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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H1N1 流感大流行初期，為快速掌握民眾

反應，及評估大流行初期之風險溝通成效，政

府委託公正第三機構進行電話訪問調查，以瞭

解社區民眾的認知、行為改變及口罩購買等相

關影響因素。 

調查對象為全國 18 歲以上成人，以縣巿

分層隨機抽樣，於 2009 年 5 月 8-9 日進行電

訪，共完成1,122份成功樣本。調查結果，近

九成民眾對傳染途徑有正確認知，七成民眾增

加洗手頻率或減少出入公共場所，近四成會戴

口罩，民眾正確認知及行為改變均高於他國家

/地區，相關影響因素與其他國家/地區相似；

民眾於兩週內購買口罩行為(28%)，以女性、

知道「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擔心全球會大

流行、擔心國內出現疫情、不認為媒體報導誇

大者居多，且達統計相關。 

台灣疫情相對於國際較晚發生，政府於

初期採取主動、透明、清楚的風險溝通策略，

使民眾對 H1N1 流感預防知識及行為改變均

佳，對政策支持及順從性高，有助於後續社

區感染及疫情的控制。防疫有賴全民努力，

然民眾反應可能隨疫情發展、特殊/罕見媒體

事件等，瞬間產生反向變化，政府除進行疫

情監測外，應持續進行大眾溝通及追踨民眾

反應。 

 

關鍵字：H1N1、風險溝通、認知、防疫行為、          

   口罩 

前言 

H1N1 流感疫情於 2009 年 4 月在墨西

哥、美國等迅速蔓延，世界衛生組織分別於

4 月 28、30 日及 6 月 11 日，將全球大流行

等級自第 4 級逐步提升至第 6 級；台灣疫情

相對於國際較晚發生，至 5 月 20 日出現首

例境外移入病例，但台灣曾因 SARS 造成 73

人死亡(含醫事人員 7 人)，當時媒體的報

導、巿售口罩供應不足等負面訊息，造成民

眾恐慌，也付出慘痛的代價[1]，由過去經驗

讓政府面對 H1N1 新型病毒反應迅速，於 4

月 28 日成立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啟動

防疫措施及積極進行大眾風險溝通[2]。 

H1N1 流感大流行初期，政府風險溝通

以說明國外最新疫情、我國邊境管制及重點

航班登機檢疫措施、對疑似病例調查及同班

機旅客配合事項、建議大眾日常生活應採取

防疫行為等為主。政府風險溝通的平台，主

要藉由發佈新聞稿、召開記者會，徵用有線

電視、中功率以上廣播電台等，進行每日兩

次 「 一 分 鐘 防 疫 即 時 通 」 宣 導 ( 晚 間

18:00-22:00)。溝通重點為新型病毒的傳染途

徑，正名為 H1N1 流感(非譯「豬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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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誤導透過吃豬肉可感染流感；另因媒體

報導巿面口罩缺貨，為避免民眾因預期心理

而搶購口罩，加強溝通「勤洗手比戴口罩重

要」，並由政府釋出大量口罩，透過超商、

藥局等通路配銷[2]。 

進行本調查時，台灣雖尚無確定病例，

但政府、媒體均已提高警覺，全面備戰。調

查前兩週(4 月 25 日至 5 月 8 日)中央疫情指

揮中心至少召開 7 次記者會，發布 33 則新

聞稿。統計國內五家報紙(發行量前四名日

報及一家晚報) 對於 H1N1 報導量共 775

則，其中刊登於頭版新聞計 37 則、各版版

頭計 81 則；報導內容分析，中性報導計 740

則，高達 95%，內容以報導疫情及衛教訊息

為主，歸類為負面報導計 33 則(4%)，負面

訊息為旅遊警示的發布時間較晚、留學生滯

留墨西哥、口罩恐慌及價錢遭哄抬等。電子

媒體部分，多數於記者會召開時，進行現場

連線報導，並於重要新聞時段報導，媒體對

H1N1 流感疫情發展及政府因應措施等，持

高度重視。 

英國、香港、北京、澳洲、馬來西亞、

日本等均曾於 H1N1 流感大流行初期，調查

社區民眾反應及行為改變[3-10]。重要調查

結果：英國民眾僅 38%採取預防行為、5%

採取迴避行為，對於疫情爆發的擔心者僅

24%[3]。香港民眾有高達 67%錯誤以為 H1N1

會透過蚊子或水源等而傳染[4]，香港民眾

77%採取迴避行為(減少外出或減少前往擁

擠處或減少去醫院)、僅 15%民眾擔心會感

染 H1N1 流感[5]，另一調查顯示：香港民眾

有 47%每天洗手超過 10 次、89%有類流感症

狀戴口罩、22%採取到公共場所戴口罩等預

防行為[6]。北京民眾擤鼻涕時(在家/在公共

場所)，66%/64%用手摀口鼻、33%/63%會用

面紙、0.4%/0%會用肩袖，擤鼻涕後，有

77%/46%會洗手；另 63%會戴口罩、43%願

意打疫苗[7]；澳洲民眾街頭問卷調查結果：

大數民眾知道 H1N1 大流行、44%自覺訊息

不足、38%自認染病機率低[8]。 

比較不同國家/地區民眾於 H1N1 流感

大流行初期反應，英國民眾警覺性明顯低於

香港，僅 5%民眾減少前往擁擠的公共場

所，28%民眾增加洗手次數，香港地區民眾

則分別高達 55%、74%，其民眾警覺性差別

大，應與香港曾受創於 SARS 疫情有關[6]。

而跨國調查顯示，馬來西亞人較英、葡等歐

洲人更警覺、減少外出及購買口罩[9]。日本

民眾恐慌程度高於香港，可能與當地醫療照

護體系、政府風險溝通強度及當地文化有關

[5,10]。 

本調查是 H1N1 流感大流行初期，為瞭

解台灣民眾對 H1N1 流感的認知、對媒體報

導看法，採行防疫行為(增加洗手次數、減

少出入公共場所、戴口罩)及購買口罩的行

為及相關影響因素，調查結果亦於當時提供

政府防疫決策之參考運用。 

 

