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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北部地區某愛心機構之弱勢孩童預防接種改善策略 
 

周倩玉*、蔡玉芳、董曉萍、顏哲傑 

 

摘要 

隨著外籍移工或外籍配偶逃逸、逾期居留及未婚懷孕等因素，導致非本國籍

弱勢孩童日趨增加，部分孩童緊急收容於未立案之愛心機構，可能因經費及人力

不足、未落實感管措施及健康監測、未按我國常規預防接種時程完成相關疫苗

接種等，造成疑似群聚感染事件頻傳。本案藉由北部地區某愛心機構疑似百日咳

群聚及上呼吸道感染群聚防治過程，分享政府各單位介入作為及預防接種改善

策略，包含建立出入住管理機制、制訂兒童健康手冊發放流程、改善孩童辨識

方法及建立催注機制等，有效改善機構孩童完成疫苗接種情形，可作為相關機構

參考，期許已立案及尚未立案之愛心機構，共同維護弱勢孩童之健康權益。 

  

關鍵字：弱勢孩童、預防接種、群聚感染、催注機制 

 

事件緣起 

2017 年 1 月及 2 月分別接獲北部地區某愛心機構通報疑似百日咳群聚及上

呼吸道感染群聚事件，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立即介入調查，

並協同所轄衛生局及社會局等單位進行實地訪視，督導該機構落實感染管制措施

及改善疾病監測機制。為避免感染疫苗可預防之疾病，疾管署臺北區管制中心

提供改善建議，督導衛生局及其基層衛生單位擬訂疫苗催注策略，積極提升機構

孩童之疫苗接種完成率。 

 

疫情調查 

一、 機構概況 

該愛心機構主要收容落難外國籍婦女及其孩童，包含逃逸外籍移工、逾

期居留者、懷孕婦女、父母佚失之孩童等。多數收容者無合法身分，且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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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長短不一。機構總人數變動頻繁，孩童約 60–90 人、婦女約 15–20 人 

