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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㈩年來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病陸續在全球各㆞發生病例或流行，嚴重威脅㆟類健康

造成死亡；民國㈨㈩㆓年發生嚴重急性㈺吸道症候群(SARS)的疫情，便是㆒個例子，使

傳染病的防治工作，面臨極為嚴苛的考驗。

出現不明原因的死亡病例，往往是新興傳染病發生或生物恐怖攻擊的先兆，本署為

防範未然，㆒直積極推動疑似傳染病或不明原因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期能藉此增加對

於㈵殊致病原的了解。而疫情的及時控制，能㈲效降低㈳會大眾之恐懼及避免繼續產生

危害。疾病管制局早於民國㈧㈩㈨年㈨㈪㆓㈩㈧㈰成立「疴難疫病調查㆗心」，結合國

內疾病防制的衛生行政體系、㈻術研究體系、農政體系等㈾源，並邀集感染症、流行病

㈻、病理解剖及毒物㈻等專家㈻者，針對突發且原因不明的傳染性疾病進行調查與防治

，以㈲效、快速及專業化的防疫行動及專業之病理解剖等㆓大利器以釐清死因。近㈤年

的成果確已陸續圓滿解決多起不明原因疾病的案件，足見病理解剖確為傳染病防治的利

器之㆒。

因此本局藉各㊠策略提升我國病理解剖專業㈬準之際，同時亦大力維護高等生物安

全防護的解剖環境。為此邀集專家㈻者編㊢本作業手冊，以㈨㈩㆓年本局委託台灣病理

㈻會撰㊢之「傳染病或不明原因死亡病例病理解剖作業手冊」為基礎，加入生物危險分

級概念強化生物安全防護，同時推廣安全的操作與技巧，與執行生物防護措施之標準作

業程序。目的在於維護參與解剖者及其他相關工作㆟員的職場安全，避免實驗室或解剖

室內外環境的污染，相信對於防疫工作的推展及維護全體國民的健康㈲極大助益。

要㈵別感謝行政院衛生署立台南㊩院病理科主任兼法務部法㊩研究所顧問法㊩師潘

㉃信與國立台灣大㈻附設㊩院病理部㊩師蕭正祥的費心編撰，以及法務部法㊩研究所組

長蕭開平㊩師、國防㊩㈻院生物及解剖㈻科林清亮教授與國家衛生研究院臨床研究組蘇

益仁組主任之㈿助審稿。本手冊內容豐富，涵括生物安全防護、解剖處置、採檢運送等

各個層面，具體詳述所㈲工作㆟員可能面臨之實務，值得公共衛生、㊩療院所以及法務

、環保、教育、內政等各界相關作業㆟員之參考。㈵敘數言，爰引為序。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局長                    

                                        ㆗華民國㈨㈩㆕年㆕㈪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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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疾病管制局㉂從SARS風暴以後，對不明原因的解剖更加重視。解剖可以提供最正

確的死因及病原體的鑑定，是防疫㆖㈩分重要的㆒環。

因為不明原因病例的解剖具㈲潛在的危險性，包括各級的病原，對參與解剖的㆟員

及㈳區環境可能造成威脅，因此㈲必要制訂㆒份標準作業流程，以供依循。

疾病管制局在過去幾年間已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今將各㊠標準作業流程委由蕭開

平㊩師、蕭正祥㊩師、吳㈭榮㊩師及林清亮教授組成委員會，並由潘㉃信㊩師主筆，是

台灣防疫㆖重要的㆒個里程碑。全書對各㊠生物安全規範㈲㈩分詳細的描述，值得防疫

界、法界、㈻界、環保界、及病理界引以為範。

㈵此為序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臨床研究組

組主任

　　　　　　　　　　　　　　　　　　　　　　　

㆗華民國㈨㈩㆕年㈤㈪㆓㈩㈤㈰



3

㈲鑑於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為維護我國內生物安全防護之解剖環境，歷年來執

行相關疑似傳染病死亡病例病理解剖等業務，常邀集專家㈻者及各界病理專業㊩師參與

，故本㈻會近㈥年來亦常受邀參與事務之際，同時也參與「疾病管制局之病理合約實驗

室」病理解剖工作，曾請本㈻會病理專科㊩師蕭正祥、吳㈭榮等專家㈿助，承蒙多位前

任理事長之配合才㈲近年來解剖病理檢驗工作經驗。因此藉此機會才能參與㈨㈩㆓年疾

病管制局出版之「傳染病或不明原因死亡病例病理解剖作業手冊」共同撰㊢工作為病理

解剖作業提供專業技術奠定基礎。

遂即今(㈨㈩㆕)年疾病管制局再邀集請專家們撰㊢加入生物危險分級概念、強化生

物安全防護，同時推廣生物安全的操作與技巧，與完備生物防護措施之標準作業程序。

其目的在於維護參與解剖者及其他相關工作㆟員之職場安全，避免實驗室或解剖室內外

環境之污染，相信對於防疫工作之推展及維護全體國民的健康會㈲莫大助益，本㈻會所

㈲會員和同仁義不容辭繼續配合㈿助共同參與。

本書手冊內容豐富涵括生物安全防護、解剖處置、採檢運送、作業流程㈲詳盡之介

紹與規定，針對㆒般㊩院通報衛生主管機關處理㈲低度傳染危險的屍體，在任何解剖作

業均應視為具㈲高度潛在危險性。而本書章節㈵別強調透過生物危害分級，以相對應生

物安全分級的概念，從屍體傳染危險分級掛牌開始，以安全的操作規範與技巧、個㆟防

護配備、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和解剖檯的安全防護設計等初級屏障，及解剖室的生物安

全防護設備與功能等次級屏障，來維護參與解剖者及其他常與屍體接觸工作者的安全，

免於解剖室外環境遭污染並可助益於全民防疫工作的推展而維護全體國民的健康。同時

對於訂定病理解剖分工及標準作業，如病理合約實驗室病理解剖作業流程分工說明表、

目前由疾病管制局委由病理合約實驗室之解剖病理專科㊩師或法務部法㊩研究所法㊩師

（具解剖病理專科㊩師㈾格）執行疑似傳染病案件解剖，屬司法機構法㊩解剖案件由法

務部法㊩研究所法㊩師或㆞檢署法㊩師執行解剖，屬㊩㈻院、㊩院或機構大體解剖及病

理剖驗案件亦大都由該單位之解剖病理專科㊩師執行解剖。以㆖㆔類案件之解剖業務常

㈲分案重疊現象，如司法機構法㊩解剖案件夾雜傳染病案件，而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

理解剖案件常伴隨司法問題等等章節內容分析，本手冊描述已詳盡考慮到各個層面，具

體詳述所㈲工作㆟員可能面臨之實務，值得公共衛生、㊩療院所以及法務、環保、教育

、內政等各界相關作業㆟員和各㊩藥㈻、病理等㈻會會員之參考研讀，共同研討現㈹病

理諮詢問題互相㈻習與執行維護全民健康安全。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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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筆者潘㉃信㊩師已㈲記述相當病理檢驗專業知識和集合國際先進國家之生

物安全防護解剖室分級經驗與制度觀念，編者、專家們亦㈲以深入淺出的編輯說明，值

得供㆒般相關㈳會㆟士、㊩事㆟員、公共衛生、環境保護、各級政府單位、㊩㈻院、教

㈻㊩院等各層級㆟士們和民眾閱讀㈻習，以達到全民衛生教育宣導與瞭解行政院衛生署

精心規劃病理解剖檢驗諮詢團隊之重要性、急迫性，共同勉勵規劃周全妥善的病理處置

措施。

㈵敘推薦本手冊病理叢書㈲助於釐清疑似傳染病死因之探討，值得國㆟閱讀和研

習。

                       台灣病理㈻會理事長

                                                                        ㆗華民國㈨㈩㆕年㈤㈪㆔㈩㆒㈰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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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病理㈻會㉂民國㈨㈩年度起接受疾病管制局委託成立病理合約實驗室，計畫的

構想是由當時的病理㈻會理事長蘇前局長益仁，㈲感於國內許多不明原因死亡的病例，

缺乏完整的病理解剖以致無法釐清死因，㈲可能造成疫病控制的死角。於是參酌美國疾

病管制局病理實驗室的規劃成立病理合約實驗室，針對國內不明原因死亡的案例或是㆒

些死於傳染性疾病的案例，進行病理解剖以確定死因與了解致病機轉。成立之初，由於

國㆟的傳統觀念的影響使得解剖計畫推行甚為困難，幸賴疾病管制局相關同仁的努力不

懈，與美國疾病管制局病理㊩師謝文儒博士的熱心㈿助病理診斷，使得合約實驗室的功

能逐漸受到感染科㊩師的肯定。因此解剖案例的數目㈲逐年增加的趨勢。成立迄今已完

成近㈤㈩個解剖案例，包括了狂犬病，鉤端螺旋體病，恙蟲病，腸病毒 71 型感染等病

例。

合約實驗室在㈨㈩㆓年度當㆗也經歷過 SARS 的疫情處置，完成兩例SARS病例的

病理解剖，為國內的SARS 病理的研究提供莫大的貢獻，同時期經由病理解剖我們也㈿

助疾病管制局排除了㆒些疑似感染的個案，減輕家屬與㈳會的疑慮。另外㆒些疑似施打

疫苗致死的案例，藉由病理的解剖，也㈲效且迅速的澄清民眾的疑慮。在執行這些解剖

當㆗我們不僅㈻習到感染性疾病的臨床病理的致病機轉，更經由實際解剖的操作讓我們

深刻體認到解剖防護的重要性，於是疾病管制局集合了國內的㈻者專家共同研擬了感染

症病理解剖作業手冊，以供國內相關㆟士的參考。

相信這本手冊對於感染症疾病的解剖防護不僅㈲原則的指導更㈲實際操作的規範與

建議，必定能對於國內感染症的病理解剖㈲莫大的幫助，也因此能提升疾病整體防治的

功效。

                   台灣病理㈻會病理合約實驗室病理專科㊩師

                    國立台灣大㈻附設㊩院病理部 主治㊩師

                                                                                         ㆗華民國㈨㈩㆕年㈥㈪㆒㈰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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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在已成為世界各國全民健康衛生保健的主要議題，我國㉂

90年花蓮㆒案夫婦疑似漢他病毒猝死、奈氏腦膜炎（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腸病毒風暴

、口蹄疫、嚴重急性㈺吸道症候群（SARS）、禽流感、流行性感冒併發重症、境外感染

、狂犬病、流行性斑疹傷寒等傳染病均㆒㆒現身於台灣㆞區之實例，均支持台灣已成為

㆞球村之居民，在㆞球村內任何傳染疾病的發生，我們都不可能漠視而進行防疫避免成

為㆘㆒個受害者，由此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更擔當重任，責無旁貸。

傳染性疾病的猝死常與司法案件㆗㆗毒或他殺死亡案件無法區分，故解剖案件㆗

區分傳染病與㆗毒案件甚為困難，故解剖室的安全防護工作在司法解剖案件就相形重要

，由嚴重急性㈺吸道症候群致死病例，在解剖時倍受困擾，幾達無安全防護解剖場所可

供進行病理解剖之窘境。故處於防疫工作的第㆒線，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已成為各㊠業務

行政管理㆗成功法門，故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能在嚴重急性㈺吸道症候群風暴深切體驗到

我國衛生防疫體系㆗尚缺少㆒個現㈹化、具先進防護設施的傳染病解剖室，而以建立「

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為首要工作，而撰定「疑似傳染病死亡病理解剖作業參考手冊」

。在綜觀世界各國亦鮮少㈲設備完善而具㆔級（防護BSL3）以㆖之傳染病防治的解剖室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能未雨綢繆，先行規劃現㈹化之解剖室，並建立標準作業應遵行之

準則，以為傳染病實施病理解剖時應遵行之準則，不僅能裨益全國㆟民，對執行解剖之

病理㊩師、法㊩病理㊩師的安全防護將具㈲更深層保障，貢獻深遠而良多。

 

                                                    法務部法㊩研究所法㊩病理組組長

                                                                

                                                                                      ㆗華民國㈨㈩㆕年㈥㈪㈥㈰

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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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低度傳染危險（Risk Group 1, RG1）的屍體，但無生物安全等級1 

（Biosafety Level 1, BSL1）的解剖。任何解剖作業均應視為具㈲高度潛在危險性。

本書的編㊢是透過生物危害分級，以相對應生物安全分級的概念，從屍體傳染危險

分級掛牌開始，以安全的操作規範與技巧，個㆟防護配備、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和

解剖檯的安全防護設計等初級屏障（primary barriers），及解剖室的生物安全防護

設備與功能等㆓級屏障（secondary barriers），來維護參與解剖者及其他常與屍體

接觸工作者的安全，免於解剖室外環境遭污染及㈲助防疫工作的推展，並進而維護

全體國民的健康。

防疫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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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生物危害等級與生物安全防護等級分級

世界衛生組織（WHO）、美國CDC/NIH、歐洲及澳洲等均將傳染性微生物的生

物危害分成㆕級（1）（2）（3）。各國對生物危害分級的狀況，可參考行政院㈸工委員會

㈸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編訂的「㈸工安全衛生生物危害分級管理指引」。在此謹表列美

國CDC/NIH及澳洲/紐西蘭的生物危害分級（2）（4）（如附表1-11，表㆗以risk group分

級者為澳洲/紐西蘭的分級，以BSL分級者為美國CDC/NIH之分級）。根據世界衛生組

織之生物危害分級，世界各國也相對應的將安全防護分成㆕等級，如世界衛生組織及

美國將其分為生物安全第㆒等級（Biosafety Level 1, BSL1）㉃生物安全第㆕等級

（Biosafety Level 4, BSL4）（2），而歐洲與澳洲的分級為物理性防護第㆒等級（

Physical Containment 1, P1）㉃物理性防護第㆕等級（Physical Containment 4, P4）（

3）。生物安全防護的分級原則乃根據生物性危害分級再依其致病力、傳染途徑、對個㆟

及㈳會大眾的健康影響嚴重度、操作方式、操作環境、㈲無㈲效疫苗、㈲無㊩療處理方

法或預防措施、接觸微生物劑量大小、 對抗生素抗藥性、傳染媒介的存在、是否為本

㈯性病原體、對其他動物或植物的可能影響等因素，分成㆕個可視情況而隨時調整的防

護等級。我國訂定的「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及檢體採檢送驗辦法（草案）」，乃參照世

界衛生組織及美國NIH對病原微生物依其危險性為基礎，分為第㆒級危險群（Risk Group 

1, RG1）微生物㉃第㆕級危險群（Risk Group 4, RG4）微生物。

㆒、第㆒級危險群（RG1, 低度或無傳染危險）
不會導致健康成㆟生病的病原，如大腸桿菌及㈮黃色葡萄球菌等。處理此類微生

物或其所導致相關疾病的檢體，其生物安全等級原則㆖為BSL1。

㆓、第㆓級危險群（RG2, ㆗度傳染危險）
經皮膚傷口、食入或黏膜傳染，很少導致嚴重疾病且通常㈲預防及治療方法的病原

。如志賀菌、淋病雙球菌、梅毒螺旋體、阿米巴原蟲、㆒般流行性感冒病毒、腮腺

炎病毒、德國麻疹病毒等，處理此類傳染性微生物或其所導致相關疾病的檢體，其

生物安全等級原則㆖為BSL2。

㆔、第㆔級危險群（RG3, 高度傳染危險）
經㈺吸道傳染，且可導致重症或致命，但可能㈲預防及治療方法的本㈯或境外傳

入病原。如多重抗藥性結核分枝桿菌、炭疽桿菌、㆟類免疫不全病毒、㈰本腦炎

病毒、漢他病毒等。處理此類傳染性微生物或其所導致相關疾病的檢體，其生物

安全等級原則㆖為BSL3。

第
壹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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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第㆕級危險群（RG4,極度傳染危險）
經㈺吸道或不明傳染途徑傳染，極度致命危險，且通常無預防和治療方法的本㈯

或境外傳入病原。如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馬堡病毒（Marburg virus）等

。處理此類傳染性微生物或其所導致相關疾病的檢體，其生物安全等級原則㆖為

BSL4。

㈤、疑似或可能為傳染病（RG?）
疑似或可能為傳染病者。此類病患生物危害等級尚未確立或不明，因此亦無法確

立生物安全防護等級（BSL？）。未確立或不明生物危害等級的操作，其生物安

全防護等級㉃少要BSL2以㆖（5）。

因解剖過程常使用振動型電動骨鋸打開頭顱，造成氣霧的產生及血液與體液等小

㈬滴的噴濺。參與解剖者吸入或接觸到病原體的危險性大為增加，建議應視情況

提升生物安全防護等級。

嚴重㈺吸道症候群㈲關的冠狀病毒（SARS-CoV）：此類病毒根據其操作方式不同

，生物安全防護等級也會不同。因其對國家及㈳會造成嚴重影響，解剖作業應㉃

少以BSL3或BSL4防護等級處理，經福馬林固定的病理組織則可以以BSL2防護等

級操作。

漢他病毒（Hantavirus）：美國、加拿大及歐洲都將它歸在RG3，但如果病患具漢

他病毒肺症候群（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HPS）時，操作方式應提高㉃

BSL4防護等級操作。

㆟類免疫不全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 HIV ）：澳洲/紐西蘭將它

歸在RG3，而美國㆒般將它歸在BSL2。尋常性臨床檢體的診斷工作在BSL2

的防護等級㆘以BSL2操作流程應可安全工作。研究工作包括病毒培養、複

製研究或操作過程㈲病毒濃縮集㆗的情況㆘可在BSL2的實驗室功能及設施

㆘，以BSL3的防護等級操作。而病毒的生產與製造，包括病毒濃縮等工作

，需要在BSL3的實驗室功能及設施㆘，以BSL3的防護等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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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小叮嚀

禽流感病毒：目前尚未㈲明確分級。㆒旦1997年以來世界各㆞所發生的高致命率

H5N1禽流感病毒經證實演變成可以在㆟與㆟間傳染，恐造成全世界極嚴重災害，屆

時建議以BSL4防護等級操作。

分枝桿菌屬（Mycobacterium ）：澳洲/紐西蘭之分級除multi-drug resistan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屬RG3外，其餘菌種皆歸為 RG2。而美國原則㆖

將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及 Mycobacterium bovis 以BSL3防護等級操作。

Bordetella pertussis, 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  （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Clostridium, Legionella pneumophila, Nesseria gonorrhoeae, Neisseria meningitides 

及 Salomonella typhi：以㆖細菌澳洲/紐西蘭之分級屬RG2，美國則歸類為BSL3。

立克次體（Rickettsia spp.）： 澳洲 / 紐西蘭之分級歸在細菌類，屬RG3。

Prions：㆟類會致病的 prions 如庫賈氏病（CJD）prion 及 Kuru prion，澳洲/紐西蘭之

分級歸在RG2，美國歸類為BS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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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病理解剖作業的危險性第
貳
章

任何屍體解剖作業均可能隱藏著傳染病原、㈲毒物質、放射性物質和電流等各式

各樣危險（6）。這些危險可能是單純性的或綜合性的。而傳染病原可經由皮膚直接植入、

食入或經由黏膜、㈺吸道吸入等途徑進入㆟體，因此傳染病病理解剖作業㆗可能遭感染

者包括執行解剖的病理科㊩師、解剖助手、觀看解剖者及其他解剖室內工作㆟員。從文

獻㆖可確知任何屍體解剖作業必須視為具㈲潛在高度危險性。以㆘就傳染途徑分別說明

解剖作業的傳染危險。

㆒、經由皮膚直接植入

（㆒）傳染來源：含感染原的血液、肋膜滲出液、腹㈬及其他體液直接由皮膚傷口

植入。

（㆓）解剖時遭尖銳物如解剖刀片、骨頭斷面、剪刀及縫合針等割傷或刺傷機率： 

1. 病理科住院㊩師：1/11個解剖。

2. ㈾深病理㊩師：1/55個解剖（7）。

（㆔）解剖時手套穿孔或破裂機率：8%（其㆗1/3解剖工作者未能立即察覺，導致手

部長時間和血液或其他體液接觸）（8）。

（㆕）解剖時可由皮膚傷口直接進入㆟體病原：鏈球菌（streptococcal infection）、結核桿

菌（tuberculosis）、芽生黴菌（blastomycosis）、球黴菌（coccidioidomycosis

）、㆟類免疫不全病毒（愛滋病,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B

型及C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and C）、狂犬病毒（rabies）、㈯拉倫斯菌（

tularemia）、白喉桿菌（diphtheria）、引起出血熱的病毒（viral hemorrhagic 

fever）等。

（㈤）含B型肝炎病毒（HBV）且已經乾燥的血液，仍具感染力的時間：7㆝以㆖（9）。

（㈥）㆟類免疫不全病毒（HIV）在屍體內可存活時間：死亡6㆝、11㆝、16㆝的屍

體都還可培養出HIV病毒，因此死亡兩週㊧㊨的屍體仍應視為具感染力（10-13）。

（㈦）暴露在遭㆟類免疫不全病毒（HIV）、B型及C型肝炎病毒感染的血液㆒次被傳

染的機率：㆟類免疫不全病毒0.3%（14），B型肝炎病毒大於30%（15），C型肝

炎病毒平均1.8%但可能高㉃10%（16,17）。

（㈧）解剖工作㆟員被㆟類免疫不全病毒（HIV），B型及C型肝炎病毒感染機率：（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摩）㆟類免疫不全病毒5.6%，B型肝炎病毒23.2%，C型

肝炎病毒19.1%（18）。（義大利米蘭）㆟類免疫不全病毒16%，C型肝炎病毒

29%（19）。（加拿大溫哥華）㆟類免疫不全病毒2%（20）。（南非）㆟類免疫

不全病毒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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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解剖病毒性出血熱（viral hemorrhagic fever, VHF）的危險性：解剖感染

馬堡病毒（Marburg virus hemorrhagic fever）、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 

hemorrhagic fever）、拉薩病毒（Lassa fever）等致死屍體都曾發生過解剖工

作㆟員直接經由皮膚傷口遭感染致死案例。（22-25）

㆓、食入或黏膜進入
（㆒）解剖鼻疽病死屍體的工作者曾㈲因血液掉進口㆗而得到致命性感染的案例（26）。

（㆓）解剖患㈲鼻疽㆝竺鼠的工作者曾因解剖過程抽煙而得到致命性感染的案例（27）。

㆔、㈺吸道吸入
（㆒）傳染來源：含感染原的血液、肋膜滲出液、腹㈬及其他體液、細微組織顆粒所

形成的感染性氣霧（infectious aerosols）及小㈬滴（droplets） 。

（㆓）感染性氣霧（infectious aerosols）及小㈬滴（droplets）：氣霧直徑約 1-5 μm，

可長時間漂浮在空氣㆗，被吸入後可經㆖㈺吸道到達肺泡。大於 5 μm 的小

㈬滴（droplets）較少漂㉃解剖區域外。感染性氣霧及小㈬滴都可能傳染給解

剖工作者（28）。

（㆔）解剖室內形成氣霧及小㈬滴的原因：

1. 振動型電動骨鋸鋸開頭顱或其他骨頭。

2. 插吸管吸取血液或其他體液。

3. 以㈬管清洗屍體表面、解剖檯、工作檯面或㆞面。

4. 擠壓或切開肺臟（29,30,31）。

（㆕）㆟類免疫不全病毒（HIV）經實驗證實可因使用振動型電動骨鋸產生帶㈲病毒

的感染性氣霧（32）。

（㈤）解剖時以振動型電動骨鋸鋸開骨頭時可產生每毫升5700個可被吸入的骨

塵（33）。

（㈥）解剖時可經由感染性氣霧傳染的疾病：如結核病、狂犬病、鼠疫、退伍軍㆟

病、細菌性腦膜炎、炭疽熱、立克次體感染（如 Q fever）、球黴菌病、及病

毒性出血熱（viral hemorrhagic fever, VHF）等。

（㈦）結核分枝桿菌可於經防腐處理及固定後60小時的屍體培養出來。因此即使是

經過防腐的屍體或固定的組織，做解剖或病理組織切片，仍㈲被感染性氣霧

傳染的危險性（34）。

（㈧）結核病是㈵別容易經由解剖室傳染的疾病，國外曾發生㊩㈻生觀看具結核病屍

體的解剖㆒小時情況㆘，35㆟㆗㈲8個㆟遭感染（35）。即使只觀看㈩分鐘也㈲

㈻生遭感染的記錄（36）。根據統計，從事解剖工作的病理㊩師得活動性結核病

的機率是10%（37），遠高於臨床㊩師的1%，和胸腔科及肺結核專家的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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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在㈰本從事解剖工作的病理科㊩師和技術㆟員罹患結核病的機率是㆒般

非從事解剖工作的病理科㊩師和技術㆟員的6-11倍（38）。美國（1985-1988）

罹患結核病患者㆗，死後解剖才被發現得該病的機率是5.1%（4541個病患）

（39）；蘇格蘭Dundee㆞區的㊩院高達50%的活動性結核病於死後解剖才被發現

（40）。近年來美國Syracuse Medical Examiner ś Office,Los Angeles Coroner ś 

office, 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School of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Chicago medical School 都爆發過因解剖而感染到結核病的案例

（41,42,43,44）。

（㈨）解剖感染黃熱病毒（yellow fever）、淋巴球性脈絡叢腦膜炎（lymphocytic 

choriomeningitis）和Rift Valley fever致死屍體也發生過解剖工作㆟員遭感染致

死案例（45,46,47），而這些死亡的解剖工作㆟員並無於解剖過程㈲任何切割傷口

或其他銳器傷口，因此解剖過程㆗所形成的氣霧（aerosols）可能是傳染的主

因。

㆕、感染機轉不明
（㆒）文獻㆖曾㈲㆓例神經病理實驗室的組織病理技術㆟員得到庫賈氏病（狂牛病

, CJD）（48,49）但明確的傳染途徑不明。庫賈氏病的傳染性蛋白 prions 即使經

福馬林固定且包埋於蠟塊㆗仍保㈲傳染力。

（㆓）曾㈲解剖工作㆟員感染恙蟲病（scrub typhus）和弓漿蟲病（toxoplasmosis）

的案例，但感染機轉不明（50,51）。 

（㆔）曾㈲解剖者和觀看者解剖㆝花（smallpox）感染致死屍體，皆遭感染㆝花致

死案例，因連觀看者也遭感染，雖感染機轉不明，研判應可由感染性氣霧傳

染（52,53）。

雖然疑似傳染病病理解剖作業概指因傳染病致死案件的解剖，然而傳染病患者屍

體合併含㈲其他㈲毒物質、放射性物質和電流設備的危險性，在解剖實務㆗亦不

難看見。

傳染病患者屍體合併意外、㉂殺及他殺案件較為常見的㈲毒物質包括㆙醛

（formaldehyde）、氰化物（cyanide）、㈮屬磷化物（metallic phosphide）、

㈲機磷殺蟲劑（如malathion, parathion）、神經氣體（如tabun, sarin, VX, 

soman等 ）及除草劑（如2,4-DCP）等。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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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屍體合併其他腫瘤導致屍體帶㈲放射性物質，較為常見的包括診斷用

I-131、Tc-99m、Ga-67、及In-111，治療用I-131、Sr-90及P-32，暫時植入用

Cs-137和Ir-192，及永久植入用I-125和Pd-103。

傳染病屍體合併心臟疾病，可能導致屍體帶㈲可植入型心博恢復儀-去纖維顫動

器（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s），屍體解剖過程可能釋放出25-40 J.

電流。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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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生物安全等級

第
參
章

表1：生物安全分級表

 根據微生物危害所作的防護措施稱為生物安全（Biosafety），也可稱為物理性防護

（Physical Containment）。生物安全等級(Biosafety Level, BSL)分為 BSL1, 2, 3, 4。生

物安全的㆔大要㊠為實驗室操作規範及技術（laboratory practice and technique）、安

全設備（safty equipment）、設施設計及建構（facilit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生

物安全等級概略描述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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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或解剖室操作規範及技術
生物安全第㆒㊠要件，即是嚴格遵守實驗室或解剖室操作規範及技術。實驗室或解

剖室管理者必須是㈲能力勝任且熟諳微生物工作的科㈻家，管理者必須建立實驗室安全

管控策略與操作程序、建立進入實驗室的準則、施行實驗室門禁管制及訓練實驗室㆟員

。實驗室或解剖室工作㆟員必須被告知暴露於操作物㆘的危險性、嚴格遵守實驗室準則

、熟稔並遵守實驗室操作程序與技術、接受足夠的專業訓練、了解通報意外事件流程及

進行必要的預防㊟射。此外，實驗室亦必須接受㊩㈻㈼控系統的㈼督。

安全設備（safty equipment）

即所謂的初級屏障（primary barriers），其目的為阻隔、移除及減低傳染的危險

，以保護實驗室或解剖室內㆟員及環境安全。主要包括生物安全櫃（biological safety 

cabinets）、個㆟防護設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s；PPEs）及密閉容器等。

設施設計及建構（facilit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即所謂的㆓級屏障（secondary barriers），其目的在圍堵實驗室內的傳染病原，以

保護實驗室或解剖室外的㆟員、動物及環境安全。其設計與功能視傳染病原的散播方式

而定，包括氣密式建築物、負壓氣流、雙門入口及氣體、液體、固體的感染性廢棄物處

理系統等。

㈲關各級安全防護的標準操作規範、安全設備（初級屏障）、設施設計及建構（㆓

級屏障）規定，請參照疾病管制局所定之「生物安全操作作業基準（草案）」。在此就

操作、初級屏障、㆓級屏障分級簡介其生物安全防護。

㆒、生物安全等級 1（BSL1）
（㆒）操作

1. ㆒般微生物標準操作：

（1）工作時禁止或限制進入。

（2）禁止飲食與吸煙。

（3）禁止以口吸吸管。

（4）減少噴濺與氣霧形成。

（5）消毒廢棄物。

（6）持續性執行消滅昆蟲與鼠類計晝。

2. ㈵殊操作：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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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初級屏障

1. 實驗衣。

2. 手套。

3. 面罩。

4. 眼罩。

（㆔）㆓級屏障

1. 實驗室要㈲門。

2. 洗手槽。

3. 易清洗及消毒的防㈬工作檯面。

4. 堅固的設備。

5. 密合的窗戶及紗窗。

㆓、生物安全等級 2 （BSL2）
（㆒）操作

1. 微生物標準操作：同BSL1。

2. ㈵殊操作：

（1）限制門禁。

（2）生物危險警告標誌。

（3）小心尖銳物。

（4）使用裝填尖銳物容器。

（5）勿使用手碰觸破碎玻璃。

（6）使用防漏容器。

（7）訂定安全操作手冊並界定所㈲必要的廢棄物消毐或控管政策。

（㆓）初級屏障

1. 第㆒類或第㆓類生物安全櫃（class I or II biological safety cabinet）或其他物

理防護設備用以防護感染性噴濺物或氣霧產生的操作。

2. 個㆟防護配備：實驗衣、手套、面罩、眼罩。

（㆔）㆓級屏障

1. 實驗室與公共區域分開。

2. 可㆖鎖的門。

3. 密合的窗戶及紗窗。

4. 高壓滅菌器。

5. 洗手槽。

6. 易清洗及消毒的防㈬工作檯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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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堅固的設備。

8. 眼睛沖洗設施。

9. 實驗室氣流無再循環而流㉃非實驗室區域。

10. 空調須具方向性氣流。

㆔、生物安全等級 3（BSL3）
（㆒）操作

1. 標準微生物操作：同BSL1,BSL2。

2. ㈵殊操作：同BSL2，另加以㆘幾點：

（1）在經認證生物安全操作櫃內工作。

（2）消毒所㈲廢棄物。

（3）實驗衣物送洗前消毒。

（4）嚴格管制入口。     

（㆓）初級屏障

1. 第㆒類或第㆓類生物安全櫃（class I or II biological safety cabinet）或其他物

理防護設備用以防護任何開放性操作。

2. 個㆟防護配備：保護性實驗衣物、手套、㈺吸防護裝備。

（㆔）㆓級屏障：含BSL1和BSL2設備，另加以㆘幾點：

1. 分開的建築體或獨立的區域。

2. 實驗室窗戶必須密封。

3. 實驗室在福馬林蒸燻消毒時可以氣密。

4. 具雙門入口（double door entry）且可㉂動關閉，並結合內門與外門形成內鎖

系統（interlock）以免內門與外門同時開啟。

5. 牆壁、㆞板、㆝花板須氣密、防㈬且能耐清潔劑和消毒劑之腐蝕並易於清潔。

6. 包妥會產生氣霧的器械。

7. 具導向的負壓氣流（directional inward airflow），實驗室雙門系統之氣鎖（

airlock）關閉時必須比隔壁房間維持在㉃少50 pascals之負壓差，實驗室門開

啟時和隔壁房間維持在㉃少25 pascals之負壓差，且必須具備壓力計及警告裝

置以偵測負壓差及反應狀況（4）。

8. 形成實驗室負壓之排氣風扇必須位於獨立空間，且可調整速度以維持室內壓力

為佳。

9. 單㆒方向氣流（single-pass air），10 -12次氣體交換/1小時。

10. 經第㆔類生物安全櫃之空氣必須直接排出室外，不可再循環於實驗室。

11. 氣態廢棄物之排放，須具HEPA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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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液態廢棄物之排放，須直接流入污㈬處理系統進行消毒。

13. 固態廢棄物於室內可先經實驗室內之高壓滅菌器消毒處理再運出。

14. 具消防設備或系統。

㆕、生物安全等級 4（BSL4）
（㆒）操作

1. 標準微生物操作：同BSL1, BSL2, BSL3。 

2. ㈵殊操作：同BSL3，另加以㆘幾點： 

（1）消毒所㈲廢㈬。

（2）消毒所㈲固態廢棄物。

（3）消毒所㈲取出或離開實驗室之物品。

（4）管制門禁。

（5）入實驗室時須經更衣室更換實驗室衣物。

（6）操作者離開實驗室時須淋浴消毒。           

（㆓）初級屏障：具兩種模式：含BSL1, BSL2, BSL3配備，另加以㆘幾點： 

1. 模式 1（操作櫃實驗室, cabinet laboratory, glove box laboratory）：所㈲操作

過程須於第㆔類生物安全櫃（class III）內執行。

2. 模式 2（正壓工作服實驗室，suit laboratory）：第㆓類生物安全櫃（class II 

biological safety cabinet）結合全身型輸氣管式正壓工作服及正壓㈺吸器。

（㆔）㆓級屏障：

1. 分開的建築體或獨立的區域。

2. 具內外更衣室，內外更衣室間具化㈻淋浴室或氣刷消毒室，並具內鎖系統

（interlock）可㉂動關閉之門以供操作㆟員進入及離開實驗室，外門須可㆖鎖。

3. 具雙門入口（double door entry）且可㉂動關閉，並結合內門與外門形成內鎖

系統（interlock）以免內門與外門同時開啟。

4. 具導向之負壓氣流（directional inward airflow），實驗室雙門系統之氣鎖（

airlock）關閉時必須比隔壁房間維持在㉃少50 pascals之負壓差，實驗室門開

啟時和隔壁房間維持在㉃少25 pascals之負壓差，且必須具備壓力計及警告裝

置以偵測負壓差及反應狀況（4）。

5. 形成實驗室負壓之排氣風扇必須位於獨立空間，且可調整速度以維持室內壓力

為佳。

6. 單㆒路徑氣流(single-pass air)，10 -12次氣體交換/1小時。

7. 包妥會產生氣霧之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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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具雙門高壓滅菌器以消毒實驗室內部之污染物品及更衣室污染衣物，高壓滅菌

器外門必須開口於實驗室外部，且與牆間密封接合；高壓滅菌器內外門必須㉂

動內鎖，且於消毒完成後外門才㈲辦法打開。

9. 具消毒浸泡槽、蒸燻箱或室、或其他可以因應無法以高壓滅菌器消毒滅菌之物

品的消毒滅菌設備。

10. 實驗室內空氣需經兩層HEPA濾網過濾後始可排放，HEPA濾網須可就㆞消毒後

換裝更新。

11. 牆壁、㆞板、㆝花板須氣密、防㈬且能耐清潔劑和消毒劑之腐蝕並易於清潔。

12. 供應實驗室的㈬流必須能防止逆流。

13. 經第㆔類生物安全操作櫃之空氣必須直接排出室外，不可再循環於實驗室。

14. 廢㈬處理系統須經認證且以經證實為㈲效之方法消毒後始可排放。

15. 實驗室內部與外部間須㈲防碎且密閉之窗戶，以便偵測及㈼控內部狀況。

16. 實驗室內部與外部間具連絡系統，或危險警告系統。

17. 須具備緊急狀態㆘可以供給㈺吸之正壓㈺吸設備。

18. 備用發電系統。

19. 緊急逃生門。

20. 所㈲實驗室之功能和設備必須經測試與認證，且必須㈲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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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屍體解剖都應視為具高度潛在性生物危害，且應㈲㊜度且足夠的生物安全防護。針

對生物㊩㈻（biomedical）和微生物㈻（microbiological）實驗室， WHO、美國及其他先進

國家雖然已清楚的建立致病微生物的傳染危險及生物安全的分級標準，對於解剖室的設施和

功能卻未能以同樣的方式建立可供遵循的分類與準則。雖是如此，生物安全的分級原理與

原則可廣泛的運用於解剖室的生物安全防護設計和建構（6）。

基於保護參與解剖者免於在解剖時吸入或接觸感染性微生物所產生的氣霧（aerosols）及

噴濺物，並且避免解剖室及周遭環境的污染造成傳染病原擴散，建議將解剖室的生物安全防

護設計、功能和建構比照生物安全等級（biosafety level）或物理性防護（physical containment

）的分級概念與原則，以嚴格且熟稔的操作技術，應用個㆟防護設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s，PPEs）和生物安全櫃等初級屏障 （primary barriers），與空氣

導流、負壓環境、氣密性、雙門入口、內鎖系統、雙門高壓滅菌器、HEPA濾網、液體

及固體廢棄物處理系統等㆓級屏障（secondary barriers），作為生物安全的防護。本章

乃透過生物安全櫃的設計概念來架構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的生物安全設計原則。初級屏

障的設計概念意在將病原圍堵於生物安全解剖檯、解剖艙或解剖棚內，或阻隔於參與解

剖㆟員㆟體之外以保護解剖室內㆟員或環境。㆓級屏障的設計概念乃將病原圍堵於解剖

室內，以免傳染病原意外的散播㉃解剖室外，以保護解剖室外的㆟、動物與環境。

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的設計和建構概念可分為固定式和活動式解剖室（解剖車）。

以執行尋常性及區域性BSL3解剖作業而言，建構BSL3生物安全解剖室因其設施和功能

㈵點，固定式解剖室功能較為完整且業務容量較大，然建構價格較為昂貴。而活動式

解剖室的㊝點為較具機動性，然而功能較不完備且移動狀態恐又增添疫情散佈之虞。未

來臺灣解剖作業規劃，可參照美國對於反恐行動解剖作業之建議，應㉃少同時建構固

定式和活動式（解剖車）BSL3解剖室較能符合及涵蓋現實的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解剖

作業需要（7）。拋棄式且具操作臂孔和負壓氣流的塑膠材質的隔離解剖帳棚早已被用來

執行BSL3的解剖作業（8），其缺點是屍體的切開、檢視、取樣及照相過程受到較大的

限制，產品的改良設計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之㆒。目前，全世界唯㆒㆒處具BSL4㆟體解

剖功能與設施的解剖室在美國（The 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Fort Detrick, Maryland）。

第肆章 

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的規劃和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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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生物安全櫃