材料與方法 

本調查以居住在台灣地區 18 歲以上成

年民眾為調查對象，於 2009 年 5 月 8-9 日夜

間 18:00-22:00，採用電話訪問方式進行調

查。以台灣地區住宅電話號碼簿為抽樣母群

體，配合 CATI(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系統進行縣市別分層隨機抽樣，並

以 25 縣市為分層標準，抽出之各縣市住宅

電話號碼樣本，重新產生新的後兩碼隨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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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號碼樣本，以同時涵蓋登錄及未登錄於台

灣地區住宅電話號碼簿之電話號碼。 

本調查共抽取 7,484 個樣本進行訪問，

排除非人為因素(包括：無人接聽、通話中、

電話停話改號故障空號、傳真機或其他資料

傳輸設備、答錄機、公司或政府機關、社團

或機構等)，及排除 86 位沒有聽過 H1N1 流

感的民眾後，在 1,349 份台閩地區受訪者調

查樣本，最後成功訪問 1,122 份有效樣本，

訪問成功率為 83%。 

後續使用 SPSS 12.0 版統計軟體進行資

料分析，以描述性資料呈現民眾對 H1N1 流

感認知、媒體報導看法、政府支持度及行為

改變等情形；以邏輯斯迴歸方法(單變項分

析)，先瞭解各人口學變項與行為改變(採取

預防行為、購買口罩)之相關性；再以邏輯

斯複迴歸方式(將人口學變項有統計相關者 

，納入校正)，探討各自變項，包含民眾正

確認知、擔心情形、對媒體報導看法、對防

疫政策支持度等，與民眾採取預防行為、購

買口罩之相關性。 

 

結果 

在樣本特性方面，56%為女性、39%年

齡為 50 歲以上、44%學歷為大專院校(含)以

上、43%為家管/退休/無業。 

一、民眾對 H1N1 流感的認知 

本調查結果：89%民眾知道 H1N1 流感

透過飛沫或接觸傳染、82%民眾知道勤洗手

比戴口罩更重要、78%知道不會經吃豬肉而

感染、48%知道還沒有疫苗可預防、41%知

道有抗病毒藥物治療。民眾警覺程度高，48%

擔心全球 H1N1 流感疫情持續擴大，且有

65%擔心會入侵台灣(表一)。 

表一、民眾對 H1N1 流感認知、媒體報導看法、政府支持度及行為改變一覽表 

                 項  目  人數 (%) 

正確認知   

 透過飛沫及接觸傳染 993 (89) 

 不會經吃豬肉而感染 873 (78) 

 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 925 (82) 

 還沒有疫苗可預防 535 (48) 

 有抗病毒藥物治療 454 (41) 

警覺程度   

 會擔心造成全球大流行 541 (48) 

 會擔心台灣出現疫情 725 (65) 

對媒體報導看法   

 報導訊息實用 872 (78) 

 報導訊息誇大 451 (40) 

對政府防疫政策的支持度   

 對當時防疫感到滿意(滿意或非常滿意) 814 (73) 

 對未來政府防疫有信心(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 859 (77) 

過去兩週，為預防 H1N1 流感而採取的行為   

 增加洗手次數  840 (75) 

 減少出入公共場所  807 (72) 

 戴口罩(或勸導他人戴口罩) 436 (39) 

 購買口罩(含購買到口罩、去買但没買到) 31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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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採取防疫行為、購買口罩種類及未

