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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報告中文摘要 

    本計畫為四年期的研究計畫， 在 109 年度的計畫中，為了能夠擴展

系統的監測範圍，我們增加了資料蒐集的範圍，除了從 Google News 抓取更

多與語系與國家的資料，我們亦蒐集 Twitter 的資料，希望藉由國際性的社

群媒體取得更廣泛的輿情資料源。但資訊源增加意味著雜訊也有可能會隨之

增加，為了減輕權責人員偵蒐輿情的工作量，我們利用了傳統機器學習方法

Naïve Bayes, SVM 與深度學習方法 BERT，建立了分級、分類模型，利用該模

型，我們將有效透過篩選掉雜訊。另外，由於今年新冠肺炎的流行造成全世

界有許多人感染疾病、甚至死亡，更嚴重傷害各國的經濟因而導致個國社會

與政府動盪，因此我們即利用 Twitter 與 Google News 的資料與疫情數據進

行交叉分析，希望能夠透過網路輿情與新聞數據了解疫情所帶來的影響。最

後，由於現今要分析的資料源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廣泛，為了強化疾管署內

部人員的資料分析能力，今年以 R 語言作為主題，並以新冠肺炎的資料

為例，加開 R 語言資料分析相關課程，提升同仁的數據分析技巧，並希

冀他們能有能力針對資料建立儀表板，具備自動化分析疫病數據的能力。 

 

 

中文關鍵詞(至少三個)： 

輿情分析、輿情監測、非結構性資料、文字探勘、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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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報告英文摘要 

 

     This year, we aim to extend the monitoring scope of the opinion 

mining system. First, we increase the data sources from Google News 

and Twitter. Therefore, we can assure that our system can monitor 

opinions and New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more data sources also bring more noise to the data. 

Thus, to remove noise from our data,  we utilize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Naive Bayes, SVM, and deep learning method, BERT, to train a 

classification model. By using this model, we can effectively filter 

out the noise.  

     This year, COVID - 19 outbreaks cause many deaths and even 

sabotage our society and government worldwide.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 world, we analyze Twitter and Google News data 

during the outbreaks.  

    Finally, sinc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data sources to analyze,  

to strengthen CDC employees' data analysis ability, this year,  we 

teach the R language as the training topic, and we use data of COVID-

19 as materials. Using R to collect, clean, and analyze data, we hope 

that by the end of the lecturing. Students of the class can use R to 

analyze data build up a dashboard of their own. 

 

 

Keywords: Text Mining, Unstructured data, Opinion Mining,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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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報告本文 

(一) 前言 

       了解並掌握疫情如何傳播，並透過有效的實施控制手段以控制疫情，

已經是全世界都必須重視的問題。近期的幾波流行病(SARS, H1N1)讓我們了解

疫情除了會致使感染者發病以及致死外，更會造成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混

亂。例如：在 2003 的 SARS 疫情中，不管是國家、企業或個人都受到嚴重的

經濟損失[1]，包括短期的財務衝擊，長期的經濟也因為補貼[2]、紓困受到

的影響。而今年(2020 年)的新冠肺炎亦然，除了已經造成超過 4,800 萬人確

診外，更有將近 122萬人失去生命(截至 2020/11/05 的統計數據 [3])，而此

數字持續攀升之中。另外，法國與英國也因為感染率持續上升，因此兩個國

家接連在 2020/10/30 與 2020/10/31 宣布封城[4]，不但讓許多人失去了工作，

更造就社會的恐慌。美國也因為此次的疫情宣告無限量化寬鬆

（Quantitative easing, QE）[5]，雖然這一舉措推升全世界的股價與房地產

價格，但龐大的舉債，勢必在之後會影響長期的經濟發展。 

 

       為了能夠知道疫情是否有爆發，各國都設有疾管單位監控與掌握疫情

的散佈動向。但由於全球化已屬常態，疫病現在很容易因為國與國之間人口

的往來，而將傳染病從一個國家散播至另一個國家。而如果傳染病在傳播初

期，若是各國無法知曉是否有傳染性強的新興傳染病正在傳播，因而沒有設

立好入境的篩檢機制把關，即很有可能讓傳染性強的疫病在國內爆發開來。

而若傳染病來源國家刻意隱匿重大疫病爆發事實(如 2003 年中國刻意隱瞞

SARS 的疫情)，將對全球公衛帶來極大的威脅與傷害[6]。 

 

       拜科技進步之賜，近年來智慧型手機的廣泛使用與社群媒體的興盛下，

現代人接受資訊的方式不再是單向接受傳統媒體或公部門的訊息。現代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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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透過社群媒體掌握新資訊外，亦可以在網路上分享新訊息，透過社群