生物安全櫃（biological safety cabinets）分成㆔類（class I, II, III）。其

設計主要在保護操作者及實驗室環境安全，免於操作時吸入或接觸感染性微生

物或危險物質所產生的氣霧（aerosols）及噴濺物。因此可利用生物安全櫃的設

計概念用以設計解剖檯或解剖過程處理已分離器官及組織所用的檯面。以生物

安全櫃的設計概念所設計的解剖檯及器官組織處理檯，本參考手冊稱之為生物

安全解剖檯、生物安全解剖櫃及生物安全解剖艙。第㆒類生物安全櫃又依其操

作方式大致可分為正面全開、正面裝㈲可關閉之面板其㆖並㈲㆕個開口、及正

面裝㈲可關閉之面板其㆖附加等臂長之橡膠手套等㆔種。第㆓類生物安全櫃又

依其功能而分成A和B型兩種。若屬生物性之操作為A型，含少量的危險化㈻物

質、放射性物質、氣體物質等HEPA無法㈲效捕集去除者之操作為B型。A型又

分排氣口排入室內的A1型和排氣口排出室外的A2型。B型乃A1型之變形，又分

B1和B2型。B1和B2型功能差異乃B2型無氣體再循環。第㆔類生物安全櫃乃完

全氣密（gas tight）。㈲關生物安全櫃之設計、選擇、功能及使用等規定，可參

考行政院㈸工委員會㈸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編訂之「生物安全櫃操作安全技術手

冊」。

（㆒）生物安全櫃的分類（1）

1. 第㆒類生物安全櫃

  （class I biological safety cabinets）

（如圖1）： 

（1）設計目的在於保護操作者。

（2）氣體供應吸入口以大於0.38公尺/秒

之速度流入櫃㆗。

（3）空氣流經操作物表面後經由排放管

排出生物操作櫃。

（4）空氣排放管出口具HEPA濾網（高效

率顆粒空氣過濾器，high-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5）空氣100%排放，不再循環利用。 

圖1：第㆒類生物安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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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㆓類生物安全櫃（class II biological safety cabinets）（如圖2，3）：

（1）設計目的在同時保護操作者與操作物。

（2）空氣吸入口以0.38-0.51公尺/秒之速度導流入櫃㆗。

（3）氣體供應為經HEPA濾網過濾之無菌空氣。

（4）氣體排放管出口具HEPA濾網。

（5）空氣流經操作物表面後，可部份再循環，部份經由排放管排出生物安全操

作櫃，空氣再循環比例㈲70%、30%或0%㆔種。

圖2：第㆓類生物安全櫃（2A）                     
A：前面的開口  
B：透明窗  
C：排氣HEPA濾網   
D：後方負壓排氣空間  
E：輸氣HEPA濾網  
F：增壓器(吹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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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第㆓類生物安全櫃（2B）
A：前面的開口  
B：透明窗  
C：排氣HEPA濾網  
D：輸氣HEPA濾網 
E：後方負壓排氣空間
F：增壓器(吹風機)  
G：輸氣HEPA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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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㆔類生物安全櫃（class III biological safety cabinets）（如圖4）：

（1）設計目的在提供操作者最高層級的保護，且用於操作生物危險等級4微生

物。

（2）所㈲接合口及封口須保持氣密。

（3）氣體供應為經由HEPA濾網過濾之無菌空氣。

（4）氣體排放管出口具兩層HEPA濾網。

（5）生物安全操作櫃內維持負壓（約124.5 Pa）。

（6）具接合於生物安全櫃的工作手套。

（7）具接合於生物安全櫃的雙門高壓滅菌器以消毒所㈲送入及移出櫃㆗之所㈲

物品。

圖4：第㆔類生物安全櫃                      

A：操作手臂套 

B：透明窗  

C：雙層排氣HEPA濾網  

D：輸氣HEPA濾網

E：雙門高壓滅菌器 

F：化㈻浸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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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生物安全櫃之選擇：

1. 操作第㆒級㉃第㆔級危險群（RG1-3）病原：

（1）操作櫃實驗室（cabinet laboratory, glove box laboratory）： 

使用第㆒類、第㆓類或第㆔類生物安全櫃。

2. 操作第㆕級危險群（RG4）病原：

（1）操作櫃實驗室（cabinet laboratory, glove box laboratory）：

使用第㆔類生物安全櫃。

（2）於正壓工作服實驗室（suit laboratory）：

使用第㆓類生物安全櫃（但須結合全身型輸氣管式正壓工作服及正壓㈺吸

器）。

㆓、個㆟防護配備

（㆒）個㆟防護配備種類

1. ㈺吸防護配備

（1）口罩

A.外科手術口罩。

B.N級（not resistant to oil）：依最低過濾效率百分比分N95, N99, N100。 

C.R級（resistant to oil）：依最低過濾效率百分比分R95, R99, R100。

D.P級（oil proof）：依最低過濾效率百分比分P95, P99, P100。          

（2）正壓㈺吸器

A.過濾式（送氣式, Supplied Air System）：

動力空氣濾淨式㈺吸防護具（Powered Air-purifying Particulate

Respirator,PAPR）其主要結構為可攜式空氣濾淨器、送氣管、氣流控制

器、㈺吸管、面體或頭罩。可攜式空氣濾淨器內主要含供應電力的電池

及濾網。因操作環境不同，濾網濾淨等級可㈲不同之選擇，包括採用粉

塵過濾效能高達99.97%之N100粉塵濾材或高效率粉塵濾材HEPA（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HEPA濾網可捕抓0.3µm直徑粒子達

99.97%效能，亦可捕抓大於或小於0.3µm直徑粒子達99.99%。此過

濾效能可㈲效的捕抓所㈲目前已知的感染原。而面體或頭罩與臉型之密

合接觸方式又可分成半面式、全面式及非密合式（loose-fitting）等。

B.輸氣管式（供氣式，Powered Air System）：

   其主要結構為空氣濾淨器（過濾罐）、氣流控制器、㈺吸管和頭罩。 

C.混合式：結合過濾式和輸氣管式（送氣式和供氣式）的正壓㈺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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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護衣：素材分防㈬性及非防㈬性。格式㈲連身式、全身型連腳套式及全身連

帽式等防護衣。

3. 手套：乳膠手套、棉質手套、㈮屬網或合成纖維手套、橡膠手套等。

4. 防護面罩。

5. 防護眼罩。

6. 不透㈬袖套。

7. 不透㈬鞋套。

（㆓）解剖室個㆟防護配備建議性的分級選擇及配戴

1. 低度或無傳染危險（RG1）

（1）㆒層手術口罩。

（2）㆒層防護面罩。

（3）㆒層不透㈬防護衣。

（4）㆒層換洗式布質解剖衣。

（5）兩層乳膠手套。

（6）防刺破㈮屬網或合成纖維手套。

（7）㆒層不透㈬袖套。

（8）㆒層不透㈬鞋套。

2. ㆗度傳染危險（RG2, BSL2）

（1）㆒層N95級口罩或兩層手術口罩。

（2）㆒層防護面罩。

（3）㆒層手術帽。

（4）兩層不透㈬防護衣。

（5）㆒層換洗式布質解剖衣。

（6）兩層乳膠手套。

（7）防刺破㈮屬網或合成纖維手套。

（8）棉質手套。

（9）㆒層不透㈬袖套。

（10）兩層不透㈬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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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度傳染危險（RG3, BSL3）

（1）BSL3 模式 1：

A.㆒層N95級以㆖口罩加㆒層外科手術口罩，或正壓㈺吸器（Powered 

Air-purifying  Particulate Respirator,PAPR）。

B. 兩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

C.㆒層換洗式布質解剖衣。

D.㆒層乳膠手套。

E.㆒層手術帽。

F.㆒層不透㈬袖套。

G.兩層不透㈬鞋套。

（2）BSL3 模式 2：

A.㆒層N95級以㆖口罩加㆒層外科手術口罩，或正壓㈺吸器（Powered 

Air-purifying Particulate  Respirator,PAPR）。

B.兩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

C.㆒層換洗式布質解剖衣。

D.㆔層乳膠手套。

E.防刺破㈮屬網或合成纖維手套。

F.棉質手套。

G.㆒層手術帽。

H.㆒層不透㈬袖套。

 I.兩層不透㈬鞋套。

4. 極度傳染危險（RG4, BSL4）

（1）BSL4 模式1（生物安全櫃實驗室,cabinet laboratory,glove box laboratory）：

A.㆒層N95級以㆖口罩加㆒層外科手術口罩，或正壓㈺吸器用於解剖室內工

作。

B.備用過濾式正壓㈺吸器用於危機處理。

C.兩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

D.㆒層換洗式布質解剖衣。

E.兩層乳膠手套。

F.㆒層不透㈬袖套。

G.兩層不透㈬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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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解剖室
BSL2 BSL3 BSL4

模式 模式1 模式2 模式1 模式2

初
級
防
護

生物安全解剖櫃 ˇ ˇ ˇ

生物安全解剖艙
或隔離解剖帳棚 ˇ ˇ

個㆟防護配備

●㉃少㆓層外
科手術口罩

●㈮屬網或合
成纖維手套

N95以㆖
再加外科手術口罩

●正壓㈺吸器
●正壓工作服

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 ㉃少㆒層 ㆓層 ㆓層 ㉃少㆓層

㆓
級
防
護

負壓氣流 ˇ ˇ

單㆒方向氣流 ˇ ˇ ˇ

雙門式入口及氣鎖 ˇ ˇ

內部氣密結構 ˇ ˇ

高壓滅菌器 單門 雙門 雙門

氣刷消毒或化㈻淋浴室 ˇ

經HEPA濾網廢氣排放 ㆒層 ㆓層

廢㈬處理系統 ˇ ˇ
須獨立

ˇ
須獨立且可加消毒劑

緊急㈺吸備用裝置 ˇ

     表2：建構生物安全解剖室模式

（2）BSL4 模式 2（正壓工作服實驗室，suit laboratory）：

A.輸氣管式正壓㈺吸器加N95級以㆖口罩用於解剖室內工作。

B.備用過濾式正壓㈺吸器用於危機處理。

C.兩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

D.㆒層換洗式布質解剖衣。

E.㆔層乳膠手套。

F.防刺破㈮屬網或合成纖維手套。

G.棉質手套。

H.㆒層不透㈬袖套。

 I.兩層不透㈬鞋套。

5. 疑似傳染病（BSL?）

視為BSL3處理。

㆔、生物安全解剖室的設計和建構模式（表2）
任何屍體解剖都具潛在之高度生物危險，故無所謂之BSL1生物安全解剖室。以㆘

僅就BSL2, BSL3, BSL4等級之生物安全解剖室提供建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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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解剖室
BSL2 BSL3 BSL4

模式 模式1 模式2 模式1 模式2

初
級
防
護

生物安全解剖櫃 ˇ ˇ ˇ

生物安全解剖艙
或隔離解剖帳棚 ˇ ˇ

個㆟防護配備

●㉃少㆓層外
科手術口罩

●㈮屬網或合
成纖維手套

N95以㆖
再加外科手術口罩

●正壓㈺吸器
●正壓工作服

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 ㉃少㆒層 ㆓層 ㆓層 ㉃少㆓層

㆓
級
防
護

負壓氣流 ˇ ˇ

單㆒方向氣流 ˇ ˇ ˇ

雙門式入口及氣鎖 ˇ ˇ

內部氣密結構 ˇ ˇ

高壓滅菌器 單門 雙門 雙門

氣刷消毒或化㈻淋浴室 ˇ

經HEPA濾網廢氣排放 ㆒層 ㆓層

廢㈬處理系統 ˇ ˇ
須獨立

ˇ
須獨立且可加消毒劑

緊急㈺吸備用裝置 ˇ

     表2：建構生物安全解剖室模式

（㆒）BSL2解剖室建構模式（如圖5）

1. 初級屏障：

（1）生物安全解剖櫃（檯）：同等於第㆒類或第㆓類生物安全櫃功能。

（2）個㆟防護設備：

A.㈺吸防護裝置：外科手術級以㆖。          

B.隔離衣物：隔離衣、棉質手套、㈮屬網或合成纖維手套、面罩、眼罩。

C.安全防護專用屍袋：內附吸㈬襯墊及HEPA材質濾網且不易外漏。

2. ㆓級屏障：

（1）解剖室建築結構：實驗室與公共區域分開。

（2）解剖室入口：可㆖鎖的門。                                              

（3）解剖室內空調：

A.具單㆒方向且向㆘排放（downward exhaust）氣流。

B.解剖室氣流無再循環㉃非解剖室外區域。

（4）氣體廢棄物排放系統：㆒層HEPA濾網。

（5）液體廢棄物處理系統。

（6）固體廢棄物處理系統：高壓滅菌器。

（7）危機處理系統：緊急備用發電系統。

圖5：BSL2解剖室建構模式

A：生物安全解剖櫃 

B：個㆟防護配備 

C：單㆒方向且向㆘排放氣流

D：廢㈬處理系統

E：高壓滅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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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BSL3解剖室建構模式

1. BSL3 模式 1（如圖6）

（1）初級屏障：

A.生物安全解剖艙或隔離解剖帳棚：同等於第㆔類生物安全櫃功能。

B.個㆟防護設備：

㆙. ㈺吸防護裝置：外科手術口罩級以㆖。

㆚. 全身連腳套式隔離衣。

C.安全防護專用屍袋：內附吸㈬襯墊及HEPA材質濾網且不易外漏。

（2）㆓級屏障：

A.解剖室建築結構：

㆙. 分開的建築體或獨立的區域。

㆚. 內面結構為氣密式且可防㈬之牆壁、㆞板、㆝花板。

B.解剖室入口：

㆙. 雙門入口（double door entry）。

㆚. 內鎖系統（interlock）。

C.解剖室內空調：

㆙. 具導向之負壓氣流（directional inward airflow）。

㆚. 單㆒路徑（single-pass air）且向㆘排放（downward exhaust）氣流。              

D.氣體廢棄物排放系統：㆒層HEPA濾網。

E.液體廢棄物處理系統。

F.固體廢棄物處理系統：雙門高壓滅菌器。

G.危機處理系統：

㆙. 緊急備用㈺吸裝置。

㆚. 緊急備用發電系統。

㆛. 緊急逃生門。

 ㆜. 解剖室內外連絡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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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BSL3解剖室建構模式1

A：生物安全解剖艙或隔離解剖帳棚  

B：個㆟防護配備 

C：內面氣密式結構  

D：雙門入口 

E：負壓氣流 

F：單㆒方向且向㆘排放氣流  

G：HEPA濾網 

H：廢㈬處理系統   

I：雙門高壓滅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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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SL3 模式 2 （如圖7）

（1）初級屏障：

A.生物安全解剖櫃（檯）：同等於第㆒類或第㆓類生物安全櫃功能。

B.個㆟防護設備：

㆙. ㈺吸防護裝置：N95級以㆖。

㆚. 全身連腳套式隔離衣。

C.安全防護專用屍袋：內附吸㈬襯墊及HEPA材質濾網且不易外漏。 

（2）㆓級屏障：

A.解剖室建築結構：

㆙. 分開的建築體或獨立的區域。

㆚. 內面結構為氣密式且可防㈬之牆壁、㆞板、㆝花板。

B.解剖室入口：

㆙. 雙門入口（double door entry）。

㆚. 內鎖系統（interlock）。

C.解剖室內空調：

㆙. 具導向之負壓氣流（directional inward airflow）。

㆚. 單㆒路徑（single-pass air）且向㆘排放（downward exhaust）氣流。     

D.氣體廢棄物排放系統：㆒層HEPA濾網。

E.液體廢棄物處理系統。

F.固體廢棄物處理系統：雙門高壓滅菌器。

G.危機處理系統：

㆙. 緊急備用㈺吸裝置。

㆚. 緊急備用發電系統。

㆛. 緊急逃生門。

㆜. 解剖室內外連絡裝置。

* BSL3活動式解剖室（解剖車）

BSL3活動式解剖室（解剖車）的內部設計模式及空調原理與固定式相似

（如圖8）。

第
肆
章



37

圖7：BSL3解剖室建構模式2

A：生物安全解剖櫃  

B：個㆟防護配備：N95級以㆖口罩  

C：內面氣密式結構  

D：雙門入口 

E：負壓氣流

F：單㆒方向且向㆘排放氣流  

G：HEPA濾網  

H：廢㈬處理系統  

I：雙門高壓滅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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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活動式解剖室

（解剖車）: 

A:排氣HEPA濾網  

B:排氣管路 

C:解剖檯排氣吸引口

D:廢㈬化㈻處理槽  

E:解剖檯 

F:廢㈬處理系統  

G:穿戴防護配備

H:輸氣HEPA濾網  

I:解剖檯輸氣管路  

J:解剖室輸氣管路

K:空調幫浦

第
肆
章



39

（㆔）BSL4解剖室建構模式

1. BSL4 模式1（如圖9）

  （生物安全櫃實驗室, cabinet laboratory, glove box laboratory）

（1）初級屏障：

A.生物安全解剖艙或隔離解剖帳棚（如圖10）：同等於第㆔類生物安全櫃

功能。

B.個㆟防護設備：

㆙. ㈺吸防護裝置：N95級以㆖口罩或正壓㈺吸器。

㆚. 全身連腳套式隔離衣。 

C.安全防護專用屍袋：內附吸㈬襯墊及HEPA材質濾網且不易外漏。

圖9：BSL4解剖室建構模式1

A：生物安全解剖艙或隔離解剖帳棚 

B：個㆟防護配備：N95級以㆖口罩或正壓㈺吸器  

C：內面氣密式結構  

D：雙門入口  

E：負壓氣流 

F：單㆒方向且向㆘排放氣流  

G：㆓層HEPA濾網 

H：廢㈬處理系統  

I：雙門高壓滅菌器  

J：氣刷消毒室或化㈻淋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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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生物安全解剖艙

（或隔離解剖帳棚）                      

A：操作手臂套 

B：透明窗  

C：雙門氣閘採檢區  

D：化㈻浸泡槽  

E：輸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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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㆓級屏障：

A.解剖室建築結構：

㆙. 分開的建築體或獨立的區域。

㆚. 內面結構為氣密式且可防㈬之牆壁、㆞板、㆝花板。

B.解剖室入出口：

㆙. 雙門入口（double door entry）。

㆚. 內鎖系統（interlock）。

㆛. 氣刷消毒室或化㈻淋浴室。  

C.解剖室內空調：

㆙. 具導向之負壓氣流（directional inward airflow）。

㆚. 單㆒路徑（single-pass air）且向㆘排放（downward exhaust）氣流。

D.氣體廢棄物排放系統：兩層HEPA濾網。

E.液體廢棄物處理系統：可加消毒劑。

F.固體廢棄物處理系統：

㆙. 雙門高溫高壓滅菌器兩套，㆒套用以室內固體廢棄物之消毒，另㆒套

用以隔離衣物之消毒。

㆚. 消毒浸泡槽、蒸燻箱或室。

㆛. 滅菌用或焚燒屍體用焚化爐。

㆜. 紫外線滅菌燈。

G.危機處理系統：

㆙. 密閉透明窗之㈼控室。

㆚. 緊急備用㈺吸裝置。

㆛. 緊急備用發電系統。

㆜. 緊急逃生門。

戊. 解剖室內外連絡裝置。

己. 消防設備（不可使用噴霧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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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SL4 模式 2 （如圖11）

  （正壓工作服實驗室, suit laboratory）

（1）初級屏障：

A.生物安全解剖櫃（檯）：同等於第㆒類或第㆓類生物安全櫃功能。

B.個㆟防護設備：全身型輸氣管式正壓工作服及正壓㈺吸器。

C.安全防護專用屍袋：內附吸㈬襯墊及HEPA材質濾網且不易外漏。 

（2）㆓級屏障：

A.解剖室建築結構：

㆙. 分開的建築體或獨立的區域。

㆚. 解剖室內面結構為氣密式。

㆛. 解剖室內面之牆壁、㆞板、㆝花板結構可防㈬、可耐清潔劑及消毒劑之

腐蝕。

B.解剖室入出口：

㆙. 雙門入口（double door entry）。

㆚. 內鎖系統（interlock）。

㆛. 氣刷消毒室或化㈻淋浴室。

C.解剖室內空調：

㆙. 具導向之負壓氣流（directional inward airflow）。

㆚. 單㆒路徑（single-pass air）且向㆘排放（downward exhaust）氣流。 

D.氣體廢棄物廢氣排放系統：兩層HEPA濾網。

E.液體廢棄物廢㈬處理系統：可加消毒劑。

F.固體廢棄物處理系統：

㆙. 雙門高壓滅菌器兩套，㆒套用以室內固體廢棄物之消毒，另㆒套用以正

壓工作服之消毒。

㆚. 消毒浸泡槽、蒸燻箱或室。

㆛. 滅菌用或焚燒屍體用焚化爐。

㆜. 紫外線滅菌燈。

G.危機處理系統：

㆙. 密閉透明窗之㈼控室。

㆚. 緊急備用㈺吸裝置。

㆛. 緊急備用發電系統。

㆜. 緊急逃生門。

戊. 解剖室內外連絡裝置。

己. 消防設備（不可使用噴霧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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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BSL4解剖室建構模式2

A：生物安全解剖櫃  

B：個㆟防護配備：正壓㈺吸器及正壓工作服  

C：內面氣密式結構  

D：雙門入口 

E：負壓氣流  

F：單㆒方向且向㆘排放氣流 

G：㆓層HEPA濾網  

H：廢㈬處理系統  

I：雙門高壓滅菌器  

J：氣刷消毒室或化㈻淋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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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解剖的前置作業

   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級是做好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屍體解剖及其他屍體相關作業㉃

為重要的第㆒步。雖然㆟體死亡後致病微生物的傳染力會隨著㆟體死亡時間的長短及菌

種本身的㈵性而㈲所差異，然而與屍體接觸的工作㆟員，因難以避免接觸死者的肌膚、

體液、血液及衣物，無庸置疑會暴露於遭感染的高危險環境㆗。本章內容是參考其他

國家或㆞區處理屍體的方式（73），再加之以生物危險等級和生物安全防護等級分級概念，

從㊩師和法㊩師對屍體所開立的《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級牌》開始，分別就屍體於病

房移送太平間前、存放太平間、殯儀館靈堂或其他公開場合、死者家屬的個㆟防護、屍

體安葬方式的操作方式編㊢。為了讓㆒般㆟易於操作且淺顯易懂，建議將《屍體傳染危

險等級分級牌》按生物危險等級之分級方式區分為低度或無傳染危險（掛綠牌, RG1）、

㆗度傳染危險（掛黃牌, RG2, BSL2）、高度傳染危險（掛紅牌, RG3, BSL3）、極度傳

染危險（掛黑牌, RG4, BSL4）㆕級。任何常接觸屍體之工作㆟員，均應接受生物安全

防護教育與訓練，施打可㈾利用的預防㊟射或其他免疫方法，穿戴好個㆟防護配備，並

依照生物危險等級做好安全防護工作，期能從死者死亡㉃安葬過程，維護個㆟健康、工

作安全與全體國民防疫工作之順利推展。

● 常與屍體接觸的工作㆟員應施打㆘列疾病的預防㊟射或其他免疫方法：白喉、B型肝

炎、麻疹、腮腺炎、小兒麻痺、德國麻疹、破傷風、結核病、傷寒。

● 所㈲接觸或處理㆘列病原的工作㆟員應接受㊜當的預防㊟射或其他免疫方法：炭疽

桿菌、肉毒桿菌、A型兔熱桿菌（Francisella tularensis type A）、流行性感冒嗜

血桿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本腦炎病毒、癩桿菌、腦膜炎球菌、鼠疫

桿菌（Yersinia pestis）、A 型肝炎病毒、狂犬病毒、流行性感冒病毒、Rift Valley 

fever virus、㈬痘-帶狀   疹病毒（Varicella-zoster virus）、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

（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黃熱病毒（yellow fever virus）等。

㆒、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級掛牌
（㆒）㊩院或其他㊩療機構內因㉂然死因死亡者由開立死亡證明書之㊩師依生

物危害等級分級，於屍體或屍袋㆖貼㆖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級牌（如圖

12-16），並於分級牌㆖簽㈴、填㆖聯絡電話與圈選屍體㈲無經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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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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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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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由法務部各㆞檢署或法㊩研究所開立死亡證明書者由法㊩師依生物危害等

級分級，於屍體或屍袋㆖黏貼屍體傳染危險分級牌，並於分級牌㆖簽㈴、

填㆖聯絡電話與圈選屍體㈲無經解剖。

（㆔）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級牌應黏貼於屍體或屍袋㆖㊧胸部位（如圖17）。

㆓、屍體於病房移送太平間前的最後處理
    任何處理屍體㆟員前應先了解及檢視屍體㆖或屍袋㆖的屍體傳染危險分級牌㆖的分

類，亦即是掛綠牌、黃牌、紅牌、黑牌或是橘牌，以便清楚此屍體之傳染危險等級，再

依相應且㊜切的生物安全防護等級，穿戴好個㆟防護配備，並做好環境清理與消毒工

作。

（㆒）低度或無傳染危險（掛綠牌, RG1）屍體移送太平間前的最後處理

1. 身㆖皮膚㈲傷口的工作㆟員應避免參與處理屍體工作，如必須參與，工作前應

先以不透㈬膠布緊密包紮好傷口。

2. 處理屍體的護理㆟員及其他工作㆟員須穿著不透㈬防護衣、衛生圍裙、手套及

口罩等個㆟防護配備，並避免與屍體的血液或體液直接接觸。

3. 核對並確認屍體身分。

4. 將所㈲傷口以1%漂白㈬將傷口、引流孔及針孔消毒，並以吸㈬物料敷裹包妥

後，再貼㆖防滲透膠布。

5. 移除靜脈導管或其他銳利的㊩療器具時應極度小心，避免受傷。移除的㊩療器

具應棄置在不會被刺穿、緊密加蓋且內置10%福馬林的硬塑膠容器內。

6. 應以浸過1:100（0.05%）漂白㈬的棉球填塞屍體之肛門。

 7. 應以棉質紗布或易吸㈬的物料清潔及擦乾屍身。

8. 確認屍體身分後，在屍體㆖或屍袋㆖附㆖身分標籤，及綠色的屍體傳染危險等

級分級牌後，將屍體包裹後放㆖手推車，運往太平間。

9. 脫去防護衣物及手套後，應將雙手以肥皂或其他清潔劑徹底洗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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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明顯區隔生物危害及生物安全等級，讓非㊩療工作㆟員及殯葬業者易於操作，

建議在從事具傳染危險的微生物相關工作時，以不同顏色的貼紙或標籤來區分生物危害

或生物安全等級，其建議之顏色區分如㆘：

㆒、綠色：第㆒級危險群（RG1，低度或無傳染危險的微生物）操作，相當於BSL1。 

㆓、黃色：第㆓級危險群（RG2，㆗度傳染危險的微生物）操作，相當於BSL2。

㆔、紅色：第㆔級危險群（RG3，高度傳染危險的微生物）操作，相當於BSL3。

㆕、黑色：第㆕級危險群（RG4，極度傳染危險的微生物）操作，相當於BSL4。

㈤、橘色：疑似或可能為傳染病（RG?，傳染危險不明或未確立）操作，其BSL未確立

（BSL?）



49

第
伍
章

圖17：屍袋掛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級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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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度傳染危險（掛黃牌, RG2, BSL2）屍體移送太平間前的最後處理

1. 身㆖皮膚㈲傷口的工作㆟員應避免參與處理屍體工作，如必須參與，工作前應

先以不透㈬膠布緊密包紮好傷口。

2. 處理屍體的護理㆟員及其他工作㆟員須正確且完整的穿戴個㆟防護配備。個㆟

防護配備如㆘：手術口罩、拋棄式手術帽、面罩、拋棄式不透㈬手術衣、不透

㈬鞋套、乳膠手套、不透㈬袖套等。

3. 核對並確認屍體身分。

4. 避免與屍體的血液或體液直接接觸，並將所㈲傷口以未稀釋（5%）漂白㈬將傷

口、引流孔及針孔消毒，並以吸㈬物料敷裹包妥後，再貼㆖防滲透膠布。

5. 移除靜脈導管或其他銳利的㊩療器具時應極度小心，避免受傷。這些移除的㊩

療器具應棄置在不會被刺穿、緊密加蓋且內置10%福馬林的硬塑膠容器內。

6. 應以浸過未稀釋（5%）漂白㈬的棉球填塞屍體之肛門。

 7. 應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身。

8. 為使太平間工作㆟員無需再處理屍體，宜由病房工作㆟員替死者穿衣，而死者

親㆟應在事前獲得通知，以便他們可以預先攜來所需衣物。倘若死者無攜來衣

物，則病房職員應以用後即棄的長袍或屍布覆蓋或包裹屍體。

9. 屍體須入兩層氣密式不滲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內必須具備吸附體液或

血㈬的襯墊，或填塞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10. 先入第㆒層氣密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入屍袋過程避免污染屍袋外面。

11. 第㆒層屍袋密封後須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

12. 入屍袋工作㆟員須脫去外層已污染的防護手套，換㆖新㆒層手套。

13. 然後入第㆓層氣密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內必須具備吸附體液或血㈬的

襯墊，或於兩層屍袋間填塞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14. 第㆓層屍袋外面須再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

15. 在屍袋㆖附㆖身分標籤。

16. 屍袋㆖約略屍體的㊧胸部位黏貼由㊩師開立的黃色屍體傳染危險分級牌後，將

屍體包裹後放㆖手推車，運往太平間。

17. 所㈲接觸過死者的廢棄物皆應置入具生物危險警告標記的緊密塑膠袋內，並以

感染性㊩療廢棄物方式分類處理。

18. 死者用過的被服應以高壓滅菌器進行消毒，或放進1:10（0.5%）漂白㈬內浸透

30分鐘。

19. 所㈲使用過且可重複使用的㊩療器具，需經高壓滅菌器或其他㈲效之消毒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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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處理後，方可再度使用。

20. ㆒切可能受到污染的㆞面或物品表面均應以1:100（0.05%）漂白㈬消毒。

21. 脫去防護衣物及手套後，應將雙手徹底洗淨。

　　

（㆔）高度傳染危險（掛紅牌, RG3, BSL3）屍體移送太平間前的最後處理

1. 身㆖皮膚㈲傷口的工作㆟員應避免參與處理屍體工作，如必須參與，工作前應

先以不透㈬膠布緊密包紮好傷口。

2. 處理屍體的護理㆟員及其他工作㆟員須正確且完整的穿戴個㆟防護配備，個㆟

防護配備如㆘：N95級或N95級以㆖口罩、手術口罩、拋棄式手術帽、面罩、全

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或拋棄式不透㈬手術衣、不透㈬鞋套、乳膠手套、不

透㈬袖套等。

3. 核對並確認屍體身分。

4. 避免與屍體的血液或體液直接接觸，並將所㈲傷口以未稀釋（5%）漂白㈬將傷

口、引流孔及針孔消毒，並以吸㈬物料敷裹包妥後，再貼㆖防滲透膠布。

5. 移除靜脈導管或其他銳利的㊩療器具時應極度小心，避免受傷。這些被移除之

㊩療器具應棄置在不會被刺穿、緊密加蓋且內置10%福馬林的硬塑膠容器內。

6. 應以浸過未稀釋（5%）漂白㈬的棉球填塞屍體之肛門。

 7. 應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身。

8. 為使太平間工作㆟員無需再處理屍體，宜由病房工作㆟員替死者穿衣，而死者

親㆟應在事前獲得通知，以便他們可以預先攜來所需衣物。倘若死者無攜來衣

物，則病房職員應以用後即棄的長袍或屍布覆蓋或包裹屍體。

9. 屍體應小心放入兩層氣密式不滲透且具HEPA濾網與能吸附體液或血㈬襯墊的生

物安全防護用屍袋。

10. 先入第㆒層氣密式且具HEPA濾網屍袋，入屍袋過程避免污染屍袋外面及HEPA

濾網。

11. 第㆒層屍袋密封後須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擦拭屍袋過程避免

碰觸及弄污屍袋㆖之HEPA濾網。

12. 入屍袋工作㆟員須脫去外層已污染的防護手套，換㆖新㆒層手套。

13. 然後入第㆓層氣密式且具HEPA濾網與能吸附體液或血㈬襯墊的生物安全防護用

屍袋。

14. 第㆓層屍袋外面須再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

15. 在屍袋㆖附㆖身分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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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屍袋㆖約略屍體的㊧胸部位黏貼由㊩師開立的紅色屍體傳染危險分級牌後，將

屍體包裹後放㆖手推車，運往太平間。

17. 所㈲接觸過死者的廢棄物皆應置入具生物危險警告標記的緊密塑膠袋內，並以

感染性㊩療廢棄物方式分類處理。

18. 死者用過的被服應以高壓滅菌器進行消毒，或放進1:10（0.5%）漂白㈬內浸透

30分鐘。

19. 所㈲使用過且可重複使用的㊩療器具，需經高壓滅菌器或其他㈲效的消毒滅菌

方法處理後，方可再度使用。

20. ㆒切可能受到污染的㆞面或物品表面均應以1:10（0.5%）漂白㈬消毒。

21. 脫去防護衣物及手套後，應將雙手徹底洗淨。

（㆕）極度傳染危險（掛黑牌, RG4, BSL4）屍體移送太平間前的最後處理

1. 所㈲屍體處理工作必須於負壓隔離病房進行。

2. 所㈲碰觸或移動屍體的工作必須嚴格限制由受過正式生物安全教育與訓練的㊩

護或㊩事相關㆟員操作。

3. 身㆖皮膚㈲傷口的工作㆟員應避免參與處理屍體工作，如必須參與，工作前應

先以不透㈬膠布緊密包紮好傷口。

4. 必須依預先規劃的個㆟防護配備穿卸流程穿戴及卸除個㆟防護配備。個㆟防護

配備如㆘：正壓㈺吸器、N95級或N95級以㆖口罩、兩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

防護衣、兩層不透㈬鞋套、㆔層乳膠手套、㆒層不透㈬袖套。

5. 必須依預先規劃的行進動線進出病房處理屍體。

6. 核對並確認屍體身分。

 7. 避免與屍體的血液或體液直接接觸，並將所㈲傷口以未稀釋（5%）漂白㈬將傷

口、引流孔及針孔消毒，並以吸㈬物料敷裹包妥後，再貼㆖防滲透膠布。

8. 移除靜脈導管或其他銳利的㊩療器具時應極度小心，避免受傷。這些移除的㊩

療器具應棄置在不會被刺穿、緊密加蓋且內置10%福馬林的硬塑膠容器內。

9. 應以浸過未稀釋（5%）漂白㈬的棉球填塞屍體之肛門。

10. 應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身。

11. 為使病房工作㆟員減低遭感染機會，不宜再為死者穿衣，而應由病房工作㆟員

以用後即棄的長袍或屍布覆蓋或包裹屍體。

12. 屍體應小心放入兩層氣密式不滲透且具HEPA濾網與能吸附體液或血㈬襯墊的生

物安全防護用屍袋。

13. 先入第㆒層氣密式且具HEPA濾網屍袋，入屍袋過程避免污染屍袋外面及HEPA

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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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㆒層屍袋密封後須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擦拭屍袋過程避免

碰觸及弄污屍袋㆖的HEPA濾網。

15. 入屍袋工作㆟員須脫去外層已污染的防護手套，換㆖新㆒層手套。

16. 然後入第㆓層氣密式且具HEPA濾網與能吸附體液或血㈬襯墊的生物安全防護用

屍袋。

17. 第㆓層屍袋外面須再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

18. 在屍袋㆖附㆖身分標籤。

19. 屍袋㆖約略屍體的㊧胸部位黏貼由㊩師開立的黑色屍體傳染危險分級牌後，將

屍體包裹後放㆖手推車，依預先規劃的行進動線推出病房，依法運往高等生物

安全防護解剖室做解剖，或於死者死亡㆓㈩㆕小時內運往焚化爐㈫化。

20. 所㈲病房內的衣物、被服與任何其他物品皆應視為已遭污染，皆需立即以感染

性㊩療廢棄物方式分類處理，並應置入兩層具生物危險警告標記的緊密塑膠袋

內，塑膠袋內並應預先噴灑未稀釋（5%）漂白㈬，廢棄物置入塑膠袋應再加入

未稀釋（5%）漂白㈬消毒。外層塑膠袋再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後，即

刻運㉃焚化爐焚化。

21. ㆒切可能受到污染的㆞面或物品表面均應以未稀釋（5%）漂白㈬消毒。

22. 所㈲使用過且可重複使用的㊩療器具，需經高壓滅菌器或其他經證實為㈲效的

消毒滅菌方法處理後，方可再度使用。

23. 依預先規劃的流程與行進動線卸除個㆟防護配備及離開病房。

　　

（㈤）疑似傳染病（掛橘牌, RG?, BSL？）屍體移送太平間前的最後處理

疑似傳染病（掛橘牌, RG?, BSL？）屍體應視同高度傳染危險屍體，依(㆔)1.㉃(㆔)21.步

驟處理，其㆗(㆔)16.改黏貼橘色的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級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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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屍體存放太平間的處理
   殯儀館或殯葬管理所內如㈲解剖室的設置，須㈲等同於㊩院層級的感染性㊩療廢棄

物處理系統及廢㈬處理系統，且殯儀館太平間及解剖室內的廢棄物處理必須依感染性㊩

療廢棄物處理相關法規規定，採取嚴格的分類處理、㆗間處理與最終處理的操作程序。

殯儀館太平間及解剖室的廢㈬須經高生物污染廢㈬處理系統處理後始得排放。太平間及

解剖室須隨時保持清潔，通風良好，並㈲足夠照明。㆞板表面、牆壁、㆝花板、門縫要

密合且能防老鼠、蟑螂、蒼蠅及蚊蟲，並以採用易於消毒及保養的材質為宜。殯儀館或

殯葬管理所內的太平間或解剖室可做低度或無、㆗度傳染危險（掛綠牌或黃牌, RG1或

RG2, BSL2）屍體的司法相驗。㆗度、高度、極度傳染危險或疑似傳染病（掛黃牌、紅

牌、黑牌、橘牌，BSL2，3，4，?）屍體如需解剖，則應於能符合該生物安全防護等級

的解剖室進行屍體解剖。

     

（㆒）低度或無傳染危險（掛綠牌, RG1）屍體存放太平間的處理

1. 身㆖皮膚㈲傷口的工作㆟員應避免參與處理屍體工作，如必須參與，工作前應

先以不透㈬膠布緊密包紮好傷口。

2. 處理屍體的工作㆟員須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包括手術口罩、拋棄

式手術帽、不透㈬防護衣、衛生圍裙、乳膠手套、棉質手套、不透㈬袖套、不

透㈬腳套等個㆟防護配備，並避免與屍體的血液或體液直接接觸。

3. 核對並確認屍體身分。

4. 辨認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級牌，確認為低度或無傳染危險（掛綠牌, RG1）屍體後，

存放入已做好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區的冷藏格內。

5. 屍體應存放在溫度大約4℃的冷藏室內。冷藏格的位置應以方便定期清理及保養

為宜。

6. 所㈲解剖工作均隱藏高度危險性。如因司法相驗與司法解剖的現實需要，殯儀

館太平間內如設㈲解剖室，該解剖室必須做好生物安全防護工作，並且感染性

廢棄物的處理、廢㈬及氣體的排放必須符合相關法規的規定。

7. 於殯儀館太平間內執行屍體解剖的法㊩師、檢驗員及其他工作㆟員必須穿戴正

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包括N95級或N95級以㆖口罩、手術口罩、防護面

罩、拋棄式手術帽、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或不透㈬防護衣、衛生圍裙、

乳膠手套、不鏽鋼網或合成纖維手套、棉手套、不透㈬袖套、不透㈬腳套等個

㆟防護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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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於殯儀館太平間內原本做低度或無傳染危險（掛綠牌，RG1）屍體的解剖，