購買的原因 

為預防 H1N1 流感，過去二週內改變的

防疫行為，依序為：75%增加洗手次數、72%

減少出入公共場所、39%戴口罩或勸導他人

戴口罩(表一)。過去兩週內有 25%民眾購買

到口罩(n=280)，口罩購買種類(複選)以平面/

外科口罩比例最高 40%，其次為活性炭口罩

26%、紙口罩 18%、布口罩 8%、N95 口罩 4%。

回答未購買口罩(n=842)的原因，依序為：認

為沒必要(56%)、平時家中本來就有儲備口罩

(39%)，僅 5%表示買不到口罩(表二)。 

三、民眾對媒體報導看法及對政府支持度 

媒體對 H1N1 流感相關報導，有 78%民

眾認為媒體報導具實用性，但有 40%民眾認

為媒體報導誇大(表一)。九成以上民眾消息

來源(複選)為電視新聞或廣告(94%)，其次為

報紙(34%)、網路/網站或電子報(17%)、廣播

(4%)及其他等。 

    大於七成的民眾對於政府目前防疫作

為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73%)，且對於政府

未來防疫感到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77%)，

見表一。民眾感到滿意之防疫措施(複選)，

依序為：加強邊境檢疫(83%)、每日播出「一

分鐘防疫即時通」節目(80%)、提供 1922 免

費諮詢專線(72%)、每日召開記者會(70%)、 

提高年底流感疫苗採購量(65%)、釋出大量

口罩，透過超商等通路配銷(62%)、派遣防

疫醫師深入墨西哥實地調查(51%)。另全部

受訪者對於未來如有公費疫苗，有高達 71%

願意接種、65%支持政府提高該年秋冬 H1N1

流感疫苗採購量。 

四、影響民眾採取防疫行為、購買口罩的相

關因素 

大流行初期，台灣民眾為預防 H1N1 流

感而改變的防疫行為(增加洗手次數、減少

出入公共場所、戴口罩)，以女性、大於 50

歲長者居多，且達統計相關(表三)；經以

人口學變項(有統計相關)校正後，過去兩週

增加洗手次數的行為改變者，於"不會經吃

豬肉而感染"、"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有

抗病毒藥物治療"等認知部分，正確認知者

分別為錯誤認知者的 1.53、2.23、1.45 倍，

且達統計相關，整體而言：個別變項對民眾

為預防 H1N1 流感而改變防疫行為的影響，

以正確認知「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擔心

全球會大流行、擔心國內出現疫情、不認為

媒體報導誇大、對於政府防疫感到滿意、對

於政府未來防疫有信心的受訪者居多，且達

統計相關(表四)。 

至於去購買口罩者以女性居多且達統

計相關(表三)，經以性別校正後，個別變項 

表二、調查前兩週，民眾購買口罩種類及未購買口罩原因一覽表 

              項     目    人數     (%) 

購買到口罩 (複選) 280  (25)  
(口罩種類) 平面/外科口罩 113  (40) 

 活性碳口罩 74  (26) 
 紙口罩 50  (18) 
 布口罩 23   (8) 
 N95 口罩 12   (4) 
 不知道或忘記  32  (11) 
沒買口罩  842 (75)  
   (原因) 沒必要購買或儲存口罩    468  (56) 

 平時家中本來就有儲備口罩   329  (39) 
買不到  38  (5) 

 不知道/拒答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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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眾購買口罩的影響因素為：正確認知

「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擔心全球會大流 

行、擔心國內出現疫情、不認為媒體報導誇

大者居多，且達統計相關(表四)。 

表三、人口學變項與民眾預防 H1N1 流感採取預防行為、購買口罩之相關表 

民眾採取預防行為 

增加洗手次數 減少出入公共場所 戴口罩 
購買口罩 

項 目 

樣

本

數 人數(%) OR(95%) 人數(%) OR(95%) 人數(%) OR(95%)  人數(%)   OR(95%) 

性別  840(75) 0.46(0.19-0.73) ‡  807(72) 0.59(0.33-0.85) ‡ 436(39) 0.62(0.38-0.87) ‡  318(28) 0.72(0.45-0.98)*
 男 496 331(67)  327(66)  162(33)  122(25)  
 女∮ 626 509(81)  480(77)  274(44)  196(31)  

年齡   0.84(0.72-0.96) † 0.77(0.66-0.89) ‡ 0.88(0.77-0.98)*  1.01(0.90-1.12) 
 <30 222 152(68)  140(63)  73(33)  63(28)  
 30-39 188 141(75)  124(66)  71(38)  57(30)  
 40-49 257 187(73)  193(75)  98(38)  71(28)  
 >=50∮ 441 351(80)  344(78)  189(43)  125(28)  
教育程度   1.00(0.83-1.17) 1.31(1.14-1.48) † 1.10(0.95-1.25)  0.96(0.79-1.12) 
 國中及以下 264 194(74)  209(79)  102(39)  66(25)  
 高中（職） 358 276(77)  259(72)  155(43)  114(32)  
 大專及以上∮ 485 359(74)  332(68)  171(35)  135(28)  
職業   1.02(0.86-1.17) 0.96(0.82-1.11) 1.02(0.88-1.15)  1.03(0.89-1.18) 
 白領階級 392 301(77)  288(73)  156(40)  115(29)  
 藍領階級 243 170(70)  159(65)  89(37)  68(28)  
 家管/退休∮ 472 358(76)  352(75)  184(39)  132(28)  
居住地區   0.97(0.88-1.06) 0.83(0.74-0.93) ‡ 0.91(0.83-0.99)*  1.07(0.98-1.16) 
 北北基 358 273(76)  237(66)  122(34)  110(31)  
 桃竹苗 160 105(66)  101(63)  57(36)  44(28)  
 中彰桃 219 164(75)  171(78)  86(39)  59(27)  
 雲嘉南 168 130(77)  133(79)  80(48)  46(27)  
 高高屏 188 145(77)  143(76)  76(40)  50(27)  
 花東∮ 29 23(79)  22(76)  15(52)  5(17)  

*P<0.05  † P<0.01  ‡ P<0.001  註：∮為各自變項的參考組。 

表四、經人口學變項校正後，個別變項與民眾預防 H1N1 流感採取預防行為、購買口罩之相關表 

民眾採取預防行為 

增加洗手次數 減少出入公共場所 戴口罩 

購買口罩 
項 目 

樣 

本 

數 

(%) 
OR 校正後 OR(95%) OR 校正後 OR(95%) OR 校正後 OR(95%) OR 校正後 OR(95%)

