部會之訓練合作，

以及是否有系統性的人力發展計畫及持續性的進行流行病學訓練。 

在獸醫流行病學案例討論訓練滿意度部分，2019 年農方參訓人員對課

程教材內容是否有益於業務上使用及案例討論是否增進討論核心議題的能

力滿意度仍有八成以上表示滿意，惟相較於過去兩年有逐漸降低的趨勢，

進而由農方參訓人員基本資料可知，2019 年僅 29.2%曾有動物流行病學調

查經驗及 41.7%目前工作業務與動物流行病調查有關，均較過去兩年為低，

推測今年案例討論及教材內容無法符合部分參訓人員工作實務需求所致，

未來或可先於報名時請農方協助事先調查參訓學員之工作背景及業務內

容，以提供可符合參加人員工作實務需求之案例討論及教材內容。另外，

在基本資料調查中發現，參加學員八成以上於訓後皆願意協助疫調工作及

繼續參加獸醫流行病學進階課程，卻僅有 21.4%參加人員知道農方中央有訂

定動物流行病學防疫獸醫師訓練登錄辦法，建議農方可進一步規劃說明會

或其他宣導方式，並為登錄訓練合之獸醫師提供獎勵措施，以使獸醫師了

解該登錄辦法之目的及重要性並提高其參訓及登錄意願。 

本年度接續往年之辦理成果，以跨部會合作方式持續進行人類與禽產

畜牧業傳染病應用流行病學防疫專才訓練，包括進行獸醫流行病學訓練，

完成訓練 24 人次；舉辦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訓練課程，產出 7 篇科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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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畜共通傳染病調查與防治人才國外培訓 1 人。本署將持續進行符合

「防疫一體」精神之流行病學訓練，持續培養田野流行病學家，並增加衛

福部及農方之訓練合作及國際交流，以建立能力充足、協調性佳、職業多

樣化之跨部門團隊。 

 

五、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將持續辦理人畜共通傳染病調查與防治人才培訓，並參考學員

回饋意見充實課程內容，使其符合農衛防疫人員之工作實務需求，以期建

立跨部門團隊，因應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潛在威脅。本單位已規劃明年度將

繼續辦理人畜共通傳染病調查與防治人才培訓，除持續與農方進行訓練交

流，協助進行獸醫流行病學訓練外，並預計邀請農衛雙方相關單位及國外

專家學者共同辦理人畜共通傳染病優先次序工作坊，以鞏固雙方未來合作

基礎；另亦派員赴國外參與疫情監測、防治技術、或相關訓練課程之建置

與評估，並建立國際合作交流管道，促進我國融入全球傳染病防治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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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課程表 

 08:30-12:00 13:30-19:30 

5/13 08:30-09:30 

Opening Remark 

Introduction of participants 

Orientation of workshop 

Introduction to OSIR (Dr. Yin) 

Group photo 

09:30-12:30 

Lecture 1: 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writing, component, introduction (Dr. 

Sanipa) 

 

13:30-15:30 

Exercise: Introduction (One by one 

coaching) 

15:30-17:30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Introduction 

19:30- 

Revise manuscript (One by one 

coaching) 

Submission of Output: Introduction 

5/14 08:30-09:30 

Lecture 2: Material and method, result 

(Dr. Sanipa) 

09:30-12:00 

Lecture 3: Tables an figures (Dr. Hao) 

Exercise: Material and method, result 

(One by one coaching) 

13:30-15:30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Material 

and method, result 

15:30-17:30 

Revise manuscript (One by one 

coaching) 

19:30- 

Revise manuscript (One by one 

coaching) 

Submission of Output: Method and 

Result 

 

5/15 08:30-09:30 

Lecture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Dr. Sanipa) 

09:30-12:00 

Exercise: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One by one coaching) 

13:30-15:30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15:30-19:30 

Revise manuscript (One by one 

coaching) 

Submission of Output: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5/16 08:30-09:30 

Lecture 5: Abstract guideline (Dr. 

13:30-20:30 

Revise manuscript (One b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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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ipa) 

09:30-12:00 

Revise manuscript (One by one 

coaching) 

coaching) 

Submission of Output: Manuscript, 

one-page abstract by 22:30 

 

5/17 08:30-09:30 

Lecture 6: Publication matter (Dr. 