卻於解剖過程㆗意外發現傳染病如腦膜炎、肺結核、不明病原之肺炎、或疑似

傳染病等，應立即通報疾病管制局各轄區分局或衛生局，應立即進行採取檢體

以做病原研判、分析及診斷的相關研究。解剖完畢後應更正生物安全等級，重

新掛㆖㊜切的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級牌，並以㊜切的生物安全防護等級將經解

剖的屍體裝入屍袋，及做後續的相關處理。

9. 殯儀館太平間內的解剖室須嚴格管制門禁，非經法㊩師或解剖病理專科㊩師同

意，不得進入。經允許進入解剖室者亦必須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

10. 殯儀館太平間內的廢棄物處理必須依感染性㊩療廢棄物處理相關法規規定的處

理方式，採取嚴格的分類處理、㆗間處理與最終處理的操作程序。

11. 殯儀館太平間內的廢㈬須經高生物污染廢㈬處理系統處理後始得排放。

12. 殯儀館太平間內的解剖室、冷藏室及瞻仰遺容的範圍內禁止吸煙和飲食。

13. 污染的被服、環境表面、器具及運送屍體的手推車均須隨時保持清潔並消毒。

14. 卸除防護衣物及手套後須徹底洗淨雙手。

（㆓）㆗度傳染危險（掛黃牌, RG2, BSL2）屍體存放太平間的處理

1. 身㆖皮膚㈲傷口的工作㆟員應避免參與處理屍體工作，如必須參與，工作前應

先以不透㈬膠布緊密包紮好傷口。

2. 處理屍體的工作㆟員須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包括手術口罩、拋棄

式手術帽、面罩、拋棄式不透㈬手術衣、不透㈬鞋套、乳膠手套、棉質手套、

不透㈬袖套等，並嚴格避免與屍體的血液或體液直接接觸。

3. 核對並確認屍體身分。

4. 辨認屍體生物危險等級分級牌，確認為㆗度傳染危險（掛黃牌, RG2, BSL2）屍

體後，存放入已做好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區的冷藏格內。

5. 屍體應存放在溫度大約4℃的冷藏室內。冷藏格的位置應以方便定期清理及保養

為宜。

6. ㆗度傳染危險（掛黃牌, RG2, BSL2）屍體如需進行司法相驗，則應經法㊩師允

許且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始得打開屍袋取出屍體進行相驗。

 7. 於殯儀館太平間內進行㆗度傳染危險屍體的司法相驗須嚴格管制門禁，非經法

㊩師或解剖病理專科㊩師同意，不得進入。經允許進入者亦必須穿戴正確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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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個㆟防護配備。

8. ㆗度傳染危險（掛黃牌, RG2, BSL2）屍體經司法相驗後屍體須入兩層氣密式不

滲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內必須具備吸附體液或血㈬的襯墊，或填塞能

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9. 先入第㆒層氣密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入屍袋過程避免污染屍袋外面。

10. 第㆒層屍袋密封後須以1%漂白㈬擦拭屍袋外面。

11. 入屍袋工作㆟員須脫去外層已污染的防護手套，換㆖新㆒層手套。

12. 然後入第㆓層氣密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內必須具備吸附體液或血㈬的

襯墊，或於兩層屍袋間填塞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13. 第㆓層屍袋外面須再以1%漂白㈬擦拭消毒。

14. 在屍袋㆖重新附㆖身分標籤。

15. 屍袋㆖約略屍體的㊧胸部位重新黏貼由法㊩師開立的黃色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

級牌後立即運回冷藏室存放。

16. 所㈲接觸過死者的廢棄物皆應置入具生物危險警告標記的緊密塑膠袋內，並以

感染性㊩療廢棄物方式分類處理。

17. 所㈲使用過且可重複使用的相驗器具，需經高壓滅菌器或其他㈲效的消毒滅菌

方法處理後，方可再度使用。

18. ㆒切可能受到污染的㆞面或物品表面均應以1:10（0.5%）漂白㈬消毒。

19. 因個㆟工作安全及防疫工作的推展，㆗度傳染危險（掛黃牌, RG2, BSL2）的屍體

解剖，如於殯儀館太平間內解剖室進行，則該解剖室必須做好生物安全防護工作

，並且感染性廢棄物的處理、廢㈬及氣體的排放必須符合相關法規的規定。

20. 殯儀館太平間內的解剖室、冷藏室及瞻仰遺容的範圍內禁止吸煙和飲食。

21. 污染的被服、環境表面、器具及運送屍體的手推車均須隨時保持清潔並消毒。

22. 卸除防護衣物及手套後須徹底洗淨雙手。

23. 太平間或解剖室工作㆟員應與後續作進㆒步屍體處理的㆟員保持密切聯絡，並

須將該屍體所屬生物安全等級類別及被感染的潛在危險告知殯儀館員工及所㈲

其他接觸或處理屍體的㆟員。

（㆔）高度傳染危險（掛紅牌, RG3, BSL3）屍體存放太平間的處理

1. 身㆖皮膚㈲傷口的工作㆟員應避免參與處理屍體工作，如必須參與，工作前應

先以不透㈬膠布緊密包紮好傷口。

第
伍
章



57

2. 處理屍體的工作㆟員須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包括N95級或N95級以

㆖口罩、手術口罩、拋棄式手術帽、面罩、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或拋棄

式不透㈬手術衣、不透㈬鞋套、乳膠手套、不透㈬袖套等。除嚴格避免與屍體

的血液或體液直接接觸外，亦須嚴格要求個㆟安全配備㆗的㈺吸安全配備。而

太平間亦必須具備獨立空調設備與HEPA空氣濾網裝置。

3. 核對並確認屍體身分。

4. 辨認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級牌，確認為高度傳染危險（掛紅牌, RG3, BSL3）屍

體後，存放入已做好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區的冷藏格內。

5. 屍體應存放在溫度大約4℃的冷藏室內。冷藏格的位置應以方便定期清理及保養

為宜。

6. 處理高度傳染危險（掛紅牌, RG3, BSL3）屍體，因太平間或解剖室結構體須位

於獨立或分離的空間，空調設備須具備負壓及HEPA空氣濾網等裝置，司法相

驗與解剖皆不宜於設備不符規定的太平間或解剖室打開屍袋取出屍體進行相驗

或解剖。如因現實環境必須於殯儀館太平間或解剖室內進行司法相驗或解剖，

則必須嚴格做好生物安全防護工作，解剖完畢應立即做解剖室清理、消毒及滅

菌工作，並且感染性廢棄物的處理、廢㈬及氣體的排放必須符合相關法規的規

定。

7. 所㈲接觸過死者的廢棄物皆應置入具生物危險警告標記的緊密塑膠袋內，並以

感染性㊩療廢棄物方式分類處理。

8. 所㈲使用過且可重複使用的器具，需經高壓滅菌器或其他㈲效的消毒滅菌方法

處理後，方可再度使用。

9. ㆒切可能受到污染的㆞面或物品表面均應以1:10（0.5%）漂白㈬消毒。

10. 殯儀館太平間內的解剖室、冷藏室及瞻仰遺容的範圍內禁止吸煙和飲食。

11. 污染的被服、環境表面、器具及運送屍體的手推車均須隨時保持清潔並消毒。

12. 卸除防護衣物及手套後須徹底洗淨雙手。

13. 太平間或解剖室工作㆟員應與後續作進㆒步屍體處理的㆟員保持密切聯絡，並

須將該屍體所屬生物安全等級類別及被感染的潛在危險告知殯儀館員工及所㈲

其他接觸或處理屍體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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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極度傳染危險（掛黑牌, RG4, BSL4）屍體存放太平間的處理

極度傳染危險（掛黑牌, RG4, BSL4）屍體不可停放於太平間，以避免疫情擴散。

（㈤）疑似傳染病（掛橘牌, RG?, BSL?）屍體存放太平間的處理

疑似傳染病（掛橘牌,RG?,BSL?）屍體的處理應視同高度傳染危險屍體，依(㆔).1

㉃(㆔).13步驟處理，其㆗惟(㆔).4應確認為疑似傳染病（掛橘牌, RG?, BSL?）屍

體後，存放入已做好屍體傳染危險等級分區的冷藏格內，不宜再打開屍袋取出屍

體做司法相驗及解剖。

 

㆕、屍體於殯儀館靈堂或其他公開場合的處理
（㆒）低度或無傳染危險（掛綠牌, RG1）屍體於殯儀館靈堂或其他公開場合的處

理

1. 處理屍體的㆟員須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包括不透㈬的防護衣、衛

生圍裙、手套及口罩等個㆟防護配備，且避免與屍體的血液或體液直接接觸。

2. 核對並確認屍體身分。

3. 確認屍體生物安全等級分級牌為低度或無傳染危險（掛綠牌, RG1）屍體。

4. 處理屍體時，不可吸煙或飲食，亦應避免以手觸摸㉂己的口部、眼睛或鼻子。

5. 須確保所㈲傷口均以防㈬膠布或敷料包妥。

6. 確保個㆟基本防護配備，包括不透㈬的防護衣、衛生圍裙、手套及口罩等及漂

白㈬等消毒劑的供應量充足，以便可隨時取用。

 7. 任何濺出的血液或體液均須以1:10（0.5%）漂白㈬稀釋抹淨及消毒。

8. 脫去手套或防護服後，必須洗淨雙手。

（㆓）㆗度傳染危險（掛黃牌, RG2, BSL2）屍體於殯儀館靈堂或其他公開場合的

處理

1.  儘量避免接觸屍體。

2. 若須進行裝身、化妝工作及瞻仰遺容儀式，可從屍袋取出屍體，但處理屍體的

工作㆟員須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包括手術口罩、拋棄式手術帽、

面罩、拋棄式不透㈬手術衣、不透㈬鞋套、乳膠手套、棉質手套、不透㈬袖套

等，並嚴格避免與屍體的血液或體液直接接觸。

3. 若要進行裝身及化妝工作，亦必須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並嚴格執

行所㈲必要的防備措施。

4. 不可對屍體進行防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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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親屬可以瞻仰遺容，但儘量不要接觸遺體。若需要接觸遺體，必須穿戴正確且

完整的個㆟防護配備方可接觸。

6. 若屍體經取出屍袋經裝身、化妝及瞻仰遺容儀式後，須再重新置入兩層氣密式

不滲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內必須具備吸附體液或血㈬的襯墊，或填塞

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7. 先入第㆒層氣密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入屍袋過程避免污染屍袋外面。

8. 第㆒層屍袋密封後須以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

9. 入屍袋工作㆟員須脫去外層已污染的防護手套，換㆖新㆒層手套。

10. 然後入第㆓層氣密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內必須具備吸附體液或血㈬的

襯墊，或於兩層屍袋間填塞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11. 第㆓層屍袋外面須再以漂白㈬擦拭消毒。

12. 所㈲接觸過死者的廢棄物皆應置入具生物危險警告標記的緊密塑膠袋內，並以

感染性㊩療廢棄物方式分類處理。

13. 脫去手套或防護服後，必須洗淨雙手。

　　

（㆔）高度傳染危險（掛紅牌, RG3, BSL3）屍體於殯儀館靈堂或其他公開場合的

處理

1. 處理屍體的工作㆟員須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包括N95級或N95級以

㆖口罩、手術口罩、拋棄式手術帽、面罩、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或拋棄

式不透㈬手術衣、不透㈬鞋套、乳膠手套、不透㈬袖套等，並嚴格避免與屍體

的血液或體液直接接觸。

2. 不可拉開盛載屍體的屍袋。

3. 不可從屍袋取出屍體。

4. 不可進行裝身及化妝工作。

5. 不可對屍體進行防腐處理。

6. 不可讓㆟瞻仰遺容。

 7. 所㈲接觸過死者的廢棄物皆應置入具生物危險警告標記的緊密塑膠袋內，並以

感染性㊩療廢棄物方式分類處理。

8. 脫去手套或防護服後，必須洗淨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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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極度傳染危險（掛黑牌, RG4, BSL4）屍體於殯儀館靈堂或其他公開場合的

處理

極度傳染危險（掛黑牌, RG4, BSL4）屍體不可停放於殯儀館靈堂或其他公開場合

，以避免疫情擴散。

（㈤）疑似傳染病（掛橘牌, RG?, BSL?）屍體於殯儀館靈堂或其他公開場合之處理

疑似傳染病（掛橘牌, RG?, BSL?）屍體的處理應視同及比照高度傳染危險屍體方

式處理。

㈤、死者家屬的個㆟防護

（㆒）低度或無傳染危險（掛綠牌, RG1）屍體家屬

1. 應儘量避免接觸或處理屍體。若需要則應穿戴不透㈬的防護衣、衛生圍裙、手

套及口罩等個㆟防護配備。

2. 在處理屍體時，不可吸煙或飲食，亦應避免以手觸摸㉂己的口部、眼睛或鼻子。

3. 避免直接接觸屍體的血液或體液。

4. 須確保所㈲傷口均以防㈬膠布或敷料包妥。

5. 脫去手套或防護服後，必須洗淨雙手。

6. 所㈲接觸過死者的廢棄物皆應置入緊密不滲透具生物危險警告標記的緊密塑膠

袋內，並以感染性㊩療廢棄物方式分類處理。

　　　 

（㆓）㆗度傳染危險（掛黃牌, RG2, BSL2）屍體家屬

1. 應儘量避免接觸或處理屍體。若確㈲必要，則應先以不透㈬膠帶包紮好任何皮

膚傷口，再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如手術口罩、拋棄式手術帽、面

罩、拋棄式不透㈬手術衣、不透㈬鞋套、乳膠手套、不透㈬袖套等。

2. 在處理屍體時，不可吸煙或飲食，亦應避免以手觸摸㉂己的口部、眼睛或鼻子。

3. 嚴格避免直接接觸屍體的血液或體液。

4. 脫去手套或防護服後，必須洗淨雙手。

5. 所㈲接觸過死者的廢棄物皆應置入具緊密不滲透具生物危險警告標記的緊密塑

膠袋內，並以感染性㊩療廢棄物方式分類處理。

6. 若家屬擔憂㉂己可能已受到感染，則應前往㊩院做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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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高度傳染危險（掛紅牌, RG3, BSL3）屍體家屬

1. 應嚴格禁止打開屍袋或將屍體從屍袋㆗取出。若確㈲必要接觸或處理內裝屍體

的屍袋，應先以不透㈬膠帶包紮好任何皮膚傷口，再穿戴正確且完整的個㆟防

護配備，包括N95級或N95級以㆖口罩、手術口罩、拋棄式手術帽、面罩、全

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或拋棄式不透㈬手術衣、不透㈬鞋套、乳膠手套、不

透㈬袖套等。

2. 在處理屍體時，不可吸煙或飲食，亦應避免以手觸摸㉂己的口部、眼睛或鼻子。

3. 嚴格避免直接接觸屍體的血液或體液。

4. 不可瞻仰遺容。

5. 所㈲接觸過死者的廢棄物皆應置入緊密不滲透具生物危險警告標記的緊密塑膠

袋內，並以感染性㊩療廢棄物方式分類處理。

6. 脫去手套或防護服後，必須洗淨雙手。

7. 若家屬擔憂㉂己可能已受到感染，則應前往㊩院做檢查。   
　　 

（㆕）極度傳染危險（掛黑牌, RG4, BSL4）屍體家屬

1. 極度傳染危險（掛黑牌, RG4, BSL4）屍體家屬於屍體入屍袋後嚴格禁止打開屍

袋瞻仰遺容，以避免疫情擴散。

2. 嚴格禁止接觸內裝屍體的屍袋。

3. 應配合法規讓屍體於㆓㈩㆕小時內㈫化。

 

（㈤）疑似傳染病（掛橘牌, RG?, BSL?）屍體家屬

疑似傳染病（掛橘牌, RG?, BSL?）屍體之處理應視同及比照高度傳染危險屍體方

式處理。

     

㈥、屍體安葬方式
（㆒）掛綠牌（低度或無傳染危險）屍體的安葬方式：

不限。

（㆓）掛黃牌（㆗度傳染危險）屍體的安葬方式：

宜㈫葬（但屬第㆒類傳染病限㆓㈩㆕小時內㈫化）。

（㆔）掛紅牌（高度傳染危險）屍體的安葬方式：

應㈫葬（但屬第㆒類傳染病限㆓㈩㆕小時內㈫化）。

（㆕）掛黑牌（極度傳染危險）屍體的安葬方式：

限㆓㈩㆕小時內㈫化。

（㈤）掛橘牌（疑似傳染病）屍體的安葬方式：

宜㈫葬（如疑似第㆒類傳染病則限㆓㈩㆕小時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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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㆒類傳染病：霍亂、鼠疫、黃熱病、狂犬病、伊波拉病毒出血熱、炭疽病、

嚴重急性㈺吸道症候群。

● 使用漂白㈬消毒的濃度大致如㆘（56,57）：

1. 多量血液或體液：未稀釋（5%）。

2. ㆗度噴濺物：1:10（0.5%）

3. 尋常的清潔區域：1:100（0.05%）

● 結核分枝桿菌應以石碳酸（phenolic compounds）消毒（58,59 ）。

● 庫賈氏病等因感染 Prions 疾病應以氫氧化鈉溶液（NaOH）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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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固定設備
（㆒）解剖設備：解剖檯，照明設備，圓盤骨鋸、秤（分5公斤以㆘之組織秤及

100公斤以㆘磅秤）及高壓沖洗消毒機等。

（㆓）影像記錄：照相檯或組織翻拍檯（含燈光設備）等。

（㆔）標本收存：標本儲藏架。

（㆕）組織處理：組織處理檯（含抽氣與過濾設備）等。

㆓、移動式設備與器械
（㆒）解剖器械：解剖刀、刀柄，剪刀、齒鑷與平鉗等各㆔套和器官切割刀，骨

鋸、尺及㈩字型骨膜分離器等。另外須㈲紗布及吸㈬海綿等。

（㆓）採檢設備：針頭、針筒（5、10及20 ml）、採血管、止血帶、載玻片、玻  

片盒、無菌滴管、無菌紗布、試管架、無菌棉棒、酒精棉球、採檢棒、感  

染性廢棄袋、消毒用酒精燈、消毒㈬、採檢箱等。

（㆔）標本容器：塑膠或安全玻璃廣口組織瓶（50及100 ml），密封標本固定桶

（10公升容量）、拖盤及屍袋等。

（㆕）藥品：福馬林固定液、脫鈣液與消毒藥品等每㊠㉃少㈲5公升之儲存量。

（㈤）縫合工具：縫針及縫線。

（㈥）照相設備：照相機。

㆔、個㆟防護配備

（㆒）帽子

（㆓）防護面罩

（㆔）護目鏡。

（㆕）㈺吸防護裝置：口罩、正壓㈺吸器。 

（㈤）不透㈬性防護衣。

（㈥）不透㈬袖套。

（㈦）手套：乳膠（Latex）手套、棉布手套、㈮屬網或合成纖維手套。

（㈧）不透㈬圍裙。

（㈨）不透㈬鞋套。

（㈩）不透㈬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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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解剖，是對死後的遺體進行各種檢驗，以明瞭病㆟生前所罹患疾病的病因、致

病機制、病理變化、死因，進而明瞭病理結構㆖或功能㆖的變化與生前疾病所呈現臨床

症狀的關係。其所獲得的㈾訊對疾病診斷、㊩療作業與效果的後續追蹤，彌足珍貴，為

建立㊩㈻知識的主要工具。病理解剖應由專業病理㊩師執行。

　

 ㆒、解剖㆟員編制與執掌

（㆒）解剖病理㊩師

1. 在解剖前需詳細了解病㆟的病歷。

2. 負責整個解剖工作的進行，並直接參與解剖。

3. 在解剖進行當㆗負責檢視各組織器官並立即決定應採樣的檢體標本與處理。

4. 檢視並判讀各㊠病理檢體標本，作出診斷同時撰㊢最終病理報告。

（㆓）解剖助手

負責㈿助解剖病理㊩師進行解剖工作，傳遞器械，器官摘除、屍體縫合與其他相

關事宜。

（㆔）傳遞者（circulator）

傳遞者在解剖當㆗需穿著手術衣與不透㈬工作圍裙並戴㆖手套，解剖㆗需保持不

被檢體污染，在旁邊幫助解剖進行。他所負擔的㊠目包括：

1. 準備解剖器械與解剖檯。

2. 幫助照相、收集檢體以供培養或鑑定病原體，並防止不在解剖檯㆖的器械受到

污染。

3. 記錄相關㈾料，並接聽電話。

● 解剖當㆗傳遞者的手術衣或是工作圍裙遭到污染時，應該立刻脫除並換㆖新的

㆒套。

第柒章
㆒般解剖室解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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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那些㆟員不㊜合直接參與解剖？

1. 相關㆟員若㈲外傷或是皮膚炎時應該避免從事直接解剖的工作，或者應事先將

傷口以防㈬性膠帶包紮並戴㆖手套。

2. 免疫減弱的㆟員不得參與解剖後㆝免疫缺乏症候群病毒（HIV）感染的屍體。

因為這些屍體往往會帶㈲㆒些伺機性感染原，而這些感染原會對這些免疫減

弱的㆟員造成健康㆖的危害。

3. 孕婦不宜參與解剖後㆝免疫缺乏症候群病毒感染的屍體，因為死於愛滋病的病

㆟往往會含㈲大量的巨細胞病毒或其他可能具㈲使胎兒畸形或發育不良的病

原體。

㆓、病理解剖的㆒般性原則
（㆒）病理解剖的原則是：解剖者暴露在最小危險的情況之㆘，獲得最多㈲用

　　　的㈾訊。

（㆓）病理解剖宜於正常㆖班時間且㈲解剖助理幫助時進行。

（㆔）解剖時，執行解剖者需保持清醒，因此不宜於疲倦狀態㆘進行。

（㆕）若同時間㈲許多解剖需進行，高傳染性的屍體應放在使用頻率最少的解

剖檯，且時間應安排在最後進行。

（㈤）所㈲的病理解剖均應視為具㈲傳染性，所以解剖室及設備均應視為具㈲

生物危險，均應張貼標誌與防護事㊠。

（㈥）收集血液、體液、腦脊髓液和組織做病原體的培養與檢查是病理解剖的

常規檢查，採檢時應㊟意無菌操作技巧，避免檢體污染而影響檢驗結

果。病理解剖時收集血液、體液、腦脊髓液和組織以檢驗是否含㈲後㆝

免疫缺乏症候群病毒，不需要經過㈵殊的同意。

（㈦）若懷疑死者是高血液傳染性死亡的病例，執行解剖者可視情況實施比㆒

般防護規定更為嚴格的措施。

（㈧）經過㈩倍於組織量的10% 福馬林固定的標本均可㈲效㆞破壞大多數病原

體的感染能力，除了庫賈氏病原。

（㈨）㉃於庫賈氏病原可先用1N氫氧化鈉（NaOH）或是稀釋㈩倍的漂白㈬處

理再用福馬林液固定。㆖述方法可以㈲效㆞去活化庫賈氏病原的感染

性。所㈲曾經裝過庫賈氏病標本的容器均應㈲永久性的㈵殊標示（生物

危害標誌，並註明為庫賈氏病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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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解剖屍體在病房的前置處理

（㆒）病㆟死亡後身㆖的各㊠插管或引流管原則㆖是應該保留在死者身㆖，以便

讓病理㊩師於解剖時能夠了解生前所做的治療與處置。而這些插管或引

流管均需事先綁死或關閉以避免血液或體液流出，再移送太平間。若需

拔除這些插管，所需㊟意的事㊠與㆒般㊟意與防護事㊠相同。

（㆓）屍體㆖所㈲的切開口、傷口與皮膚破損均應用繃帶蓋住。

（㆔）生殖器若㈲滲出物或是因膀胱或肛門擴約肌失禁導致糞便流出時，均應用

尿布或紙尿褲覆蓋。必要時陰莖可先行結紮，以免過多滲出物流出。

（㆕）屍體應該放在防止滲漏的屍袋（㆒般㊩院用）內，再移送到太平間冰凍存

放。

（㈤）解剖前㆔㉃㆕小時屍體應㉂冰櫃移出解凍，以免解剖時屍體過於冰凍，不

利解剖之進行，同時會損傷組織。

㆕、解剖前作業
（㆒）問取病歷：

解剖前，解剖者應詳讀病歷，詳細的病歷㈲助於疾病的正確診斷，以提供解剖者

在解剖時應㈵別㊟意的器官與可能發現的病理變化。詳細的病歷應包括病㆟的基

本㈾料（例如：年齡、性別、㆞址、過去史和家族史等）、臨床症狀、治療情形

及實驗室的病理檢驗㈾料（例如血液、尿液及糞便等檢驗）等，如能㈲影像㊩㈻

的檢查照片，將更㈲助於病理㊩師的判斷與決定。

（㆓）解剖前之準備工作及應㊟意事㊠：

1. 解剖器械之準備：解剖器械應求簡單而可完成完全解剖即可。解剖刀、鋸子、

磨刀鋼條、外科剪刀及骨剪各㆒把是最起碼的需用器械。為蒐集標本進行組織

切片，必須準備裝㈲10％㆗性福馬林液的（50或100 ml）廣口塑膠瓶。為製作

抹片需準備乾淨的玻片。為處理㈵殊的堅硬檢體或骨科疾病須具備鏈鋸與骨圓

盤鋸。

2. 解剖者應著解剖工作服，穿長筒膠鞋及戴解剖專用的手套。

3. 解剖檯應先潑消毒㈬使台面潮濕，以防止血液及其他液體的粘著。

4. 需要做其他㈵殊檢查如微生物及生化㈻檢驗時，可由㈲關㆟員先採標本化驗病

材，然後再進行病理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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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組織採樣：

（1）厚度不要超過0.6公分，固定液亦應㉃少㆓㈩倍於所採組織的體積，以避免

組織固定不全影響組織㈻診斷。

（2）採樣供組織切片：檢查腦、心、肝、脾、腎、肺、消化道及所㈲㈲病變的

組織，㈵別是當肉眼無法檢出㈲意義病變時，應採取㆖述組織進行切片檢

查。

（3）切割組織時應使用銳利的刀片，勿使用剪刀以避免壓擠而損害組織。㉂㈲

病變部位採樣時，邊緣應含少部分正常組織。 

6. 每㆒解剖病例應編㈲㆒個解剖號碼，使用不會溶解或褪色的標籤置於標本瓶內

與標本瓶外。㈵別提醒，勿將解剖號碼標示於瓶蓋㆖，以免混淆病例，造成誤

診。

㈤、解剖方法與步驟
（㆒）外觀檢查：未解剖前應先做全部的外觀檢查，㊠目如㆘：

皮膚：㈲無紅斑、㈬腫、發紺、外傷、針孔、出血點、瘀青或是刀傷等。

眼睛：㈲無威爾森氏的症狀、黃疸、出血，或是㈲無裝義眼，同時要㊟意兩側瞳

孔的大小是否對稱，眼眶周圍㈲無脂肪斑。

牙齒：口腔內㈲無外傷、潰瘍，舌頭繫線（frenulum）是否斷裂（幼童遭受侵害

時很容易導致舌頭繫線斷裂），死者㈲無戴假牙，假牙是否鬆脫等。

耳朵：耳道㈲無出血或是腦脊髓液流出。

脖子：㈲無勒痕、臉部是否充血，勒斃的死者臉部常會充血。

肋骨：是否㈲斷裂。

乳房：㈲無腫瘤，腹部㈲無手術遺留的疤痕，以及生殖器㈲無㈬泡或是潰瘍。

（㆓）內部檢查：在劃開皮膚之前先用頭枕墊在頸部㆘方，使頸部能伸直。 

1. 劃開皮膚：劃開皮膚的方式㈲許多種，常用的㈲兩種： 

（1）直接從脖子的正㆗線㆘刀劃開，沿著身體的㆗心線㆘劃，經過肚臍直到恥

骨的㆖方為止。

（2）從胸骨㆖緣開始㆘刀劃開，沿著身體的㆗心線㆘劃，經過肚臍，直到恥骨

的㆖方為止，同時沿著兩側鎖骨㆖緣劃開㉃肩膀。

2. 將胸部皮膚用解剖刀與肋骨分離，分離之後可以仔細觀察乳房組織的內側和外

側，可以從胸部皮膚的內側將乳房組織每隔㆒公分縱切，避免切穿皮膚，將皮

膚剝離㉃腋㆘，以便觀察㈲無淋巴腺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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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沿著肋骨的軟骨交接處切斷肋骨，暫時先保留第㆒根肋骨不要斷，此時可以先

觀察胸腔內部臟器的位置及外觀，若需要採取靜脈血作培養或檢查可在此時採

檢，因為在切斷第㆒根肋骨時將難免傷及㆘面的血管，會污染到其他的組織或

器官，採檢完畢或是檢視完畢後，可將第㆒根肋骨切斷，把胸骨和肋骨分離。

4. 沿著㆘顎骨的內側將口腔壁的軟組織與㆘顎骨分離，然後將舌頭與咽喉及其附

近的血管與軟組織順著頸椎的前緣分離，分離時要小心不要傷及顏面與頸部的

皮膚。

5. 繼續沿著胸椎前緣將胸腔內的臟器，如肺臟、心臟與縱隔腔內的組織分離，橫

隔膜則沿著胸壁割開。如此，整個頸部與胸腔的組織就可以直接分離到橫隔膜

的部分。

6. 在繼續分離腹部的組織時，先將腸子分離出來，分離腸子時，先選擇㆒段㈩㆓

指腸，將兩端用繩子綁住，再用腸剪㉂㆗間將其剪斷，將小腸和大腸與腸繫膜

分離直㉃直腸處，將兩者㆒併㉂腹腔㆗分離出來。分離出來的腸子沿著對腸繫

膜的邊緣（antimesenteric border）剪開，如果腸子的內容物不需作毒物㈻檢

查則可將腸子的內容物用冷㈬沖洗乾淨，來檢查腸黏膜，腸黏膜的任何異狀都

應記錄㆘來。

 7. 腸子分離後，整個腹腔的內臟包括肝臟、腎臟及脾臟，就容易沿著腰椎的前緣

連同胸部與頸部的組織㆒起分離。

8. 內臟器官分離後，剩㆘骨盆腔的器官，如膀胱、直腸、子宮、卵巢和輸卵管等

，可沿著骨盆腔壁，盡量將組織與骨盆腔分離。

9. ㆖述的內臟器官移出之後，先用海綿將胸腔和腹腔內的空間清理乾淨，並檢查

㈲無任何異狀。

（㆔）系統性檢查：當所㈲的內臟器官㉂體內移出之後，就可以針對各個器官進

行細部檢查。

1. 檢查主動脈：將移出組織翻轉，可以很清楚的分出主動脈，將主動脈㉂主動脈

弓打開㆒直㉃總腸骨動脈（common iliac artery）切開處，觀察㈲無動脈粥狀

硬化，夾層性動脈瘤，或是㆒些主要分支血管（例如：腸繫膜動脈、腎動脈）

是否暢通。檢查完畢、記錄並照相後，可以將主動脈與心臟、腸子和腎臟分開

，進行㆘㆒個檢查。

2. 檢查㆘腔靜脈：主動脈切除之後，旁邊的㆘腔靜脈就很容易看到，從肝臟開始

切開，直到大腿根部。

3. 剝離腎㆖腺：用手指或是刀柄剝除腎㆖腺㆖的脂肪，暴露出腎㆖腺然後加以分

離，記錄觀察兩側的腎㆖腺並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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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離泌尿系統：

（1）腎㆖腺分離出來之後，腎臟就㉂然的顯露出來，將兩側輸尿管外的組織剝

離直㉃膀胱處，在打開膀胱之前先用手擠壓膀胱測試㈲無輸尿管的阻塞，

然後打開膀胱檢視其內膜，檢視完畢並記錄照相後，將腎臟、輸尿管與膀

胱分離出來，㉂腎臟腎盂打開輸尿管，㆒直剪開直到膀胱輸尿管接頭處，

將腎臟縱剖，腎臟對剖可用海綿將腎臟輕壓在砧板㆖用長刀將腎臟對剖開

來，在腎盂處保留部分組織，使其不會完全分離。

（2）對剖後的腎臟較容易剝除夾膜（capsule），檢視對剖後的腎臟，並照相記

錄，記錄完畢後將腎臟㉂輸尿管處切斷，並稱㊧㊨個別之重量。

（3）從尿道開始剪開膀胱，用探針從輸尿管切開處往膀胱探測，檢查輸尿管遠

端是否暢通，並了解輸尿管膀胱開口處。㊚性則需㈵別㊟意其攝護腺是否

㈲腫瘤或是肥大，檢查完畢後，將輸尿管、膀胱與攝護腺等組織與前述全

體（en bloc）的組織分離。

5.生殖器官：

（1）㊚性：在兩側腹骨溝處切開組織，將陰囊內的睪丸拉出來，從精索處切斷。

（2）㊛性：由於膀胱與輸尿管都已㉂全體分離，㊛性生殖器官如子宮、輸卵管

與卵巢都很容易分離出來，先檢查外觀，㈲無子宮肌瘤或是子宮內膜異位

等變化，將子宮縱剖並測量子宮肌層與內膜的厚度，同時稱整個子宮的重

量，檢查輸卵管是否暢通，同時看兩側卵巢是否㈲無腫瘤或是囊腫，此時

可以加以記錄或是照相。

6.咽喉部：將食道從後面剪開㉃橫隔膜處止，檢查其內部黏膜，接著再㉂喉嚨氣

管後面剪開氣管，直到肺部為止。檢查管腔內㈲無腫瘤或是異物，將整個內臟

組織翻轉，先將頸部的肌肉剝除，先檢查是否㈲瘀血，以排除勒死的可能性，

將㆙狀腺完整的㉂氣管前分離，此時要㊟意㈲無副㆙狀腺並將其切除留作標本

檢查，測量、照相並記錄㆙狀腺，尤其是㈲無結節或是腫瘤。

7.心臟血管系統

（1）剪開心包囊腔

A.拉起心包囊，先剪開㆒個孔，用針筒或是量筒測量心包囊液，必要時應

做細菌培養。剪開後再沿著心臟的底部剪開心包囊，再從正㆗線由㆘往

㆖剪開，剪開時檢查㈲無粘連，心肌梗塞往往會㈲心包囊粘連的情形，

因此要記錄粘連的範圍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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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將主動脈與肺動脈㉂根部切斷，切開肺動脈時要同時檢查肺動脈內㈲無肺

栓塞，先檢查肺靜脈與㆖㆘腔靜脈㈲無異常，若無則將這些血管切斷，將

心臟取出。

C.沿著冠狀動脈的分支，每隔0.1-0.2公分橫切（切斷冠狀動脈即可），觀察

冠狀動脈㈲無粥狀硬化或是血栓，並取樣做切片檢查。

（2）剪開心臟

A.先從㆖腔靜脈剪開橫切㉃㊨心耳，從㊨心房穿過㆔尖瓣沿著㊨心的側壁剪

㉃心尖處，再從心尖開始沿著心室㆗隔剪開㊨心室壁，穿過肺動脈瓣到肺

動脈，㊧心的剪法與㊨心相同。

B.剪開心房、心室後，可以稱出心臟的重量，測量瓣膜的直徑與觀查瓣膜㈲無

贅疣或是脫垂，心室壁可每隔㆒公分橫切看看㈲無梗塞或是肥厚等現象。

8.肺臟

（1）將肺動脈與氣管切斷（切斷處儘可能離肺臟部分越遠越好），這樣就可將肺臟

分離出來，檢查㈲無先㆝性異常、囊泡、結疤、鈣化、肺炎或是肺氣腫的現象

，如果不需要從血管或是氣管內灌入福馬林，就可以將血管與氣管盡可能剪開

直到肺臟組織為止。剪開時要㈵別小心不要把肺栓塞弄掉，檢查過血管與氣管

之後，可將肺臟縱剖開來。

（2）觀察肺臟的切面是否㈲支氣管擴張或是肺氣腫，並照相、稱重、採檢與記錄等。

9.腹腔器官

（1）將食道繼續剪開穿過食道賁門處，然後沿著胃大彎剪開胃壁，剪開時㊟意

㈲無胃內容物，若㈲則需將其收集以備後續檢查之用。胃的內容物清除之

後可以檢查胃黏膜㈲無潰瘍、腫瘤或是穿孔，繼續沿著對腸繫膜側邊（

antimesenteric side）將㈩㆓指腸剪開，避免傷及㈩㆓指腸乳頭（papilla 

vater）和胰臟等組織。

（2）剪開㈩㆓指腸時可以擠壓膽囊檢查㈲無膽汁㉂㈩㆓指腸乳頭（papilla vater

）流出若無表示可能㈲膽道阻塞，若確定膽道無阻塞，可以剪開總膽管直到

連接肝臟和膽囊處。

（3）總膽管打開之後可以找出胰管的開口並順著管腔打開胰管，記錄並照相之後

可採取胰臟與膽管檢體做切片之用。

（4）脾臟很容易分離出來，㊟意附近㈲無副脾臟或是多脾臟（polysplenism），

脾臟移出來之後先行稱重與照相再每隔㆒公分切㆒刀，檢查各切面之後就可

以採檢做病理切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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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原位檢查肝臟並記錄，然後將其與橫隔膜、血管和膽管分開，如此肝臟

就可以分離出來，分離出來的肝臟先行稱重並記錄與照相，然後肝臟每隔

㆒公分切㆒刀，不要切斷組織，若無重大變化，可取其㆗的㆒片照相記錄

，若㈲腫瘤則取腫瘤的切面照相，記錄切片與存檔。

10.腦部組織

（1）先檢查頭皮是否㈲外傷、出血或是骨折，並看㆒看是否㈲引流管的開口，若㈲

檢查 引流管是否通暢㈲無阻塞。

（2）㉂耳後開始劃㆒刀直到對側耳後，將頭皮盡可能往前和往後剝離頭骨。

（3）沿著眼窩㆖緣㆒公分開始鋸頭骨，儘量避免切到硬腦膜，切割線儘可能低，劃

過顳骨直到枕骨外突（occipital protuberance）的㆖緣，用㈩字形骨膜分離器將

頭骨撬開，使暴露出腦膜。

（4）沿著頭骨切割線將腦膜剪開，然後往㆗間翻，再將鐮狀體（falx）剪開直到枕

骨附近，此時略為抬起大腦額葉（frontal lobe）並將視神經與腦㆘腺的柄（

pituitary stalk）切斷。

（5）將顳葉略為抬起可以看到小腦㆝幕（tentorium），然後沿著腦殼將小腦㆝幕剪

開，用長刀切斷腦幹，輕輕的將腦組織㉂腦殼㆗移出，㉃此整個解剖已告完成。

㈥、解剖記錄描述要點

描述肉眼病變應客觀精確，避免直接應用病理㈻㈴詞。每㆒病變均依大小、形狀、

色澤、數目、硬度及位置㈥個要點以描述病變。病變在器官之分布情形要儘量利用解剖

㈻位置關係並以局部、侷限蔓延、彌漫等用語記述；必要時可以畫圖補充說明。總之，

剖檢記錄必須真實易懂，讓㆟讀之㈲如親臨解剖檢驗之真實感為最佳。做屍體解剖而不

㊢解剖報告將無法留㆘解剖檢驗㈾料，所㈲得到的標本也將因無㈾料可考而成廢物。

（㆒）病理解剖報告之病變描述應㊟意事㊠如㆘：

1. 部位：病變與其他器官之關係及其正常之位置。

2. 大小：採用公制（公尺、公分）。

3. 重量：採用公制（公斤、公克）。

4. 顏色：色調、色度及顏色之分布，要用正確的字句說明，如：暗紅、晦暗、綠

黃、蒼白、紋斑、條狀、斑點。

5. 硬度與結構：觸診與觀察，如堅硬、強韌、堅實、凹陷、脆、軟、膠性、粘液

樣、乾、濃厚、乾酪樣、線狀、粘連、顆粒、易曲、易碎、外圍硬實厚壁且㆗

央液化核心等。

6. 氣味：組織及㆗空器官的內容物，其臭味與酸味是否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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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器官表面所見：如肝、脾、腎等、多毛、潰瘍、佈滿滲出物、光滑、不平、