正確認知     

 透過飛沫及接觸傳染 993(89) 1.09 1.19(0.75-1.63) 0.91 1.10(0.65-1.56) 0.87 0.96(0.57-1.375) 1.29 1.30(0.87-1.73)

 不會經吃豬肉而感染 873(78) 1.43 1.53(1.20-1.85)* 1.08 1.19(0.86-1.52) 0.91 0.95(0.65-1.24) 1.10 1.10(0.79-1.42)

 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 925(82) 2.39‡ 2.23(1.46-3.01) ‡ 1.85‡ 1.94(1.60-2.28) ‡ 1.32 1.35(1.01-1.68) 1.69† 1.65(1.28-2.03) †
 還沒有疫苗可預防 535(48) 1.16 1.17(0.90-1.45) 1.38* 1.53(1.25-1.81) † 1.11 1.16(0.91-1.41) 1.18 1.17(0.91-1.43)

 有抗病毒藥物治療 454(41) 1.47† 1.45(1.17-1.74)* 1.17 1.17(0.89-1.44) 1.27 1.29(1.04-1.53)* 1.0 1.28(1.02-1.54)

擔心情形    

會擔心造成全球大流行 541(48) 1.82‡ 1.66(1.38-1.95) ‡ 1.77‡ 1.74(1.46-2.02) ‡ 1.66‡ 1.56 (1.32-1.81) ‡ 1.57† 1.51(1.25-1.78) †
會擔心台灣出現疫情 725(65) 1.8‡ 1.67(1.38-1.95)‡ 1.65‡ 1.62(1.34-1.90) ‡ 1.50† 1.43(1.17-1.70) † 1.78‡ 1.70(1.41-1.99) ‡

對媒體報導看法    

  認為媒體報導誇大 451(40) 0.86 0.86(0.57-1.14) 0.80 0.74(0.47-1.02)* 0.94 0.94 (0.69-1.19) 0.75* 0.75(0.48-1.02)*

  認為媒體報導實用 872(78) 1.12  1.08(0.75-1.42) 1.16 1.27(0.95-1.60) 1.17 1.23 (0.93-1.53) 1.02 1.01(0.70-1.32)

對政府防疫政策的支持度    

 對當時防疫感到滿意 

 (滿意或非常滿意) 

814(73) 1.50† 1.53(1.23-1.83)* 1.08 1.12 (0.82-1.43) 1.72‡ 1.76(1.48-2.05) ‡ 0.94 0.95(0.66-1.24)

 對未來政府防疫有信心  

(有信心或非常有信心) 

859(77) 1.68‡ 1.68(1.37-1.99) ‡ 1.25 1.33 (1.01-1.64) 1.99‡ 2.14(1.82-2.45)‡ 1.12 1.14(0.82-1.45)

*P<0.05  †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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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H1N1 流感大流行初期，與其他國家/地區