媒體，資訊傳播的速度與透明度也隨之提升。研究指出，若公部門 e 化，蒐

集網路上用戶的討論，並從中提取民眾的意見，並透過文本挖掘或資料探勘

等方式識別並了解民眾對政策的想法，便能讓公民意見能快速反映到決策上，

提供公部門的決策與服務品質[7]。而對疾管單位而言，即使傳染病來源國家

還未公開宣佈特定疫病的爆發，但如有機會能夠在新聞出來之前，透過社群

媒體或其他網路論壇先掌握疫病是否有散播的可能資訊，便能提前部署公衛

資源，預防傳染病的爆發。如疾管署疾病醫生在新冠肺炎受到國內媒體關注

之前，於 2019/12/31先在台灣知名論壇 PTT 上即可看到中國不明肺炎傳播訊

息，提前部署防疫的動作，避免新冠肺炎在台灣爆發便是經典案例。 

 

       但網路輿情資料量相當龐大，常用的社群媒體如：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每天就包含數以億計的文章在網路上傳播。如 Twitter 上面每天就

擁有超過 5億條 Tweet 在網路上傳播[8]。若加上監控各國的新聞與地區性的

論壇，每天超過數十億的文章，是完全無法運用人工做資料蒐集的。但若無

法快速蒐集這麼龐大的資料量，將無法即時根據數據做決策。因此，利用程

式撰寫網路爬蟲蒐集網路資料便成為唯一快速蒐集資料的解決方法。利用網

路爬蟲蒐集到的龐大輿情，除了能夠讓我們以各種角度了解跟疫病相關的消

息外，也帶來了巨量的數據。近年來資料科學與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越來

越多科學家嘗試運用機器學習或資料探勘的手法，希望能找出輿情數據與疫

病的關聯性，並利用該關聯性嘗試預測傳染病是否會爆發。如布里斯託大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的研究人員一直在使用推特(Twitter)調查流感傳

播的可能性。他們收集了英國54個人口最多的地區在24週內共16萬條推文。

這些貼文包含，例如：喉嚨痛，發燒，或頭疼的訊息，他們發現利用這些推

文預測流感發病率的準確率高達 90% [9]。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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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wa)也採用了類似的方法，研究人員蒐集了大約 100 萬條與流感相關的推特，

並訓練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來建立預測模型。雖然這個模型

不能預測流感什麼時候開始流行，但該模型能比 CDC 早兩週推估出流感傳染

的人數與規模[10]。而由於今年新冠肺炎的肆虐，今年也有相當多的論文分

析 Twitter 文章的情緒與 Covid19 的關係。如 Jahanbin, K., & Rahmanian, V. 

(2020) 從Twitter 中蒐集與2019-nCoV相關的推文，建利基於模糊規則(Fuzzy 

Rule)實現的模型：Eclass1-MIMO。另外，該研究監控和跟踪討論傳染病的新

聞和社交網絡，對可能爆發 COVID-19 疫情的國家發出預警。另外，除了可以

利用輿情預測傳染病的爆發外，也可以從輿情分析得知國家人民對政府的信

任程度。如 Dubey在研究工作中[12]，蒐集 12個國家從 2020年 3月 11日到

2020年 3月 31日與 COVID19相關的推文。並利用文本挖掘和情緒分析技術分

析文字的內容。研究結果顯示，儘管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在積極樂觀地面對疫

情帶來的影響，但法國、瑞士、荷蘭和美國這四個國家的人民在推文中表現

出更大程度對政府的不信任和憤怒。   

 

       以上的研究顯示對網路輿情進行分析有利於我們及早發掘疫情是否有

爆發的跡象，研判民眾對政府公衛政策與決策的反應，更能進一步建立模型，

預測傳染病爆發的跡象，以利我們能在疾病預防上預先部署。因此在這四年

的計畫中，我們打造了輿情分析系統，即時蒐集網路輿情。疾管署可以利用

該輿情平台完成以下幾個任務： 

 

1. 聆聽輿情，掌握民眾對公衛政策的觀感與想法 

2. 掌握即時負面訊息，避免發生公關危機 

3. 追蹤貼文成效，了解如何快速有效的宣導政策 

4. 監控外國疫情訊息，提前發現疫病是否有爆發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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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輿情數據輔助建立預設模型，預測疾病是否有傳染的可能性 

 

