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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機場入境人員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處理模式評估 

郭俊賢1、李雪梅2、王仁德1、黃子玫1、陳昶勳3

1.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二組 

2.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二分局 

3.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四組 

摘要 

自民國 92 年 3 月 SARS 疫情起，針對入境旅客全面實施紅外線體溫篩

檢，依據健康異常個案症狀及其旅遊史與接觸史，於國際機場實施血液、肛

門拭子檢體採檢，無法採檢之個案則後送醫療院所診察及採檢，且自 94 年

起將人類禽流感流行地區入境健康異常個案納入後送醫療院所診察及採檢

範圍。茲因後送醫療院所診察及採檢需耽誤民眾行程時間平均達到 2-3 小時

且易招致民怨，故辦理「國際機場健康異常人員處理試辦計畫」。 

試辦計劃統計結果顯示，98.9%以上個案填寫之聯絡資料可確實連絡上

個案，90.5%個案於入境後自行選擇醫療院所就醫，僅一位試辦計劃對象被

通報且確認為登革熱，試辦計劃陽性預測值 0.2%，遠低於同時期國際機場篩

檢登革熱之陽性預測值 1.2%。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入境旅客資料填寫確實

且自行就醫情形良好，於全球無重大境外移入傳染病疫情威脅前提下，可考

慮推廣至全國各國際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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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防杜疫病入侵、確保國內防疫安全，疾病管制局 92 年起於國際港埠

進行紅外線入境旅客發燒篩檢，針對登革熱及瘧疾流行地區入境且症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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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客，於國際機場進行採檢血液檢體，惟無法採檢之個案後送醫療院所診察

及採檢（如：個案年紀太小、自訴凝血功能不佳等因素，不易於機場採血者）；

自 94 年起針對人類禽流感流行地區入境且為呼吸道症狀並有疑似特殊暴露

史之旅客，進行後送醫療院所診察及採檢咽喉拭子檢體（受限於國際港埠環

境硬體及人力之考量，國際港埠無法進行呼吸道疾病採檢）；自民國 94 年 6

月 1 日至 95 年 3 月 31 日止，自人類禽流感流行地區入境且為呼吸道症狀共

後送 206 位個案，採檢 166 支檢體，其中僅 51 位為流感陽性個案，採檢流

感陽性率為 30.7%（51/166），惟未檢出任何 A 型 H5 檢體。 

國際港埠大多位於郊區，往返後送醫院進行採檢並不便利，以桃園機場

為例：機場往返後送醫院車程及診察、採檢時間需延誤行程 2-3 小時，且個

案入境後急欲返家，強制將其送至後送醫院診察，容易引起民眾抱怨；甚至

如有數名個案同時送至後送醫院，可能影響醫療時效及品質，將更易引發民

怨。 

經查詢之資料顯示，目前國際間於國際港埠執行入境旅客發燒篩檢措施

之地區及國家僅有日本［1］、中國大陸［2］、［3］及香港［4］，但日本及中

國大陸於國際港埠配置充足之醫師人力，由醫師進行入境有症狀個案問診；

在日本［1］，入境旅客除經臨床醫師診察疑似感染第一類傳染病（病毒性出

血熱等），需強制以負壓隔離艙後送至指定醫院進行隔離治療外，採旅客入

境後自行就醫之模式運作；在中國大陸［2］、［3］，旅客若發燒且經醫師診

斷高度懷疑為傳染病始後送醫療院所；在香港［4］，入境發燒篩檢針對人類

禽流感個案，如果發燒篩檢站測出體溫異常的入境旅客，後送機場最近的瑪

嘉烈醫院進行處理。 

為有效防止境外移入傳染病散佈，並符合國際衛生條例（IHR）目的［5］：

「針對公共衛生危害和威脅、同時又避免對國際交通造成不必要干擾的適當

方式，以預防、抵禦和控制疾病的國際傳播，並提供公共衛生應變措施」，

且讓入境健康異常民眾可快速通關並自行選擇醫院就醫，乃據以辦理「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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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健康異常人員處理試辦計畫」，並評估其模式及成效，以提供我國於國