研究比較，整體而言，台灣民眾對傳染途徑認

知正確率較高、對於疫情警覺度亦較高[3-4]，

這有助於政府傳遞防疫訊息[14]；而民眾過去

兩週增加洗手次數、減少出入公共場所、戴口

罩等比率高，亦較其他國家/地區民眾佳，影響

民眾防疫行為改變的相關因素，則與國外研究

相似[3, 5-8,11]。本調查結果與政府於大流行初

期主動、透明的溝通策略，與媒體高度關切及

報導有關；另亦可能與政府這幾年季節流感防

治計畫、流感/H5N1 流感大流行準備計畫等推

廣有關，手部衛生及咳嗽禮節等衛生好習慣/

禮節，早已透過海報、單張、手冊、電子及戶

外媒體，於社區、機場及港口檢疫等進行宣

導，民眾多數有基本防疫觀念，於面對此次

H1N1 願意為預防而改變行為。對抗流感大流

行或新興傳染病，除政府應變及動員外，民眾

正確認知及採取自我保護行為，對於預防社區

感染更為重要[6,14]。至於經人口學變項校正

後，正確認知「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與過

去兩週戴口罩、購買口罩等行為呈統計正相

關，對於認知與行為間的落差，可能與台灣曾

受 SARS 衝擊、當時媒體高頻率報導及國人「有

戴(買)有保佑」心態等有關。 

國外研究已探討過 SARS 初期戴口罩的影

響因素[12]，及 H1N1 流感大流行初期戴口罩

行為係受當地政府的建議、有無出現嚴重病例

或死亡個案影響[6]，也提及戴口罩目的是有類

流感症狀時，減少病毒散播[6,13]，但少有探討

民眾購買口罩的行為。本調查期間，台灣雖尚

無任何病例，但有高達 1/4 民眾表示過去兩週

已購買口罩，未購買口罩者雖僅有 5%是因買

不到口罩，但此危機不容忽視，因部分民眾可

能尋訪數個地點才買到口罩，加上 1922 諮詢

專線已陸續接獲民眾抱怨買不到口罩，及媒體

大幅報導巿面口罩缺貨等，極易造成當時社區

民眾的緊張及抱怨；幸而政府強力宣導，健康

民眾「勤洗手比載口罩更重要」，出現類流感

症狀的民眾才需戴上口罩，同時讓民眾獲知政

府釋出口罩 350 萬片，透過國內四大超商及社

區藥局等通路配銷[2]，即時解除可能的巿售口

罩短缺恐慌危機，有助於增強民眾對政府處理

疫情能力的信心。政府防疫作為透過有效的溝

通，能建立民眾對政府的信心，民眾也會因此

而相信及採行政府後續的防疫建議，有利於疫

情控制及降低可能造成的衝擊[14]。 

透過媒體進行大眾風險溝通，已為重要管

道之一，本調查民眾獲得防疫訊息的管道(複

選)以電子媒體最多(94%)、報紙居次(34%)，可

能為民眾文字閱讀習慣降低，且電視新聞報導

具即時性、影像畫面有張力，但不宜因此輕忽

報紙的影響力。實務面的觀察，國內媒體生態

中，電子媒體線上記者(醫藥)異動率高且採訪

議題多樣化，短時間內對於防疫專業瞭解有

限，報導方向多跟進當日報紙的報導，故政府

部門除對當日報紙報導即時掌握、內容分析及

適時回應外，配合報紙記者採訪需求或新增疑

問，於傍晚(報社截稿前)更新資訊，有助媒體

更瞭解防疫背後意涵，及建立良性媒體互動，

對後續防疫訊息的正確露出，實有助益。而觀

察媒體報導內容，已是政府機關瞭解民意反應

的工具之一，然基於實務面及成本效益的考

量，適宜對國內發行量大或具指標影響力報

紙，每日進行內容分析及量化比較，以長期觀

察、追蹤媒體的報導及民眾的反應。 

SARS 疫情、美國炭疽桿菌攻擊及其他新

興傳染病等事件，讓全球防疫體系重新思考，

面對全球性疫病及新興傳染病疫情，除流行病

學調查、臨床診治、實驗室檢驗等外，大眾風

險溝通及持續監測民眾反應，已是政府在傳染

病風險治理的要項之一[14]；此外，對醫界、

學者及意見領袖等溝通，也值得未來進一步調

查及探討。 

本研究相關限制：是一橫斷性調查，僅

適宜相關性說明，無法確定因果關係；分析

資料排除 86 位沒聽過 H1N1 流感的民眾，可

能高估民眾的正確認知；電話訪問是採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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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及民眾自我回答，無法查證其實際行為，

且對於購買口罩種類，民眾可能混淆外科、

平面口罩。另台灣有 SARS 學習經驗，調查

結果較適合與有相似經驗國家/地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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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際機場因應 
H1N1 新型流感檢疫作為 

 

許明慈、彭若瑄、游秋月、黃榮宗 

傅秋玲、洪敏南、張朝卿、林立人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五分局 

 

摘要 

2009 年 4 月 25 日 H1N1 新型流感疫情

爆發，全球籠罩於流感大流行再現之緊張氛

圍下，期間台灣邊境檢疫採高規格圍堵策

略，藉此換取防疫整備之時間、空間。 

疾病管制局為有效防堵 H1N1 新型流感

境外移入個案，於國內各國際港埠皆投入大

量人力與資源，因各港埠之軟、硬體設置不

同，檢疫作為亦不盡相同。本文描述面對此

次疫情，疾病管制局第五分局於高雄國際機

場之檢疫應變作為，包括：強化入境檢疫流

程、人員防護措施、衛生教育宣導、外部溝

通及內部業務運作調整等面向，同時分析後

送旅客就醫之成果。由中獲取之經驗為加強

統一內部訊息流，使同仁有所依循；與航站

各駐站單位建立良好互動關係，以利應變作

為推展；另建議規劃空間獨立之後送等候

區，確保旅客隱私，同時降低其他人員之恐

慌；而為了因應下一次疫情，則應及早規劃

檢疫人力之調度與保全。 

 

關鍵字：檢疫、H1N1 新型流感、應變作為、

國際港埠、機場 

 

前言 

2009 年 4 月 25 日墨西哥與美國西南

地區爆發「豬流感」疫情[1-3]，全球莫不

嚴陣以待，我國更隨即於次日啟動「因應

流感大流行執行策略計畫」，並根據世界

衛生組織(WHO)公布之病例定義及疫情等

級，陸續公告 H1N1 新型流感為第一類法

定傳染病、成立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

執行重點班機登機檢疫、整備我國監測及

檢驗體系、進行疫苗採購計畫等[4]。 

2009 年 6 月 11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

H1N1 新型流感疫情進入嚴重度「溫和」

之大流行[5]，2009 年 6 月 19 日我國將新

型流感改列第四類法定傳染病併入「流感

併發重症」通報，同步提升社區病毒監

測。「邊境檢疫」為阻擋傳染病入境之第

一道防線，疾病管制局第五分局所轄含括

港口及機場，均因應政府政策、區域特性

調整相關作為，本文謹就疫情爆發初期高

雄國際機場邊境檢疫作業運作情形作一

介紹，並重新檢視各項作為及介紹後送旅

客就醫成果，以提供作為後續檢疫工作之

參考。 

 

應變作為 

高雄國際機場計有 14 家航空公司經

營 15 個航點，主要航線以東南亞及東亞

為主，每日入境航班數約 26~30 班，旅客

數約 3,500~4,500 人，每日出境航班數及旅

客數與入境相仿，而往返歐、美等國之旅

客多半經由桃園國際機場轉機。 

此波疫情爆發時，行政院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隨即於 2009 年 4 月 26 日發布新聞