       因應分析需求，我們在這四年期的計畫中，搭建一即時輿情分析平

台，系統利用大量的網路爬蟲蒐集國內外各來源的輿情資料，範圍涵蓋常

見的社群媒體如：Facebook(臉書), Twitter, 台港中澳以及外國(東協、

日本、韓國、歐洲、美洲)的新聞與論壇，並將這些資料匯入即時搜尋引

擎，讓署內專責人員能透過單一平台，即能搜索世界各地對疫情的報導，

如此才能在傳染初期時，疾管署便能第一手掌握傳染情資。然而，多樣的

訊息，意味者系統也有可能蒐集大量的雜訊，因此我們必須能讓系統能有

效過濾雜訊。因此，我們在系統中建立了利用機器學習搭建的分級、分類

模型，能讓系統在蒐集資料的同時，將資料分為不同級別與類別。如此才

能快速篩選出重要訊息，甚至利用相關訊息建模，從輿情數據中得到品質

優良的分析結果。最後，為了整合疫情與輿情的訊息，我們整合了一個儀

表板，整合國際新聞、疫情數據與輿情數據，讓我們可以透過該儀表板，

一窺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肆虐的情形。 

 

為了培養疾管署同仁有資料分析、視覺化與建立儀表板的能力，今年

特開 R 語言相關課程：課程內容涵蓋 R 語言基礎、R 網路爬蟲、R 與資料

庫、R 與資料視覺化以及建立 R Shiny 儀表板的課程，並以新冠肺炎的資料

作為案例，讓同仁能夠學習如何使用 R 蒐集、清理、分析，最後視覺化新冠肺

炎資料。希望內部同仁能具備基礎工具使用能力與資料分析能力，

之後可以自行利用 R 語言建立分析模組與儀表板，將原本的工作自動化以

及數位化，期盼之後能自行從疫情數據中挖掘出更多價值。 

 

      根據計畫的規劃下，我們今年完成了以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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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控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之新聞資料 

⚫ 建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多語系同義字典 

⚫ 翻譯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之外文文章 

⚫ 將所有法傳關鍵字加入輿情平台，完善對疫病輿情的訊息蒐集 

⚫ 加入 Twitter，增加社群媒體的資料來源，擴大資料蒐集的廣度 

⚫ 將所有與疾病相關之英文關鍵字加入 Twitter搜尋範圍，蒐集全世界對法傳

的相關輿情 

⚫ 為了能夠讓署內人員能夠運用 R語言於署內的資料分析，我們將教授如何使

用 R並且融入分析情境 

⚫ 呈現疫情資訊地點 

⚫ 建立可針對詞庫進行相關性分級，再計算每則輿情的相關性分數分類 

⚫ 建立疫情輿情的分類模型，能夠過濾掉輿情雜音，只留下跟疫情真正相關的

輿情訊息 

⚫ 評估並比較不同分類模型，選出最好的篩選器 

⚫ 建立一分析儀表板，陳列輿情與疫情的交叉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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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材料與方法 

 

為了能夠快速蒐集國內外疫病各大頻道相關輿情訊息，並從非結構化

的輿情資料之中分析出價值資訊，我們在第一年的計劃中建立了一個輿情

觀測平台。並將該平台建構於雲端平台(Google Cloud Platform)上。透

過該雲端平台，各部門的分析人員只須透過瀏覽器，便可以瀏覽並取用輿

情分析數據，用做報表或決策依據。以下將詳列建立該輿情分析系統的架

構與方法。 

 

1. 輿情系統架構 

 

由於量大、積累速度快、格式龐雜的輿情訊息皆符合一般對巨量資料

的認定，為了能夠讓系統能即時蒐集、儲存、索引、分析並呈現輿情分析

結果，我們架構了一分散式平台架構，以期能以該架構迅速處理並分析海

量的輿情訊息。系統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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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系統架構 

 

以下將分為四個元件（分散式網路爬蟲、分散式儲存架構、搜尋引擎

與應用程式）分別說明各元件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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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網路爬蟲 

本研究以 Python 建立分散式網路爬蟲，根據輿情資訊來源，系統將自

動蒐集輿情資訊的主文、評論數、按讚數、回文數等不同指標資料。由於資料

量龐大，為了能夠加速資料爬取的速度，將會架設分散式資料擷取模組爬取

PTT, Facebook、各大新聞媒體及其他疫病資訊源。為了能夠協調各分散式

系統的運作，採用主從式架構，建立分散式爬蟲系統，概念如下圖。 

圖 二、主從式爬蟲架構 

 

根據實機測試，每台機器可以每天抓取三十萬頁網頁，透過四台（一

主三從）的部屬，將可每天抓取約 100 萬網頁的資料量。由於該架構屬於

分散式架構，所有的工作統籌都由主節點分配，因此當如果有增加資料抓

取的需求時，只需加機器便可擴增資料量的抓取。 

 