（協助照料孩童）、工作人員約 5 人，不定期會有志工短期陪伴孩童玩遊戲或

照顧幼兒。 

該機構為 4 層樓建物，1 樓為開放式空間，日間作為孩童遊戲區，夜間

作為成人及孩童就寢處。2 樓放置多張嬰兒床，主要安置 6 個月以下嬰幼兒。

3 樓具 3 間密閉房間及 1 個開放空間，房間供成人及孩童就寢，開放空間規劃

為疑似傳染病個案隔離區，平時會視狀況調整為一般住民就寢區。4 樓放置

多張上下床舖，供親子就寢。 

    機構服務內容包含提供基本食宿、協助自首、陪同分娩、協助歸化或

出養等，目前尚未立案為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婦女庇護機構或其他

機構，但收容情形已具有人口密集之特性。 

二、 疫情發展及機構困境 

2016 年 12 月 27 日及 2017 年 1 月 3 日，某醫院分別通報 2 名 3 個月大

男嬰疑似感染百日咳，均為外籍移工所生，因故托育於愛心機構。疾管署

臺北區管制中心（以下稱區管中心）及衛生局立即進行疫調及實地訪查，並

安排相關接觸者採檢，該 2 名個案與 15 名接觸者之檢驗結果均為陰性。2017

年 2 月，該醫院再度通報 8 名愛心機構收容孩童，因上呼吸道感染收治住院，

經衛生局實地訪視機構後，發現 1 月 28 日至 2 月 2 日期間，總計 30 名孩童

出現發燒、咳嗽、呼吸喘及流鼻水等症狀，其中 8 名症狀較嚴重之孩童住院

治療，其餘 22 名輕症孩童於愛心機構隔離照料。住院個案中，2 人檢出腺

病毒陽性、1 人流感快篩為 B 型流感，輕症個案未採檢。 

經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社家署）、疾管署、衛生局及社會

局等單位介入調查（表一），分析愛心機構面臨之問題包含：（一）機構未

納入疫情監視網絡，且照護人力與空間不符合標準，無法確保收容者的健康

與安全；（二）雖每日替孩童量測體溫，但無紀錄，且因孩童眾多、年齡外觀

相仿、照顧者流動大等因素，未落實感管措施及健康監測；（三）常有參訪

團體或志工入園與孩童互動，雖會消毒手部並建議訪客佩戴口罩，但並非

所有訪客均配合遵守；（四）機構孩童接種疫苗後，接種紀錄會由基層衛生

單位匯入「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ational Immun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以下簡稱 NIIS 系統），然多數孩童無戶籍地，不會列入 NIIS 系統之

催注清冊，故衛生單位未主動進行疫苗催注及追蹤。孩童疫苗接種情形由

機構工作人員自主管理，不定期攜至特定醫院接種，部分孩童未按時接種

疫苗，容易發生混合性感染；（五）父母佚失之嬰幼兒無兒童健康手冊，曾

發生手冊混用之情事。另嬰幼兒面容不易辨識，且無正式名字，僅有中文

代號（如美美、小乖等），易造成混淆或打錯針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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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措施與改善情形 

一、衛生局已輔導該愛心機構加入「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系統」，並請

機構指派人員擔任感染管制專責人員，積極參與感染管制相關訓練，以利

推動機構相關感管業務。包括落實健康管理、疫情監測通報、病患隔離、

訪客管理等措施[1]。 

二、社家署及社會局將輔導該愛心機構辦理立案事宜。尚未立案前，針對生父母

行蹤不明者，由社會局轉安置至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倘生父母定期

訪視或同住者，規勸其儘速投案攜子返回屬國[2]。社會局亦連結醫師公會及

基層衛生單位，至該機構檢查孩童健康情形，且結合鄰近診所及醫院，提供

優惠或免費輕中重度醫療協助，另社會局亦可依個案情況提供弱勢兒少醫療

費用補助。 

三、該機構多數孩童非屬公費疫苗接種對象（非本國籍孩童之父母任一方須具

健保身分或居留證者）[3]。然依據「在臺出生非本國籍兒童少年特殊個案

彙編」，針對非公費對象之弱勢孩童，應秉持避免感染疾病及維護健康權益等

觀念，協助接種公費疫苗[4]。區管中心針對該愛心機構面臨之疫苗相關問題，

表一、2017 年北部地區某愛心機構之疫情概況及政府各單位介入摘要 

 

日期 愛心機構相關疫情及防治措施摘要

2016/12/27-2017/1/3
發生疑似百日咳群聚事件，機構內2名孩童被通報疑似百日咳，經

疾管署檢驗後，均研判為陰性。

2017/1/4
疾管署臺北區管制中心、衛生局及其基層衛生單位，前往該愛心機

構進行實地訪查及疫調。

2017/1/28-2/2

發生疑似上呼吸道感染群聚事件，機構內30名孩童出現發燒、咳嗽

及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其中1人經流感快篩為B型流感、2人經疾

管署實驗室檢出腺病毒。

2017/2/3 衛生局及其基層衛生單位前往該愛心機構進行疫調。

2017/2/5 衛生局及其基層衛生單位再次前往愛心機構進行詳細疫調。

2017/2/9

疾管署邀集傳染病防治諮詢會委員、社家署、衛生局、社會局及愛

心機構，召開「某愛心機構上呼吸道大規模群聚事件感染管制討論

會議」。

2017/2/10
疾管署臺北區管制中心、資訊室、NIIS系統廠商及衛生局，前往基

層衛生單位瞭解愛心機構孩童之疫苗接種情形。

2017/2/16
疾管署、傳染病防治諮詢會委員、社家署、衛生局及社會局，前往

愛心機構進行實地訪視。

2017/3/9 基層衛生單位函請愛心機構，配合新擬訂之疫苗催注策略與流程。

2017/3/15 衛生局函請公立醫院，協助愛心機構之疫苗接種相關事宜。

2017/3-10月
疾管署臺北區管制中心每月不定期追蹤，愛心機構預防接種改善策

略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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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善方針並持續追蹤落實情形（表二）。由於機構孩童多無正式名字及