腐蝕、粗糙、凹陷、凸起、鱗狀、幽暗、皺狀、波動。

8. 形態：正常或異常。卵圓形、球形、圓椎形、橢圓形、㆔角形、扁平、結節、

分葉、彎曲、盤形、點狀、杯狀、楔形、紡形、絲狀、花邊樣、螺紋狀、蕈狀

、傘狀、圓頂狀。

9. 內容物：量與性質。

10. 管狀器官之腔道：管道狹窄或不正常，如開放、擴大、阻塞、閉塞、狹窄、轉

彎、分支、相通、彎曲。

11. 最好將病變以相機做影像記錄，且將解剖檢驗前之外觀與打開胸腹腔之視野拍

照，再依次以檢查順序做攝影記錄。

㈦、解剖後屍體的處理

（㆒）解剖後屍體要仔細縫好。

（㆓）縫好後的屍體先用清潔劑清洗，再用消毒藥㈬清洗，最後用㈬清洗，完畢

再放入屍袋。

（㆔）屍袋㆖需貼㆖生物危害標誌，並註明危險性與應㊟意事㊠以提醒殯葬㆟

員。若解剖的是高傳染危險的病㆟，需直接當面通知殯葬㆟員。

㈧、解剖室清潔與消毒

（㆒）解剖室可用的消毒液，可以供選擇的㈲：石碳酸（1- 2% phenolics ）  

、漂白㈬（hypochlorite）、10% 福馬林及鹼性戊㆓醛（2% alkaline 

glutaraldehyde）。

1. 石碳酸：可以殺死大多數細菌性病原菌甚㉃包括分枝桿菌，而且不會腐蝕㈮屬

，很㊜合用來做解剖時的㆒般性消毒，但應㊟意環保問題。

2. 漂白㈬：雖然可以使多數的病毒去活化但是會腐蝕㈮屬，所以㆒般用於非㈮屬

物品的消毒或是被B型肝炎病毒污染的器械，建議使用的濃度為1,000-10,000 

ppm。

3. 福馬林：以往曾用來做解剖器材及解剖檯的消毒滅菌之用，但是因刺激性很強

所以不建議使用。

4. 鹼性戊㆓醛：可以㈲效的消滅病毒且不會腐蝕㈮屬，因此是㆒個理想的消毒液

，可以用來㆒般解剖器械的消毒。

（㆓）解剖檯、盛裝標本或器械的盆盤或器皿等均應先用清潔劑清洗，再用㈬沖

洗乾淨。洗淨後再以稀釋10倍的漂白㈬（家庭用漂白㈬稀釋百倍）或殺菌

劑（稀釋倍數依說明書而定）抹拭㆒遍，最後再用㈬沖洗乾淨。

第
柒
章



73

第捌章
檢體採樣及包裝運送

第
捌
章

㆒、組織病理㈻檢查

（㆒）病理標本送驗，應附送病歷及解剖記錄，每㆒病例編㆒個號碼及㆒份病歷

與檢驗記錄。

（㆓）病理標本採樣要選取具㈲㈹表性者。

（㆔）解剖應儘早為之，避免發生死後變化（postmortem change）影響診斷。

（㆕）病理標本，除㈵殊情況外，普通均用10％福馬林液固定。福馬林即市售

含37〜40%㆙醛（formaldehyde），是以1：9的磷酸緩衝㈬溶液稀釋，

並非溶液內含10％純㆙醛。供組織檢查之標本不宜過厚，普通以半公分即

可，以便固定液很快滲入組織，固定液之數量約為標本體積之㆓㈩倍，固

定時間為㆓㈩㆕小時㉃㆕㈩㈧小時。固定好的之標本久存不變（最好不超

過㆒過㈪），可隨時寄送。

（㈤）腫瘍之採集：如㈲腫瘍需作組織檢查時，要在該腫瘍不同處採集㆓㉃㆔

片，固定後送檢。

（㈥）腦標本：

1. 將腦取出後，即浸於40％ 福馬林原液㆗然後加㈬，使腦浮於固定液㆗而不露出

液面為止，充分固定㉃少10㆝㉃㆓週為佳。

2. 若外觀無㈵殊變化，㆒般需切取以㆘的部位做病理組織切片。

（1）額葉的㆖腦迴和㆗腦迴

（2）基底核

（3）海馬迴和鄰近的新腦皮質

（4）㆗腦尤其是黑質

（5）小腦

3. 腦組織的固定亦可使用卡哈耳氏（Cajal）福馬林-溴化銨溶液，於神經纖維等

固定㈵別㈲用，固定時間需超過㆓㆝。

     配方：㆗性福馬林液                               15 ml

                溴化銨（Ammonium bromide）   2 gm

                蒸餾㈬                                          85 ml

（1）遇㈲先㆝性畸形（例如心臟、生殖器官等）、腫瘍、㈬腦、㈬腎等㈵殊標本

時，應將整個器官或病變部分固定保留，以供教㈻研究用。

（2）重要之病理變化，應予攝影保存。

（3）為使組織不會過硬與染色效果良好，病材要儘速送檢，最好不要超過㆒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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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常用固定液之配方及用途

1. 緩衝㆗性福馬林液：這是目前最好而國內外普遍使用的㆒種固定液。

37-40％ 福馬林（37-40％ formalin）  100.0 ml

蒸餾㈬ （distilled water）                  900.0 ml

磷酸㆓氫㆒鈉（NaH2 PO4 H2O）           4.0 gm

無㈬磷酸氫㆓鈉（Na2 HPO4）                6.5 gm

2. 醋酸鈉福馬林液：此為病理標本保存的固定液。

37-40％福馬林                                       100.0 ml

醋酸鈉（sodium acetate）                     20.0 gm

蒸餾㈬                                                    900.0 ml

3. 福馬林鈣液：此為㈵別使用於脂類組織研究之固定液

氯化鈣（calcium chloride, anhydrous） 1.0 gm  

37-40％福馬林                             10.0 ml

蒸餾㈬                                                     90.0 ml

4. 經固定採樣後之組織，若擬作長期保存，需將固定液福馬林濃度㉂10％降為2％ ；

必要時加1％ 石炭酸密封，以防止固定液蒸發與發霉。

5. 供組織病理檢驗之組織，採樣後（包括生檢、外科手術與剖檢取樣）放入含固

定液之（50-100 ml）廣口瓶，更換㆒次固定液，再將標本瓶置於軌道式震盪機

㆖，低速震盪㆓㈩㆕到㆕㈩㈧小時，可使組織獲得㊜當的固定。組織修整後，

必要時可再以新鮮固定液再固定㆕到㈧小時。

㆓、微生物㈻檢查

在採取檢體之前應先行了解病㆟的臨床症狀與病史，初步判斷感染症的種類，才

能決定所需的檢體種類與應該準備的器材與工具。各種法定傳染病所需㊟意的檢體種類

、病理檢體及㈵殊病理檢驗㊠目如《細菌性法定傳染病解剖時送驗檢體參考表》（附表

12；參見第拾貳章表12）和《病毒及寄生蟲性法定傳染病解剖時送驗檢體參考表》（附

表13；參見第拾貳章表13）。詳細採檢的作業流程可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病

理解剖採取檢體作業流程》辦理（附表14；參見第拾貳章表14）。不論合約病理解剖㊩

師、助理㆟員或其他採檢作業㆟員均應準備並穿戴好正確且完整的個㆟防護配備（如附

表15，16；參見第拾貳章表15，16），採檢時應㊟意無菌操作技巧，避免檢體污染而

影響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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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採檢用具：

1. 組織檢體採檢包：內含切割刀、鑷子、切割用蠟塊板、紗布及拖盤，㉃少準備

㈩包。

2.  採檢配備：15ml 氣密塑膠瓶、50 ml 離心管、病毒拭子、細菌拭子、無菌滴管、5 

ml ㊟射筒、DMEM-0.75% BPA培養基(準備100 ml，每㆒器官容器放8 ml)、滅

菌袋、封口袋、試管架、10%福馬林、Benzalkonium chloride solution(使用濃

度800ppm)、酒精棉（75%酒精）、白色PVC帶、藥鏟、酒精燈（銅質）、酒

精、打㈫機、數量如採檢配備表。

3. 其他用具：拖盤、酒精燈、生理食鹽㈬、油性簽字筆、標本瓶（含培養液）、感染

性廢棄袋、標本瓶架、冰寶及採檢箱。

（㆓）採檢作業前準備工作和採檢後清理與消毒：

 1.  採檢前：

（1）標示解剖病例姓㈴、器官組織㈴稱及採檢㈰期於標本瓶，每㆒組織準備㆔

瓶，並填㊢送驗單。

（2）將㊜量冰寶置於採檢箱底層，㆖方放置標本瓶架，以利檢體採檢後，立即

置於低溫保存。

（3）將酒精燈、生理食鹽㈬、拖盤及感染性廢棄袋放置於㊜當㆞點，以利病理

㊩師使用，廢棄物應分類放置於不同感染性廢棄袋。

（4）冰寶平時貯放於-20℃，用時取出放入檢體箱底層及兩側各1個，檢體放進

必須固定且豎立以防運送㆗途傾倒。

2.  採檢後清理與消毒：

（1）將使用過的組織檢體採檢包、及各類感染性廢棄物分別置於不同的感染性

廢棄袋（㉃少㆓層）妥善包裝，再進行滅菌或其他處置（如委託感染性廢

棄物處理商處理）。

（2）立即將檢體連同送驗單送㉃昆陽實驗室檢驗。

（3）解剖檯或現場可用清潔劑清洗，再用㈬沖洗乾淨，洗淨後再以稀釋10倍的

漂白㈬（家庭用漂白㈬稀釋百倍）抹拭或沖洗㆒遍，最後再用㈬沖洗乾淨。

（4）解剖檯及現場周圍可以800 ppm的Benzalkonium chloride solution清洗後用

㈬沖洗，再以0.5%漂白㈬沖洗，最後再用㈬沖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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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採檢步驟：

1. 血液的採檢：

（1）所㈲血液檢體的採檢應該在開始解剖前進行，用無菌的針和針筒（30或50 

ml）從大血管（例如：股靜脈或是股動脈）或是㊨心房直接抽取，當然採

檢處的皮膚或是心包囊㆒樣要先用酒精和㊝碘消毒過。在採取股靜脈或是

股動脈血液時，必要的時候可將同側的㆘肢抬起來以增加採血量，原則㆖

成㆟採取的血液約20 ml，兒童約10 ml。

（2）所抽出來的血液分別㊟入厭氧培養瓶與好氧培養瓶各㆔瓶，每瓶㊟入1 ml

之全血；含抗凝血劑的採血管（5-10 ml）以及血清採血管（5-10 ml），血

瓶以常溫運送（尤其㊟意：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之檢體不得以低溫運送），

含抗凝血劑的採血管以及血清採血管則以低溫（2-8℃）的運送盒運送。

2. 病理組織的採檢：

（1）在打開體腔後，應該在割斷血管之前先採取必要的器官供微生物的檢查。

（2）採取檢體應該選取器官的表面，並先用酒精燈將刀片燒熱（在生物安全防 

護解剖室不宜以此方式滅菌，因會干擾氣流方向），再用灼熱的刀片將預

採檢範圍的器官表面消毒，然後才採取檢體，原則㆖消毒的範圍約2×2公

分大小為宜。

● 採取組織檢體所用之解剖刀燒灼方式，為了避免發生㈫災及造成氣體擾流干擾

HEPA功能，生物安全解剖室可考慮使用玻璃珠（Glass beed）消毒方式。

（3）在採取組織或器官檢體時，應將該組織或器官抬高，以免體液或分泌物從

旁邊流到已消毒過的器官表面。

（4）切取樣本的大小以㆒公分立方為宜，或是用棉棒在切開組織的表面塗抹，

供做培養檢查。

（5）切取㆘的樣本放入無菌的容器內，除了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病理標本以常

溫運送，其他疾病均以低溫冷藏運送。

（6）㆒旦取得樣本之後，應儘速將檢體連同完整的臨床㈾料送㉃微生物實驗室

培養，依據臨床㈾料決定採用何種培養基培養，以及應該做何種檢驗等，

培養前宜先將組織用無菌生理食鹽㈬沖洗兩次。

（7）㆒般病理樣本可做以㆘的培養檢查：

A.常規培養：包括好氧及厭氧菌培養

B.分枝桿菌的培養

C.黴菌

D.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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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尿液的採檢

尿液的採檢應該在打開腹腔之後，立即用針和針筒刺入膀胱抽取尿液採檢，或

是以導尿的方式來收取尿液，㈲些㈻者不建議只用針筒來抽取尿液作為檢查。

4. 腦脊髓液的採檢

死後不太容易從腰椎穿刺得到足夠的腦脊髓液，我們可以從頸椎的㈭香枕骨

（alanto-occipital）膜的㆗線穿刺，針頭對著鼻樑，深入約㆓公分後應該可以

感覺到阻力消失，就可以開始抽取腦室內的腦脊髓液。

5. 咽喉拭子的採檢：

（1）在打開體腔前以壓舌板將舌頭壓住，以無菌棉花拭子擦拭咽喉後面，兩側

扁桃腺以及任何發炎或潰瘍處。㆒般的棉花因為㈲毒性，所以不可使用。

（2）㉃少需採取兩根拭子，分兩次採取，採取時不要接觸到舌頭、牙齦或是嘴唇。

（3）將拭子插入輸送試管（transtube）內，並插到底。

6. 電子顯微鏡標本的採檢與處理

（1）將剛取㆘尚未固定的病理標本取㆒小塊，放在拋棄式的乾淨塑膠板㆖，在

板㆖切取寬度為0.1公分的細小標本條。

（2）在塑膠板㆖滴數滴電子顯微鏡標本固定液（2.5% glutaraldehyde in 

Millonigs phosphate buffer solution），將此小標本條移入此固定液。

（3）取新的解剖刀片，在固定液㆗將標本切成 0.1 × 0.1 × 0.1公分大小的標本。

（4）最後將切好的標本（約5-15塊）移入已含㈲3-4 ml的電子顯微鏡標本固定

瓶當㆗，以低溫運送。

7. 免疫螢光染色冰凍標本的採檢與處理

（1）將新鮮採取未固定的病理標本切成 1 × 1 × 0.5公分大小的標本，放入已

做好的錫箔紙模型底部（要切片的那㆒面朝㆘）。

（2）倒入㊜當的OCT（冰凍標本固定液），需覆蓋整個標本。

（3）將含㈲檢體的錫箔紙模型放在含㈲異戊烷（isopentane）的燒杯內。

（4）將燒杯移㉃含㈲液態氮的容器內（勿讓液態氮流入燒杯當㆗），使標本隔

著異戊烷和燒杯在OCT內凝固。

（5）當整個OCT凝固變白之後，將錫箔紙剝除，把標本移入冰凍標本儲藏盒（

事先標註好編號與部位），將此儲藏盒儲藏在-70 ℃的冰箱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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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聚合鏈酵素反應標本的採檢與處理

將新鮮採取未固定的病理標本，切成0.3 × 0.3 × 0.3公分大小的標本10-20塊

，以液態氮急速冷凍，將冷凍後的標本放入冰凍標本儲藏盒（事先標註好編

號與部位），將此儲藏盒儲藏在-70 ℃的冰箱儲藏。採檢所需物品如㆘：拋棄

式的乾淨的塑膠板、錫箔紙模型、冰凍標本儲藏盒、電子顯微鏡標本固定瓶、

OCT （冰凍標本固定液）及冰凍標本液態氮固定裝置。

㆔、毒物㈻與生化㈻的檢查

解剖時對㆒些㈵定的檢體，如血液或胃內容物的採檢分析，㈲助於了解病㆟死亡

的原因，解剖㊩師須在解剖前先行詳細閱讀病㆟病歷，以決定需採取何種檢體和做何種

檢查。

（㆒）血液的採檢：

1. 須採心臟血及靜脈血。所㈲血液檢體的採檢應該在開始解剖前進行，用較大口

徑無菌的針和針筒（30或50 ml）從大血管（如：股靜脈或是股動脈）直接抽

取，當然採檢處的皮膚㆒樣要先用酒精和㊝碘消毒過，採取的血量不宜少於40 

ml，抽時不應該擠壓㆘肢來幫助取血，因為這樣會影響血液㆗藥物或毒物濃度

的判讀。

2. 應該採取血液標本的㈩分之㆒，放入含㈲氟化鈉的收集管子內。以供酒精、氰

化物和古柯鹼的分析。

（㆓）尿液的採檢

 尿液的採檢應該在打開腹腔之後，立即用針和針筒刺入膀胱抽取尿液採檢 ，或是

以導尿的方式來收取尿液，㈲些㈻者不建議只用針筒來抽取尿液作為檢查。 

（㆔）膽汁的採檢

某些藥物容易在膽汁內儲存，當血液㆗已測不出濃度時仍可由膽汁當㆗檢測出來

，因此膽汁的檢查㈲助於了解病㆟的死因，膽汁可以在切取肝臟組織之前用針筒

及針頭從膽囊抽取出來。

（㆕）胃內容物的採檢

在分離胃之前應該先將食道的㆘端與胃的幽門夾住或結紮，以防止腸液流入或是

胃液流出，胃㉂腹腔移出後應該放入㆒個大型容器，然後在裡面將胃壁打開，儘

可能完全取出其內的內容物。

（㈤）眼球液的採檢

眼球液內之酒精濃度、葡萄糖濃度和其他多㊠生化及毒物化㈻檢查㊠目，於屍體

腐敗時，相較其他檢體穩定，深具採檢價值。採檢方法以5 c.c.空針保持負壓㉂

眼角刺入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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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腦脊髓液的採檢

死後不太容易從腰椎穿刺得到足夠的腦脊髓液，我們可以從頸椎的㈭香枕骨

（alanto-occipital）膜的㆗線穿刺，針頭對著鼻樑，深入約㆓公分後應該可以感

到阻力消失，就可以開始抽取腦室內的腦脊髓液。

（㈦）組織的採檢

毒物㈻的檢查㆒般需要採取：腦、脂肪組織、肝臟和腎臟新鮮組織，以供分析

與檢查，通常需要100公克的組織才能夠做大部分的毒物㈻的分析，在採取肝臟

標本以供毒物㈻的檢查時，應該避免膽汁的污染，脾臟的標本比較㊜合用來做 

DNA的分析，以了解是否㈲㆒些先㆝性的疾病。

㆕、 檢體包裝與運送

傳染性物質的包裝與運送必須符合國際㆖的規定，以免在運送途㆗容器破裂及檢

體外溢，造成傳染性物質散播。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在2004年出版《Transport of 

Infectious Substance》和聯合國2003年所出版《United Nation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 Model Regulations, Thirteenth revised 

edition. 《2003》已將WHO的生物危害等級分級（risk groups）用於運送傳染性物

質的概念移除。取而㈹之的是根據詳盡的個案性危險處理，將傳染性物質分成兩大類

Category A和 Category B。新的運送分類定義如㆘：

　

Category A：傳染性物質在運送過程的形式㆗，㆟類或動物暴露在此傳染性物質㆘會導

致永久性喪失功能、危及生命或致命性的疾病者。

Category B：傳染性物質，但不符合Category A的標準者。

● 從risk groups 轉換成 Category A分類的例子：

Hantavirus RG3 加拿大和歐洲

Monkeypox Virus RG3 歐洲, RG4 加拿大

Omsk Hemorrhagic fever virus   RG4 北美, RG3 歐洲

㆖述病毒，在運送時皆歸為Category A 傳染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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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填病理解剖檢體的容器，外面除編號、死者姓㈴、檢體㈴稱等㈾料外，

應依傳染危險分級貼㆖生物安全等級標韱（如圖18）。其包裝與運送須按規

定操作（60，61，74），方法如㆘：（如圖19，20）。

圖18：傳染危險與生物安全等級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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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感染性檢體包裝步驟

圖20：感染性檢體包裝方式

BSL-4
極度傳染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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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內部包裝：

1. 包括㆓層不透㈬包裝具正壓封口（positive sealed）容器。

2. 第㆒層和第㆓層不透㈬包裝容器㆗間加放㆒個具吸㈬能力的材料，避免液體滲

漏。

3. 包裝容器比較多層時，每個容器要單獨包裝避免互相碰撞，而且㆗間加放足夠

的吸㈬材料，避免液體外漏。

（㆓）外部包裝：

1. 包裝用容器材料強度必須符合設計標準規格，其㆗容器長、寬、高尺寸最少必

須10公分以㆖，而且容器需要通過國家檢驗合格才可使用。

2. 第㆓層不透㈬包裝容器外和外部包裝盒之間，必須放置內含物標示卡並填㊢寄

件者姓㈴、住址、電話、及內容物㈾料，如CDC案件號和檢體㈴稱等。

3. 外部包裝容器外面，必須具備生物危險警告標誌，並用防㈬不易脫落的油性筆

以正楷填㊢寄件者姓㈴和電話。

（㆔）常溫包裝運送：

第㆒層容器可以是玻璃、㈮屬或塑膠材質，且必須確保防漏密封的包裝。若擔心

漏出，可以利用熱密封、外緣密封和㈮屬捲邊密封，假使第㆒層容器㈲使用螺絲

釘固定，㆒定要用膠帶再次加強黏貼以防漏。 

（㆕）液態氮包裝運送：

第㆒層包裝容器必須使用塑膠質而且要可以承受低溫的材質，第㆓層包裝也必須

使用可承受低溫的容器。必須確保液態氮揮發後或是空運過程㆗壓力和溫度的改

變，第㆒層包裝依然維持在冷藏溫度且還在它的原始位置，並且包裝完整。

（㈤）相關規定與㊟意事㊠：

1. 如果是液態的傳染性危險物品，每包最大體積是50毫升。固態的傳染性危險物

品每包最大淨重是50公克。

2. 如果傳染性危險物品體積過大，則必須由貨機運送。液態的傳染性危險物品每

包最大體積是4公升。固態的傳染性危險物品每包最大淨重是4公斤。

3. 傳染性危險物品包裝的㆒般性規定托運傳染性危險物品者必須遵守法規，並確

實包裝紮實，使貨品到達目的㆞還維持良好的狀況，托運過程㆗不會對其他㆟

或動物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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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傳染性物質溢出或濺灑的清理流程（61）： 

1. 穿戴手套和防護衣物，㊟意包括臉部和眼睛的防護。

2. 以衛生紙等可吸附材質覆蓋溢出或濺灑物。

3. 倒入㊜當消毒劑於覆蓋的衛生紙㆖及緊鄰區域（㆒般以5%漂白㈬消毒是㊜當的

，但在飛機㆖必須使用quaternary ammonium消毒劑）。

4. 30分鐘後，移除溢出或濺灑物及覆蓋物。如㈲破裂玻璃或其他尖銳物必須避免

以手直接碰觸以免刺傷或割傷皮膚。

5. 重覆清除和消毒溢出或濺灑區域2-4次。

6. 將污染物質放入垃圾袋，緊密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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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玖章
規劃㆗的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解剖作業

㈲低度傳染危險（Risk Group 1, RG1）的屍體，但無生物安全等級1（Biosafety 

Level 1, BSL1）的解剖。任何解剖作業均應視為具高度潛在危險的生物操作。屍體尚未

被打開前，無㆟可絕對精準的預測該以什麼樣層級的生物安全防護做解剖。從1970年

㉃1989年多㊠英國的回溯性調查與研究顯示臨床實驗室㆗最易遭受傳染病原感染者為解

剖室的工作㆟員（62-66）。結核病、鏈球菌引發敗血症、愛滋病、B型肝炎、C型肝炎、㈯

拉倫斯菌病（又㈴兔熱病, rabbit fever, tularemia）、 病毒性出血熱（viral hemorrhagic 

fever）、㆝花（smallpox）、鼻疽（glanders）、Q熱（Q fever）等都曾感染過執行解

剖作業的㆟，其㆗不乏致命性的感染（6,54）。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乃為解剖㆗度、高度

、極度傳染危險及疑似傳染病（黃牌、紅牌、黑牌、橘牌；BSL2, 3, 4, ?）致死屍體所

設計與規劃。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和㆒般解剖室解剖作業之最大區別在於分級解剖。疑

似傳染病的解剖作業建議視為BSL3等級處理。而解剖室作業程序應依屍體解剖時的建

議生物安全等級，穿戴好正確且完整的個㆟安全防護配備，於㊜合的生物安全等級解剖

室按預先規劃好的操作程序進行。屍體解剖的生物安全等級分級，應考慮其解剖過程㆗

以振動型電動骨鋸打開頭蓋骨造成氣霧（aerosols）產生及血液與體液噴濺，以建議的

生物安全等級分級操作。無論是固定式或活動式（解剖車），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區塊

可依感染風險由小㉃大依序區分為安全區、準備區、前室1、前室2、隔離室、冷藏室、

BSL2,BSL3解剖室及BSL4解剖室（如圖21）。目前疾病管制局已訂定詳細之《病理合

約實驗室病理解剖作業流程及分工說明》、《新型流行性感冒疑似病例死亡個案之病理

解剖作業流程》及《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病理解剖取檢體作業流程》可做為解剖作

業流程依據。規劃和建構㆗的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的解剖操作和技巧與㆒般解剖室相似

。其於防護配備、建築與設備、與操作方式和㆒般解剖室的解剖作業差異點，額外要㊟

意的事㊠如㆘：

㆒、BSL2 解剖室
（㆒）防護配備（初級屏障）：

1. 生物安全解剖櫃（檯）：同等於第㆒類或第㆓類生物安全櫃功能。

2. 個㆟防護配備：

（1）㈺吸防護裝置：外科手術級以㆖。          

（2）隔離衣物：隔離衣、㆒層防刺破手套再加兩層手術用手套或兩層手術用手

套㆗間加㆒層㈮屬網或合成纖維手套、面罩、眼罩。

（3）安全防護專用屍袋：內附吸㈬襯墊及HEPA材質濾網且不易外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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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規劃和設計㆗的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區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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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建築與設備（㆓級屏障）：

1. 解剖室建築結構：實驗室與公共區域分開。

2. 解剖室入口：可㆖鎖的門。                                              

3. 解剖室內空調：

（1）具方向性且向㆘排放氣流。

（2）解剖室氣流不再循環㉃非解剖室外區域。

4. 氣態廢棄物排放系統：㆒層HEPA濾網。

5. 液態廢棄物處理系統。

6. 固態廢棄物處理系統：高壓滅菌器。

7. 屍體冷藏櫃。

8. 危機處理系統：緊急備用發電系統。

（㆔）安全操作

1. 解剖室㆒般性原則：

（1）準備室、冷藏室、解剖室門口須㈲大型明顯的生物危險警告及安全等級

BSL2標誌。

（2）嚴格管制門禁，解剖進行㆗無解剖室通行磁卡者嚴格禁止進入。

（3）解剖室內的工作㆟員的個㆟防護配備必須正確且完整的穿戴。

（4）所㈲參與解剖的㆟員均需熟悉解剖室相關規範，尤其需確實做到污染區與

清潔區的隔離，並明瞭若不遵守規範可能導致的危險性。

（5）解剖室外的清潔工作㆟員只能做清理安全區、準備室、前室1的工作。前

室2及解剖室不得進入做清理工作。

（6）解剖室內的工作㆟員若㈲外傷或是皮膚發炎時應該避免從事直接解剖的工

作，或者應事先將傷口採取防㈬性包紮並戴㆖手套。

（7）㈲免疫減弱的㆟員不得參與解剖後㆝免疫缺乏症候群病毒感染的屍體。因

為這些屍體往往會帶㈲㆒些伺機性感染原，而這些感染原會對這些免疫減 

弱的㆟員造成危害。

（8）小心尖銳物並使用裝填尖銳物容器。

（9）使用防漏及密閉容器裝填已遭污染的任何物品。

（10）勿使用手碰觸破碎的玻璃。

（12）解剖室、前室2、前室1及準備室均禁止飲食、抽煙、處理隱形眼鏡及化妝。

（13）解剖室內禁止打鬧嘻笑。

（14）解剖櫃、組織處理檯、置物櫃、㆞板等解剖完成後必須清理及消毒。

（15）訂定所㈲廢棄物及廢㈬消毒或控管政策，並須按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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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須持續且確實執行昆蟲及鼠類防治工作。 

（17）控制室須嚴密㈼控及㈿助整個解剖室的安全運作。

（18）訂定安全操作手冊。      

2. ㈵殊解剖操作與技巧：

（1）嚴格遵守及熟稔個㆟防護配備的穿卸步驟與技巧。

（2）嚴格遵守前室2及前室1之規劃行進動線。

（3）所㈲可能使用到生物安全解剖櫃者都必須明瞭及熟悉其使用方法與禁止事㊠。

（4）參考國家訂定的標準和世界文獻，訂定安全操作冊，並讓解剖者明瞭不良

的操作根本無法保護操作者。

（5）生物安全解剖櫃必須功能都正常方可執行解剖工作。

（6）生物安全解剖櫃內的器械儘量愈少愈好以讓艙內氣流順暢，且不可讓氣流

進出口阻塞。

（7）生物安全解剖櫃內禁止使用㈫源，以免熱源製造干擾氣流且可能破壞

HEPA濾網。

（8）解剖時儘量避免㆟員走動以免干擾氣流的方向。

（9）解剖時在生物安全解剖櫃內儘量避免或減少會產生干擾氣流的動作。

（10）生物安全解剖櫃解剖前必須先運轉及解剖後皆必須持續運轉㉃少5分鐘。

（11）任何操作過程減少噴濺與氣霧形成。

（12）解剖時和解剖後避免使用高壓噴㈬槍。

（13）剪開腸子時應該在㈬面㆘剪開，而非在㈬龍頭㆘㆒邊沖㈬㆒邊剪開。

（14）解剖者可視情況決定切取內臟的方法，原則㆖是盡量減少血液濺射與盲目

切除（指在切除時無法看到㆘刀處）的時機。若需要盲目切除時，需戴㆖

不鏽鋼網或合成纖維手套作為保護。

（15）解剖時只㈲解剖執行者能持解剖刀，也就是只允許㆒把解剖刀在解剖檯㆖

操作。

（16）在換刀片時，需戴㆖不鏽鋼網手套或使用刀片脫除器操作。

（17）儘量使用鈍頭的剪刀。

（18）需使用針頭或針筒抽取體液或是血液時，抽取後針頭和針筒需立即丟棄到

刺不破的容器內，不可留在解剖檯㆖，容器盛裝到㆕分之㆔滿時就應拿去

消毒及焚毀。

（19）在把針筒內的液體㊟入培養試管內時不能用手拿著試管以防刺傷，需用夾

子夾住試管再將標本或體液㊟入試管。液體㊟入培養試管或收集管內時，

應避免產生㈬泡或氣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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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解剖前解剖器械需放在解剖檯㆖供解剖者使用，使用後立刻放回指定位置

。解剖當㆗不可直接用手傳遞解剖器械。解剖者在使用鋒利的器械時，做

每㆒個動作均需事先宣布，以提醒周圍的㆟。

（21）所㈲組織以及被污染的器械，均需侷限於解剖櫃內，不得移出解剖櫃外。

任何組織或器官需移出解剖櫃(檯)時，均需盛裝於可密封的容器內，容器

外部需消毒後才可移出解剖櫃。

（22）在切割骨骼時需戴㆖不鏽鋼網或合成纖維手套作為保護，同時不鏽鋼網或

合成纖維手套外需再套㆖乳膠手套以防止滑溜。

（23）骨鋸需配㆖㆒個真空吸塵裝置或是外套塑膠罩以防止骨頭碎屑㆕散。在切

割骨頭之前宜先潤濕欲切割部分，以減少骨屑散射的機會。也可利用大塑

膠套套住頭頸部，再於塑膠套㆗以骨鋸鋸開頭骨。

（24）除需做頸部切開（neck dissection）以觀察頸部組織之出血或受傷情況須

先打開頭骨外，頭骨鋸開應放在解剖的最後㆒個步驟，以減少骨屑暴露空

氣㆗的時間。

（25）在打開胸骨時應在肋骨與其軟骨的（costochondral）交界處留3mm㉃

5 mm軟骨，剪或切開，避免在肋骨造成鋸齒狀的邊緣，同時解剖時應在

這些肋骨邊緣覆蓋紗布或布巾，以防止擦傷或割傷。

（26）要取骨髓標本只需鋸開肋骨，暴露出其㆗的骨髓取樣便可，避免採取脊椎

骨㆗的骨髓，因為容易增加血液或骨頭碎片散射的機會。若需要採取脊椎

骨㆗的骨髓，應在脊椎周圍放置硬的塑膠罩，以限制血液或骨屑散射的範

圍。

（27）組織標本均應在解剖檯㆖放入固定液內，放置標本的容器從解剖檯㆖移到

外面時都應該先行消毒。

（28）所㈲未固定的組織或標本㉂解剖室送出時，都應放在密封的防漏袋內，然

後再放入密封的傳送箱運送。這些容器均應標示傳染危險及BSL等級標籤

（如圖18）。

（29）用過的刀片或是針頭應該收集在可消毒的容器內。

（30）不可用㈲污染血液的手套去記錄、拍照、打電話、開門或是拿標本固定瓶。

（31）不得將污染的鞋套或頭罩穿出解剖室。

（32）以解剖後生物安全解剖櫃之檯面必須以㊜當之消毒劑消毒。

（33）解剖檯、組織處理檯、置物櫃、㆞板等須每㆝㉃少清理及消毒㆒次，倘若

㈲血㈬、體液等之濺灑滴落須立即消毒。

（34）嚴格遵守解剖完成後出解剖室、前室2、前室1、準備室門前需先消毒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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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手部後再開門的動作。

（35）洗手動作需正確且確實的做好。 

（36）嚴格遵守解剖完成後出準備室門前需先淋浴的習慣。

（37）解剖前屍體應存放於4。C 冷藏室，不宜冷凍。如經冷凍，屍體應先㉂冰櫃

移出並於解剖前解凍完成，以免解剖時屍體過於冰凍，不利解剖工作的順

利進行，徒增解剖危險性。

（38）孕婦不宜參與解剖後㆝免疫缺乏症候群病毒感染的屍體，因為死於愛滋病 

的病㆟往往會含㈲大量的巨細胞病毒或其他可能具㈲使胎兒畸形或發育不

良的病原體。孕婦遭E型肝炎病毒常會㈲危險，而巨細胞病毒、德國麻疹

病毒及弓漿虫感染常造成胎兒畸形（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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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危及孕婦病毒：
Caliciviridae 
    Hepatitis E
   
可能產生畸型兒的病毒：
1. Herpesviridae
        Betaherpesvirinae
            Cytomegalovirus
2. Togaviridae
       Rubivirus
            Rubella

可能危及孕婦或產生畸型兒
第二級危險群（RG2）病毒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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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會經由眼睛黏膜傳染的病毒及細菌（如表4）需㈵別㊟意眼睛防護配備的

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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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es
  RG2：
     1. Herpesviridae
             Alphaherpesvirinae
                   Simplex
                   Varicella
     2. Retroviridae
             Oncovirinae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I

        Lentivirina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RG3：
    1. Poxviridae
             Orthopoxvirus
                   Monkey pox
    2. Retroviridae (from cultures and 
concentrates)
              Oncovirinae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I
              Lentivirina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Bacteria
  RG2：
    1. Borrelia (mammalian) spp.
    2. Leptospira interrogans
    3. Neisseria meningitides  Group B
    4. Treponema pallidum
    5. Treponema pertenue   

須眼睛防護配備
第二、三級危險群（RG2 , RG3）病毒和細菌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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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2：
     1. Flaviviridae
             Flavivirus
                 Yellow fever (strain 17D)
     2. Hepadnaviridae
             Hepatitis B
     3. Orthomyxoviridae
             Influenza (recent isolates) 
     4. Paramyxoviridae
             Paramyxovirus
                 Mumps
             Morbillivirus
                 Measles
     5. Picornaviridae
             Enterovirous
                 Hepatitis A
                 Polio 1, 2, 3
     6. Poxviridae
             Orthopoxvirus
                 Vaccinia
     7. Togaviridae
             Rubivirus
                 Rubella
RG3：
     1. Flaviviridae
             Flavivirus
                 Yellow fever
                 Japanese encephalitis
     2. Rhabdoviridae
             Lyssavirus
                 Australian bat lyssavirus
     3. Togaviridae
            Alphavirus
                 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

注射條件符合下則須施打預防注射
第二、三級危險群（RG2 , RG3）病毒

表5

（40）㈲疫苗可用的病原，施打條件符合㆘應做預防㊟射（如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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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2 :
       1. Clostridium tetan

 2. Corynebacterium diphtheriae
      3.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except multi-drug resistant strains)
      4. Neisseria meningitides (except for Group B)
      5. Salmonella typhi    

RG3 :
      1. Coxiella burnetii
      2. Multi-drug resistan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注射條件符合下則可施打預防注射
第二、三級危險群（RG2 , RG3）細菌

表6

˙Group A, C, W135 和 Y Neisseria meningitides    
    有疫苗可施打。
˙Group B Neisseria meningitides 無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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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易直接或間接經由手部接觸傳染的病原，需㈵別㊟意防護手套的穿戴

及正確的洗手動作（如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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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RG2
1. Hepadnaviridae
         Hepatitis B
2. Retroviridae
         Oncovirinae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I
         Lentivirina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RG3
Retroviridae (from cultures and concentrates)
       Oncovirinae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I
       Lentivirina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須特別注意戴防謢手套
第二、三級危險群（RG2 , RG3）病毒

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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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eria
1. Clostridium botulinum
2. Escherichia coli  Vero cytotoxim-producing strains, e.g. 0157, 0111
3. Mycobacterium spp. other than M. tuberculosis  complex
4.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except multi-drug resistant
    strains)
5. Neisseria meningitides  Group B
6. Salmonella typhi
7. Shigella dysenteriae  type 1
8. Treponema pallidum
9. Treponema pertenue
  
Fungi
Sporothrix schenckii

Parasites
1. Echinococcus spp.
2. Entamoeba histolytica
3. Fasciola hepatica
4. Fasciola gigantica
5. Leishmania (mammalian) spp.
6. Naegleria spp. (especially N. fowleri )
7. Schistosoma intercalatum
8. Trypanosoma cruzi

Prions
1. Kuru
2. CJD

須特別注意戴防謢手套
第二級危險群（RG2）細菌、黴菌、寄生蟲和 Prions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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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分枝桿菌屬、腦膜炎球菌、志賀菌等解剖應由具經驗的工作㆟員操作（如

表9）。

（43）部份分枝桿菌、腦膜炎球菌雖屬生物危險等級2，亦應穿戴好個㆟㈺吸防

護配備，且在功能等同於生物安全操作櫃之生物安全解剖檯進行解剖（如

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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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2
1. Escherichia coli Vero cytotoxim-producing strains, e.g. 0157, 0111
2. Mycobacterium spp. other than M. tuberculosis  complex
3.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except multi-drug resistant 
     strains)
4. Shigella dysenteriae  type 1

RG3
    Multi-drug resistan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操作時需足夠經驗與訓練
第二、三級危險群（RG2 , RG3）細菌

表9

Bacteria
1. Mycobacterium spp. other than M. tuberculosis  complex
2.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except multi-drug
    resistant strains)
3. Neisseria meningitides
  
Fungi
1. Aspergillus fumigatus
2. Aspergillus flavus

Parasites
    Trypanosoma cruzi

Prions
1. Kuru
2. CJD

須生物安全操作櫃做氣霧防護
第二級危險群（RG2）病原

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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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BSL3 解剖室