Sanipa) 

09:30-12:00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one-page 

abstract 

13:30-15:30 

Course evaluation 

Clos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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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學員文章及其指導助教 

Agency Trainee Manuscript title Coach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Wu, Pei-Yuan 

Hepatitis C Outbreak in a Respiratory 

Care Ward Associated with Frequent 

Injection–Taiwan, 2017 

Su, Chia-ping 

Huang, 

Song-En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Wang, 

Kung-Ching 

Outbreak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 a Regional 

Hospital, Taiwan 

Chen, 

Wan-Chin 

Yin Myo Aye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hueh, 

Yu-neng 

A salmonellosis outbreak with one 

fatality linked to consumption of 

French toast sandwich from a restaurant 

in southern Taiwan 

Yin Myo Aye 

Chen, 

Meng-Yu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Huang, Hsin-I 

Differences in Risk Exposures among 

Male and Female with Acute HCV 

Infection in Taiwan, 2014–2016 — A 

Nationwide Cross-Sectional Study 

Chen, 

Wan-Chin 

Su, Chia-ping 

Bureau of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ung, 

Chuan-Wei 

The Occurr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Salmonella spp. Contamination at 

Poultry Slaughterhouses in Taiwan, 

March 2017–August 2018. 

Huang, 

Song-En 

Chen, 

Wan-Chin 

Taiwan National 

Adverse Drug 

Reaction 

Reporting Center 

Liang, 

Hsun-Yin 

Trend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fection and Latent Tuberculosis 

Treatment among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Receiving Tumor Necrosis 

Factor Inhibitors Before and After the 

Risk Management Plan Implementation 

in Taiwan 

Chen, 

Meng-Yu 

Huang, 

Song-En 

Bureau of 

Epidemiology, 

Department of 

Disease Control,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Thailand 

Bhurinud 

Salakij  

Scabies outbreak at a prison in Southern 

Thailand, April–August 2017 

Su, Chia-ping 

Chen, 

Me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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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學員學習成效問卷調查表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I liked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didactic teaching 

100% 

(5/5) 

0% 

(0/5) 

0% 

(0/5) 

0% 

(0/5) 

0% 

(0/5) 

The course didactic 

teaching was useful 

100% 

(5/5) 

0% 

(0/5) 

0% 

(0/5) 

0% 

(0/5) 

0% 

(0/5) 

The discussion sessions 

were useful in helping 

me to write up my work 

100% 

(5/5) 

0% 

(0/5) 

0% 

(0/5) 

0% 

(0/5) 

0% 

(0/5) 

The coaching process 

was useful in helping me 

to write up my work 

100% 

(5/5) 

0% 

(0/5) 

0% 

(0/5) 

0% 

(0/5) 

0% 

(0/5) 

The course overall was 

useful in helping me 

write up my work 

100% 

(5/5) 

0% 

(0/5) 

0% 

(0/5) 

0% 

(0/5) 

0% 

(0/5) 

The course is helpful for 

my usual office work 

40% 

(2/5) 

40% 

(2/5) 

20% 

(1/5) 

0% 

(0/5) 

0% 

(0/5) 

I will recommend future 

trainees to join this 

workshop 

100% 

(5/5) 

0% 

(0/5) 

0% 

(0/5) 

0% 

(0/5)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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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助教及講師學習成效問卷調查表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I liked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didactic teaching 

40% 

(2/5) 

60% 

(3/5) 

0% 

(0/5) 

0% 

(0/5) 

0% 

(0/5) 

The course didactic 

teaching was useful 

60% 

(3/5) 

40% 

(2/5) 

0% 

(0/5) 

0% 

(0/5) 

0% 

(0/5) 

The discussion sessions 

were useful in helping 

me to write up my work 

60% 

(3/5) 

40% 

(2/5) 

0% 

(0/5) 

0% 

(0/5) 

0% 

(0/5) 

The coaching process 

was useful in helping me 

to write up my work 

50% 

(2/4) 

50% 

(2/4) 

0% 

(0/4) 

0% 

(0/4) 

0% 

(0/4) 

The course overall was 

useful in helping me 

write up my work 

60% 

(3/5) 

40% 

(2/5) 

0% 

(0/5) 

0% 

(0/5) 

0% 

(0/5) 

The course is helpful for 

my usual office work 

40% 

(2/5) 

40% 

(2/5) 

20% 

(1/5) 

0% 

(0/5) 

0% 

(0/5) 

I will recommend future 

trainees to join this 

workshop 

100% 

(5/5) 

0% 

(0/5) 

0% 

(0/5) 

0% 

(0/5)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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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獸醫流行病學專才培訓班」議程 