身分證字號，因此建議利用 NIIS 系統針對無身分證字號者，自動賦予之 99

流水編號（開頭為 99 的 10 字元英文及數字混合編號），作為孩童辨識代碼，

藉此改善重複接種、兒童健康手冊混用及接種錯誤劑次等問題。發生群聚事

件時，該機構 24% (17/71)之孩童並無兒童健康手冊且未建檔於 NIIS 系統，僅

76% (54/71)之孩童按時接種疫苗並登錄 NIIS 系統，經改善後，已達 100%。 

 

 

 

 

 

 

 

 

 

 

 

 

 

 

 

 

 

討論與建議 

近年我國新住民人數日漸增加，引進外籍移工及跨國婚姻雖帶動國內經濟發

展與文化融合，但因外籍移工或外籍配偶感情問題、逃逸、逾期居留或遣返等原

因，導致這些在臺出生的孩童面臨生父不詳、生母失聯等處境，以及身分、居留、

就醫、就學或生活陷困等問題[4]。這些位於社會角落的弱勢孩童，需政府各單位

同心協力維護基本人權。接種疫苗是預防傳染病最具效益之方法，然部分未立案

的愛心機構，可能因經費及人力不足、未重視預防接種及無正確感管防治觀念等

因素，導致群聚事件頻繁，亦可能有隱匿不報之情事。 

本案愛心機構之預防接種改善情形可作為相關機構之參考，建議先掌握機構

特性，逐一針對問題及困境研議解決策略，並持續追蹤及督導改善進度，適時給

予協助與鼓勵，戮力守護孩童健康。提升前揭弱勢孩童之疫苗接種率，不僅可降

低機構群聚之發生，更有益於國內整體防疫網。因這些未接種疫苗之孩童，後續

無論被收養、就學或安置於育幼院等立案機構，均有可能因自身免疫力不足，容

易遭受感染並傳播致病原，導致社區或校園群聚感染，而須投入更多醫療資源。

表二、2017 年北部地區某愛心機構之預防接種相關問題及改善情形 

 

 

 

愛心機構面臨之問題
疾管署臺北區管制中心

建議事項
愛心機構改善情形

收容者異動頻繁，無收容名

冊，亦無出入住紀錄。
建立出入住管理機制

基層衛生單位製作出入住管理名冊格式，提供愛心機構針對

孩童造冊，並註明入出住機構日期，且要求該機構持續更新

名冊回饋予基層衛生單位，以利掌握實際居住孩童人數及後

續催注作業。

部分孩童無兒童健康手冊。
制訂兒童健康手冊發放

流程

針對無兒童健康手冊之孩童，請愛心機構出示收住證明，由

健康中心核發手冊。針對出境之孩童，回收手冊註銷，以避

免手冊混用之情事。

機構孩童未列入NIIS系統之

催注清冊，爰衛生單位未主

動進行催注及追蹤。

建立催注機制

基層衛生單位依據愛心機構提供之孩童名冊，建立催種名冊

，定期篩出「應接種孩童名單及疫苗」。目前每三個月請公

立醫院前往愛心機構設站接種疫苗，平時該機構同仁亦可依

實際需求，自行攜孩童前往公立醫院接種疫苗。

嬰幼兒面容相似，不易辨識

，且無正式名字，僅有中文

代號，易造成混淆。

改善孩童辨識方法

以兼具美觀及實用之手環，標記孩童中文代號、生日及99流

水編號，兒童健康手冊亦加註99流水編號，提供接種單位核

對。已聯繫符合需求之手環廠商，並於10月完成手環製作與

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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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改善弱勢孩童之預防接種情形，不僅係維護人權，亦使國內防疫體系更加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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