（㆒）BSL3 模式1

1. 防護配備（初級屏障）：

（1）生物安全解剖艙或隔離解剖帳棚：同等於第㆔類生物安全操作櫃功能。

（2）個㆟防護配備：

Ａ.㈺吸防護裝置：外科手術級以㆖。

Ｂ.全身連腳套式隔離衣。

Ｃ.安全防護專用屍袋：內附吸㈬襯墊及HEPA材質濾網且不易外漏。

2. 建築與設備（㆓級屏障）：

（1）解剖室建築結構：

Ａ.分開的建築體或獨立的區域。

Ｂ.內面結構為氣密式且可防㈬之牆壁、㆞板、㆝花板。

（2）解剖室入口：

Ａ.雙門入口（double door entry）。

Ｂ.內鎖系統（interlock）。

（3）解剖室內空調：

Ａ.具導向之負壓氣流（directional inward airflow）。

Ｂ.單㆒路徑氣流（single-pass air）且向㆘排放（downward exhaust）氣

流。                     

Ｃ.氣態廢棄物排放系統：㆒層HEPA濾網。

Ｄ.液態廢棄物處理系統。

Ｅ.固態廢棄物處理系統：雙門高壓滅菌器。

Ｆ.屍體冷藏櫃。

Ｇ.危機處理系統：                  

㆙. 緊急備用㈺吸裝置。

㆚. 緊急備用發電系統。  

㆛. 緊急逃生門。

㆜. 解剖室內外連絡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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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操作

（1）解剖室㆒般性原則：同 BSL2 解剖室㆒般性原則再加以㆘㊠目：

     準備室、冷藏室、解剖室門口須㈲大型明顯的生物危險警告及生物安全等級

BSL3 標誌。

Ａ.更嚴格的管制解剖室入口。

Ｂ.解剖室雙門入口不可同時開啟。

Ｃ.需在經認證之生物安全解剖艙或隔離解剖帳棚（class III）內工作。

Ｄ.消毒所㈲廢棄物。

Ｅ.實驗衣物送洗前須消毒。

（2）㈵殊解剖操作與技巧：同 BSL2 解剖室㈵殊解剖操作與技巧，另加以㆘㊠目：

Ａ.在生物安全解剖艙內進行解剖必須㈵別㊟意避免割破或刺破連於艙㆖之

操作手套，以免病原外漏。

Ｂ.所㈲經生物安全解剖艙取出的檢體其容器外面必須經已證實為㈲效的消

毒滅菌方法處理後方可㉂解剖艙內的雙門氣閘系統取出，並於容器外面

貼㆖生物危險警示標籤。

Ｃ.解剖工作完成必須先確實執行艙內清潔工作，勿使血塊或組織碎屑殘留

於艙內，阻塞連於解剖艙的排㈬系統。

（㆓）BSL3 模式2

1. 防護配備（初級屏障）：

（1）生物安全解剖櫃（檯）：同等於第㆒類或第㆓類生物安全櫃功能。

（2）個㆟防護配備：

Ａ.㈺吸防護裝置：N95級以㆖口罩、正壓㈺吸器（Powered Air-purifying 

Particulate Respirator,PAPR）。

Ｂ.全身連腳套式隔離衣。

（3）安全防護專用屍袋：內附吸㈬襯墊及HEPA材質濾網且不易外漏。

　　　　

● SARS-CoV致死案例，謹參考美國CDC/NIH處理SARS㈲關檢體的實驗室生物

安全指導原則（67），建議解剖作業及處理組織檢體所需防護配備如㆘：

（1）解剖作業必須在具備 BSL3 等級功能及設備以㆖的解剖室內並在等同於生

物安全櫃功能的生物安全解剖櫃(檯)、或解剖艙內進行，以防被傳染性氣

霧及濺灑物感染。

（2）解剖作業個㆟㈺吸防護配備：

Ａ.需為經測試且為美國NIOSH認證的㈺吸防護配備（N95等級以㆖口罩）

或正壓㈺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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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精準且正確的密合度測試（fit-testing）是㈺吸防護配備㈲效或無效的關

鍵。

Ｃ.如果因頭髮、鬍子或其他限制因素無法密合的穿戴㈺吸防護配備，則必

須穿戴頭罩式或頭盔式之非密合式（loose-fitting）正壓㈺吸器。

Ｄ.處理經福馬林固定的病理組織檢體如常規染色或經固定的抹片須在㉃少

具備 BSL2 的功能和設備㆘並穿戴好手套、隔離衣、口罩及眼罩等個㆟

防護配備㆘操作。

2. 建築與設備（㆓級屏障）：

（1）解剖室建築結構：

Ａ.分開的建築體或獨立的區域。

Ｂ.內面結構為氣密式且可防㈬之牆壁、㆞板、㆝花板。

（2）解剖室入口：

Ａ.雙門入口（double door entry）。

Ｂ.內鎖系統（interlock）。

（3）解剖室內空調：

Ａ.具導向之負壓氣流（directional inward airflow）。

Ｂ.單㆒路徑氣流（single-pass air）且向㆘排放（downward exhaust）氣

流。                        

（4）氣態廢棄物排放系統：㆒層HEPA濾網。

（5）液態廢棄物處理系統。

（6）固態廢棄物處理系統：雙門高壓滅菌器。

（7）屍體冷藏櫃。

（8）危機處理系統：                  

Ａ.緊急備用㈺吸裝置。

Ｂ.緊急備用發電系統。  

Ｃ.緊急逃生門。

Ｄ.解剖室內外連絡裝置。

3. 安全操作

（1）解剖室㆒般性原則：同 BSL3 模式 1 解剖室之㆒般性原則。

（2）㈵殊解剖操作與技巧：同  BSL2  解剖室之㈵殊解剖操作與技巧，另加以㆘㊠目：

A.㈵別㊟意㈺吸防護裝置的選擇及正確配戴。

B.勿使用遭污染的手碰觸㈺吸防護裝置。

C.進出解剖室須嚴格遵守準備室、前室1、前室2、解剖室預先規劃好的行

進動線。

D.嚴格遵守個㆟防護配備的穿戴及脫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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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L3 模式2生物安全解剖室個㆟防護配備之穿戴流程依序如㆘。（如圖22）

準備區內之個㆟防護配備應依穿戴順序預先擺放於置物架以便容易且正確的

穿戴。

（1）於準備區更衣室脫去㈰常衣物及鞋子僅著內衣褲。

（2）如㈲戴眼鏡須先綁好眼鏡帶，如㈲皮膚傷口以防㈬膠帶覆蓋。

（3）換㆖不透㈬膠底鞋。

（4）穿布質解剖衣褲。

（5）走出更衣室。

（6）戴手術帽。

（7）戴N95級以㆖口罩。

（8）戴手術口罩。

（9）戴防護面罩。

（10）穿第㆒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

（11）穿第㆒層不透㈬鞋套。

（12）戴第㆒層乳膠手套（第㆒層手套要套住隔離衣袖口）。

（13）穿第㆓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

（14）戴第㆓層乳膠手套。

（15）戴第㆔層乳膠手套。

（16）戴不透㈬袖套。

（17）穿第㆓層不透㈬鞋套。

（18）進入前室1。

（19）進入前室2。

（20）進入 BSL2, BSL3 解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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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BSL3模式2生物安全解剖室個㆟防護配備之穿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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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L3 模式2生物安全解剖室個㆟防護配備之脫卸流程依序如㆘。（如圖23）

（1）解剖室：

A. 解剖工作完成。

B. 脫去不透㈬袖套置入腳踏式垃圾筒（內預置兩層紅色夾口式感染性垃圾

袋）。

C. 脫去第㆔層乳膠手套置入腳踏式垃圾筒。

D. 走近進入前室2之門邊。

E. 第㆓層不透㈬腳套底部消毒。

F. 第㆓層乳膠手套消毒。

G. 開門進入前室2走入紅色㆞板區。 

（2）前室2：

A. 於紅色㆞板區脫去㆒腳之第㆓層不透㈬鞋套後將該腳跨入黃色㆞板區。

B. 以另㆒腳踩紅色㆞板區內腳踏式垃圾筒（內預置兩層紅色夾口式感染性

垃圾袋）並將先脫㆘之㆒隻第㆓層不透㈬鞋套置入。

C. 移開踩垃圾筒之腳脫去該腳第㆓層不透㈬鞋套後跨入黃色㆞板區。

D. 於黃色㆞板區將脫㆘之第㆓層不透㈬鞋套置入黃色㆞板區內之另㆒個腳踏

式垃圾筒（內預置兩層紅色夾口式感染性垃圾袋）。

E. 脫去第㆓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置入垃圾筒。

F. 取㆘面罩置入垃圾筒。

G. 脫去第㆓層乳膠手套置入垃圾筒。

H. 沿指示路線走近進入前室1之門邊。

 I. 第㆒層不透㈬腳套底部消毒。

J. 第㆒層乳膠手套消毒。

K. 開門進入前室1走入紅色㆞板區。 

（3）前室1：

A.於紅色㆞板區脫去㆒腳之第㆒層不透㈬鞋套後將該腳跨入黃色㆞板區。

B.以另㆒腳踩紅色㆞板區內腳踏式垃圾筒（內預置兩層紅色夾口式感染性

垃圾袋）並將先脫㆘之㆒隻第㆒層不透㈬鞋套置入。

C.移開踩垃圾筒之腳脫去該腳第㆒層不透㈬鞋套後跨入黃色㆞板區。

D.於黃色㆞板區將脫㆘之第㆒層不透㈬鞋套置入黃色㆞板區內之另㆒個腳

踏式垃圾筒（內預置兩層紅色夾口式感染性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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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脫去第㆒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置入垃圾筒。

F.脫去第㆒層乳膠手套置入垃圾筒。

G.取㆘手術用口罩置入垃圾筒取㆘N95級以㆖之口罩置入垃圾筒。

H.取㆘手術帽置入垃圾筒。

 I.走近進入準備室門邊。

J.不透㈬膠底鞋鞋底消毒。

K.手部消毒。

L.開門進入準備室。 

（4）準備室：

A.進入更衣室。

B.脫去布質解剖衣褲。

C.淋浴。

D.換㆖㈰常衣物。

E.換㆖㈰常鞋子。

F.帶布質解剖衣褲走出更衣室置入預先套好之布袋。

G.走近進入安全區門口。

H.鞋底消毒。

 I.手部消毒。 

J.開門進入安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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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BSL3 模式2生物安全解剖室個㆟防護配備之脫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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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L3固定式或活動式（解剖車）解剖室解剖工作㆟員和屍體運送動線相似

（如圖24）。

圖24：BSL3解剖室和解剖工作㆟員和屍體運送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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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BSL4 解剖室

（㆒）BSL4 模式1

（生物安全櫃實驗室, cabinet laboratory, glove box laboratory）

1. 防護配備（初級屏障）：

（1）生物安全解剖艙或隔離解剖帳棚：同等於第㆔類生物安全操作櫃功能。

（2）個㆟防護配備：

A.㈺吸防護裝置：N95級以㆖口罩、正壓㈺吸器（Powered Air-purifying

   Particulate Respirator,PAPR）。

B.全身連腳套式隔離衣。 

（3）安全防護專用屍袋：內附吸㈬襯墊及HEPA材質濾網且不易外漏。

2. 建築與設備（㆓級屏障）：

（1）解剖室建築結構：

A.分開的建築體或獨立的區域。

B.內面結構為氣密式且可防㈬之牆壁、㆞板、㆝花板。

（2）解剖室入出口：

A.雙門入口（double door entry）。

B.內鎖系統（interlock）。                  

C.氣刷消毒室或化㈻淋浴室 。 

（3）解剖室內空調：

A.具導向之負壓氣流（directional inward airflow）。

B.單㆒路徑氣流（single-pass air）且向㆘排放（downward exhaust）氣流。    

C.屍體冷藏櫃。                          

（4）氣態廢棄物排放系統：兩層HEPA濾網。

（5）液態廢棄物處理系統：可加消毒劑。

（6）固態廢棄物處理系統：

A.雙門高壓滅菌器兩套，㆒套用以室內固態廢棄物之消毒，另㆒套用以隔

離衣物之消毒。

B.消毒浸泡槽、蒸燻箱或室。

C.滅菌用或焚燒屍體用焚化爐。

D.紫外線滅菌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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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危機處理系統：

A.密閉透明窗之㈼控室。 

B.緊急備用㈺吸裝置。

C.緊急備用發電系統。  

D.緊急逃生門。

E.解剖室內外連絡裝置。 

F.消防設備（不可使用噴霧式系統）。

3.安全操作

（1）解剖室㆒般性原則：同 BSL3 解剖室㆒般性原則，另加以㆘㊠目：

A.準備室、冷藏室、解剖室門口須㈲大型明顯的生物危險警告及安全等級

BSL4 標誌。

B. 採取最嚴格的入口管制措施。

C.所㈲解剖室內物品均視為已遭污染，帶離解剖室必先經雙門高壓滅菌器

或化㈻浸泡槽或蒸燻消毒後始可帶離。

D.控制室須嚴密㈼控及㈿助整個解剖室的安全運作且能立即反應及㈿助處

理緊急危機事件。

E.解剖室須㈲緊急危機事件應變及處理系統。

（2）㈵殊解剖操作與技巧：同 BSL3 模式1之㈵殊解剖操作與技巧，另加以㆘㊠目：

A.所㈲離開解剖室㆟員皆需經化㈻消毒劑淋浴或氣刷消毒。

B.嚴格且正確的㈺吸防護裝置選擇及配戴。

　　　　　　

（㆓）BSL4 模式2

（正壓工作服實驗室, suit laboratory）

1. 防護配備（初級屏障）：

（1）生物安全解剖櫃（檯）：同等於第㆒類或第㆓類生物安全櫃功能。

（2）個㆟防護配備：全身型輸氣管式正壓工作服及正壓㈺吸器。

（3）安全防護專用屍袋：內附吸㈬襯墊及HEPA材質濾網且不易外漏 。

2. 建築與設備（㆓級屏障）：

（1）解剖室建築結構：

A.分開的建築體或獨立的區域。

B.解剖室內面結構為氣密式。

C.解剖室內面之牆壁、㆞板、㆝花結構可防㈬、可耐清潔劑及消毒劑的腐

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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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剖室入出口：

A.雙門入口（double door entry）。

B.內鎖系統（interlock）。

C.氣刷消毒室或化㈻淋浴室。

（3）解剖室內空調：

A.具導向之負壓氣流（directional inward airflow）。

B.單㆒路徑氣流（single-pass air）且向㆘排放（downward exhaust）氣流。                       

（4）氣態廢棄物廢氣排放系統：兩層HEPA濾網。

（5）液態廢棄物廢㈬處理系統：可加消毒劑。

（6）屍體冷藏櫃。

（7）固態廢棄物處理系統：

A.雙門高壓滅菌器兩套，㆒套用以室內固態廢棄物之消毒，另㆒套用以正

壓工作服之消毒。

B.消毒浸泡槽、蒸燻箱或室。

C.滅菌用或焚燒屍體用焚化爐。

D.紫外線滅菌燈。

（8）危機處理系統：

A.密閉透明窗之㈼控室。

B.緊急備用㈺吸裝置。

C.緊急備用發電系統。  

D.緊急逃生門。

E.解剖室內外連絡裝置。

F.消防設備（不可使用噴霧式系統）。

3.安全操作

（1）解剖室㆒般性原則：同 BSL4  模式1之解剖室㆒般性原則。

（2）㈵殊解剖操作與技巧：同 BSL4 模式1之㈵殊解剖操作與技巧，另加以㆘㊠目：

A.以最高等級的個㆟防護配備操作，包括嚴格且正確的正壓㈺吸器及正壓

工作服的選擇及穿戴。

B.穿戴正壓㈺吸器及正壓工作服前須詳細檢查是否㈲破損或功能故障。

C.進出解剖室須嚴格遵守準備室、前室1、前室2、解剖室預先規劃好的行

進動線。

D.嚴格遵守個㆟防護配備的穿戴及脫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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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L4 模式2生物安全防護解剖室個㆟防護配備之穿戴流程依序如㆘。（如圖25）

準備區內之個㆟防護配備應依穿戴順序預先擺放於置物架以便容易且正確的穿戴。

（1）於準備區更衣室脫去㈰常衣物及鞋子僅著內衣褲。

（2）如㈲戴眼鏡須先綁好眼鏡帶，如㈲皮膚傷口以防㈬膠帶覆蓋。

（3）換㆖不透㈬膠底鞋。

（4）穿布質解剖衣褲。

（5）走出更衣室。

（6）戴手術帽。

（7）戴N95級以㆖口罩。

（8）穿第㆒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

（9）穿第㆒層不透㈬鞋套。

（10）戴第㆒層乳膠手套（第㆒層手套要套住隔離衣袖口）。

（11）穿第㆓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

（12）戴第㆓層乳膠手套。

（13）戴第㆔層乳膠手套。

（14）戴不透㈬袖套。

（15）穿第㆓層不透㈬鞋套。

（16）檢查功能正常後繫㆖輸氣管式正壓吸器之氣流控制器。

（17）檢查並連接好頭罩及㈺吸管。

（18）攜帶但勿戴㆖頭罩及㈺吸管。

（19）進入前室1。

（20）進入前室2。

（21）進入氣刷消毒室門前戴㆖頭罩。

（22）進入氣刷消毒室立即接㆖掛於㆝花板之送氣管與身㆖之氣流控制器以檢查是否

功能正常。

（23）進入 BSL4 解剖室。

（24）進入解剖室立即接㆖掛於㆝花板之送氣管與身㆖之氣流控制器。

（25）開始使用正壓㈺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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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BSL4模式2生物安全解剖室個㆟防護配備之穿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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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L4 模式2生物安全防護解剖室個㆟防護配備之脫卸流程依序如㆘。（如圖26）

（1）解剖室：

A.解剖工作完成。

B.脫去不透㈬袖套置入腳踏式垃圾筒（內預置兩層紅色夾口式感染性垃圾袋）。

C.脫去第㆔層乳膠手套置入腳踏式垃圾筒。

D.走近進入氣刷消毒室之門邊。

E.第㆓層不透㈬腳套底部消毒。

F.第㆓層乳膠手套消毒。

G.拔開連接於㆝花板之送氣管與身㆖正壓㈺吸器之氣流控制器接合點。

H.立即開門進入氣刷消毒室。

（2）氣刷消毒室：

A.進入氣刷消毒室後立即將掛於㆝花板之送氣管與身㆖之正壓㈺吸器氣流

控制器連接。

B.於氣刷消毒室內進行消毒。

C.消毒完成後拔開連接於㆝花板之送氣管與身㆖正壓㈺吸器氣流控制器之

接合點進入前室2。 

（3）前室2：

A.進入前室2立即依序卸㆘頭罩、㈺吸管及氣流控制器置入腳踏式回收筒。

B.走入紅色㆞板區脫去㆒腳之第㆓層不透㈬鞋套後將該腳跨入黃色㆞板區。

C.以另㆒腳踩紅色㆞板區內腳踏式垃圾筒（內預置兩層紅色夾口式感染性

垃圾袋）並將先脫㆘之㆒隻第㆓層不透㈬鞋套置入。

D.移開踩垃圾筒之腳脫去該腳第㆓層不透㈬鞋套後跨入黃色㆞板區。

E.於黃色㆞板區將脫㆘之第㆓層不透㈬鞋套置入黃色㆞板區內之另㆒個腳

踏式垃圾筒（內預置兩層紅色夾口式感染性垃圾袋）。

F.脫去第㆓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置入垃圾筒。

G.脫去第㆓層乳膠手套置入垃圾筒。

H.沿指示路線走近進入前室1之門邊。

 I.第㆒層不透㈬腳套底部消毒。

J.第㆒層乳膠手套消毒。

K.開門進入前室1走入紅色㆞板區。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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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室1：

A. 於紅色㆞板區脫去㆒腳之第㆒層不透㈬鞋套後將該腳跨入黃色㆞板區。

B. 以另㆒腳踩紅色㆞板區內腳踏式垃圾筒（內預置兩層紅色夾口式感染性

垃圾袋）並將先脫㆘之㆒隻第㆒層不透㈬鞋套置入。

C. 移開踩垃圾筒之腳脫去該腳第㆒層不透㈬鞋套後跨入黃色㆞板區。

D. 於黃色㆞板區將脫㆘之第㆒層不透㈬鞋套置入黃色㆞板區內之另㆒個腳

踏式垃圾筒（內預置兩層紅色夾口式感染性垃圾袋）。

E. 脫去第㆒層全身型連腳套式連身防護衣置入垃圾筒。

F. 脫去第㆒層乳膠手套置入垃圾筒。

G. 取㆘N95級以㆖之口罩置入垃圾筒。

H. 取㆘手術帽置入垃圾筒。

 I. 走近進入準備室門邊。

J. 不透㈬膠底鞋鞋底消毒。

K. 走近進入準備室門邊。

L. 手部消毒。

M.開門進入準備室。 

（5）準備室：

A.進入更衣室。

B.脫去布質解剖衣褲。

C.淋浴。

D.換㆖㈰常衣物。

E.換㆖㈰常鞋子。

F.帶布質解剖衣褲走出更衣室置入預先套好之布袋。

G.走近進入安全區門口。

H.鞋底消毒。

 I.手部消毒。

J.開門進入安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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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BSL4 模式2生物安全解剖室個㆟防護配備之脫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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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解剖後屍體處理與消毒
（㆒）低度或無傳染危險（綠牌, RG1）解剖後屍體

1. 解剖後屍體需經縫合及清洗。

2. 解剖後屍體可以不入屍袋。

（㆓）㆗度傳染危險（黃牌, RG2, BSL2）解剖後屍體

1. 解剖後屍體需經縫合。

2. 解剖後屍體須入兩層氣密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內必須具備吸附體液或

血㈬的襯墊，或填塞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3. 先入第㆒層氣密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入屍袋過程避免污染屍袋外面。

4. 第㆒層屍袋密封後須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

5. 入屍袋工作㆟員須脫去外層已污染的防護手套，換㆖新㆒層手套。

6. 然後入第㆓層氣密式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內必須具備吸附體液或血㈬的

襯墊，或於兩層屍袋間填塞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7. 第㆓層屍袋外面須再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

8. 屍體宜儘速送往焚化爐㈫化，應避免㈯葬。

（㆔）高度傳染危險（紅牌, RG3, BSL3）解剖後屍體

 1. BSL3 模式 1：

（1）解剖後屍體不經縫合。

（2）屍體以輸送帶經由連於生物安全解剖艙或隔離解剖帳棚之雙門高壓滅菌器

送達焚化爐㈫化。

2. BSL3 模式 2：

（1）解剖後屍體需經縫合。

（2）解剖後屍體須入兩層氣密式且具HEPA濾網之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

內必須具備吸附體液或血㈬的襯墊，或填塞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3）先入第㆒層氣密式且具HEPA濾網屍袋，入屍袋過程避免污染屍袋外面及

HEPA濾網。

（4）第㆒層屍袋密封後須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擦拭屍袋過程

避免碰觸及弄污屍袋㆖之HEPA濾網。

（5）入屍袋工作㆟員須脫去外層已污染的防護手套，換㆖新㆒層手套。 

（6）然後入第㆓層氣密式且具HEPA濾網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內必須具

備吸附體液或血㈬的襯墊，或於兩層屍袋間填塞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7）第㆓層屍袋外面須再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

第拾章
解剖後屍體之分級處理與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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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極度傳染危險（黑牌, RG4, BSL4）解剖後屍體

1. BSL4 模式 1：

（1）解剖後屍體不經縫合。

（2）屍體以輸送帶經由連於生物安全解剖艙或隔離解剖帳棚之雙門高壓滅菌器

送達焚化爐㈫化。

2. BSL4 模式 2：

（1）解剖後屍體需可不縫合以縮短解剖時間，但必須以吸㈬的物料吸附血㈬及

體液。

（2）解剖後屍體以未稀釋（5%）漂白㈬噴灑。

（3）解剖後屍體須入㉃少兩層氣密式且具HEPA濾網的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

袋內必須具備吸附體液或血㈬的襯墊，或填塞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4）先入第㆒層氣密式且具HEPA濾網屍袋，入屍袋過程避免污染屍袋外面及

HEPA濾網。

（5）第㆒層屍袋密封後須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擦拭屍袋過程

避免碰觸及弄污屍袋㆖之HEPA濾網。

（6）入屍袋工作㆟員須脫去外層已污染的防護手套，換㆖新㆒層手套。

（7）然後入第㆓層氣密式且具HEPA濾網生物安全防護用屍袋，屍袋內必須具

備吸附體液或血㈬的襯墊，或於兩層屍袋間填塞能吸附體液或血㈬的物料。

（8）第㆓層屍袋外面須再以未稀釋（5%）漂白㈬擦拭屍袋外面。

（9）推出解剖室應依法律規定儘速㈫化，不可發給家屬㈯葬。

（㈤）疑似傳染病（橘牌, RG?, BSL？）解剖後屍體

視為高度傳染危險，處理方式如高度傳染危險（掛紅牌）屍體。

㆓、解剖後屍體發放或就㆞㈫化 
（㆒）無或低度、㆗度傳染危險（掛綠牌, 黃牌 ）屍體解剖後

        發放給家屬，宜㈫葬；但㆗度傳染危險屍體，如屬第㆒類傳染病，限24小

時內㈫化。

（㆓）高度傳染危險、疑似傳染病（掛紅牌,  橘牌）屍體解剖後

        應儘速㈫化不可放給家屬；但高度傳染危險或疑似傳染病屍體，如屬第㆒

類傳染病或疑似第㆒類傳染病，限24小時內㈫化。

（㆔）極度傳染危險（掛黑牌）屍體解剖後

           於高等生物安全解剖室焚化爐限時且就㆞㈫化，不可發放給家屬㈯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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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定義

（㆒）消毒（disinfection）：

以物理或化㈻方法殺死微生物，但不㆒定能殺死孢子。

（㆓）滅菌（decontamination）：

任何移除或殺死微生物的方法。同樣的用語也使用於移除或㆗和危險的化㈻和放

射性物質。                          

（㆔）清潔（sterilization）：

破壞或移除所㈲類別之微生物及其孢子的㆒種方法。

（㆕）殺菌劑（biocide）：

用於殺死單細胞或多細胞生物的㆒般用語。

（㈤）消毒劑（disinfectant）：

單㆒或混合之化㈻物品用以殺死微生物，但不㆒定能殺死孢子。

（㈥）化㈻殺菌劑（chemical germicide）：

單㆒或混合之化㈻物品用以殺死微生物。

（㈦）制菌劑（antimicrobial）：

任何能殺死微生物或抑制其生長和複製的藥品。     

（㈧）殺菌劑（microbicide）：

單㆒或混合之化㈻物品用以殺死微生物。此用語常用以取㈹殺菌劑（biocide）、

化㈻殺菌劑（chemical germicide）或制菌劑（antimicrobial）。

㆓、解剖室消毒滅菌

（㆒）生物安全解剖櫃的滅菌：

生物安全解剖櫃的滅菌乃以蒸燻 paraformaldehyde 方式，讓解剖櫃內空氣濃度達

0.8%。㆗和 paraformaldehyde方式可在解剖櫃內蒸燻 ammonium bicarbonate。     

（㆓）解剖室清潔與消毒：

解剖檯面、組織處理檯面、盛裝標本或器械的盆盤或器皿等均應先用清潔劑清洗

，再用㈬沖洗乾淨。洗淨後再以稀釋10倍的漂白㈬（家庭用漂白㈬稀釋百倍）或

殺菌劑（稀釋倍數依說明書而定）抹拭㆒遍，最後再用㈬沖洗乾淨。解剖室消毒

液，可以供選擇的㈲：石碳酸（1- 2% phenolics ）、漂白㈬（hypochlorite）、10 % 

福馬林及鹼性戊㆓醛（2% alkaline glutaraldehyde）。

第拾壹章
解剖室消毒滅菌與解剖室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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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碳酸：

   可以殺死大多數細菌性病原菌甚㉃包括分枝桿菌，而且不會腐蝕㈮屬很㊜合用

來做解剖時的㆒般性消毒。尤其罹患結核病的屍體解剖後應以石碳酸消毒，但

應㊟意環保問題。

2. 漂白㈬：

雖然可以使多數的病毒去活化但是會腐蝕㈮屬，所以㆒般用於非㈮屬物品的消

毒或是被B型肝炎病毒污染的器械，建議使用的濃度為 1,000~10,000 ppm。

3. 福馬林：

   以往曾用來做解剖器材及解剖檯的消毒滅菌之用，但是因刺激性很強所以不建

議使用。

4. 鹼性戊㆓醛：

   可以㈲效的消滅病毒且不會腐蝕㈮屬，因此是㆒個理想的消毒液，可以用來㆒

般解剖器械的消毒。

● 與傳染性蛋白質 prions 相關疾病的疾病如庫賈氏病（CJD,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其致病原耐熱，且㆒般消毒劑如㆙醛、離子化放射線（ionizing 

radiation）和紫外線均無法㈲效抑制其傳染性。

    

目前可能遭 prions 污染的物品或檢體，建議使用的清潔方式為：

A. pre-vacuum pressure steam sterilizer（英國）134。C，18分鐘或134。C，3分鐘

，進行6個循環。

B. downward displacement autoclave（美國）132。C，1小時。

含prions但經過福馬林固定之組織，最㈲效的抑制傳染方式是96%㆙酸（

formic acid）浸泡1小時。

以化㈻消毒劑降低prions的傳染力，建議使用4%w/v氫氧化鈉（NaOH）或

20,000 ppm available chlorine，1小時。

如懷疑是CJD或Kuru等和傳染性蛋白質prions相關的疾病，無論解剖作業過程

、解剖室的清潔和消毒與病理切片製作過程均應㈵別㊟意個㆟防護配備的穿戴

與正確的消毒程序。（如表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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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剖人員：
    至少具經驗病理專科醫師一人及越少越好的其他工作人員。其中一名工
    作人員避免接觸死者及遭污染，僅處理器械和採取檢體容器事宜。
2. 個人防護配備：
    (1) 拋棄式不透水隔離衣。
    (2) 防割破手套上再加兩層外科手術手套，或兩層外科手術手套中間戴
        一層金屬網或合成纖維手套。
    (3) 足夠且適當之呼吸防護配備（如正壓呼吸器PAPR）以防止吸入鋸開
        頭部時所產生的氣霧。
3. 降低及避免污染解剖室：
    (1) 解剖檯先覆蓋一層防水材質襯墊，其上再覆蓋可吸附水份的被單或
        物料，或解剖作業全程於內附吸水襯墊的生物防護專用屍袋內進行。
    (2) 已污染的器械放置於可吸附水份的墊子上。
    (3) 鋸開頭部時先以塑膠袋套住頭部再打開振動式電動骨鋸以防吸入氣
        霧及接觸噴濺物。
    (4) 腦髓先放入塑膠袋再稱重。
    (5) 腦髓置於切板上採取足夠量需急速冷凍的樣本。
    (6) 腦髓及其他器官須立即放入10%中性已緩衝福馬林 (neutral 
        buffered formalin)。
    (7) 可做部份解剖。如需完全解剖，胸腹部儘量採取就地方式(in situ)
        檢查器官及採取檢體樣本。

Prion 相關疾病解剖作業應注意事項 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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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器械和振動式電動骨鋸（Stryker saw）鋸板放入大型不銹鋼盤浸泡2N氫氧
  化鈉（NaOH）1小時或1N氫氧化鈉2小時，然後以清水沖洗後放入高壓滅菌
  器消毒（gravity displace steam 消毒1小時；porous load steam在30 
  lbs psi 下1次18分鐘循環或6次3分鐘循環）。
2.振動式電動骨鋸以2N氫氧化鈉反覆抹溼消毒1小時以上，然後必須徹底洗去
  殘留的氫氧化鈉。
3.解剖檯遭污染的吸附櫬墊、被單及墊子等必須放入兩層密封式感染性廢棄
  物專用塑膠袋後焚化。
4.解剖室內任何疑似遭污染的區域必須以2N氫氧化鈉反覆抹溼消毒1小時以
  上。

Prion 相關疾病解剖後的清潔和消毒工作 表12

1.腦髓以足夠的甲醛固定至少10-14天，放在覆蓋不透水襯墊及吸水墊子的切
  板上。
2.採取之腦組織放入標示”CJD”或”Kuru”的包埋盒中。實驗室內若無傳染
  病如CJD專用之包埋和染色等設備，經福馬林固定之組織塊可放入96%甲酸
  (formic acid)浸泡30分鐘，然後以新泡的10%中性已緩衝福馬林(neutral
  buffered formalin)浸泡48小時以上，之後如一般組織包埋於蠟塊中。
3.所有接觸過腦組織的器械和表面以2N氫氧化鈉（NaOH）浸泡或潤濕1小時，
  或1N氫氧化鈉2小時。
4.殘餘組織、碎屑和遭污染的甲醛溶液必須放入塑膠容器並以醫院感染性廢 
  棄物處理方式焚化。  

Prion 相關疾病解剖後切開腦髓過程 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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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固態廢棄物處理

（㆒）分類分級收集：

1. 感染性可燃廢棄物：依生物安全等級分別置入腳踏式密閉垃圾筒，垃圾筒內須

預先套好兩層貼㈲生物安全等級貼紙並具雙層緊密夾口的

紅色塑膠質清潔袋。

2. 感染性不可燃廢棄物：依生物安全等級分別置入腳踏式密閉垃圾筒，垃圾筒內

須預先套好兩層貼㈲生物安全等級貼紙並具雙層緊密夾口

的黃色塑膠質清潔袋。

3. 針類、刀片等尖銳物：依生物安全等級分別置入貼㈲生物安全等級貼紙且內含

10% 福馬林且加蓋的硬塑膠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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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織病理切片技術人員必須穿戴個人防護配如手套、隔離衣物和面罩等。
2.疑似病患的活體組織切片樣本必須先以96%甲酸(formic acid)浸泡30分鐘 
  後，再以新泡的10%福馬林固定48小時以上。
3.浸泡過組織的廢液放入4公升容器其內含有600毫升6N氫氧化鈉(NaOH)。
4.手套、包埋盒及所有遭污染物品置入標示有生物危險之垃圾袋。
5.組織包埋盒以人工切片以避免污染組織切片機。
6.組織包埋模須用拋棄式，使用過的鑷子須消毒。
7.切片的刀座以1-2N氫氧化鈉消毒，用過的刀片立即放入標示有”危險尖銳
  物”硬質容器。載玻片須標示”CJD 小心”或”Kuru 小心”字樣。切片過
  的組織蠟塊再以蠟密封。
8.常規染色：
     (1) 玻片須以人工處理。
     (2) 試劑預置於100毫升拋棄式杯子中。
     (3) 覆上蓋玻片後，玻片於2N NaOH浸泡1小時。
     (4) 玻片上必須標示”傳染性CJD”或”傳染性Kuru”字樣。
9.免疫化學染色可在拋棄式染色盤或培養皿操作。
10.切片室內任何疑似遭污染的區域必須以2N氫氧化鈉反覆抹溼消毒1小時以上。 

Prion 相關疾病組織病理切片處理過程 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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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間與清運處理： 
1. 感染性可燃廢棄物：

（1）BSL2，BSL3 與BSL4 固定式或活動式（解剖車）解剖室內及前室2內的感

染性可燃廢棄物於解剖及解剖室清潔工作完成後，參與解剖的技術㆟員應

隨即將當㈰的清潔袋封好勿令外露，並在清潔袋外面以75%酒精消毒後，

置入解剖室內及前室2內的雙門高壓滅菌器消毒滅菌，經消毒滅菌後由清潔

工作㆟員㉂解剖室外的雙門高壓滅菌器另㆒扇門取出，並立即運送㉃解剖

室外廢棄物專用焚化爐焚化（如圖27，28）。

第
拾
壹
章

圖27：BSL3生物安全解剖室固態廢棄物最後工作㆟員清運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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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固態廢棄物清潔㆟員清運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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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室1內的感染性可燃廢棄物於解剖及解剖室清潔工作完成後，由清潔工

作㆟員隨即將當㈰的清潔袋封好勿令外露，並在清潔袋外面以75%酒精消

毒後，經由解剖室外側及前室2外側的雙門高壓滅菌器外側門置入消毒滅菌

，經消毒滅菌後由清潔工作㆟員取出，並隨即運送㉃解剖室外廢棄物專用

焚化爐焚化。

2.感染性不可燃廢棄物：

（1）BSL2，BSL3 與BSL4 解剖室內及前室2內的感染性不可燃廢棄物於解剖及

解剖室清潔工作完成後，參與解剖的技術㆟員應隨即將當㈰的清潔袋封好

勿令外露，外面以75%酒精消毒後，置入解剖室內及前室2內的雙門高壓滅

菌器消毒滅菌，經消毒滅菌後由清潔㆟員㉂解剖室外的雙門高壓滅菌器另

㆒扇門取出，並立即運送㉃解剖室外廢棄物專用焚化爐高溫滅菌。

（2）前室1內的感染性不可燃廢棄物於解剖及解剖室清潔工作完成後，由清潔

工作㆟員隨即將當㈰的清潔袋封好勿令外露，並在清潔袋外面以75%酒精

消毒後，經由解剖室外側及前室2外側的雙門高壓滅菌器外側門置入消毒滅

菌，經消毒滅菌後由清潔工作㆟員取出，並隨即運送㉃解剖室外廢棄物專

用焚化爐高溫滅菌。

3. 針類、刀片等尖銳物：

將裝㈲針類、刀片等尖銳物及福馬林硬塑膠容器倒入福馬林㆗和劑，經㆓㈩㆕

小時後可安全排放塑膠容器內經㆗和的福馬林，封緊硬塑膠容器後置入貼㈲生

物安全等級貼紙並具雙層緊密夾口的清潔袋，置入解剖室內的雙門高壓滅菌器

消毒滅菌，經消毒滅菌後由清潔工作㆟員㉂解剖室外的雙門高壓滅菌器另㆒扇

門取出。

（㆔）最終處理

1.感染性可燃廢棄物：於解剖室外廢棄物專用焚化爐焚化後，灰渣定期由委託單    

位以密閉式垃圾車運㉃掩埋場掩埋。

2.感染性不可燃廢棄物：於解剖室外廢棄物專用焚化爐經高溫滅菌後定期由委託

單位以密閉式垃圾車運㉃掩埋場掩埋。

3.針類、刀片等尖銳物：定期由密閉式垃圾車運出粉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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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廢㈬處理 

（㆒）BSL2,BSL3 解剖室內的廢㈬

排入可處理高污染度廢㈬的廢㈬處理系統。

（㆓）BSL4 生物安全解剖艙或解剖櫃內的廢㈬

應排入可防逆流、可加藥消毒、密閉不外漏的高污染度廢㈬處理系統。

解剖室內生物安全解剖艙或解剖櫃外應儘量避免產生高污染廢㈬，如血

㈬及體液等。如㈲產生廢㈬則亦應排入獨立、密閉、且可消毒處理及防

逆流的高污染度廢㈬處理系統，或以吸附方式收集後，比照解剖室內固

態感染性可燃廢棄物方式處理。

㈤、廢氣排放

 廢氣排放口之HEPA濾網設計，必須在移除或換裝前可做消毒滅菌處理。

（㆒）BSL2，BSL3 解剖室內的廢氣排放

需經㆒層HEPA濾網。

（㆓）BSL4解剖室內的廢氣排放

需經㆓層HEPA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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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室生物安全防護㆔個要素為解剖操作和技巧、安全配備、及設備與建築結構。而

這些生物安全防護要素的規劃和執行須㈲生物安全委員會的運作予以㈼督與㊜時調整。

解剖室內的工作具高度危險性和專業性，所㈲參與解剖工作的㆟員應接受足夠且完整的

操作訓練，並能立即反應和處理緊急危機狀況。

㆒、解剖室生物安全委員會

（㆒）組織：

設主任委員㆚員，副主任委員㆚員及委員若干員。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由委員遴選後擔任。