稿 2 則，除提升對墨西哥及美國旅遊警示

層級並宣佈因應美、墨新型流感疫情政府

啟動「因應流感大流行執行策略計畫」。

2009 年 4 月 27 日下午衛生署公告 H1N1

新型流感為第一類法定傳染病，2009 年 4

月 28 日行政院即宣布成立 H1N1 新型流感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其後針對此波疫

情陸續又有許多因應的政策公告。 

除了政策之外，本分局所轄之各國際

港 埠 面 對 此 次 疫 情 也 制 定 許 多 應 變 作

為，其中如強化入境檢疫流程、加強人員

防護措施、增加各種途徑的衛教方式達到

旅客宣導的目的、協請相關單位配合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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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以及內部業務運作調整…等作為，分

述如下： 

一、強化入境檢疫流程 

除了執行例行入境旅客體溫篩檢之

外，為強化入境篩檢的功能，於進行「傳

染病防制調查表」調查時，一律加註相

關旅遊史及症狀，並填寫「境外移入傳

染病或疑似傳染病患者檢疫資料」；同仁

每日更新最新疫情作為 H1N1 新型流感

檢核條件判定的依據，經評估符合檢核

條件者即後送至指定醫院就醫診治；另

為加強與外籍旅客之溝通，參考總局提

供資料制訂多語言表單使用，並請相關

駐站單位（勞委會、觀光局）協助與外

籍人士之語言溝通。 

為使第一線同仁在執勤時有準則可

依據，故依據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制定

之政策及高雄國際機場狀況，制定「H1N1

新型流感人員檢疫相關處理事項」，其中

包括長官指示事項、現行檢疫措施…等內

容。2009 年 4 月 28 日凌晨 4 時，WHO 將

疫情等級提升至 Phase 4，疾病管制局於

29 日宣布進行重點航班登機檢疫，高雄國

際機場雖無當時重點之美加墨航班，分局

也立即針對重點航班登機檢疫制定相關

處理條件及流程，另因應 2009 年 5 月 19

日上午 8 點，由重點班機登機檢疫改為異

常通報登機檢疫，也重新修訂「高雄國際

機場異常通報登機檢疫流程」作為人員執

勤時的依據，至 2009 年 6 月 19 日共執行

2 班登機檢疫，經檢疫 2 位旅客依流程通

報至症狀系統，其中 1 位旅客後送至高雄

市立小港醫院經診斷為疑似肺炎。 

2009 年 4 月 26 日至 2009 年 6 月 19

日入境人數共計 187,505 人，其中有症狀

人數 183 人（旅客有症狀比率 0.98�），採

血液、肛門檢體者共 65 人，其中 3 人檢

驗陽性（登革熱 1 人、屈公病 1 人、腸炎

弧菌 1 人）；後送就醫旅客計 87 人，經流

感快速篩檢，83 人 A 型流感陰性、4 人陽

性，經 RT-PCR 分型檢驗後排除 H1N1 新

型流感。 

二、人員防護措施 

分局第一線同仁之防護裝備係依據

「因應流感大流行作戰計畫」中之「港埠

工作人員因應 H5N1 流感疫情之防護建

議」[6]為標準，因疫情提升之需，參酌同

仁現場執行經驗及與防疫醫師討論後，重

新制定同仁之防護裝備，並將此標準提報

至「分局因應 H1N1 新型流感疫情會議」

中經討論同意後，另於「高雄國際機場衛

生安全小組會議」中報告供各單位知悉。

同仁之防護裝備準則如下：針對重點班機

（美、加、墨）入境有症狀旅客採檢時、

登機檢疫時、旅客符合 H1N1 條件須後送

時必須配戴 N95 口罩及手套，平時執勤與

旅客無近距離接觸時則配戴外科口罩。 

三、衛生教育宣導 

疫情出現時，分局隨即製作疫情海

報，同步張貼於航空站出入境處進行旅客

之衛教；另製作衛教單張擺放於入出境處

及各出境航空公司櫃枱供旅客取用；同時

製作疫情簡報資料於航空站入境之宣導

電視牆播放；商請航空站及航站駐站銀行

所有跑馬燈協助播放疫情訊息；並請航空

公司於入境航班上協助發放衛教單張及

進行宣導廣播。除了被動式的衛教宣導

外，分局同仁也會針對重點出境班機主動

出 擊 進 行 衛 教 單 張 發 放 及 口 頭 衛 教 諮

詢，提供旅客第一手疫情資訊。 

另，疫情訊息瞬變，除了同仁列印每

日 H1N1 新型流感疫情資訊相互傳閱之

外，對因應旅遊警示提昇、香港出現首例

確定病例、配合 H1N1 新型流感英文正

名…等特殊事件時，都會即時修改海報及

單張內容。 

四、外部溝通 

此次疫情爆發，深刻體認到航站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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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站單位互相合作以及建立橫向聯繫平