際港埠進行人員檢疫措施之參考。 

材料和方法 

一、試辦計畫 

(一) 試辦對象：自桃園國際機場入境健康異常人員，且採檢有困難或疑似呼

吸道症狀伴隨暴露史，需由醫師診察者。 

(二) 試辦時間：自 95 年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試辦期間若 WHO 公告全球

新型流感疫情自 PHASE3 提升為 PHASE4 時，重新擬定入境健康異常人

員處理程序）。 

(三) 實施方式： 

 桃園機場入境健康異常人員處理原則 

1. 檢疫人員依據個案症狀及旅遊史、接觸史，將疑似登革熱、瘧疾或腸

道傳染病等症狀個案，由分局檢疫人員於機場採集血液或肛門拭子檢

體。 

2. 惟如屬個案採檢有困難或疑似呼吸道症狀且有特殊暴露史需由醫師

診察者： 

(1) 提供適當之個人防護裝備予該名人員(個案)，並以書面方式告知，

須於 24 小時內至醫療院所就醫。 

(2) 檢疫人員將桃園機場採檢有困難或因疑似呼吸道症狀且有特殊暴

露史，需由醫師診察名單傳送個案居住地本局轄區分局，由轄區

分局列管追蹤該名個案，並轉知轄區衛生局。 

(3) 疾病管制局分局防疫人員須於 24 小時內，主動連繫追蹤個案健康

及就診情形。 

二、執行方式 

於桃園機場入境個案如屬試辦計劃對象，桃園機場檢疫人員針對個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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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衛生教育宣導且提供「入境旅客健康異常就醫敬告單」，請個案於 24 小時

內自行就醫，並將個案資料登錄於「自主健康管理暨居家隔離資訊系統」中。 

個案轄區疾病管制局分局防疫人員依據「自主健康管理暨居家隔離資訊

系統」中之個案資料，進行後續個案追蹤，且將追蹤結果以日誌形式記錄於

「自主健康管理暨居家隔離資訊系統」。 

三、統計分析 

研究對象資料下載自疾管局「自主健康管理暨居家隔離資訊系統」及入

境旅客填報之「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境外移入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患者

檢疫資料」問卷，並以 Microsoft Excel 2000 軟體進行資料輸入、除錯、確認

及繪圖並以 SPSS 進行統計分析。 

結果與討論 

一、共 465 位個案納入試辦計畫，個案年齡層偏低 

個案年齡平均 5.79 歲（中位數：4 歲、眾數:1 歲），90.5%個案年齡 10

歲以下，71.8%（334 位）為 5 歲以下，詳細年齡分布如附表一；男女性別比

例約 1.3:1（261:204）。 

個案主要來自中國大陸、香港、澳門地區（49%），其次為越南（17%）

及泰國（13%）；個案主要分布在台灣北部及中部，台中以北即佔 86.2%（401

位）個案，其中台北縣、市即佔 47.3%個案（分別 104、116 位）。 

二、入境健康異常個案平均入境一天即進行後續追蹤 

92.5%個案於入境當天或隔天本局分局即進行個案追蹤，超過（含）3

天始進行追蹤之個案僅 3.2%（15 位），顯見本局各分局均能落實入境個案追

蹤措施（附圖一）。 

三、九成個案入境後自行前往醫療院所就醫 

入境後自行前往醫療院所就醫者共 421 位（90.5%），經醫師診斷為法定

傳染病者僅 1 位（0.2%），診斷為非法定傳染病結案共 420 位（90.3%），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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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已痊癒者 39 位（8.4%）、失聯結案者 5 位（1.1%），共 98.9%個案可聯