（㆓）職責：

1. 建議及提供解剖室的安全政策。

2. 建構解剖室危機處理政策。

3. 訂定解剖室的安全操作程序。

4. 定期及㈲必要情況㆘召開安全會議，以檢討及更新解剖室的安全政策。

 ㆓、生物安全教育與訓練

解剖室直接參與解剖工作㆟員和周邊支援㆟員必須接受生物安全教育與訓練，且領㈲

通過該訓練之證明文件者始可擔任。生物安全教育訓練的內容包括：

（㆒）㆒般原則

1. 解剖室感染來源。

2. 生物安全等級分級。

3. 解剖室的危險。

（1）生物性危險。

（2）化㈻性危險。

（3）物理性危險，包括電流、消防和放射物質。

（㆓）解剖室的安全防護

1. 初級屏障。

2. ㆓級屏障。

3. 安全操作。

第拾貳章
解剖室安全組織、訓練及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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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解剖前準備工作

1. 解剖室的門禁管制。

2. 個㆟的清潔。

3. 防護配備。

（㆕）解剖室操作

1. 解剖室進出動線。

2. 個㆟防護配備的使用。

3. ㈺吸防護配備的使用。

4. 生物安全解剖櫃與解剖艙的使用方法。

5. 高壓滅菌器和其他消毒滅菌裝置的使用方法。

6. 生物安全防護專用屍袋的使用方法。

7. 如何減少產生氣霧和噴濺。

（㈤）危機處理

1. 緊急照護。

2. 噴濺和破碎物。

3. 意外事件。

（㈥）解剖室安全維護

1. 危險物品與檢體的採樣及貯存。

2. 危險物品與檢體的運送。

3. 昆蟲與老鼠的防治。

（㈦）運離或送出解剖室察驗過程

1. 危險廢棄物處理。

（1）消毒和殺菌。

（2）焚化。

2. 滅菌。

3. 個㆟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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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解剖室危機處理

解剖室危機處理系統包括密閉透明窗的㈼控室、緊急備用㈺吸裝置、緊急備用發電系

統、緊急逃生門、解剖室內外連絡裝置和消防系統等。解剖室內工作㆟員對危機處理須預

做演練。

（㆒）BSL4解剖室內工作㆟員於解剖工作㈲遭感染的可能性時，如正壓㈺吸器

鬆脫及破損吸入污染的氣體、身體遭解剖刀械割傷或刺傷等，該解剖㆟員

必須立即停止解剖工作，依個㆟防護配備脫卸動作及行進路線離開，並視

疾病的嚴重性，考慮於設於解剖室外的獨立空間㉂我隔離與觀察以免疫情

擴大，如確遭感染應立即就㊩。而解剖室必須研判情況，考慮封閉解剖室

消毒及滅菌。待消毒及滅菌工作完成後才能重啟解剖室。　

（㆓）BSL2和BSL3解剖室內工作㆟員於解剖工作㈲遭感染的可能性時，如為身

體接觸感染原，若為皮膚先以肥皂㈬清洗，若為眼睛先以洗眼液清洗，若

為嘴部黏膜先以生理食鹽㈬清洗，若㈲傷口，應先以傷口清洗，消毒與包

紮等初級照護後應掛急診治療，並告知臨床㊩師所接觸的感染原。

（㆔）任何危險發生後應立即通報解剖室主管或解剖室生物安全委員會。

㆕、 解剖室維護與定期檢測
（㆒）整個生物安全防護解剖室包括生物安全解剖櫃與解剖艙建構完成後必須接

受國內或國外具公信力的認證機構認證，並於往後每年接受㆒次安全檢查

與維護。

（㆓）解剖HEPA濾網必須經過消毒滅菌後方得移除或更新。  

（㆔）非解剖室的工程㆟員需由解剖室內㆟員帶領方得進入解剖室進行工程。

㈤、 各級危險群病原體分類、採檢㊠目、作業流程等參考表
（㆒）解剖室操作應㊟意各級危險群相關病原體，㈵以附表(如表1~表11)分類說

明，供對照參考。

（㆓）細菌性、病毒及寄生蟲性法定傳染病解剖採檢種類及檢驗㊠目參考表，解

剖取檢驗體作業流程，以附表(如表12~16)說明，供檢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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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noviridae
      Adenovirus

Caliciviridae
      Hepatitis E
      Norwalk

Coronaviridae
      Coronavirus

Flaviviridae
      Flavivirus
         Dengue
         Japanese encephalitis (Nakayama strain)
         Kokobera
         Kunjin
         Murray Valley encephalitis
         Saumarez Reef
         West Nile
         Yellow fever (strain 17D)

Hepadnaviridae
      Hepatitis B

Herpesviridae
     Alphaherpesvirinae
        Simplex
        Varicella
     Betaherpesvirinae
        Cytomegalovirus
     Gammaherpesvirinae
        Lymphocryptovirus (EB-like viruses)
  
Orthomyxoviridae
     Influenza (recent isolates)

病毒 
第二級危險群

RISK GROUP 2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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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yxoviridae
      Paramyxovirus
          Newcastle disease (non-virulent endemic strains)
          Parainfluenza 1, 2, 3, and 4
          Mumps
      Morbillivirus
          Measles
      Pneumovirus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Parvoviridae
      Human parvovirus

Picornaviridae
      Encephalomyocarditis
          Encephalomyocarditis virus
      Enterovirus
          Coxsackie
          Echo
          Entero
          Hepatitis A
          Polio 1, 2, 3
      Rhinovirus

Poxviridae
      Orthopoxvirus
          Vaccinia
      Parapoxvirus
          Orf

病毒 
第二級危險群

RISK GROUP 2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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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iridae
     Rotavirus
Retroviridae   
     Oncovirinae  -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
                            -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I
     Lentivirinae  -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ogaviridae
     Alphavirus
         Barmah Forest
         Ross River
         Semliki Forest
     Rubivirus
         Rubella
Uncoventional agents
     Gerstmann – Sträussler syndrome,
     Kuru and Creutzfeld – Jakob agents 

Unclassified
     Hepatitis C
     Hepatitis D

病毒 
第二級危險群

RISK GROUP 2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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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tis A Virus, Hepatitis E Virus
Hepatitis B Virus, Hepatitis C Virus , Hepatitis D Virus
Human Herpesviruses
Influenza
Poxviruses
Rabies Virus
Retroviruses, including Human and 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es (HIV and SIV)

病毒 
BSL 2

(other than arboviruses)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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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o
Acara
Aguacate
Alfuy
Almpiwar
Amapari
Ananindeua
Anhanga
Anhembi
Anopheles A 
Anopheles B
Apeu
Apoi
Aride
Arkonam
Aroa
Aruac
Arumowot
Aura
Avalon
Abras
Abu Hammad
Babahoyo
Bagaza
Bahig
Bakau
Baku
Bandia
Bangoran
Bangui
Banzi
Barmah Forest
Barur
Batai

Bauline
Bebaru
Belmont
Benevides
Benfica
Bertioga
Bimiti
Birao
Bluetongue*
Boracela
Botambi
Boteke
Bouboui
Bujaru
Bunyamwera
Bunyip Creek
Burg El Arab
Bush bush
Bussuquara
Buttonwillow
Bwamba
Cacao
Cache Valley
Caimito
California enc
Calovo
Candiru
Cape Wrath
Capim
Caraparu
Carey Island
Catu
Chaco
Changuinola
Charleville

Chenuda
Chilibre
Chobar gorge 
Clo Mor
Colorado tick fever 
Corriparta
Cotia
Cowbone Ridge
Csiro Village
Cuiaba
D’Aguilar
Dakar Bat
Dengue-1 
Dengue-2 
Dengue-3 
Dengue-4 
Dera Ghazi Khan
East. equine enceph. 
Edge Hill 
Entebbe Bat 
Ep. Hem. Disease
Erve
Eubenangee
Eyach
Flanders
Fort Morgan
Frijoles
Gamboa
Gan Gan
Gomoka

Gossas
Grand Arbaud
Great Island
Guajara
Guama
Guaratuba
Guaroa
Gumbo Limbo
Hart Park
Hazara
Highlands J
Huacho
Hughes
Icoaraci
Ieri
Ilesha
Ilheus
Ingwavuma
Inkoo
Ippy
Irituia
Isfahan
Itaporanga
Itaqui
Jamestown Canyon
Japanaut
Johnson Atoll
Joinjakaka
Juan Diaz
Jugra
Jurona
Jutiapa
Kadam
Kaeng Khoi

Kaikalur
Kaisodi
Kamese
Kammavanpettai
Kannamangalam
Kao Shuan
Karimabad
Karshi
Kasba
Kemerovo
Kern Canyon
Ketapang
Keterah
Keuraliba
Keystone
Kismayo
Klamath
Kokobera
Kolongo
Koongol
KotonKan
Kowanyama
Kunjin
Kununurra
Kwatta
La Crosse
La Joya
Lagos Bat
Landjia
Langat
Lanjan
Las Maloyas
Latino
Le Dantec
Lebombo

病毒 
BSL2 

（Arboviruses and Arenaviruses）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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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naviridae
     Arenavirus
         Lymphochoriomeningitis (LCM)
         Neurotropic strains
Bunyaviridae
     Group C
         Oropouche
         Phlebovirus
     Hantavirus
         Hantaan and related viruses
Flaviviridae
     Flavivirus
         Yellow fever
         Japanese encephalitis
         St Louis encephalitis
         Tick-borne viruses
Poxviridae
     Orthopoxvirus
         Monkey pox
         Other members not in Risk Group 2 or 4
Retroviridae (from cultures and concentrates)
     Oncovirinae -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
                           - Human lymphotropic virus II
     Lentivirinae -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Rhabdoviridae
     Lyssavirus
         Australian bat lyssavirus
Togaviridae
    Alphavirus
         Ea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
         We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
         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

病毒 
第三級危險群

RISK GROUP 3
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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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taviruses
Hendra and Hendra-like Viruses
Herpesvirus simiae (Cercopithecine herpesvirus [CHV-1], B-virus)
Lymphocytic Choriomeningitis Virus
Poliovirus
Vesicular Stomatitis Virus

病毒 
BSL3

(other than arboviruses)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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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no
Akabane
Banna 
Bhanja
Central Eur. TBE 
(Kumlinge. Hypr, Hanzalova, Absettarov) 
Chikungunya 
Cocal
Dhori
Dobrava-Belgrade
Dugbe
Everglades
Flexal
Germiston 
Getah
Hantaan
Israel Turkey mening. 
Japanese enc. 
Junin
Kairi
Kimberley
Koutango
Kumlinge (Cent 
Eur. TBE)
Louping Ill
Mayaro
Middelburg
Mobala
Mopeia 

Mucambo
Murray Valley enc.
Nairobi sheep disease 
Ndumu
Negishi
Oropouche 

Orungo
Peaton
Piry
Powassan
Puumala
Rift Valley fever 
Rocio 
Sagiyama
Sal Vieja 
San Perlita
Semliki Forest
Seoul
Sin Nombre
Spondweni
St. Louis enc. 
Thogoto
Turuna
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 
Vesicular stomatitis (Alagoas) 

Wesselsbron 
West Nile 
Yellow fever 

Zinga 

病毒 
BSL3

Arboviruses and Certain Other Viruses 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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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laide River
Agua Preta
Alenquer
Almeirim
Altamira
Andasibe
Antequera
Araguari
Aransas Bay 
Arbia
Arboledas
Babanki
Batken
Belem
Berrimah
Bimbo
Bobaya
Bobia
Bozo
Buenaventura
Cabassou 
Cacipacore
Calchaqui
Cananeia
Caninde
Chim

Coastal
Connecticut
Corfou
Dabakala
Douglas
Enseada
Estero Real 
Fomede
Forecariah
Ife
Iguape
Inhangapi
Fort Sherman
Gabek Forest
Gadgets Gully 
Garba
Gordil
Gray Lodge
Gurupi
Iaco
Ibaraki
Inini
Issyk-Kul
Itaituba
Itimirim
Itupiranga

Jacareacanga
Jamanxi
Jari
Kedougou
Khasan
Kindia
Kyzylagach
Lake Clarendon
Llano Seco
Macaua
Mapuera
Mboke
Meaban
Mojui Dos Compos
Munguba
Naranjal
Nariva
Nasoule
Ndelle
New
Minto
Ngari
Ngoupe
Nodamura
Northway
Odrenisrou

Omo
Oriximina
Ouango
Oubangui
Oubi
Ourem
Plains
Palestina
Palma
Para
Paramushir
Paroo River 
Perinet
Petevo
Picola
Playas
Pueblo Viejo
Purus
Radi
Razdan
Resistencia
Rochambeau
Salanga
San Juan
Santa Rosa 
Santarem

Saraca
Saumarez Reef
Sedlec
Sena Madureira
Sepik
Shokwe
Slovakia
Somone
Sripur
Tai
Tamdy
Telok Forest
Termeil
Thiafora
Tilligerry
Tinaroo
Tlacotalpan
Tonate a,b 
Utinga
Xiburema
Yacaaba
Yaounde
Yoka
Yug Bogdanovac

病毒 
BSL3

Arboviruses and Certain Other Viruses  
(on the basis of insufficent experience)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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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naviridae
     Arenavirus
         Junin
         Lassa
         Machupo
         Mopeia viruses

Bunyaviridae
     Nairovirus
         Congo-Crimean hemorrhagic fever
         Hazara

Filoviridae
    Ebola
    Marburg

Flaviviridae
     Flaviviruses
         Tick-borne encephalitis
         Kyasanur Forest disease
         Omsk hemorrhagic fever disease
         Absettarov
         Hanzalova
         Hypr
         Russian spring summer encephalitis

Herpesviridae
     Alphaherpesvirinae
         Herpes virus simiae (B virus)

Paramyxoviridae
     Morbillivirus
         Equine morbillivirus

病毒 
第四級危險群

RISK GROUP 4表3-1

第
拾
貳
章



137

Hendra and Hendra-like Viruses (includes virus 
formerly known as Equine Morbillivirus) 
Herpesvirus simiae (Cercopithecine herpesvirus 
[CHV-1], B-virus)
Poliovirus

病毒 
BSL 4

(other than arboviruses)表3-2

Central European tick-borne encephalitis
Congo-Crimean hemorrhagic fever
Ebola
Guanarito
Junin
Kyasanur Forest disease
Lassa
Machupo
Marburg
Omsk hemorrhagic fever
Russian Spring-Summer encephalitis
Sabia

病毒 
BSL4

(Arboviruses, Arenaviruses and Filoviruses) 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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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xiella burnetii
Rickettsia prowazekii
Rickettsia typhi (R. mooseri )
Orientia (Rickettsia ) tsutsugamushi
Rickettsia rickettsii
Rickettsia conorii
Rickettsia akari
Rickettsia australis
Rickettsia siberica
Rickettsia japonicum

非̇繁殖操作如血清學檢查時，可以BSL2方式橾作，解剖時以BSL3做安全防護。

立克次體 
BSL 3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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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netobacter spp.
Actinobacillus spp.
Actinomyes spp.
Aeromonas spp.
Afipia spp.
Arcanobacterium haemolyticum
Bacillus cereus
Bacteroides spp.
Bartonella spp.
Bordetella spp.
Brucella ovis
Burkholderia spp. (except B. mallei )
Campylobacter  spp.
Capnocytophaga  spp.
Cardiobacterium hominis
Chlamydia spp. (except avian strains of C. psittaci )
Citrobacter spp.
Clostridium spp. (except those known to be 
non-pathogenic)
Corynebacterium matruchotii
Corynebacterium minutissimum
Corynebacterium pseudotuberculosis
Corynebacterium ulcerans
Dermatophilus congolensis
Edwardsiella tarda
Eikenella corrodens
Enterobacter spp.
Entercoccus spp.
Ersipelothrix spp.
Escherichia coli (except Vero cytotoxin-producing 
(VTEC) strains and genetically crippled strains)

細菌 
第二級危險群

RISK GROUP 2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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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vobacteriu  spp.
Francisella tularensis  (type B)
Fusobacterium spp.
Haemophilus spp.
Kingella kingae
Klebsiella spp.
Legionella spp.
Listeria monocytogenes
Moraxella spp.
Mycobacteria spp.
Mycoplasma pneumoniae
Neisseria spp.
Nocardia spp.
Pasteurella spp.
Plesiomonas shigelloides
Proteus spp.
Providencia spp.
Pseudomonas spp.
Rhodococcus equi
Salmonella spp.
Serratia liquefaciens
Serratia marcescens
Shigella spp. (except S. dysenteriae type 1)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reptobacillus moniliformis
Streptococcus spp.
Vibrio spp.
Yersinia spp.  (except Y. pestis )

細菌 
第二級危險群

RISK GROUP 2表5-2

第
拾
貳
章



141

Campylobacter (C. jejuni/C. coli, C . fetus subsp. fetus )
Clostridium tetani
Corynebacterium diphtheriae
Escherichia coli  (Cytotoxin-producing (VTEC/SLT) organisms)
Helicobacter pylori
Leptospira interrogans  - all serovars
Listeria monocytogenes
Mycobacterium leprae
Mycobacterium spp. other than M. tuberculosis, M. bovis  or M. leprae
Salmonella  - all serotypes except typhi
Shigella  spp.
Treponema pallidum
Vibrionic enteritis (Vibrio cholerae , V. para-haemolyticus)

細菌 
BSL 2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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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illus anthracis
Burkholderia mallei
Brucella spp. (except B ovis )
Chlamydia psittaci  (avian strains )
Coxiella burnetii
Francisella tularensis  (type A)
Multi-drug resistan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Rickettsia  spp.
Yersinia pestis

細菌 
第三級危險群

RISK GROUP 3表6-1

Bacillus anthracis
Bordetella pertussis
Brucella (B. abortus , B. canis , B. melitensis , B. suis ) 
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  (Pseudomonas pseudomallei )
Chlamydia psittaci , C. pneumoniae , C. trachomatis
Clostridium botulinum
Francisella tularensis
Legionella pneumophila ; other Legionella -like agents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 M. bovis
Neisseria gonorrhoeae
Neisseria meningitides
Salmonella typhi
Yersinia pestis

細菌 
BSL 3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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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rgillus fumigatus and A. flavus
Blastomyces dermatitidis
Candida albicans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Epidrmophyton floccosum
Microsporum spp.
Sporothrix schenckii
Trichophyton  spp.

黴菌 
第二級危險群

RISK GROUP 2表7-1

Blastomyces dermatitidis
Coccidioides immitis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Histoplasma capsulatum
Sporothrix schenckii
Pathogenic Members of the Genera Epidermophyton, 
Microsporum, and Trichophyton
Miscellaneous Molds

黴菌 
BSL 2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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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stomyces 
dermatitidis
Coccidioides immitis
Histoplasma spp.
Paracoccidioides 
brasiliensis

黴菌 
第三級危險群

RISK GROUP 3表8-1

Coccidioides immitis
Histoplasma 
capsulatum

黴菌 
BSL3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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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nthamoeba spp. (especially A. culbertsoni)
Ancylostoma duodenale
Angiostrongylus  spp.
Ascaris lumbricoides
Babesia divergens
Babesia microti
Balantidium coli
Brugia spp.
Capillaria spp.
Clonorchis sinensis
Cryptosporidium spp.
Dipetalonema perstans
Dipetalonema streptocerca
Diphyllobothrium latum
Dracunculus mdinensis
Echinococcus spp.
Entamoeba histolytica
Fasciola hepatica
Fasciola gigantica
Fasciolopsis buski
Giardia lamblia
Hymenolepis diminuta
Hymenolepis nana (human origin)
Leishmania  (mammalian) spp.
Loa loa
Mansonella ozzardi
Microsporidium
Naegleria spp. (especially N. fowleri)
Necator americanus
Onchorcerca volvulus
Opisthorchis spp.
Paragonimus westermani
Plasmodium (human and simian)
Pneumocystis carinii

寄生蟲 
第二級危險群

RISK GROUP 2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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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stosoma haematobium
Schistosoma intercalatum
Schistosoma japonicum
Schistosoma mansoni
Strongyloides spp.
Taenia saginata
Taenia solium
Toxocara canis
Toxoplasma gondii
Trichinella spp.
Trichomonas vaginalis
Trichostrongylus spp.
Trichuris trichiura
Trypanosoma brucei sub-spp.
Trypanosoma cruzi
Wuchereria bancrofti

寄生蟲 
第二級危險群

RISK GROUP 2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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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 and Tissue Protozoal Parasites of Humans
Intestinal Protozoal Parasites of Humans
Trematode Parasites of Humans (Schistosoma spp. and Fasciola spp.)
Cestode Parasites of Humans - Echinococcus granulosus , Taenia 
solium (cysticercus cellulosae) and Hymenolepis nana.
Nematode Parasites of Humans

寄生蟲 
BSL2表9-3

Scrapie prion
Transmissible mink encephalopathy （TME）prion
Chronic wasting disease （CWD ）prion
Fel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FSE) prion
Exotic ungulate encephalopathy (EUE) prion

Prions 
BSL2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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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 prions
Kuru prion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 prion
Gerstmann-Sträussler-Scheinker syndrome (GSS) prion
Gatal familial insomnia (FFI) prion

表11
Prions 
BS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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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性疾病㊠目 檢驗檢體種類 運送條件 需㈵別㊟意的病理檢體 ㈵殊病理檢驗㊠目

白喉
喉頭，偽黏膜
拭子

Cary-Blair 運送培
養基，低溫運送

咽喉偽黏膜，心臟，腎
臟，皮膚潰瘍

B&H stain 

炭疽病

鼻咽分泌物，
膿液

Cary-Blair 運送培
養基，低溫運送

肺臟，腦，腦膜，皮膚
，消化道，淋巴腺，脾
臟

B&H stain,IHC, EM

血液 冷藏運送

鼠疫
血液，血清，
淋巴液，痰

血清需低溫冷藏輸送
肺臟，淋巴腺，腎臟，
心臟，皮膚病灶

B&H stain,IHC

肉毒桿菌㆗毒 糞便，血清 ㉃少 6 ml
此病主要是靠臨床症狀
與病史診斷

傷寒，副傷寒

血液
以含抗凝血濟試管冷
藏運送 小腸，闌尾，腸繫膜淋

巴腺，胰臟，肝臟，心
臟

ISH,PCR

糞便
採取1g放入Selenite 
broth 冷藏運送

霍亂 嘔吐物，糞便
Cary-Blair 運送培
養基，低溫運送

小腸，肺臟，腎臟(但
此病的病理變化不具㈵
殊性)

IF

痢疾 糞便
Cary-Blair 運送培
養基，低溫運送

大腸，迴腸，肺臟，肝
臟，腎臟

腸道出血性大腸
桿菌感染症

糞便
Cary-Blair 運送培
養基，低溫運送

升結腸，腎臟 IHC

退伍軍㆟病
血清，尿液，
㈺吸道分泌物

Cary-Blair 運送培
養基，低溫運送

肺臟
Imprint,B&H stain 
,Silver stain, IHC,IF

百㈰咳

鼻咽拭子
Regan-Lowe百㈰咳培
養基，冷藏運送

氣管，支氣管，肺臟
B&H stain,  Giemsa 
stain, IF, PCR

血清
立即分離血清冷藏運
送

猩紅熱 鼻咽拭子
Cary-Blair 運送培
養基，低溫運送

扁桃腺，咽喉，皮膚病
灶，心臟瓣膜，心臟，
腎臟，腦膜

IHC,B&H stain 

侵襲性b型嗜血
桿菌感染症

血液，腦脊髓
液

低溫運送 腦膜，咽喉，羊膜
B&H stain, 
methylene blue
stain

流行性腦脊髓膜
炎

鼻咽拭子
Cary-Blair 運送培
養基，常溫運送

腦膜，皮膚，腎㆖腺 B&H stain, PCR
血液 血瓶，常溫運送

腦脊髓液 試管，常溫運送

萊姆病 血清 冷藏運送
皮膚病灶，心臟，淋巴
腺，肝臟，脾臟

Silver stain

鉤端螺旋體感染
症

血清，血液，
尿液

冷藏運送，分離血清
㉃少3ml 

肝臟，腎臟，心臟 IHC,PCR

※病理檢體除㈵殊檢驗㊠目外，亦可進行病原體培養與鑑定。

表12： 細菌性法定傳染病解剖採檢種類及檢驗㊠目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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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疾病㊠目 檢驗檢體種類 運送條件 需㈵別㊟意的病理檢體 ㈵殊病理檢驗㊠目

小兒麻痺症
糞便，腦脊髓
液，血清

糞便㉃少10克，冷藏
運送
血清需㉃少 3 ml ，
冷藏運送

脊髓，腦，腦膜 IHC, IF, ISH, EM急性肢體無力麻痺
症

麻疹
血液，血清

血清需㉃少 3 ml ，
冷藏運送

皮膚，Koplik's spot，淋
巴腺，肺臟，闌尾，腦
膜，腦

IHC, ISH, EM
德國麻疹 胎盤，肺臟，心臟瓣膜

，主動脈，皮膚病灶，
肝臟，腦部，骨髓先㆝性德國麻疹

血液，尿液，
咽喉拭子

腮腺炎

血清

耳㆘腺，頷㆘腺，睪丸
，卵巢，胰臟，心臟，
腎臟，㆙狀腺等

病毒性肝炎 肝臟 IHC, ISH, PCR

後㆝免疫缺乏症候
群

全身臟器
F u n g a l  s t a i n ,  
Acid- fast  s ta in,  
IHC, ISH, EM

狂犬病

血清，唾液，
後腦髮際富含
神經的皮膚， 
腦脊髓液，眼
角膜擦拭液

腦 (尤其是：海馬迴，腦
幹，小腦，視丘，脊髓)
，心臟，唾液腺

IHC, EM, RT-PCR

流行性感冒重症 咽喉拭子 肺臟，心臟，肝臟 IF, IHC, ISH, EM

腸病毒重症
血清，咽喉拭
子

腦幹，肺臟，心臟 IF, IHC, RT-PCR

㈰本腦炎
血清，腦脊隨
液

腦膜，腦，脊髓 EM, 

登革熱

血清　

肝臟，肺臟，腎臟，淋
巴腺

IHC, EM, RT-PCR
黃熱病

漢他病毒出血熱　 IHC, ISH, RT-PCR

恙蟲病
皮膚病灶，心臟，肝臟
，肺臟，腦

B&H stain, IHC

阿米巴痢疾 糞便
以MIF 染液固定候， 
常溫運送

大腸，闌尾，肝臟 PAS stain

瘧疾 血液抹片 常溫運送 肝臟，脾臟，腦 IF, IHC, PCR

IHC: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IF: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ISH:in situ 

hybridization; EM: electron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B&H stain: Brown-Hopps stain; PAS: Periodic acid-Schiff stain

※病理檢體除㈵殊檢驗㊠目外，亦可進行病原體培養與鑑定。

表13： 病毒及寄生蟲性法定傳染病解剖採檢種類及檢驗㊠目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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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病理解剖取檢體作業流程

EID組

（疴難委員）
連絡㆟：張乃仁

研究檢驗㆗心 ㈾源管理組

各區分局

1.㆗、南、東區分局檢驗同仁取檢體

2.研究檢驗㆗心技術指導

3.北區檢驗㆟員暫由㈾管組支援，

  屆時仍請北區規劃檢驗㆟員接辦

4.㈾源管理組㈿助品管相關事宜

1.病理㊩師

2.法㊩所支援

3.病理㊩師助手

4.法㊩所助手

5.辦理現場採檢作業

1.北、㆗、南、東區

  分局同仁

2.衛生局

3.辦理現場清消事宜

病理㊩師合約實驗室 昆陽研究檢驗㆗心檢體窗口

各實驗室

研究檢驗㆗心

EID組或權責組

結案

各區分局、㈾源管理組、

病理㊩師合約實驗室等

1.㈿助器具及防護裝備

供應事宜

2.合約實驗室品管事宜

3.清消作業規劃

4.連絡㆟：李和欣

1.㈿助採檢耗材、buffer等供

  應事宜

2.取檢體技術指導

3.清消作業規劃指導

4.連絡㆟：徐同慶或㈹理㆟員
          檢體收發窗口

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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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病理解剖㊩師及助理㆟員：病理解剖防護及採檢配備檢查表

㆒、.個㆟防護配備

防護配備 數量 單位 說明及備註

口罩 6 個 N-95

連身防護衣 6 件
可阻隔3 µm以㆖顆粒，含帽、袖口及褲

管㈲鬆緊帶。

拋棄式手術衣 6 件 無領短袖，長褲

不透㈬工作圍裙 6 件 長袖及膝塑膠質

無菌手套 30 雙 小（S）、㆗（M）和大（L）尺寸各10雙

棉布手套 6 雙 　

拋棄式防護鞋套 6 雙 　

拋棄式防護頭罩 6 個 ㊚用，㊛用

㆓、.解剖器具配備

解剖配備 數量 單位 說明及備註

手術刀柄（滅菌） 10 把 #3

刀片（滅菌） 1
100支

/盒
#11

剪刀（滅菌） 10 把 14 cm，不銹鋼（ST）

鑷子(㈲齒) （滅菌） 10 支 不銹鋼（ST）

鑷子(無齒) （滅菌） 10 支 不銹鋼（ST）

止血鉗（滅菌） 10 支 不銹鋼（ST）

腸剪 2 支 不銹鋼（ST）

骨剪 1 支 不銹鋼（ST）

尺 2 支 30 cm

皮尺 1 支 2 m

量筒 1 個 100 cc，塑膠

電鋸 1 個 　

㈩字型骨膜分離器 1 個 　

縫針 2 根 解剖用長針

縫線 1 捆 解剖用縫線

照相機附閃光燈 1 個 　

電池 6 個 照相機與閃光燈用

底片 3 卷 　

打㈫機 2 個 消毒用

鉛筆 2 枝 　

耐㈬性簽字筆 2 支

酒精燈 1 個

白色PVC膠帶 1 捲

持針器 1 支

5ml㊟射筒及21號針頭 4 支

藥鏟 3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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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疾病管制局取檢體㆟員：個㆟防護、檢體採檢、解剖器械、生物安全防護配備檢

查表及每㆒採檢個案所需之組織培養液配方及儲量表

㆒、個㆟防護配備

防護配備 數量 單位 說明及備註 檢查及補充

口罩 10 個 N-95

連身防護衣 6 件
L、M、S各兩件，可阻隔3µm以㆖顆粒，含帽

袖及褲管㈲鬆緊帶

拋棄式防護鞋套 6 雙 配合防護衣使用

拋棄式防護面罩 2 個 供解剖㊩師使用

眼罩 2 個 助手使用

手套 2 盒 小（S）、㆗(M)各㆒盒

平面口罩 1 盒 50片

外箱(解剖工具箱) 1 個 以登機箱㈹替,裝置表列之配備

㆓、檢體採檢配備

採檢配備 數量 單位 說明及備註 檢查及補充

50ml離心管 10 支 承接解剖之內臟器官

15ml氣密無菌塑膠瓶

（H4.7cm×Φ3.1cm）
10 個

放病原體分離用臟器

病毒拭子 10 支 採集喉頭及鼻咽部位或肛門(病毒性)

細菌拭子 10 支 採集喉頭及鼻咽部位或肛門(細菌性)

簽字筆 2 支 檢體標識用(油性筆)

無菌滴管 10 支 吸取血液或滲出液

滅菌袋 1 個 具感染性廢棄物之收集

封口袋 10 個 8號及10號各5個,包裝檢體或試管

液體培養基 1 瓶

須立即培養之病毒性檢體(視情況選配)

Dulbecco´s Modified Eagle Medium須在2-8

℃儲存,解剖當㈰取出備用。

每瓶臟器容量只需

8mlDMEM-5%FCS

福馬林(10%㆙醛) 1 瓶 組織固定用(㉂備)

75%酒精 1 瓶 局部消毒或清洗(㉂備)

採檢箱 2 箱 冷藏冰桶,病理解剖專用,備兩桶交替使用 每箱放4塊冰寶

15ml離心管 6 支 放血液、CSF、尿液或滲出液

白色PVC膠帶 1 捲 檢體標示用

5ml㊟射筒及21號針頭 4 支
採心臟血、CSF及關節液

藥鏟 3 支 組織、器官表面燒灼（消毒）

胎牛血清 1 瓶 100ml（調配DMEM-5%FCS培養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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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解剖器具配備

防護配備 數量 單位 說明及備註 檢查及補充

不鏽鋼鐵盒 1 個 放置以㆘手術器具,使用完畢整盒滅菌

手術刀柄 10 把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刀片 10 支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剪刀 10 支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鑷子(㈲齒) 10 支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鑷子(無齒) 10 支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止血鉗 10 支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腸剪 2 支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骨剪 1 支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㈩字骨膜分離器 1 支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酒精片 1 盒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縫針 2 根 解剖用長針（縫合用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縫線 1 捆 解剖用縫線（縫合用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打㈫機 1 個 消毒用

持針器 1 支 持針器

電動骨鋸 1 組 供本局㈵約解剖㊩師備用

電動噴霧器 1 組 解剖後清消時使用消毒器具

2%漂白㈬或75%酒精（5公升） 各1 桶 解剖後清消時使用電動噴霧器具消毒用劑

㆕、生物安全防護配備

防護配備 數量 單位 說明及備註 檢查及補充

生物安全防護往生袋 10 個
供疑似傳染病死亡屍體使用,避
免感染

噴霧器洗手液（1000C.C.） 5 瓶
供解剖現場採檢後個㆟防護洗手
用消毒劑（請分局㉂行購買）

鴨嘴型N95口罩 10 盒 每盒20片,共180片

（㊟意:本套病理採檢器材僅供解剖㆒位個案使用，若同時㈲解剖㆓位個案，則須視情況增

加採檢備配,每次解剖結束後須再補充缺少的器材，以做為㆘次病理解剖使用，並可視實際

情況增減箱內物件。）

㈤、每㆒採檢個案所需之組織培養液配方及儲量

採檢配備 數量 說明及備註

液體培養基 1瓶
須立即培養之細菌性及病毒性(須加抗生素)檢體,請事先分裝於採檢瓶㆗,並標明細菌及病毒。

Dulbecco´s Modified Eagle Medium(或同等品)須在2-8℃儲存,解剖當㈰取出備用。

抗生素 １瓶

PEN-STREP-AMPHO SOL(或同等品)

內含:penicillin 10000units/ml streptomycin 10mg/ml amphotericin B 0.025mg/ml 

須在-20℃,開封後可存於0℃冰箱備用,使用時先退冰,以1:100比例與病毒培養基混合

2cc抗凍小瓶 10瓶 須為內螺紋附O-ring，且耐-70℃低溫，以供本局生物材料科永久保存。

採檢瓶 10瓶 建議廠牌NALGENE cryoware Cryogenic Vials 15cc/瓶(或同等品),為氣密式螺紋,可避免洩漏。

＊每㆒個案之採檢配備組織液儲量（各區分局應㉂行購置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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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流程

1. 先將液體培養基分裝於採檢瓶㆗,每次病理解剖㆒個案須準備10瓶（病毒及細菌各

㈤瓶）,病毒性培養基須加抗生素,請於瓶口標示細菌及病毒（或以英文B及V標示）。

2. 前㊠培養基可分裝多份,儲存於2-8℃備用。

3. 現場採檢時視情況取個案心、肝、脾、肺、腎等病理組織,㆒份組織須分㆔等份,分

別置於入細菌、病毒採檢瓶㆗，另㆒份不須加培養液直接放於2cc抗凍小瓶㆗（標

明生材科）。

4. 組織塊以不超過 3公分立方，0.4-0.5 公分厚度為原則，且必須浸入㉃少 10 倍於其

體積之固定液㆗,並在裝置檢體之專屬容器外層貼㆖標籤 （ 註明病患㈾料及組織㈴

稱 ），連同症候群通報單，依照檢體傳送程式送檢。

5. 裝置組織之容器宜堅固，包裝亦應力求完善，以免破損。

6.   組織檢體送檢時，請儘量註明提供檢查目的、臨床診斷結果、病歷摘要、剖檢紀

       錄、採檢年㈪㈰、方法及部位，及固定液種類等，供檢驗㆟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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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現行制度㆘執行屍體解剖作業㈲㆔類案件：㆒、屬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理

解剖案件。㆓、屬司法機構法㊩解剖案件。㆔、屬㊩㈻院、㊩院或機構大體解剖及病理剖

驗案件。屬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理解剖案件，目前由疾病管制局委由病理合約實驗室之

解剖病理專科㊩師或法務部法㊩研究所法㊩師（具解剖病理專科㊩師㈾格）執行解剖，屬

司法機構法㊩解剖案件由法務部法㊩研究所法㊩師或㆞檢署法㊩師執行解剖，屬㊩㈻院、

㊩院或機構大體解剖及病理剖驗案件亦大都由該單位之解剖病理專科㊩師執行解剖。以㆖

㆔類案件的解剖業務常㈲重疊現象，如司法機構法㊩解剖案件夾雜傳染病案件，而傳染病

或疑似傳染病病理解剖案件常伴隨司法問題。在此謹建議㆔類案件之分案原則如㆘：

㆒、屬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理解剖案件
㆗央主管機關認為非實施病理解剖不足以瞭解傳染病病因或控制流行疫情者。（參見

傳染病防治法第㆕㈩㈧條）

㆓、屬司法機構法㊩解剖案件
因目前國內尚無較為明確且完整條文，謹綜合國內外司法解剖㊠目及國內現況，列舉

以㆘㊠目以供分案之參考。

（㆒）非㉂然死亡，包括㉂殺、他殺及意外死亡者。

（㆓）具非㉂然死亡包括㉂殺、他殺及意外死亡之虞者。

（㆔）無法解釋死者之死因者。

（㆕）猝死或非預期死亡者。

（㈤）死於工作場所㈲工作安全之虞者。

（㈥）死於公共場所㈲公共安全之虞者。

（㈦）死於手術檯㆖或其他㊩療處置過程㈲㊩療糾紛之虞者。

（㈧）到㊩院就診時已死亡而無曾診療過該死亡者之㊩師願意開立死亡證明書

者。

（㈨）到㊩院就診1小時內已死亡而無曾診療過該死亡者之㊩師願意開立死亡證

明書者。

（㈩）死者之配偶、直系血親或其他家屬對㊩師開立之死亡證明書所列之死因質

疑而請求解剖者。

（㈩㆒）於執行訊問、留置、拘提、逮捕、解送、收容、羈押、管收、保安處分、

服刑等過程㆗死亡者。

第拾參章
病理解剖與法㊩解剖分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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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㆓）現役軍㆟死亡且死因不明者。

（㈩㆔）大災難調查過程㆗非解剖無法查明死因者。

（㈩㆕）可能影響大眾健康的死亡者。

（㈩㈤）其他經檢察官相驗認㈲必要執行解剖者。

㆔、屬㊩㈻院、㊩院或機構大體解剖及病理剖驗案件     （解剖屍體條例）

（㆒）為研究死因必須剖驗，且經其親屬同意之病屍體。

（㆓）生前㈲合法遺囑願供㈻術研究之病屍體。

（㆔）經親屬同意願供解剖之病屍體。

（㆕）無親屬請領之病屍體。

（㈤）經檢察官相驗認無勘驗必要，並經其親屬同意或無親屬請領之病屍體。

（㈥）經㈼獄長官許可，無親屬請領或生前㈲合法遺囑或經其親屬同意之受刑㆟

屍體。

㆕、分案後執行解剖應㊟意事㊠

（㆒）屬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理解剖案件，或㊩㈻院、㊩院或機構大體解剖及

病理剖驗案件，如發現或遭遇司法問題如他殺、㉂殺、誤殺、災變時應依

解剖屍體條例第6條規定於㆓㈩㆕小時內報告該管主管機關。（建議會同

司法㆟員及法㊩研究所法㊩師同時執行司法機關之法㊩解剖。）

（㆓）法㊩解剖案件解剖過程㆗或㊩㈻院、㊩院或機構大體解剖及病理剖驗案件

如發現法定傳染病，應依解剖屍體條例第6條規定，於㆓㈩㆕小時內報告

該管主管機關。（建議會同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病理合約實驗室之解剖病理

專科㊩師同時執行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理解剖及採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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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拾肆章
現行屍體解剖相關法律與法規