台的重要性，舉例來說，旅客後送時為了

減少與其他旅客之接觸，特別商請經由移

民署公務進出櫃檯進行護照查驗、協請航

空公司人員幫忙提領行李、海關到點檢查

行李，最後經航警公務門至警務車專用停

車位登上救護車，這些都需要駐站各單位

改變流程、大力協助才有可能完成，故在

此期間召開三次「高雄國際機場衛生安全

小組會議」，會議中報告國際疫情、我國

因應作為及目前分局之檢疫作為供各駐

站單位了解之外，也以此作為橫向的聯繫

平台，溝通及傳達需請各單位協助配合的

各項事宜。為使各單位即時獲取防疫資

訊，分局指派專人每日將最新國際疫情、

指揮中心新聞稿以電子郵件傳送衛生安

全小組委員知悉，增進各單位之溝通；另

考量各駐站單位因應傳染病防治對防疫

物資有所需求，由分局防疫物資管理同仁

擔任窗口，協助防疫物資之撥用/調用事

宜，主動回應各駐站單位之需求。 

除了業務上的外部溝通，另有一個重

要的功課是與媒體的溝通。在疫情發生期

間媒體扮演了很重要的角色，媒體的報導

可以迅速地提起民眾的關注，也可以達到

廣泛提醒民眾呼吸道衛生咳嗽禮節的重

要性，同時藉由事件相關報導，能提升認

知，也降低民眾對於未知事物的恐懼感。

2009 年 4 月 29 日經航空站、航警局同意

安排地方媒體 7 家至發燒篩檢站參訪入境

檢疫作業；2009 年 5 月 2 日行政院劉兆玄

院長視察高雄國際航空站時，媒體隨行參

訪發燒篩檢站及機場檢疫工作，藉由相關

報導，可使民眾更加了解邊境防線的嚴

謹，同時劉院長對檢疫工作的肯定也可使

民眾更為安心。 

五、內部業務運作調整 

分局於疫情初期即建立「因應 H1N1

新型流感之組織架構」，並排定各項業務

的窗口及對外通聯的人員，於每日下午四

時由分局長召開「分局因應 H1N1 新型流

感疫情會議」，各窗口報告前次列管事項

進度及當日重點業務，機場內則由各班負

責 人 負 責 訊 息 傳 遞 及 統 籌 處 理 交 辦 事

項。另，因應業務量暴增以及相關訊息傳

遞、應變的需求，調整人力調度及配置，

先期調派港口同仁支援人員檢疫工作及

假日協同值勤業務。除了人力問題之外，

初期當大量的衛教單張尚未到位之前，分

局即整合各科室人力、資源，俾緊急印

製、採購衛教單張以供旅客宣導之用。 

六、後送旅客就醫成果 

因高雄國際機場未配置醫師人力，問

卷調查、採檢送驗與後送與否之判斷全仰

賴檢疫同仁，於 H1N1 新型流感圍堵策略

期間，調整後送旅客就醫之條件為： 

1. 自登革熱或瘧疾流行地區入境之旅

客，符合採檢條件但不易於機場採檢

者，如年幼、自訴有慢性病等不易採

血因素之旅客。 

2. 流行病學史符合 H5N1 流感調查病例

定義且有緊急狀況之旅客。 

3. H1N1 新型流感疫情爆發初期，以符

合調查病例定義作為後送準則，但因

臨床症狀判斷較主觀，且為避免疏

漏，修正凡為符合「症狀通報系統」

H1N1 新型流感檢核條件者，即具發

燒症狀及流行病學條件者即符合後

送條件。 

自 2009 年 4 月 26 日至 2009 年 6 月

19 日止，依前述條件後送之旅客共計 87

人，其中因採檢不易後送者 4 人，自 H5N1

流感地區入境者 0 人，符合 H1N1 新型流

感後送條件 83 人。此 83 人中 80 人(96.4%)

經發燒篩檢站檢出，3 人(3.6%)主動通報機

場檢疫人員；77 人(92.8%)為本國籍，6 人

(7.2%) 為 外 國 籍 ； 旅 客 男 女 比 1.13 

(44:39)，平均年齡 33.4 歲（最小值：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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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88 歲），22.9%旅客年齡 10 歲以

下，22.9%旅客年齡介於 21~30 歲，詳細年

齡分布如表一。最近 10 天旅遊史主要為中

國、香港地區佔 51.9% (43 人)，其次為越

南佔 12.0％ (10 人)，日本佔 8.5％ (7 人)，

詳細旅遊史分布如表二；旅客居住地主要

分佈於台灣南部，高雄縣市佔 54.2％ (45

人)，台南縣市佔 21.7％ (18 人)。其中僅 4

人經後送醫院通報為 H1N1 新型流感個

案，結果皆為陰性。因 H1N1 後送旅客之

流行病學史判斷，乃根據以國家為單位之 

全球疫情資訊，推測旅客基於安全考量，

旅遊時多儘可能避開該國疫情發生區域；

且 H1N1 後送旅客多為本國籍，較不會出

入當地居民出入之人潮擁擠處，推測可能

為發燒篩檢站未能檢出 H1N1 新型流感確

定病例之原因。 

    後送就醫支出費用方面，因應 H1N1 新

型 流 感 疫 情 後 送 旅 客 就 醫 之 總 支 出 為

147,685 元，平均每人醫療費用 1,779 元，較

之歷年來因採檢不易後送者之平均醫療費

1,820 元，並無明顯差異。因本局簽約之後

表一、後送旅客年齡分布 

年齡 旅客數 百分比(%) 累計百分比(%) 

0~10 歲 19  22.9  22.9 

11~20 歲  1   1.2  24.1 

21~30 歲 19  22.9  47.0 

31~40 歲 15  18.1  65.1 

41~50 歲  7   8.4  73.5 

51~60 歲 13  15.7  89.2 

60 歲以上  9  10.8 100.0 

合計 83 100.0  

表二、後送旅客旅遊史分布 

入境前 10 日旅遊史 旅客數 百分比(%) 累計百分比(%) 