絡上，可見大部分個案自主填寫之聯絡資料確實（附表二）；五例失聯個案

中，有三例留下飯店聯絡地址及電話，經詢問飯店櫃檯，說明查無此人住房

紀錄，故此三例可能為入境台灣旅遊個案，亦無法代表個案所留聯絡資料錯

誤。 

四、九成就醫個案於入境當天或隔天即自行前往醫療院所就醫 

421 位就醫個案中，89.5%（377/421）個案於入境當天或隔天內即前往

就醫，入境 3 天內即前往就醫個案為 98.3%（附圖二）；以所有試辦計劃個案

計算，亦高達 81.1%（377/465）個案於入境 1 天內即前往就醫，顯見民眾配

合前往醫療院所診察之比例極高。 

五、試辦計劃對象為傳染病風險低 

納入試辦計畫對象之 465 位個案，僅 8 位具禽鳥接觸史，其餘皆為無法

採檢檢體而納入試辦計畫之中；追蹤結果顯示僅 1 位個案經醫師診斷為法定

傳染病（登革熱），法定傳染病陽性預測值僅 0.2%（1/465），遠低於同時期

國際機場篩檢登革熱陽性預測值 1.2%（28/2371，機場採檢 2,371 份檢體，檢

出 28 位登革熱陽性個案）。 

檢討與建議 

一、大部份試辦計劃對象皆依據機場檢疫人員囑咐配合檢疫措施 

98.9%（460/465）以上試辦計畫對象連絡資料填寫確實，疾病管制局分

局得以聯絡該個案，且高達 90.5%（421/465）試辦計畫對象聽從檢疫人員囑

咐，於入境後自行返家就醫。 

二、試辦計劃可有效減少個案後送醫療院所費用且降低民眾抱怨 

由機場往返後送醫院車資及後送醫院診察及採檢費用每人約新台幣肆

仟元，依據試辦計畫前之規範，465 試辦計劃個案若後送醫療院所診察及採

檢，共需花費約 186 萬（465 人×4,000 元/人），每月平均需花費 31 萬元（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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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6 個月）於後送個案診察及採檢，且民眾容易因後送而延誤行程引起抱怨，

藉由試辦計劃可有效減少疾病管制局此部份醫療費用支出且民眾入境後可

自由選擇醫院就醫，避免引起民怨。 

三、建議可將試辦計畫推廣至各國際港埠 

因試辦計劃對象風險低，建議可於全球無重大境外移入傳染病疫情威脅

下（如:SARS、人類禽流感疫情等），將試辦計劃推廣至全國各國際港埠，以

符合有效防止境外移入傳染病散佈，並符合國際衛生條例（IHR）目的，且

提供民眾自行選擇醫療院所就醫之權利。 

四、本評估案之限制 

茲因 465 位個案係由疾病管制局分局同仁以電話進行個案電訪追蹤，無

法確認個案被醫療院所採檢種類及比例，且上述個案於納入試辦計畫中僅註

明無法採檢，並未區分該個案所需採檢之檢體種類，以至本案無法進一步比

較各類疑似傳染病症狀應於機場採檢比例，於返家自行就醫後採檢比例之變

化。 

後記 

自 95 年 12 月 1 日起，將本試辦計畫推廣至全國各國際港埠，並將本試

辦計畫個案區分為 1.「呼吸道症狀個案且流行病學史符合人類禽流感病例定

義」、2.「入境有症狀無法採檢個案（如：疑似登革熱）」兩類，第一類個案

由疾病管制局轄區分局進行追蹤，第二類個案由轄區衛生局進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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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試辦計劃對象年齡分布 
年齡 個案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1 歲以下  13   2.8%   2.8% 
1 歲  88  18.9%  21.7% 
2 歲  78  16.8%  38.5% 
3 歲  53  11.4%  49.9% 
4 歲  54  11.6%  61.5% 
5 歲  48  10.3%  71.8% 
6 歲  37   8.0%  79.8% 
7 歲  15   3.2%  83.0% 
8 歲  10   2.2%  85.2% 
9 歲  17   3.7%  88.8% 
10 歲   8   1.7%  90.5% 

11 至 20 歲  23   5.0%  95.5% 
21 至 30 歲   7   1.5%  97.0% 
31 至 64 歲   9   1.9%  98.9% 
65 歲以上   5   1.1% 100.0% 

合計 465 100.0% 100.0% 

 
附表二：試辦計劃對象結案原因 

日誌結案原因 個案數 百分比 累積百分比 
非法定傳染病 420  90.3%  90.3% 自行 

就醫 法定傳染病   1   0.2%  90.5% 
未就醫已痊癒  39   8.4%  98.9% 

個案失聯   5   1.1% 100.0% 
合計 465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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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個案入境後多少天進行個案追蹤 

入境後多少天轄區分局進行個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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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個案入境後第幾天前往醫療院所就醫 

個案入境後第幾天前往醫療院所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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