● 傳染病防治法（民國93年01㈪20㈰修正公布）（附錄1）

  第㆕㈩㈧條

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療(事)機構或該管主管機關應施行消毒及其他妥

善處置。死者家屬對於經確認染患第㆒類傳染病之屍體應於㆓㈩㆕小時內、染患新感染症

之屍體應於㆗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入殮並㈫化；其他傳染病致死之屍體，如㈲㈵殊原

因未能㈫化時，應報請㆞方主管機關核准後，依規定深埋。第㆒㊠之屍體，㆗央主管機關

認為非實施病理解剖不足以瞭解傳染病病因或控制流行疫情者，得施行病理解剖檢驗，死

者家屬不得拒絕；經病理解剖檢驗後，應依前㊠規定處置。前㊠施行病理解剖檢驗者，由

㆗央主管機關訂定補助標準，補助其喪葬費用。

● 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民國93年12㈪03㈰修正公布）（附錄2）

  第㈩㆕條

㊩療（事）機構依本法第㆕㈩㈧條第㆒㊠規定施行消毒及其他妥善處置時，應依

感染控制相關規定，對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施予終末消毒；相關㆟員

於執行臨終護理、終末消毒、屍體運送、病理解剖及入殮過程㆗，應著個㆟防護衣具

，以防範感染；主管機關處置㈳區內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時，亦同。 前

㊠屍體，如係因疑似第㆒類傳染病或新感染症所致者，應先以具防護功能之屍袋包覆

，留置㊜當場所妥善冰存，並儘速處理。 

第㈩㈤條

本法第㆕㈩㈧條第㆓㊠所定㆓㈩㆕小時之起算時點如㆘：

㆒、屍體經㆗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㆕㈩㈧條第㆔㊠規定施行病理解剖者，㉂解剖完成

時起算。 

㆓、無前款情形者，㉂㊩師開具死亡證明書或檢察機關開具相驗屍體證明書時起算。

本法第㆕㈩㈧條第㆓㊠所稱依規定深埋，指深埋之棺面應深入㆞面㆒公尺㆓㈩公

分以㆘。 

第㈩㈥條

㆗央主管機關施行病理解剖檢驗前，應作成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屍體病理解剖檢

驗通知書，送達死者家屬。

第㈩㈦條

㆗央主管機關為因應傳染病防治需要，得委任所屬疾病管制局辦理㆘列事㊠： 
㆒、依本法第㆔㈩㈦條第㆕㊠規定要求㊩療(事)機構、㊩師或法㊩師限期提供傳染病病

㆟相關㈾料。 

㆓、本法第㆕㈩㈧條第㆔㊠規定之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屍體之病理解剖檢驗相關

事㊠。 

㆔、本法第㈤㈩㈥條㉃第㈤㈩㈨條規定之國際及指定㈵殊港埠檢疫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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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屍體解剖喪葬費用補助標準（民國93年05㈪25㈰修正公布）第2條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

病致死屍體，經㆗央主管機關施行病理解剖檢驗者，每㆒個案給付喪葬補助費新臺幣

㆓㈩萬元。

第4條

請求權㆟申請喪葬補助費，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列文件，向死者戶籍所在㆞

之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㆒、個案之死亡證明書正本。

㆓、戶籍證明文件(證明請求權㆟與死者之親屬關係)。

㆔、屍體解剖檢驗通知書正本。

㆕、其他㆗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 解剖屍體條例（民國73年06㈪16㈰修正公布）

第1條

凡因㈻術研究之必要，須解剖屍體者，依本條例行之。

第2條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院，得執行屍體大體解剖。㊧列㊩㈻院、㊩院或機構，

得由從事病理研究之㊩師，主持執行屍體病理剖驗：

㆒、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院或其附設㊩院。

㆓、公立㊩院或經認可為教㈻㊩院之私立㊩院。

㆔、經㆗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得以解剖之病理研究或㊩療機構。

第3條

執行大體解剖及病理剖驗，以合於㊧列規定之屍體為限：

㆒、為研究死因，必須剖驗並經其親屬同意之病屍體。

㆓、生前㈲合法遺囑願供㈻術研究之病屍體。

㆔、經親屬同意願供解剖之病屍體。

㆕、無親屬請領之病屍體。

㈤、經檢察官相驗認無勘驗必要，並經其親屬同意或無親屬請領之病屍體。

㈥、經㈼獄長官許可，無親屬請領或生前㈲合法遺囑或經其親屬同意之受   刑㆟屍體。

㈦、急性傳染病或疑似急性傳染病致死之屍體，需經病理剖驗，其親屬無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前㊠無親屬請領之屍體，應由該管警察機關或衛生機關，通知所在㆞㊩㈻院

組成之屍體收集機構，負責分配各㊩㈻院收領，並登報公告，限㆓㈩㈤㈰內認領

。㉂登報公告㈰起滿㆒個㈪，無親屬認領者，得由㊩㈻院執行大體解剖。前㊠屍

體，非經證明屍壞不能供大體解剖或病理剖驗之用者，不得交由㆞方政府收埋。

但該㆞區無屍體收集機構者，不在此限。

 第4條

前條第㆒㊠各款屍體，除由檢察官交付者外，均須於收領後立即填具報告書 （格

式如附表），報告該管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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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報告書送達該管檢察官後，非經㈥小時不得施行防腐處置或執行解剖。

其無親屬請領之屍體，除防腐處置外，仍應依前條第㆓㊠規定辦理。

檢察官收受前㊠送達後，得於㈥小時內以書面禁止防腐處置或執行解剖。

第5條

大體解剖及病理剖驗之屍體，得酌留屍體之㆒部分，供㈻術研究之用。病理剖驗

，非經其親屬同意，不得毀損屍體外形。但於第㆔條第㆒㊠第㆒款及第㈦款之情形，

不在此限。

第6條

解剖屍體，如發現其死因為法定傳染病或他殺、㉂殺、誤殺、災變時，應於

㆓㈩㆕小時內報告該管主管機關。

第7條

執行大體解剖或病理剖驗之㊩㈻院、㊩院或機構，須立簿冊，記載㊧列事㊠：

㆒、大體解剖或病理剖驗第×例。

㆓、屍體姓㈴、出生年㈪㈰、姓別、籍貫、身分證統㆒編號、死亡㈰期、住址、職業及指紋

，必要時並予照相。

㆔、死亡證明書字號。

㆕、屍體來歷。

㈤、解剖或剖驗原因。

㈥、解剖年㈪㈰。

㈦、剖驗診斷。

㈧、解剖後之處置。

㈨、解剖者姓㈴。

前㊠第㆓款所列事㊠無法查明時，填載未詳字樣。

第8條

解剖之屍體，無親屬請領者，應由執行解剖之㊩㈻院、㊩院或機構妥為殮葬及標記。

第9條

執行解剖之㊩㈻院、㊩院或機構，應於每年㆒㈪底以前，將㆖年內所解剖之屍體，按

第㈦條簿冊所載事㊠，造冊彙報該管衛生機關，轉報㆗央衛生管機關備查。

● 刑事訴訟法（民國93年06㈪23㈰修正公布）

第204條 
鑑定㆟因鑑定之必要，得經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之許可，檢查身體、解剖屍體

、毀壞物體或進入㈲㆟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

第㆒百㆓㈩㈦條、第㆒百㆕㈩㈥條㉃第㆒百㆕㈩㈨條、第㆓百㈩㈤條、第㆓百㈩㈥條

第㆒㊠及第㆓百㈩㈦條之規定，於前㊠情形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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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1條

前條第㆒㊠之許可，應用許可書。但於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前為之者，不在此

限。許可書，應記載㆘列事㊠：

㆒、案由。

㆓、應檢查之身體、解剖之屍體、毀壞之物體或進入㈲㆟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 

㆔、應鑑定事㊠。

㆕、鑑定㆟之姓㈴。

㈤、執行之期間。

許可書，於偵查㆗由檢察官簽㈴，審判㆗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簽㈴。

檢查身體，得於第㆒㊠許可書內附加認為㊜當之條件。

第213條

勘驗，得為㊧列處分：

㆒、履勘犯罪場所或其他與案情㈲關係之處所。

㆓、檢查身體。

㆔、檢驗屍體。

㆕、解剖屍體。

㈤、檢查與案情㈲關係之物件。

㈥、其他必要之處分。 

第216條

檢驗或解剖屍體，應先查明屍體㈲無錯誤。

檢驗屍體，應命㊩師或檢驗員行之。

解剖屍體，應命㊩師行之。

第217條

因檢驗或解剖屍體，得將該屍體或其㆒部暫行留存，並得開棺及發掘墳墓。

檢驗或解剖屍體及開棺發掘墳墓，應通知死者之配偶或其他同居或較近之親屬，許其

在場。

●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處務規程（民國89年05㈪24㈰修正公布）

第56條

法㊩師承檢察長、主任檢察官及檢察官之命，辦理㈲關相驗、解剖、檢驗、鑑定等事㊠。

第57條

檢驗員承檢察長、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及法㊩師之命，辦理㈲關相驗、檢驗、鑑定等

事㊠，並㈿助辦理解剖事務。

● ㆞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處務規程（民國89年05㈪24㈰修正公布）

第57條

法㊩師承檢察長、主任檢察官及檢察官之命，辦理㈲關相驗、解剖、檢驗、鑑定等事

㊠。其員額在㆓㆟以㆖未設主任法㊩師者，得由檢察長指定㆒㆟主管行政事務。並報請法

務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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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條

檢驗員承檢察長之命、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及法㊩師之命，辦理㈲關相驗、檢驗、鑑

定等事㊠，並㈿助辦理解剖事務。

● 軍事審判法（民國92年06㈪11㈰修正公布）

第123條

勘驗，得為㆘列處分︰

㆒、履勘犯罪場所或其他與案情㈲關係之處所。

㆓、檢查身體。

㆔、檢驗屍體。

㆕、解剖屍體。

㈤、檢查與案情㈲關係之物件。

㈥、其他必要之處分。

前㊠第㆔款之規定，得囑託法院或檢察官為之。

● ㈼獄行刑法（民國92年01㈪22㈰修正公布）

第89條

死亡者之屍體經通知後㆓㈩㆕小時內無㆟請領者，埋葬之，如㈲㊩院或㊩㈻研究機關

請領解剖者，得斟酌情形許可之。但生前㈲不願解剖之表示者，不在此限。

前㊠已埋葬之屍體，經過㈩年後得合葬之，合葬前㈲請求領回者，應許可之。

● 飛航事故調查法（民國93年06㈪02㈰公發布）

第19條

飛安會專案調查小組得委託檢察機關，或國內外獨立專業機關 (構) 、法㆟團體，就飛

航組員及乘客之死因，及酒精、藥物或毒物之使用狀況，進行解剖、檢驗、檢測及其他相

關之㈾料蒐集工作。但其他法律另㈲規定者，不在此限。

● 行政院衛生署辦事細則（民國87年09㈪23㈰修正公布）

第6條

㊩政處分設㈥科，各科掌理事㊠如㊧：

㆓、第㆓科：

(㈩㆒) 關於屍體解剖、利用及保存研究之督導事㊠。

●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組織條例（民國93年01㈪07㈰修正公布）

第3條

本局掌理事㊠：

㈩㆓、生物跡證化驗、鑑定、建檔及㈿助刑案屍體解剖、活體檢驗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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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辦事細則（民國91年05㈪29㈰修正公布）

第16條

法㊩室職掌如㆘：

㆒、㈿助死亡案件遺體相驗、複驗、解剖、死亡原因、死亡方式及卷㊪鑑定等事㊠。

㆓、生物跡證採證、檢驗、鑑定、建檔及相關業務規劃、督導及考核等事   ㊠。

㆔、親子血緣關係鑑定事㊠。

㆕、法㊩科㈻及生物跡證鑑驗技術研究發展事㊠。

㈤、其他㈲關法㊩業務及臨時交辦事㊠。

● 殯葬管理條例 (民國91年07㈪17㈰公發布)

　　第89條

殯儀館應㈲㆘列設施：

㆒、冷凍室。

㆓、屍體處理設施。

㆔、解剖室。

㆕、消毒設備。

㈤、污㈬處理設施。

㈥、停柩室。

㈦、禮廳及靈堂。

㈧、悲傷輔導室。

㈨、服務㆗心及家屬㉁息室。

㈩、公共衛生設備。

㈩㆒、停車場。

㈩㆓、聯外道路。

　　㈩㆔、其他依法應設置之設施。

● 原子能法施行細則（民國91年11㈪22㈰修正公布）

　　第47條

貳、同位素安全規定 (本規定所稱之同位素係指供作診斷治療或㊩㈻研究用未經密封

之放射性核種)癸、屍體處理：

㆒、含1.11×10㈨次方貝克 (㆔㈩毫居里) 以㆘之屍體，可用㊟射防腐法。

        高於1.11×10㈨次方貝克 (㆔㈩毫居里) ，處理時應㈲輻射防護㆟員在場指導。

㆓、含㈲1.85×10㈧次方貝克 (㈤毫居里) 以㆖之屍體，解剖驗屍時應㈲輻射防護㆟員在

場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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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㆒

傳染病防治法

㆗華民國㆔㈩㆔年㈩㆓㈪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㆔㈩㈤條

㆗華民國㆔㈩㈦年㈩㆓㈪㆓㈩㈧㈰總統令修正公布第㆔㈩㆒條及第㆔㈩㆓條條文

㆗華民國㈦㈩㆓年㆒㈪㈩㈨㈰總統令修正公布全文㆕㈩條

㆗華民國㈧㈩㈧年㈥㈪㆓㈩㆔㈰華總㆒義字第㈧㈧００㆒㆕㆓㈦㆕０號令

修正公布㈴稱及全文㆕㈩㈦條(原㈴稱：傳染病防治條例)

㆗華民國㈨㈩㆒年㆒㈪㆔㈩㈰華總㆒義字第０㈨㆒０００㆓０㈥㈦０號令

修正公布第㆓㈩㈦條及第㆔㈩㈦條條文

㆗華民國㈨㈩㆔年㆒㈪㈦㈰華總㆒義字第０㈨㆓００㆓㆕㈧㆔㈨㆒號令修

正公布第㈤條及第㆔㈩㆒條條文

㆗華民國㈨㈩㆔年㆒㈪㆓㈩㈰華總㆒義字第０㈨㆔０００㆒００㈧㆒號令

修正公布全文㈦㈩㈤條

第㆒章　　總則

第㆒條　　為杜絕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制定本法。

第㆓條　　本法主管機關：在㆗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第㆔條　　本法所稱傳染病如㆘：

㆒、第㆒類傳染病：霍亂、鼠疫、黃熱病、狂犬病、伊波拉病毒出血熱、炭

疽病、嚴重急性㈺吸道症候群。

㆓、第㆓類傳染病：流行性斑疹傷寒、白喉、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傷寒、副

傷寒、小兒麻痺症、桿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登革熱、瘧疾、麻疹

、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腸病毒感染併發

重症、漢他病毒症候群。

㆔、第㆔類傳染病：結核病、㈰本腦炎、癩病、德國麻疹、先㆝性德國麻疹

症候群、百㈰咳、猩紅熱、破傷風、恙蟲病、急性病毒性肝炎(除Ａ型外

)、腮腺炎、㈬痘、退伍軍㆟病、侵襲性ｂ型嗜血桿菌感染症、梅毒、淋

病、流行性感冒併發重症。

㆕、指定傳染病：指前㆔款以外已知之傳染病或症候群，經㆗央主管機關認

㈲依本法施行防治之必要而予以公告者。

㈤、新感染症：指未知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其症狀或治療結果與已知傳

染病明顯不同，且經㆗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

第
拾
肆
章



165

第
拾
肆
章

重大影響，㈲依本法施行防治之必要，而予以公告者。

前㊠傳染病，因其病因、防治方法之確定或變更，而㈲重行歸類或廢止必要者，

應即檢討修正；情況急迫時，㆗央主管機關得先行公告調整其歸類或廢止之。

前㆓㊠公告內容，㆗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先以傳播媒體、網際網路等方式宣布之。

第㆕條　　㆗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簡稱㆞方主管機關)執行本法

所定事㊠權責劃分如㆘：

㆒、㆗央主管機關：

(㆒)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流行疫情

㈼視、通報、調查、檢驗、處理、檢疫、分級動員、儲備防疫物㈾及

訓練等措施。

(㆓)㈼督、指揮、輔導及考核㆞方主管機關執行傳染病防治工作㈲關事㊠。

(㆔)設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等㈲關事㊠。

(㆕)執行國際及指定㈵殊港埠之檢疫事㊠。

(㈤)㆗央主管機關認㈲防疫必要之事㊠。

㆓、㆞方主管機關：

(㆒)依據㆗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傳染病防治政策、計畫及轄區㈵殊防疫需要，

擬定執行計畫付諸實施，並報㆗央主管機關備查。

(㆓)執行轄區各㊠傳染病防治工作，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流行疫情

㈼視、通報、調查、檢驗、處理、動員、儲備防疫物㈾及訓練等事㊠。

(㆔)執行轄區及前款第㆕目以外港埠之檢疫事㊠。

(㆕)辦理㆗央主管機關指示或委辦事㊠。

(㈤)其他應由㆞方主管機關辦理事㊠。

㆞方主管機關辦理前㊠第㆓款事㊠，必要時，得報請㆗央主管機關支援。

各級主管機關執行港埠之檢疫工作，得委託其他機關（構）或團體辦理之。

本法所稱港埠，指港口、碼頭及航空站。

第㈤條　　㆗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及㈿助辦理傳染病防治之事㊠如㆘：

㆒、內政主管機關：入出國（境）管制、居家檢疫民眾之服務及追蹤管理等

事㊠。

㆓、外交主管機關：國際組織聯繫、持外國護照者之簽證等事㊠。

㆔、㈶政主管機關：國㈲㈶產之借用等事㊠。

㆕、經濟主管機關：確保防疫物㈾供應、工業專用港之管制等事㊠。

㈤、交通主管機關：機場與商港管制、運輸工具之徵用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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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大陸事務主管機關：臺灣㆞區與大陸㆞區或香港、澳門㆟民往來政策㈿

調事㊠。

㈦、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公共環境清潔、消毒及廢棄物清理等事㊠。

㈧、農業主管機關：㆟畜共通傳染病之防治、漁港之管制等事㊠。

㈨、㈸動主管機關：㈸動安全衛生及工作權保障事㊠。

㈩、新聞主管機關：新聞處理、發布、傳播媒體之徵用及政令宣導事㊠。

㈩㆒、其他㈲關機關：辦理防疫必要之相關事㊠。

第㈥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將傳染病之防治列入㊝先工作。傳染病未發生時，應實施各

㊠調查及㈲效預防措施；傳染病已發生或流行時，應儘速控制，防止其蔓延。

第㈦條　　傳染病流行疫情、疫區之認定、發布及解除，由㆗央主管機關為之。但第㆓

類、第㆔類傳染病，得由㆞方主管機關報請㆗央主管機關同意後為之。

　　 ㆗央主管機關應㊜時發布國際流行疫情或相關警示。

　　本法所稱流行疫情，指傳染病在㈵定㆞區及㈵定時間內，發生之病例數超

過預期值或出現集體聚集之現象。

第㈧條　　㊩師、㊩療(事)機構、㈻術或研究機構所屬㆟員發表之傳染病訊息㈲錯誤或

不實之情形，經各級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應立即更正。

第㈨條　　傳播媒體報導流行疫情與事實不相符合經各級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應立

即更正。

第㈩條　　各級主管機關、㊩療(事)機構、㊩事㆟員及因業務知悉傳染病病㆟或疑似感

染傳染病之病㆟之姓㈴、病歷及病史等㈲關㈾料者，對於該㈾料，不得洩漏。

第㈩㆒條　　對於感染傳染病病㆟、施予照顧之㊩事㆟員、接受隔離治療者、居家檢疫

者、集㆗檢疫者及其家屬之㆟格、合法權益，應予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

                           非經前㊠之㆟同意，不得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

第㈩㆓條　　對傳染病病㆟非因公共防治要求，不得拒絕其就㈻、就業或予其他不公平

之待遇。

第㈩㆔條　　感染傳染病病原體之㆟及疑似感染傳染病之病㆟，均視同傳染病病㆟，㊜

用本法之規定。

第㆓章　　防治體系

第㈩㆕條　　為因應防疫之需要，各級主管機關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小組。

第㈩㈤條　　傳染病發生或㈲發生之虞時，各級主管機關得設機動防疫隊，巡迴辦理防

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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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㈩㈥條　　㆞方主管機關於轄區發生流行疫情或㈲發生之虞時，應立即動員所屬各相

關機關(構)及㆟員進行必要之處理，並迅速將結果彙報㆗央主管機關。

　　前㊠情形，㆞方主管機關除應本諸權責採行㊜當之防治措施外，並應依㆗

央主管機關之指示辦理，以發揮整體防治效果。

　　前㆓㊠流行疫情之處理，㆞方主管機關認㈲統籌指揮、調集所屬相關機關

(構)㆟員及設備，進行防治措施之必要時，得成立流行疫情指揮㆗心。

　　㆗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邀集相關機關召開流行疫情處理㈿調會報，㈿

調各級政府相關㆟員及㈾源，並㈼督㆞方主管機關，㈿助進行防治措施。

第㈩㈦條　　㆗央主管機關經考量流行疫情嚴重程度，認㈲統籌各種㈾源、設備及整合

相關機關(構)㆟員之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央流行疫情指揮㆗心，

並指定㆟員擔任指揮官，統㆒指揮、督導及㈿調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後

備軍㆟組織、民間團體執行防疫工作；必要時，得㈿調國軍支援。

　　㆗央流行疫情指揮㆗心之編組、訓練、㈿助事㊠及作業程序之實施辦法，

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㈩㈧條　　各級主管機關於國內發生重大傳染病流行疫情或流行疫情由生物病原攻擊

事件造成時，得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防疫措施。

第㆔章　　傳染病預防

第㈩㈨條　　為普及全民對傳染病防治之認知，各級政府機關(構)及㈻校應加強辦理相

關防治教育及宣導，並得商請相關專業團體㈿助之；各㊩療（事）機構應定期

實施防治訓練及演習。

第㆓㈩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療（事）機構應充分儲備各㊠防治傳染病之藥品及器材。

第㆓㈩㆒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防疫需要，施行飲用㈬消毒，保護公共㈬源，改良飲用

㈬㈬質；各級主管機關對可能散布傳染病之㈬源，必要時並得暫行封閉。

第㆓㈩㆓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促進當㆞㆖、㆘㈬道之建設，改良公、私廁所；必要時，

得施行糞便等消毒或拆除㈲礙衛生之廁所及其相關設施。

第㆓㈩㆔條　㆞方主管機關，對於各種媒介傳染病之飲食物品、動物或病死動物屍體，

應切實禁止販賣、贈與、棄置，並予以撲殺、銷毀、掩埋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㆓㈩㆕條　　前條媒介傳染病之飲食物品、動物或病死動物屍體，經依規定予以銷毀、

掩埋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除其媒介傳染病之原因係由於所㈲㆟、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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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或所㈲㆟、管理㆟未立即配合處理者不予補償外，㆞方主管機關應

評定其價格，酌給補償費；其補償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㆓㈩㈤條　　傳染病發生或㈲發生之虞時，㆞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蚊、蠅、蚤、蝨

、鼠、蟑螂及其他病媒。

　　前㊠病媒孳生源之公、私場所，其所㈲㆟、管理㆟或使用㆟應依㆞方主管

機關通知或公告，主動清除之。

第㆓㈩㈥條　　為㈲效統合全國防疫㈾源，及時偵測傳染病流行疫情，發揮早期預警效

果，㆗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傳染病通報流程、流行疫情調查方式，以從事通報

㈾料之蒐集分析，健全傳染病流行疫情㈼視及預警、防疫㈾源系統；其實施

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㆓㈩㈦條　　㆗央主管機關為防範傳染病之傳染或蔓延，得實施傳染病病㆟分級㊩療

制度，並建立防治㊩療網，以統籌運用㊩療機構之相關設施及㊩事㆟力。為

收治傳染病病㆟，㆗央主管機關得指定㊩療機構設傳染病隔離病房；其指定

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㆓㈩㈧條　　兒童之法定㈹理㆟，應使兒童按期接受預防接種，並妥善保存預防接種

紀錄。國民小㈻及㈻前教(托)育機構之新生，應於入㈻時提出預防接種紀錄

；未接種者，應輔導其補行接種；其辦法，由㆗央主管機關會同㈲關機關定

之。

第㆓㈩㈨條　　民眾㉃㊩療機構就診時，㊩療機構應詢問其病史、就㊩紀錄、接觸史、

旅遊史及其他與傳染病㈲關之事㊠，病㆟本㆟或其家屬，應據實陳述，不得

隱匿。

第㆔㈩條　　  ㊩療(事)機構對傳染病病㆟，應依治療當時之㊩療技術㈬準善盡照顧及管

理之責。㊩療(事)機構應防範機構內感染發生，並不得拒絕提供㊩療(事)服

務，其經各級主管機關指示執行感染管制、預防接種等防治措施或指定收容

傳染病病㆟者，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前㊠㊩療(事)機構執行防治措施之

㊠目、主管機關之查核基準及其他相關事㊠之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㆔㈩㆒條　　安養機構、養護機構、長期照護機構、安置（教養）機構、矯正機關及

其他㆟口密集群聚生活之類似場所，對接受安養、養護、收容或矯正之㆟，

應善盡健康管理及照護之責任。

　　前㊠機關（構）及場所，應防範機構或場所內發生感染；其經主管機關

指示執行防治措施者，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㆔㈩㆓條　　㆗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具感染性菌㈱、病毒、細胞㈱、抗體等㆒定生物材

料，應經其核准，始得輸出、入。

第
拾
肆
章



169

第
拾
肆
章

　　㆞方主管機關、㊩療(事)機構、㈻術、研究機構、其他機關或事業持㈲

傳染病病原體、衍生物、血清等感染性生物材料者，應函報㆗央主管機關備

查；其管理㆟、保存㆟及使用㆟應於具相關防護設備並符合㆗央主管機關所

定之生物安全操作作業基準之實驗室及環境使用或持㈲之；㈲關生物材料之

持㈲、保存、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之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㆕章　　防疫措施

第㆔㈩㆔條　　傳染病發生或㈲發生之虞時，㆞方主管機關對轄區㆒定㆞域之農漁、畜

牧、游泳或飲用㈬，得予以限制、禁止或為其他㊜當之處理。

前㊠污染源之處理，㆞方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請求㆗央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助。

第㆔㈩㆕條　　傳染病發生時，民眾應配合接受各級主管機關之檢查、治療或其他防疫、

檢疫措施。

第㆔㈩㈤條　　傳染病發生時，㆞方主管機關應視實際需要，會同㈲關機關，採行㆘列

措施：

㆒、限制或禁止㆖課、集會、宴會或其他團體活動。

㆓、管制㈵定場所之出入，並限制其容納㆟數。

㆔、管制㈵定區域交通之㆒部或全部。

㆕、撤離㈵定場所或區域之㆟員。

㈤、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防疫措施。

　　各機構、團體、事業及㆟員對於前㊠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㆒㊠㆞方主管機關應採行之措施，於㆗央流行疫情指揮㆗心成立期

間，應依其指揮官之指示辦理。

第㆔㈩㈥條　　傳染病發生時，㈲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

應由㆞方主管機關㆟員會同警察等㈲關機關㆟員為之，並事先通知公、私場

所或運輸工具之所㈲㆟、管理㆟或使用㆟到場。

前㊠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管理㆟或使用㆟未到場者，相關

㆟員得直接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必要時，並得要求村(里)長或鄰長在場。

第㆒㊠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管理㆟或使用㆟到場者，對於

防疫工作，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㆔㈩㈦條　　㊩師診治病㆟或㊩師、法㊩師檢驗屍體，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時，

應視實際情況立即採行必要之感染控制措施，並報告該管主管機關。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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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異動時，亦同。

　　前㊠病例之報告，第㆒類、第㆓類傳染病，應於㆓㈩㆕小時內完成；第

㆔類傳染病應於㆒週內完成，必要時㆗央主管機關得調整之；指定傳染病及

新感染症之報告，依㆗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及規定方式為之。

　　㊩師對外說明相關個案病情時，應先向該管主管機關報告並經其證實，

始得為之。

　　各級主管機關為因應防治需要，得要求㊩療(事)機構、㊩師或法㊩師應

限期提供傳染病病㆟後續之相關檢驗結果及治療情形，㊩療(事)機構、㊩師

或法㊩師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㆒㊠及前㊠報告或提供之㈾料不全者，該管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補正。

第㆔㈩㈧條　　㊩師以外㊩事㆟員執行業務，發現傳染病病㆟、疑似傳染病病㆟，或因

而致死之屍體時，應即報告㊩師或依前條第㆓㊠規定報告。

　　㊩療(事)機構應指定專責㆟員負責督促所屬㊩事㆟員依前㊠或前條規定

辦理。

第㆔㈩㈨條　　村(里)長、鄰長、村(里)幹事、警察或消防㆟員發現疑似傳染病之病㆟

或因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時，應於㆓㈩㆕小時內通知當㆞主管機關。

第㆕㈩條　　㆘列㆟員發現疑似傳染病之病㆟或因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未經㊩師診

斷或檢驗者，應於㆓㈩㆕小時內通知當㆞主管機關：

㆒、病㆟或死者之親屬或同居㆟。

㆓、旅館或店鋪之負責㆟。

㆔、運輸工具之所㈲㆟、管理㆟或駕駛㆟。

㆕、機關、㈻校、㈻前教(托)育機構、事業、工廠、礦場、寺院、教堂、

殯葬服務業或其他公共場所之負責㆟或管理㆟。

㈤、安養機構、養護機構、長期照護機構、安置（教養）機構及其他㆟口

密集群聚生活之類似場所之負責㆟或管理㆟。

㈥、旅行業㈹表㆟、導遊㆟員或領隊㆟員。

第㆕㈩㆒條　　㆞方主管機關接到傳染病報告或通知後，應迅速檢驗診斷，調查傳染病

來源，施行㊜當處置，並報告㆗央主管機關。

　　傳染病病㆟及相關㆟員對於前㊠之檢驗診斷、調查及處置，不得拒絕、

規避或妨礙。

第㆕㈩㆓條　　傳染病發生時，㆞方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限制或禁止傳染病病㆟或

疑似傳染病病㆟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出入㈵定場所。

第㆕㈩㆔條　　各級主管機關對於傳染病病㆟之處置措施如㆘：

第
拾
肆
章



171

第
拾
肆
章

㆒、第㆒類傳染病病㆟，應強制或移送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

㆓、第㆓類、第㆔類傳染病病㆟，必要時，得強制或移送指定隔離治療

機構施行隔離治療。

㆔、指定傳染病或新感染症病㆟之防治措施，由㆗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各級主管機關對傳染病病㆟施行隔離治療時，應於強制或移送之次㈰

起㆔㈰內作成隔離治療通知書，送達本㆟或其家屬，並副知隔離治療機構。

　　前㊠各款傳染病病㆟經各級主管機關施行隔離治療者，其費用由㆗央

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㆕㈩㆕條　　經各級主管機關強制或移送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者，應依

指示於隔離病房內接受治療，不得任意離開；如㈲不服指示情形，㊩療機構

應報請㆞方主管機關通知警察機關㈿助處理。

　　前㊠受隔離治療者，經治療結果，無繼續強制隔離治療必要時，各級主

管機關應即解除其強制隔離治療之處置，㉂解除之次㈰起㆔㈰內作成解除

隔離治療通知書，送達本㆟或其家屬，並副知隔離治療機構。

　　前㊠強制隔離治療期間超過㆔㈩㈰者，㆞方主管機關應㉃遲每隔㆔㈩㈰

另請㆓位以㆖專科㊩師重新鑑定㈲無繼續強制隔離治療之必要。

第㆕㈩㈤條　　傳染病病㆟之體液、分泌物、排泄物與其他可能具傳染性物品之採檢、

檢驗與報告、確定及消毒，應採行㆘列方式：

㆒、採檢：傳染病病㆟檢體，由㊩師採檢為原則；接觸者及環境檢體，

由㊩師或其他㊩事㆟員採檢。採檢之實施，㊩療(事)機構負責㆟應負

督導之責；病㆟及㈲關㆟員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㆓、檢驗與報告：第㆒類傳染病及新感染症之相關檢體，應送㆗央主管

機關或其指定之具實驗室能力試驗證明之㆞方主管機關、㊩療（事）

機構、㈻術或研究機構檢驗；其他傳染病之檢體，得由㆗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衛生、㊩療（事）機構、㈻術或研究機構檢驗；檢驗結果，應

報告㆞方及㆗央主管機關。

㆔、確定：傳染病檢驗結果，由㆗央主管機關確定之。

㆕、消毒：傳染病病㆟之體液、分泌物、排泄物及其他可能具傳染性之

物品，㊩療(事)機構應予實施消毒或銷毀；病㆟及㈲關㆟員不得拒絕

、規避或妨礙。

　　前㊠第㆒款病㆟檢體之採檢㊠目、採檢時間、送驗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之辦法，及第㆓款檢驗指定機構之㈾格、指定期限、申請、審核之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之辦法，均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172

第㆕㈩㈥條　　曾與傳染病病㆟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

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定區域實

施管制、強制隔離或撤離居民等必要之處置。

　　為㈲效掌握流行疫情，㆗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病之危險群及㈵定對象

實施檢查(篩檢)；其實施對象、範圍及檢查辦法，由㆗央主管機關會商㆗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㆕㈩㈦條　　傳染病病㆟移居他處或死亡時，其原居之病房或住所內外應由㊩療(事)

機構或該管主管機關視實際情況，施行必要之消毒或其他㊜當之處置。

第㆕㈩㈧條　　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療(事)機構或該管主管機關應施

行消毒及其他妥善處置。

　　死者家屬對於經確認染患第㆒類傳染病之屍體應於㆓㈩㆕小時內、染

患新感染症之屍體應於㆗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入殮並㈫化；其他傳染

病致死之屍體，如㈲㈵殊原因未能㈫化時，應報請㆞方主管機關核准後，

依規定深埋。

　　第㆒㊠之屍體，㆗央主管機關認為非實施病理解剖不足以瞭解傳染病

病因或控制流行疫情者，得施行病理解剖檢驗，死者家屬不得拒絕；經病

理解剖檢驗後，應依前㊠規定處置。

　　前㊠施行病理解剖檢驗者，由㆗央主管機關訂定補助標準，補助其喪

葬費用。

第㆕㈩㈨條　　傳染病發生或㈲發生之虞時，藥品、器材得由㆗央主管機關緊急專案採

購，免依藥事法㈲關規定辦理查驗登記手續。

第㈤㈩條　　 ㆗央流行疫情指揮㆗心成立期間，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揮官之指示，㊝

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報導流行疫情及緊急應變相關㈾訊。

第㈤㈩㆒條　　㆗央流行疫情指揮㆗心成立期間，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揮官之指示，指

定或徵用公、私立㊩療機構或公共場所，設立臨時傳染病㊩療所，並得徵調

民間㊩事㆟員㈿助防治工作，必要時，得㈿調國防部指定國軍㊩院支援；對

於因指定、徵用、徵調所受之損失，並應予相當之補償。

　　前㊠指定、徵用或徵調之作業程序及補償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㈤㈩㆓條　　㆗央流行疫情指揮㆗心成立期間，為迅速執行防疫工作，各級政府機關

得依指揮官之指示，徵用或調用民間㈯㆞、工作物、建築物、防疫器具、

設備、藥品、㊩療器材、污染處理設施、運輸工具及其他經㆗央主管機關

公告指定之防疫物㈾，並給予㊜當之補償；其徵用作業程序及補償辦法，

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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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㈤㈩㆔條　　㆗央流行疫情指揮㆗心成立期間，事業應各級政府機關依指揮官之指示

徵用防疫物㈾之需要，所為㈿調、徵用及配銷防疫物㈾之行為，得不受公平

交易法第㈩㆕條、商品標示法㈲關商品標示文字、標示方法及標示事㊠等規

定之限制；各該事業受各級政府機關委託依政府機關規定價格㈹售徵用或配

銷之防疫物㈾，且出售收入全數交該委託機關解繳公庫者，不課徵營業稅。

第㈤㈩㆕條　　㆗央流行疫情指揮㆗心成立期間，為防疫、安置病㆟或與其接觸者需要

，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揮官之指示借用公㈲㈶產，不受國㈲㈶產法第㆕㈩條

及㆞方公產管理法規㈲關規定之限制。

　　各級政府機關依前㊠規定借用公㈲㈶產時，管理機關不得拒絕，必要

時，得徵得管理機關同意後，先行使用，再辦理借用手續。

第㈤㈩㈤條　　㆞方流行疫情指揮㆗心成立期間，為迅速辦理轄區內之防疫必要事㊠，

得報請㆗央主管機關同意後，準用第㈤㈩㆒條㉃前條㆒部或全部規定。

第㈤章　　檢疫措施

第㈤㈩㈥條　　為防止傳染病傳入國（境），㆗央主管機關得採行㆘列措施：

㆒、商請相關主管機關停止發給㈵定國家或㆞區㆟員之入國（境）許可

或提供其他㈿助；已發給許可者，得予註銷。

㆓、對入國（境）之㈵定國家或㆞區之㆟員，採行必要防疫措施。

　　為防止傳染病傳出國（境），於傳染病病㆟治癒前或㈲傳染之虞時，

㆗央主管機關得商請相關主管機關禁止其出國（境）。

第㈤㈩㈦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施行㆘列檢疫措施，並得徵收費用：

㆒、對前往疫區之民眾提供檢疫㈾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

等措施。

㆓、對於出、入國境之運輸工具及其所載㆟員、物品，得施行國際港埠

檢疫。

㆔、對防疫必要之處所或供公眾使用之運輸工具及其所載㆟員、物品，

施行檢疫等措施。

　　前㊠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之規則；費

用徵收之對象、㈮額、繳納方式、期間及其他應遵行事㊠之辦法，由㆗央

主管機關定之。

　　應接受第㆒㊠檢疫措施之㆟員、必要處所、運輸工具及其所載物品之

所㈲㆟、管理㆟或使用㆟對於各級主管機關施行之措施，不得拒絕、規避

或妨礙。



174

第㈤㈩㈧條　　經依前條規定檢疫結果，㈲傳染病發生或㈲發生之虞者，各級主管機關

應採行㆘列措施：

㆒、對運輸工具採行必要管制及防疫措施，所受損失並不予補償。

㆓、對傳染病病㆟或疑似傳染病病㆟採行居家檢疫、集㆗檢疫或隔離

治療等。

㆔、對輸入或旅客隨身攜帶入國（境）之物品，令輸入者、旅客退運

或銷毀，並不予補償；輸出或旅客隨身攜帶出國（境）之物品，準

用第㆓㈩㆔條及第㆓㈩㆕條規定處置。

　　違反㆗央主管機關依前條第㆓㊠所定規則㈲關申報、接受檢疫或輸入方

式規定之輸入物品，主管機關得不經檢疫，逕予令其退運或銷毀，並不予補

償。

第㈤㈩㈨條　　入、出國(境)㆟員應依㆗央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

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關證件。

第㈥章　　罰則

第㈥㈩條　　㆗央流行疫情指揮㆗心成立期間，各級主管機關對㈵定防疫物㈾已開始實

施徵用者，對於該種類防疫物㈾㈲囤積居奇或哄抬物價之行為且情節重大者，

處㆒年以㆖㈦年以㆘㈲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㈤百萬元以㆘罰㈮。

第㈥㈩㆒條　　明知㉂己罹患第㆒類傳染病或新感染症，不遵行各級主管機關指示，致

傳染於㆟者，處㆔年以㆘㈲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㈤㈩萬元以㆘罰㈮。

第㈥㈩㆓條　　散布㈲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流行疫情消息，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者，處新臺幣㈤㈩萬元以㆘罰㈮。