中國 36  43.4  43.4 

越南 10  12.0  55.4 

中國(香港)  7   8.5  63.9 

日本  7   8.5  72.4 

泰國  4   4.8  77.2 

菲律賓  4   4.8  82.0 

馬來西亞  3   3.6  85.6 

韓國  2   2.4  88.0 

新加坡  2   2.4  90.4 

法國  2   2.4  92.8 

印尼  1   1.2  94.0 

美國  1   1.2  95.2 

加拿大  1   1.2  96.4 

英國  1   1.2  97.6 

西班牙、葡萄牙  1   1.2  98.8 

澳洲  1   1.2 100.0 

合計 8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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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醫院距機場路程 20 分鐘內，在無駐機場

醫師現場評估之現況下，將疑似傳染病旅

客後送就醫，考量時效及費用，不失為合

宜之選擇。而期間遭遇之阻力或困難，分

述如下： 

1. 合約後送醫院負荷增加：H1N1 新型流

感期間，後送旅客人數較平時劇增，

單日後送旅客數為 0~7 人。高雄國際

機場入境航班次集中於下午 2 點以

後，無可避免會發生短時間內數名有

症狀旅客符合後送條件，醫院須於短

時間內調度救護車載送旅客外，醫師

有時需同時照料多名旅客，可能影響

醫療時效與品質。此外，民眾等待時

間延長，容易引起抱怨，增加醫院人

員溝通處理之負荷。 

2. 旅客之反彈及不配合：旅客入境後歸心

似箭，自高雄國際機場入境之旅客雖多

半居住於南台灣，但往返後送醫院、採

檢及診察依舊打亂旅客之行程；加之一

旦被通報為 H1N1 調查病例時，需隔離

至排除感染或治癒，強制後送就醫診察

易引起旅客之反彈。 

3. 檢疫人力調度吃緊：後送旅客就醫前，

需完成問卷調查、聯繫機場相關單位配

合通關事宜（如請航空公司代為提領行

李、海關到點服務等）、聯繫醫院調派

救護車，及至少由 1 名檢疫人員引導旅

客循後送動線完成通關手續，再等待救

護車前來，等候時間約 20~30 分鐘。前

述作業由檢疫同仁分工合作，以縮短旅

客等候時間。此外，尚須執行重點班機

登機檢疫作業，每班次作業需 2 名人

力，若遇有多名旅客需後送，且需執行

登機檢疫時，人力調度頗為吃緊。 

討論 

疫情爆發初期，最重要的是提供足夠

的訊息使第一線人員在執勤時能有所依

循，現今網路發達，隨時都能從網路上獲

取最新消息，但是 10 個人看到的資訊可能

就有 9 種不同的消息發出，因此建立人員

訊息流傳遞的方式及統一獲取訊息的路徑

就極為重要；分局除即時以電子郵件週知

檢疫人員外，並制訂「H1N1 新型流感交班

本」，將最新指示事項、公告事項統一張貼

於此交班本中，要求所有當班同仁傳閱簽

章，使同仁能於每班上班時即能掌握最新

公告事項，統一內部訊息流。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身為航空站駐站

單位的一份子，與航站及其他駐站單位的

相互合作關係可決定應變作為推動的良

窳，因此建立各單位窗口名單及聯繫方式

是不可或缺的功課，分局於疫情發生之初

即建立名單並每日提供最新疫情、即時第

一手訊息，使各單位都能掌握最新動態，

這也是建立良好互動關係的方式之一。 

由此次後送旅客就醫獲取之經驗，建議

規劃空間獨立之後送等候區，等候救護車載

送時間平均約 20~30 分鐘，若遇交通尖峰時

間甚至近 40 分鐘；雖已依感染控制原則擇

定旅客臨時等候區，惟該區為開放式空間，

儘管與其他旅客及駐站人員保持 2 公尺以上

距離，仍有因旅客身體不適未全程戴口罩引

起他單位人員疑慮事件發生，故長遠來看可

規劃設置獨立空間之等候區，一方面提供旅

客舒適之等候環境，確保旅客隱私，另一方

面降低其他人員不必要之恐慌。 

另對於因應下次疫情建議可及早規劃

檢疫人力之調度與保全，此波疫情防治策略

採高規格圍堵策略，相關檢疫措施投入大量

人力、時間不斷調整，後送旅客數亦較平時

劇增，檢疫人力需求自亦相對提升。此次，

在人員防護、調度及支援機制幸尚稱應變得

宜，期間雖未攔阻到確定病例，但此因應模

式仍足供下次疫情參採。將來再爆發傳染病

疫情時，首重於確保有足夠之檢疫人力來堅

守國境防範重要傳染病入境，因此應及早規

劃檢疫人力之調度與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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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瞬息萬變，H1N1 新型流感剛

發生時全世界對其流行病學、毒力、致死

率等尚無足夠了解之際，各依該國狀況採

取應變措施。台灣在邊境檢疫採取高規格

之圍堵措施，疾病管制局因應高雄國際機

場狀況，調整人力應變後送數十倍於平時

之旅客，然基於 H1N1 新型流感病毒特性、

高雄國際機場入境旅客狀況（多屬短期旅

遊國人），後送就醫旅客雖未檢出新型流

感陽性，但除應變機制可供爾後疫情參採

外，本結果亦可作為疫情防治重心轉為「以

減災為主的控制措施」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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