 8:30am~12:30pm 1:30pm~4:30 

9/2 Introduction to risk analysis and risk 

assessment 

Types of risk assessments and 

scenario trees–I 

9/3 Senario trees II; Risk analysis and 

probabilities 

流行病學案例討論 

(CDC黃婉婷醫師、黃頌恩醫

師、陳學儒技士) 

9/4 Risk analysis and distribution I; Risk 

analysis software 

流行病學案例討論 

(CDC黃婉婷醫師、黃頌恩醫

師、陳學儒技士) 

9/5 Risk analysis and distribution II; Sensitivity 

analysis 

動物檢疫的定性風險分析演練

（蔡宜倫教授） 

9/6 Risk analysis and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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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019 年「獸醫流行病學專才培訓班」學員基本資料 

請問您是否參與 2017或

2018年獸醫流行病學專才

培訓班 

是 否 

62.5% 

(15/24) 

37.5% 

(9/24) 

請問您有無動物流行病調

查之經驗 

有 無 

29.2% 

(7/24) 

70.8% 

(17/24) 

目前的工作業務與動物流

行病調查是否有關 

是 否 

41.7% 

(10/24) 

58.3% 

(14/24) 

請問您是否知道中央已有

訂定動物流行病學防疫獸

醫師訓練登錄辦法 

是 否 

21.4% 

(3/24) 

87.5% 

(21/24) 

請問您認為中央是否須設

立專職之疫調獸醫師 

是 否 

95.8% 

(23/24) 

4.2% 

(1/24) 

倘政府欲借助您的專長，

請問訓後您是否願意協助

疫調工作 

願意 不願意 

83.3% 

(20/24) 

16.7% 

(4/24) 

未來您是否願意繼續參加

獸醫流行病學的進階課程 

願意 不願意 

95.8% 

(23/24) 

4.2% 

(1/24) 

 



24 

 

圖一、2017 至 2019 年獸醫流行病學專才培訓班基本資料調查結果 

 



25 

 

表七、2019 年「獸醫流行病學專才培訓班」案例討論訓練滿意度 

 
同意 

部分 

同意 
無意見 

部分 

不同意 
不同意 

Case study 能增進您討論

核心議題的能力 

58.3% 

(14/24) 

25.0% 

(6/24) 

16.7% 

(4/24) 

0% 

(0/24) 

0% 

(0/24) 

Case study 使您更了解如

何以風險分析方式因應流

行病疫情 

75.0% 

(18/24) 

20.8% 

(5/24) 

4.2% 

(1/24) 

0% 

(0/24) 

0% 

(0/24) 

無法適應課程中小組討論

的學習方式 

4.2% 

(1/24) 

4.2% 

(1/24) 

12.5% 

(3/24) 

20.8% 

(5/24) 

58.3% 

(14/24) 

提供的教材資料，有益於

業務上之應用 

54.2% 

(13/24) 

33.3% 

(8/24) 

4.2% 

(1/24) 

8.3% 

(2/24) 

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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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17 至 2019 年獸醫流行病學專才培訓班案例討論訓練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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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動物流行病學防疫獸醫師訓練登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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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訓練課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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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獸醫流行病學專才培訓班學習成效問卷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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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疫情報導原著文章摘要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委託科技研究計畫 

108年度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本資料須另附乙份於成果報告中） 

計畫名稱：人畜共通傳染病流行病學訓練  

主 持 人：黃婉婷  

計畫編號：MOHW108-CDC-C-315-000501  

 

1.計畫之新發現或新發明 

(1) 進行獸醫流行病學訓練，完成訓練 24 人次。 

(2) 舉辦英文科學寫作工作坊訓練課程，產出 7 篇科學論文。 

(3) 進行人畜共通傳染病調查與防治人才國外培訓 1 人次。 

(4) 「推動人畜共通傳染病田野流行病學人才培訓」投稿疫情報導 1 篇。 

 

 

2.計畫對民眾具教育宣導之成果 

政府進行人類與禽產畜牧業傳染病應用流行病學防疫專才訓練，以確保

我國人類、動物防疫體系流行病學調查量能。 

 

 

3.計畫對醫藥衛生政策之具體建議 

(1) 建立獸醫流行病學訓練制度，並持續追蹤訓練合格動物流行病學防

疫獸醫師人數。 

(2) 加強衛生單位與動物防疫單位實務疫情調查之合作與交流。 

(3) 加強國際人畜共通疾病防疫人才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