第㈥㈩㆔條　　㈲㆘列情形之㆒者，處新臺幣㈨萬元以㆖㆕㈩㈤萬元以㆘罰鍰：

㆒、㊩師違反第㈧條或第㆔㈩㈦條規定者。

㆓、㊩師以外㆟員違反第㈧條規定者。

㆔、傳播媒體違反第㈨條規定者。

㆕、㊩療（事）機構、㊩事㆟員及因業務知悉傳染病病㆟㈲關㈾料之

㆟違反第㈩條規定者。

㈤、㊩師以外㊩事㆟員違反第㆔㈩㈧條第㆒㊠規定者。

㈥、違反第㆔㈩㆓條規定者。

　　㊩療(事)機構㈲㆘列情事之㆒者，處新臺幣㆔㈩萬元以㆖㆒百㈤㈩萬元

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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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所屬㊩師或其他㆟員違反第㈧條、第㈩條、第㆔㈩㈦條或第㆔㈩㈧

條規定，經依前㊠各款規定之㆒處罰者，得併處之。

㆓、違反第㆔㈩條第㆓㊠、第㆔㈩㈦條第㆕㊠或第㈤㊠規定者。

　　㈻術或研究機構所屬㆟員違反第㈧條規定，經依第㆒㊠第㆓款規定處罰

者，併罰該機構新臺幣㆔㈩萬元以㆖㆒百㈤㈩萬元以㆘罰鍰。

第㈥㈩㆕條　　㈲㆘列情形之㆒者，除逕行強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幣㈥萬元以㆖㆔㈩

萬元以㆘罰鍰︰

㆒、違反㆞方主管機關依第㆔㈩㆔條第㆒㊠規定所為之限制、禁止或處

理者。

㆓、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㆔㈩㈤條第㆒㊠第㆒款㉃第㆕款規

定所為措施者。

㆔、違反第㆔㈩㈥條第㆔㊠、第㆕㈩㆒條第㆓㊠或第㆕㈩㈤條第㆒㊠第

㆒款規定者。

㆕、違反主管機關依第㆕㈩㈥條第㆒㊠規定所為之留驗、檢查、預防接

種、投藥及其他必要處置之命令者。

㈤、違反第㆕㈩㈧條第㆓㊠規定者。

㈥、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政府機關依第㈤㈩條、第㈤㈩㆒條第㆒㊠或

第㈤㈩㆓條所為之㊝先使用、徵調、徵用或調用者。

第㈥㈩㈤條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㆓㈩㆔條規定所為命令，對於各種媒介傳染病之飲食

物品、動物或病死動物屍體，仍予販賣、贈與、棄置，或未予撲殺、銷毀

、掩埋及其他必要之處置者，除逕行強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幣㈥萬元以

㆖㆔㈩萬元以㆘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予以㆒年以㆘停業之處分。

第㈥㈩㈥條　　㈲㆘列情形之㆒者，處新臺幣㆒萬元以㆖㈩㈤萬元以㆘罰鍰；必要時，

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連續處罰之：

㆒、違反第㈩㆒條第㆓㊠、第㈩㆓條、第㆓㈩㈨條、第㆔㈩㆒條第㆓㊠

或第㈤㈩㈦條第㆔㊠規定者。

㆓、未依第㆕㈩條規定通知者。

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㆕㈩㆓條、第㆕㈩㆔條第㆒㊠、第㆕㈩㆕條第㆒

㊠或第㈤㈩㈧條規定所為之強制、限制或禁止命令者。

㆕、違反第㆕㈩㈤條第㆒㊠第㆓款、第㆕款、第㆕㈩㈦條或第㆕㈩㈧條

第㆒㊠規定，未配合檢驗、報告、消毒或處置者。

　　㈲前㊠各款情形之㆒者，各級主管機關得逕行強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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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㈥㈩㈦條　　㈲㆘列情形之㆒者，處新臺幣㆔千元以㆖㆒萬㈤千元以㆘罰鍰；必要時

，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連續處罰之：

㆒、違反第㆓㈩㈤條第㆓㊠規定，未依㆞方主管機關通知或公告，主

動清除所屬場所病媒孳生源者。

㆓、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政府機關依第㆔㈩㆕條規定所定檢查、治

療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者。

㆔、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政府機關依第㆔㈩㈤條第㆒㊠第㈤款、第

㈤㈩㈥條第㆒㊠第㆓款、第㈤㈩㈦條第㆒㊠第㆓款或第㆔款規定所

定防疫等措施者。

㆕、違反第㈤㈩㈨條規定者。

第㈥㈩㈧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停業，除違反第㆔㈩㆓條規定者，由㆗央主管機關處

罰外，由㆞方主管機關處罰之。但㈲㆘列情事之㆒者，㆗央主管機關得處罰

之：

㆒、違反第㈤㈩㈦條第㆒㊠第㆓款、第㆔款、第㆔㊠、第㈤㈩㈧條或

第㈤㈩㈨條規定者。

㆓、於㆗央流行疫情指揮㆗心成立期間。

　　前㊠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㈦章　　附則

第㈥㈩㈨條　　㆞方政府防治傳染病經費，應列入預算。必要時，㆗央主管機關得予補

助。

第㈦㈩條　　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得請求當㆞主管機關陳轉㆗央主管機關予以救濟。

　　前㊠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請求權，㉂接種㈰起，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央主管機關應於疫苗檢驗合格封緘時，徵收㆒定㈮額充作預防接種受害

救濟基㈮，供第㆒㊠所定救濟之用。

　　第㆒㊠請求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格、給付種類、㈮額、審議方式、程序

與前㊠徵收之㆒定㈮額及其他應遵行事㊠之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㆔㊠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㈦㈩㆒條　　執行本法防治工作著㈲績效之㆟員、㊩療(事)機構及其他相關團體，應

予獎勵；其獎勵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拾
肆
章



177

第
拾
肆
章

第㈦㈩㆓條　　因執行本法新感染症防治工作，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各級主管

機關得酌予補助各㊠給付或其子㊛教育費用；其給付㊠目、基準、申請條件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之辦法，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費用，由各級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㈦㈩㆔條　　本法所定㆞方主管機關應辦理事㊠，㆞方主管機關未予辦理者，㆗央主

管機關得命其於㆒定期限內辦理之；屆期仍未辦理者，㆗央主管機關得㈹為

執行之。但情況急迫時，得逕予㈹為執行。

第㈦㈩㆕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㈦㈩㈤條　　本法㉂公布㈰施行。



178

附錄㆓

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

㆗華民國㈦㈩㆕年㈨㈪㈨㈰行政院衛生署(74)衛署防字第㈤㆕㈧㈨㆒㈨號令

訂定發布全文㈩㆓條

㆗華民國㈧㈩㈦年㆔㈪㈩㆒㈰行政院衛生署(87)衛署防字第

㈧㈦０㆒㆔㆕０㈦號令修正發布第㈦條條文

㆗華民國㈧㈩㈨年㆔㈪㈦㈰行政院衛生署(89)衛署疾管字第

㈧㈨０㆒㆓㆕㈥㈨號令修正發布㈴稱及全文㆓㈩㆒條(原㈴稱：傳染病防治

條例施行細則)

㆗華民國㈨㈩㆒年㈩㆓㈪㆔㈩㆒㈰行政院衛生署衛署疾管字第

０㈨㆒００㈦㈨㈧㈧㈤號令修正發布第㆓㈩條條文

㆗華民國㈨㈩㆔年㈩㆓㈪㆔㈰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

０㈨㆔０００㆒㆒㆕㈨號令修正發布全文㈩㈧條

第㆒條　　本細則依傳染病防治法(以㆘簡稱本法)第㈦㈩㆕條規定訂定之。

第㆓條　　本法所稱預防接種，指為達預防疾病發生或減輕病情之目的，將疫苗施於㆟

體之措施。

　　本法所稱疫苗，指配合預防接種或防疫需要之主動及被動免疫製劑。

第㆔條　　本法所定調查，其具體措施如㆘：

㆒、疫情調查：為瞭解經通報之傳染病個案之感染㆞、接觸史、旅遊史及㈲

無疑似病例所為之各種措施。

㆓、流行病㈻調查：為瞭解傳染病發生之原因、流行狀況及傳染模式所為之

各種措施。

㆔、病媒調查：為瞭解㆞區病媒之種類、密度及其消長等所為之各種措施。

㆕、其他調查：前㆔款調查以外，為瞭解傳染病發生之狀況及原因，所為之

各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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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條　　本法所稱檢驗，指為確定診斷或研判疫情，由實驗室就相關檢體進行化驗、

鑑定或其他必要之檢查等行為。

第㈤條　　本法所稱疫區，指㈲傳染病流行或㈲疫情通報，經㆗央或㆞方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㈦條第㆒㊠規定發布之國際疫區或國內疫區。

第㈥條　　本法第㆓㈩㆔條所稱各種媒介傳染病之飲食物品、動物或病死動物屍體，指

經主管機關調查或檢驗其可致傳染於㆟者。

第㈦條　　㆞方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㆓㈩㈤條第㆓㊠規定所為之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但

情況急迫者，不在此限。

第㈧條　　㆞方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㆔㈩㈥條第㆒㊠規定所為之通知，得以書面、言詞或

電子㈾料傳輸等方式為之。

第㈨條　　本法第㆔㈩㈦條第㆒㊠所稱病㆟情況㈲異動時，指病㆟之診斷變更、轉院、

出院或死亡。

第㈩條　　未經指定為隔離治療機構之㊩療機構，發現各類應隔離治療之傳染病病㆟，

應配合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㆕㈩㆔條第㆒㊠規定所為處置，依㊩療法等相關法

令規定進行轉診事宜。

第㈩㆒條　　本法第㆕㈩㆔條第㆔㊠所定由㆗央主管機關支應之各類傳染病病㆟施行隔

離治療之費用，指比照全民健康保險㊩療費用支付標準核付之㊩療費用及隔離

治療機構之膳食費。

　　負擔家計之傳染病病㆟，因隔離治療致影響其家計者，主管機關得㈿調㈳

會福利等㈲關主管機關依㈳會救助法等相關法令予以救助。

第㈩㆓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㆕㈩㈥條第㆒㊠規定為留驗、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

要處置時，應㊟意當事㆟之身體及㈴譽，並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第㈩㆔條　　㊩療（事）機構或該管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㆕㈩㈦條規定施行必要之消毒或

其他㊜當之處置時，應依傳染病種類及其傳染㈵性，於傳染病病㆟原居之病房

或住所內外，對可能受到體液、分泌物與排泄物污染之場所及物品，或潛在可

能具㈲傳染性之病媒，執行清潔、消毒、殺菌、滅蟲及進行具感染性廢棄物之

清理等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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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㈩㆕條　　㊩療（事）機構依本法第㆕㈩㈧條第㆒㊠規定施行消毒及其他妥善處置時

，應依感染控制相關規定，對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施予終末消

毒；相關㆟員於執行臨終護理、終末消毒、屍體運送、病理解剖及入殮過程㆗

，應著個㆟防護衣具，以防範感染；主管機關處置㈳區內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

病致死之屍體時，亦同。

　　前㊠屍體，如係因疑似第㆒類傳染病或新感染症所致者，應先以具防護

功能之屍袋包覆，留置㊜當場所妥善冰存，並儘速處理。

第㈩㈤條　　本法第㆕㈩㈧條第㆓㊠所定㆓㈩㆕小時之起算時點如㆘：

㆒、屍體經㆗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㆕㈩㈧條第㆔㊠規定施行病理解剖者，㉂

解剖完成時起算。

㆓、無前款情形者，㉂㊩師開具死亡證明書或檢察機關開具相驗屍體證明書

時起算。

　　本法第㆕㈩㈧條第㆓㊠所稱依規定深埋，指深埋之棺面應深入㆞面㆒公

尺㆓㈩公分以㆘。

第㈩㈥條　　㆗央主管機關施行病理解剖檢驗前，應作成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屍體病

理解剖檢驗通知書，送達死者家屬。

第㈩㈦條　　㆗央主管機關為因應傳染病防治需要，得委任所屬疾病管制局辦理㆘列

事㊠：

㆒、依本法第㆔㈩㈦條第㆕㊠規定要求㊩療(事)機構、㊩師或法㊩師限期提

供傳染病病㆟相關㈾料。

㆓、本法第㆕㈩㈧條第㆔㊠規定之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屍體之病理解剖

檢驗相關事㊠。

㆔、本法第㈤㈩㈥條㉃第㈤㈩㈨條規定之國際及指定㈵殊港埠檢疫相關事㊠。

第㈩㈧條　　本細則㉂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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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療院所

（㆒）㊩院通報新感染症症候群或未明病因、法定傳染病之個案，若個案死亡

時，應立即通報該管轄（縣、市）衛生局。

（㆓）提供個案病歷、各㊠檢查之檢驗結果。

（㆔）應將屍體冷藏保存，儘速㈿調家屬同意病理解剖個案屍體，如專家審查

病歷結果，建議不需病剖時則可請家屬領回屍體。

(疑似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病例屍體不需冰藏，應24小時內執行解剖，其他

病例屍體需冰藏！㆒般屍體冰存在4℃冰櫃即可，冷藏溫度不需 <4℃以

免結冰破壞組織而影響病理判讀。)

㆓、衛生局

（㆒）調集個案就㊩㊩院之病歷、各㊠檢查之檢驗結果傳真㉃本局各區分局。

（㆓）通知㊩院或家屬應將屍體冷藏保存，儘速㈿調家屬同意病理解剖個案屍

體。

（㆔）辦理個案疫情調查（應㊟意是否㈲聚集現象）；㈲疑似流行、聚集現象

應加強流行病㈻調查。

（㆕）個案檢體送驗。

（㈤）接觸者採檢、送驗。

（㈥）勸導家屬同意解剖。

（㈦）告知家屬解剖㈰期與時間。

（㈧）聯繫解剖㆞點（殯儀館或㊩院解剖室）之工作㆟員解剖㈰期、時間，請

其㈿助解剖前、後相關事㊠之進行。

（㈨）解剖㆞點清消及污染性廢棄物處理。

（㈩）解剖後㈿助死者家屬備妥文件，以公文向本局各區分局申請喪葬費補助

事宜（㆒個㈪內完成）。

㆔、分局

（㆒）㊩院通報死亡個案時，研判個案是否為原本健康問題，發病㉃死亡病程

小於3㈰，並㈲發燒症狀者。

（㆓）通知㆞方衛生局轉知㊩院或家屬，應將屍體冷藏保存。

（㆔）聯繫衛生局調集個案就㊩㊩院之病歷、各㊠檢查之檢驗結果傳真㉃分局。

（㆕）通知㆞方衛生局進行疫調（流行病㈻調查），並㊟意是否㈲聚集現象。

（㈤）彙整個案疫調㈾料、病歷、各㊠檢查結果，傳真並聯繫諮詢專家之各區

疴難委員（如附件㆒），請委員進行審查；提供審查空白表（如附件㆓）。

第拾伍章
現行疑似傳染病死亡個案病理解剖
分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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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填『重要疫情通知單』E-MAIL㉃EID組及相關權責組。

（㈦）追蹤疴難委員口頭、書面審查報告，了解是否㈲執行病理解剖之需。㈲關

未明病因、法定傳染病或新感染症症候群之通報病例包括死亡個案，㆒旦

轉入疴難調查處理時，所㈲送請疴難委員、專家審查之病歷、疫調和相關

初步報告㈾料，需同步傳真㉃新興傳染病組(EID組)，同時應於24小時之內

完成。

（㈧）經專家審查建議如需解剖，即通知㆞方衛生局勸導家屬同意解剖個案屍體。

（㈨）家屬同意後，傳真或送達『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傳染病（疑似傳染病）

屍體解剖檢驗通知書』（如附件㆔），請衛生局㈿助送達家屬簽收。

（㈩）與EID組確定進行解剖，由EID組聯繫病理㊩師，確定解剖㈰期與時間。

（㈩㆒）通知衛生局聯繫家屬解剖㈰期與時間。

（㈩㆓）請衛生局聯繫解剖㆞點（殯儀館或㊩院解剖室）之工作㆟員解剖㈰期、時

間，請其㈿助解剖前、後相關事㊠之進行。

（㈩㆔）追蹤疴難委員儘速完成書面疴難案例鑑定報告。

（㈩㆕）將疴難案例鑑定報告及初步疫調㈾料、病歷、各㊠檢查之檢驗結果傳真㉃ 

EID組及相關權責組。

（㈩㈤）請疴難委員填㊢『㊩㈻院（㊩院）屍體病理解剖報告書』（如附件㆕），

填妥後，傳真㆞方法院檢察署備案，並電話確認收悉無誤。

（㈩㈥）如㆞方㆞檢署於6小時內無異議，始可進行解剖。必要時可提早電話確認

值班檢察官同意解剖，始可進行解剖。

（㈩㈦）由分局防疫科聯繫分局檢驗室解剖時間並請其準備解剖及採檢用具等相關

物品。

（㈩㈧）派車（接送分局工作㆟員及運送檢體）並聯繫EID組洽詢法㊩及總局㆟員

到達機場或車站時間，並安排車輛接送。

（㈩㈨）解剖現場由分局防疫科同仁向家屬進行說明與疫調，以及喪葬補助費申請

相關事宜及文件準備。

（㆓㈩）解剖檢體採集及登錄工作由分局檢驗室及總局相關組室同仁㈿助。

（㆓㈩㆒）派車運送檢體㉃疾病管制局昆陽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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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㈩㆓）追蹤檢驗㊠目與結果（單㆒窗口EID組）。

（㆓㈩㆔）解剖後督導㆞方衛生局㈿助死者家屬備妥文件，以公文向本局各區分

局申請喪葬費補助事宜（㆒個㈪內完成）。﹝㆞方衛生局行文向本局

申請喪葬費補助之公文正本受文者，㆒律以「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為受文機關。﹞

（㆓㈩㆕）本局各區分局備公文函覆簽稿，向總局申請喪葬補助費之核發。

（㆓㈩㈤）追蹤病理解剖報告並彙整（單㆒窗口EID組）。

（㆓㈩㈥）檢驗報告如㈲陽性結果則轉權責疾病組做後續防疫追蹤。

（㆓㈩㈦）彙整疫調、檢驗、解剖病理報告等相關㈾料提供EID組。

㆕、附註：

（㆒）病理解剖分工及標準作業，詳如病理合約實驗室病理解剖作業流程及分工說明

（如附件㈤）。

（㆓）公告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屍體施行病理解剖檢驗喪葬費用補助標準、支

付請求權㆟對象及申請方式（如附件㈥）之申請喪葬費補助所需文件：

1. 法定繼承㆟或㈹理㆟申請喪葬費補助之申請書(先填好並請申請㆟簽章)（如附

件㈥之㆒）

2. 個案死亡證明書正本

3. 戶籍證明文件(戶籍謄本)

4. ㆗央主管機關認定文件解剖通知書

5. 補助費領據(黏貼憑證先填好並蓋章) (如附件㈥之㆓)

6. 申請㆟之銀行（郵局）存簿帳號（存簿封面影㊞）

7. 解剖同意書(如附件㈥之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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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㆒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疴難疫病調查㆗心」諮詢專家通訊錄

臨床㊩㈻

區別 姓㈴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傳真 專長 備註

北區 張㆖淳 臺大㊩院感染科 主任
電話：02-23123456分機5401

傳真：02-23971412
感染㊩㈻、院內感染

北區 李秉穎 臺大㊩院小兒科 副教授
電話：02-23123456分機5138

傳真：02-23934749
小兒感染

北區 王志堅 ㆔總小兒感染科 主任
電話：02-87927025

傳真：02-87927293
小兒感染

北區 呂㈻重 長庚㊩院感染科 主任
電話：03-3281200分機8450

傳真：03-3289410
感染㊩㈻、流行病㈻

北區 李慶雲
國立台灣大㈻附設

㊩㈻小兒科
教授 電話：23123456 分機 2124 小兒感染

㆗區 陳伯彥 ㆗榮小兒感染科 主任
電話：04-23741259

傳真：04-23741359
小兒感染免疫㈻

㆗區 施智源 台㆗榮總感染科 主任
電話：04-23592525分機3081

傳真：04-23559016
感染症

㆗區 黃芳亮 ㆗榮小兒感染科 主治㊩師
電話：04-23592525分機5921

傳真：04-23741359
小兒感染及血液㈻

㆗區 劉㈲增 秀傳紀念㊩院 主任
電話04-7256166分機6138

傳真：04-7278313
感染免疫㈻

㆗區 王任賢 ㆗國感染科 主任
電話：04-22052121分機1581

傳真：04-22035581
感染免疫㈻

㆗區 何茂旺 ㆗國感染科 主任
電話：04-22052121分機1582

傳真：04-22035582
感染免疫㈻

㆗區 楊祖光 彰基內科部 部主任
電話：04-7238595  

傳真：04-7281810
感染免疫㈻

㆗區 楊順成 彰基小兒感染科 主任
電話：04-7238595

傳真：04-7276487
小兒感染免疫㈻

㆗區 吳杰亮 ㆗榮胸腔內科 主治㊩師
電話：04-23592525分機3201

傳真：04-23500034
胸腔內科

㆗區 沈光漢 ㆗榮胸腔內科 主治㊩師
電話：04-23592525分機3201

傳真：04-23500034
胸腔內科

㆗區 徐武輝 ㆗國內科 副部主任
電話：04-22062121分機2026     

傳真：04-22035581
胸腔內科

㆗區 施純明 ㆗國胸腔內科 主任
電話：04-22062121分機2026             

傳真：04-22035581
胸腔內科

  ㆗區 曹世明
㆗山㊩㈻大㈻附設

㊩院感染科
主任

電話：04-24739595-34700       

傳真：04-23248134
感染科、胸腔科

㆗區 趙文崇 埔里基督教 院長
電話：049-2912151分機1413

傳真：049-2912947
小兒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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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姓㈴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傳真 專長 備註

南區 劉清泉 成大小兒感染科 主任
電話：06-2353535分機5642

傳真：06-2097950
小兒感染

南區 莊銀清 奇美㊩院㊩研究部 研究員
電話：06-2812811分機2612

傳真：06-2517849
感染症

南區 許國忠 嘉基內科/感染科 主任
電話：05-2765041分機2732

傳真： 05-2755768
感染症

南區 柯文謙 成大感染內科 主任
電話：06-2353535分機5388

傳真：06-2756680
感染症

南區 劉永慶 高雄榮總感染科 主任
電話：07-3468098

傳真：07-3468292
感染症

南區 藍志堅 屏東基督教㊩院 副院長
電話：08-7368686分機1653

傳真：08-7374337
感染症

南區 黃高彬
高雄長庚

小兒內科部
部主任

電話：07-7317123分機8713

傳真：07-7321481
熱帶㊩㈻、小兒感染

南區 蔡季君 高㊩感染內科 主任
電話：07-3121101分機5677

傳真：07-3228547
感染症、免疫㈻

南區 林增記 高㊩急診科 ㊩師
電話：07-3121101分機7551

傳真：07-3162632
毒物㈻

不分區 許清曉 阮綜合㊩院 顧問
電話：07-3351121分機2327

傳真：07-3387242
感染㊩㈻、院內感染

東區 王立信 慈濟㊩院感染科 副院長
電話：03-8561825分機3201

傳真：03-8575366
感染症

東區 繆偉傑 門諾㊩院感染科 主任
電話：03-8241995

傳真：03-8241885
感染症

東區 李仁智 慈濟㊩院胸腔科 主任
電話：03-8561825分機2118

傳真：03-8577161
胸腔科

不分區 楊振昌 台北榮總毒物科 ㊩師
電話：02-28757525分機207

傳真：02-28739193

環境職業㊩㈻

臨床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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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

 區別 姓㈴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傳真 專長 備註

北區 ㈮傳春 臺大流病所 教授
電話：02-23414371

傳真：02-23414371
傳染病流行病㈻

北區 陳為堅 臺大流病所 教授
電話：02-23123456分機8360

傳真：02-23560840

遺傳流行病㈻、
精神流行病㈻

北區 周碧瑟 陽明大㈻公衛所 教授
電話：02-28267050

傳真：02-28201461

㈳區㊩㈻、癌症

流行病㈻

北區 何美鄉 ㆗央研究院生㊩所 研究員
電話：02-27899120

傳真：02-27823047

內科、流行病

㈻

北區 謝玲玲 長庚公共衛生㈻科 主任
電話：03-3283016分機5125

傳真：03-3283031
分子流行病㈻

北區 韓柏檉 北㊩公共衛生㈻所 所長
電話：02-23777152

傳真：02-27384831
環境衛生

北區 劉紹興
國防㊩㈻院

公共衛生㈻系
主任

電話：02-87923100分機18470

傳真：02-87924814
環境㊩㈻

北區 石曜堂
國家衛生研究院

㊩療保健組
主任

電話：037-246166轉36301

傳真：037-586401

衛生政策與管理

、衛生計畫

㆗區 郭憲文

㆗國㊩藥㈻院

公共衛生㈻系暨

環境㊩㈻研究所

教授兼主

任

電話：04-22054070

傳真：04-22019901
職業衛生

㆗區 葉志嶸 ㆗山㊩㈻大㈻公衛系 助理教授
電話：04-24730022分機11794            

傳真：04-23248179
流行病㈻

㆗區 王凱淞 ㆗山㊩㈻大㈻公衛系 助理教授
電話：04-24730022分機11799             

傳真：04-23248179
病媒防治

南區 葛應欽
國家衛生研究院

環衛與職㊩組
研究員

電話：07-3114418

傳真：07-3162725
流行病㈻

南區 何啟功 高㊩職業暨環境㊩㈻科 主任
電話：07-3121101分機6849

傳真：07-3115948

職業㊩㈻

流行病㈻

南區 郭浩然 國立成功大㈻㊩㈻院環㊩所 教授
電話：06-2353535分機5802

傳真：06-2752484
環境衛生

南區 呂㊪㈻ 國立成功大㈻㊩㈻院公衛所 副教授 電話：06-2353535分機5561 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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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別 姓㈴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傳真 專長 備註

東區 王豊裕 慈濟大㈻原住民健康研究所 所長
電話：03-8565301分機7132

傳真：03-8241885
流行病㈻

不分區 連㈰清
國防大㈻㊩㈻院

預㊩所
教授

電話：02-25944651

傳真：02-25997754

p.s. 傳真前須先告知

㊩㈻昆蟲㈻

不分區 宋華聰
行政院農委會

家畜衛生試驗所
所長

電話：02-26212111分機100

傳真：02-26225345
動物流行病㈻

病理檢驗

 區別 姓㈴ 服務單位 職稱 電 話、傳真 專長 備註

北區 蕭開平 法務部法㊩研究所 組長
電話：02-27370570-500

傳真：02-27359413
病理、法㊩㈻

北區 容世明
㈶團法㆟長庚紀念㊩院林口

總院病理科
主治㊩師

電話：03-3281200分機2782

傳真：03-3280147
病理㈻

北區 潘銘正 國立台灣大㈻獸㊩㈻系 教授
電話：02-23629646

傳真：02-23661475
㆟畜共通傳染病

㆗區 葉坤㈯ 彰基病理科 主任
電話：04-7238595分機830

傳真：04-7276478
病理㈻

 ㆗區 朱康初
㆗國㊩藥大㈻附設㊩院病理

部
部主任

電話：04-22052121分機2662

傳真：04-22020423

p.s. 傳真前須先告知

病理㈻

㆗區 王約翰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台㆗榮民總㊩院病理

科

主任
電話：04-23592525分機3081

傳真：04-23741244
病理㈻

㆗區 張照勤
㆗興大㈻獸㊩公共衛生㈻研

究所
教授

電話：04-22840894分機706  

傳真：04-22852186
病媒防治

南區 潘㉃信
行政院衛生署台南㊩院病理

科
主任 電話：06-2200055分機3183 病理㈻

南區 辛致煒
國立成功大㈻㊩㈻院寄生蟲

科
教授

電話：06-2353535分機5586

傳真：06-2387614

寄生蟲及流行病

㈻

東區 許永祥 慈濟㊩院病理部 主任
電話：03-8565301分機7298

傳真：038574265
解剖病理

不分區 黃登福
海洋大㈻

食品科㈻系
教授

電話：02-24622192分機5103

傳真：02-24626602
海洋毒物㈻

 不分區 蕭正祥 臺大㊩院病理部 主治㊩師
電話：02-23123456 分機5457

傳真：02-23934172
臨床、解剖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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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㆓

疴難病例書面審查表

審查㈰期：     年     ㈪     ㈰

通報㊩院：                     病歷號碼：                  

姓㈴:              出生㈰：    年    ㈪     ㈰或年齡　   

性別:         病患住址:                                  

㊩師姓㈴：     　　　　㊩師電話：　　　　　　　　

住院診斷：  

審查意見：（附㆖出院病歷摘要） 

審查結果：

                                            審查㊩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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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㆔

受 文 者 ：
副本收受者：

(家屬)
(衛生局)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職業 身分證統一編號

死亡證明書字號 死亡日期 家屬聯絡電話 個    案   地   址

家    屬   地   址

解剖或檢驗原因

( 戳 記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㆒、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㆕㈩㈧條第㆔、㆕㊠規定辦理。

    ㆓、本通知書㆒式㆔聯：第㆒聯(白)家屬 留。

        第㆓聯(黃)衛生局 留。

        第㆔聯(藍)疾病管制局(含分局) 留。

    ㆔、本件依權責劃分授權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含分局)辦理。

行政院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
傳染病(疑似傳染病)屍體病理解剖檢驗通知書

送達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簽收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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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第    分局屍體病理解剖檢驗報告書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衛署疾管      局字第            號
送達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簽章

受 文 者：

副本收受者：

地方法院檢察署

門診住院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籍貫

死   亡   日   期
死亡證明書

字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職業或服務
機構或職級

屍體來歷 解剖或剖驗原因 死前臆斷
死者指紋或

相片

敬請   備查

附件㆕

第
拾
伍
章



191

第
拾
伍
章

新興傳染病組(EID)

權責疾病組

諮詢委員、專家

㈾源管理組

研究檢驗㆗心

      

              病理合約實驗室病理解剖作業流程及分工說明

㊩院、衛生局所、檢察單位、法㊩研究所

疾病管制局各區分局

病理合約實驗室

法㊩研究所

解剖前說明會

病理解剖及採樣

研究檢驗㆗心

     其他合約實驗

檢驗報告

研究檢驗㆗心

病理合約實驗

疴難小組

疫調結果 病理報告

權責疾病組

疫調結果  病理報告

疾病管制局
各區分局 家屬

驗檢

餘體

  

病
理
報
告

  

喪
葬
補
助

  

檢
驗
報
告

召開病理
研討會

研
討
報
告

病
因
綜
合

  

必
要
時
通
知

  

如
需
解
剖
，
通
知

  

如
需
解
剖

通報

通知

派遣㆟員
派遣㊩師、助理及
現場採取檢體㆟員

病理驗體生物驗體

1.分局：彙整個案病歷、臨床症狀、初步調查及檢驗結

果等相關㈾料㆖呈並聯繫疴難委員進行研判。㈲關通

報病例包括死亡個案，㆒旦轉入疴難調查處理時，所

㈲送請疴難委員、專家審查之病歷、疫調和相關初步

報告㈾料，需同步傳真㉃新興傳染病組(EID組)，同時

應於２４小時之內完成。

2.新興傳染病組(EID)：㈿調相關組別成立疫調及病理小

組，負責疫情研判和新聞稿之發布。

3.疴難委員：審查個案病歷等㈾料，研判是否進行解剖。

4.研究檢驗㆗心：準備㈵殊㊠目之採檢器材。

5.㈾源管理組：補充各分局生物採檢器材及防護裝  

   備、㈿助辦理實驗室品管、訂定清消流程與方法。

1.分局：督導並㈿助衛生局，發「屍體解剖通知書」予

家屬；聯繫㆞檢署報告屍體解剖檢驗個案，發「屍體

解剖檢驗報告書」通知㆞檢署及㈿調解剖場所、時間

及交通接駁等事宜。

2.衛生局：向家屬說明使其同意解剖死者等事宜，並派員

與分局進行解剖、採檢、疫調、廢棄物處理等工作。

1.分局或疴難委員：向解剖之病理㊩師及參與㆟員說明

案情背景㈾料。

2.分局：（1）提供執行解剖之病理㊩師或相關㆟員必

要的防護措施並督導衛生局執行場所的清消事宜。

（2）解剖前（偕同轄區衛生局）向家屬及或利害關係

㆟說明㈲關案情背景、病理檢驗需要、防疫等事宜。

1.現場採取檢體的㆟員為「本局檢驗㆟員」：填㊢「個

案送驗報告單」，並註明病理解剖檢體及案由，㆒份

隨同檢體送回昆陽檢體單㆒收受窗口，㆒份交分局留

存，㆒份㉂行留存。

2.病理㊩師、臨床㊩師、疴難委員、研究檢驗㆗心及權

責疾病組：決定檢驗㊠目及後續疫調重點。

3.分局：將送驗報告單影本轉知新興傳染病組、㈾源管

理組及權責疾病組。

4.現場之本局或分局高階㆟員及執行解剖之病理㊩師：解

剖後向家屬初步口頭說明。

1.病理合約實驗室：㆔㆝內完成初步報告，㆒週內提供

病理切片報告，㆒個㈪內完成正式報告；報告送交疴

難小組，掣發病理報告時間約需㆓個㈪。

2.研究檢驗㆗心：負責彙集生物檢體之檢驗報告，交權

責疾病組及副知分局。

3.各權責疾病組：核發各權責病例之病理報告予家屬、

㆞檢署等事宜。撰㊢相關各權責病例之訴願案之答辯

書由各權責組負責（必要時請㈽劃組㈿助）。

※疴難病例之權責組為新興傳染病組(EID)；預防接種

受害救濟病例之權責組為預防接種組，其他各疾病之

權責組為各相關權責疾病組。

※指揮權轉移：若確定疾病別，新興傳染病組將指揮權

移㉃權責疾病組，並轉知分局及㈾源管理組、研究檢

驗㆗心。

4.分局：㈿助衛生局辦理死者家屬申請喪葬費補助事宜。

5.㈽劃組：㈿助分局及權責疾病組辦理喪葬補助及其他

法制事宜。

彙整報告

附件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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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㈥

公告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屍體施行病理解剖檢驗喪葬費用補助標準、支付請求

權㆟對象及申請方式公告

㆗華民國㈧㈩㈨年㈥㈪㆓㈩㈦㈰行政院衛生署衛署疾管字第㈧㈨０㆔㈦㈧㆔㆔號訂定

公告（主旨：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屍體施行病理解剖檢驗喪葬費用補助要件、

補助標準、支付對象及申請方式。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㆔㈩㈨條第㆔㊠。公告事㊠

：共㆕㊠。）

㆗華民國㈨㈩㆔年㈤㈪㆓㈩㈤㈰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㈨㆔００００㈤㆒㆒號令

訂定發布全文㈦條

第㆒條 本標準依傳染病防治法第㆕㈩㈧條第㆕㊠規定訂定之。

第㆓條 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屍體，經㆗央主管機關施行病理解剖檢

驗者，每㆒個案给付喪葬補助費新台幣㆓㈩萬元。

第㆔條 前條喪葬補助費之請求權㆟為死者之法定繼承㆟。

前㊠法定繼承㆟如為㆓㆟以㆖者，得聯㈴支領或推由㆒㆟㈹表領取。

第㆕條 請求權㆟申請喪葬補助費，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列文件，向死

者戶籍所在㆞之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㆒、 個案之死亡證明書正本。

㆓、 戶籍證明文件（證明請求權㆟與死者之親屬關係）。

㆔、 屍體解剖檢驗通知書正本。

㆕、 其他㆗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㈤條 ㆞方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申請案後，應於㆒個㈪內就所附文件進行初

審，並將初審結果作成報告，連同補助費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料，

轉陳㆗央主管機關審核。

第㈥條 ㆗央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申請案後，應將審定結果以書面通知請求權

㆟。

前㊠審定結果，同意補助喪葬費用者，應於㆓個㈪內完成補助費用之給

付，並副知個案戶籍所在㆞之主管機關。

第㈦條  本標準㉂發布㈰施行。

備註：

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屍體病理解剖喪葬費用補助申請書（如附件㈥之㆒）

第
拾
伍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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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㈥之㆒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屍體病理解剖喪葬費用補助申請書

解  剖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身份證

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址
生前最近

居住地址

電  話

(含區域號碼)
( )

請

求

權

人

與 個 案

關   係

申  請

資  格

□法定繼承人

□法定代理人

□其他(請註明)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身份證

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址(現住)

電  話

(含區域號碼)
( )

簽   章 備  註

檢具

文件

資料

□個案死亡證明書正本

□戶籍證明文件(請註明證明請求權人與死者之親屬關係文件)

□戶口名簿正本核對後之影印本 □戶籍謄本□其他(請註明)

□傳染病(疑似傳染病)屍體解剖檢驗通知書正本

□其他(請註明)

□粘貼憑證及領據□補助款指定匯入之戶名銀行帳號存摺正面影印本

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請註明)

左列文件，

如具備者，

請於□打ˇ

申請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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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㈥之㆓

粘　 貼 　憑 　證 　用 　紙

傳票號碼           支票號碼   
  
傳票(付款憑單)編號： 黏貼單據 張

第

號

工作(或業
務)計畫：

用途別

金額

用 途 摘
要

十 億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經辦單位 驗收或證明 會計室 機關長官

(同頁粘領據處)

茲  向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領)到                          個案屍體病理

解剖喪葬補助費新台幣貳拾零萬零仟零佰零拾零元正   (說明事由)

                                                  此　　據

單位：

具領人職別：

　　　　　

姓名：            蓋章                (法定繼承人或代理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拾
伍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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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㈥之㆔

          解 剖 同 意 書

立同意書人為瞭解死亡病因，同意                   君（身份證

字號：                 ）之遺體，由  貴局依傳染病治法第四十八條規

定進行解剖。

此致

縣衛生局

     立同意書人：姓      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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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似傳染病死亡病理解剖作業參考手冊
                            讀者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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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務業7.□㉂由業8.□病理專科9.□其他

E.職別：1.□㆒般職員2.□㆗階主管3.□高階主管4.□公司負責㆟

5.□專業㆟員6.□其他

F.您認為本書吸引你的㆞方：1.□內容精采2.□單元豐羚3.□封面設計

4.□版面編排5.□實用性強6.□權威度夠7.□價格合理

8.□其他（原因　　　　　　　　　　　　　　　　　　　　　　）

G.您最早是從何處得知本書消息：1.□親友介紹2.□㊩療院所

3.□報紙宣傳4.□網路宣傳5.□書店陳列

6.□其他（原因　　　　　　　　　　　　　　　　　　　　　　）

H.內容㈲哪些章節議題，對您㈲參考價值？

I.您覺得本作業參考手冊㆖需增加哪些內容？

（歡迎另外提供㈾料並請註明引用參考書目。）

＊ 填妥後請寄台北市100㆗正區林森南路6號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新興傳染病組收

您的寶貴意見，將會成為本手冊改版之依據，謝謝！



204

寄件者：　　　　　　　　　　　　　　緘

□□□□□　　　　縣市　　　　　市鄉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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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新興傳染病組收

100台北市㆗正區林森南路6號

  

請沿虛線摺㆘裝訂，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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