 除了抓取網頁內容外，必須使用網頁剖析程式方能抽取網頁中重要

的資料，但往往目標網頁格式會有所變動，因此在抓取的過程之中，我們

必須要保留網頁的原始檔，以免目標格式變更後，導致資料遺失。由於系

統必須先針對網頁建立反向索引，而反向索引是根據詞庫內的字詞所建立，

如果有新增字詞，則資料便必須重建索引，方能讓使用者可以根據新字詞

檢索文字內容，也因如此，我們必須要保留原始網頁內容，以供後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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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 系統會先在磁碟空間上預儲存一份資料源，而後再透過剖析程

式，抽取重要資料。如果抓取資料頁面格式有變，該系統將會自動發出警

示至權責人員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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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儲存架構 

為了因應抓取的資料屬於非結構化資料，不同來源資料要存儲的欄位

可能不一致，因此我們採用了 RethinkDB 做為分散式資料儲存引擎，確保

系統能以無綱要(Schema-Free)的 JSON 模型儲存大量的非結構化資料。由

於該架構亦採用分散式架構，因此當使用者若需要加大儲存空間時，只需要增

添機器便可以增加系統儲存容量。 

 

搜尋引擎 

而為了能夠加速資料搜索的速度，我們在寫進 RethinkDB 資料庫的同

時，寫入一份資料至 ElasticSearch，使用者之後便可以透過其搜尋功能篩

選輿情資訊。流程圖如下圖。 

 

 

圖 三、資料索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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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搜尋引擎是以反向索引機制(Inverted Index)索引資料，當文章

進入搜尋引擎後，系統將透過比對字典內的字詞，便可以將輸入文章分詞， 

並針對各詞建立索引，因此，使用者只須透過關鍵字，便可以快速查詢到跟關

鍵字相符合的疫病相關文章。 

 

應用程式 

 

由為了能夠在雲服務上即時分析非結構化數據，我們在分析程式端部

署了多台虛擬機器，部分機器用做資料 ETL(Extract, Transform, Loading)， 

而應用及分析程式則部署在另外兩台機器上。該應用程式端負責分詞，並透

過文字探勘機制（分群、詞性標註、分類、語意分析、情緒判斷）處理及分

析爬蟲所搜集到的輿情資料，之後可透過網頁介面呈現文字探勘後的分析

結果。 

  



17 
 

 

2. 系統環境 

 

在此節將說明，建立「即時輿情分析系統」所需之軟硬體技術。

軟體部分 

a. NGINX 伺服器： 

      傳統伺服器的缺點在於無法同時乘載成千上萬個 HTTP 請求時，而讓網頁

應用程式能同時承載成千上萬個請求的問題也被稱為 C10K 挑戰。為了解決這個

問題，Igor Sysoev 於 2002 年發明了 Nginx 伺服器，並在 2004 年推出了第

一個版本，希望透過非同步，事件驅動架構解決 C10K 問題。Nginx 後來逐漸成

為網頁伺服器的主流之一，特點在於它使用較輕量的資源而且可以分散佈署在低

端的硬體上，可以快速服務靜態的資源，並可以動態傳遞請求至其他應用程序。

本於情系統使用 Nginx 做為底層的網頁服務器。 

 

b. RethinkDB： 

網路輿情資料的特性是龐大且非結構化，為了能有效儲存符合這樣特

性的資料，我們選用了非關聯式資料庫 RethinkDB 存放爬蟲蒐集到的輿情

資料。RethinkDB 可以使用 JSON 格式儲存資料，並可透過分散式的架構，

使用多台機器乘載大量資料。RethinkDB 有一項其他 NoSQL 所沒有的特

點，提供了主動推送更新(Push-Query)功能。 

 

當以往前端頁面要更新呈現內容時，必須使用輪詢（Polling）的方式

不停的對後端資料庫發出請求，以查詢最新的資料。如果輪詢（Polling） 

的頻率過於頻繁，將會對資料庫造成負擔，但若減少輪詢（Polling）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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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則實際資料跟資料庫中的內容會有落差。而 RethinkDB 的主動推送更

新功能解決了這問題。 

 

c. Ubuntu： 

本系統將建構在 Ubuntu 16.04 上， Ubuntu 是以桌面應用為主的 

GNU/Linux 作業系統，除了具有免費、開源的優點外，相較於其他 Linux 作

業系統有下列好處: 

(1) 對使用者相對親善，Ubuntu 隱藏了許多 Linux 操作的細節，

使用者可以透過圖形化介面操作作業系統，並透過其完備的套件

管理工具安裝及管理各式應用程式 

(2) 具有完備的程式管理套件，使用者可透過套件管理工具安裝及

管理各式應用程式 

(3) 擁有相對成熟的開源社群，使用者可以輕易透過社群尋求幫助 

(4) 具商業公司 Canonical 做技術支援，被回報的軟體缺陷，都會

在下個新版本被修正。 

 

d. PostgreSQL 

PostgreSQL 是可以媲美 Oracle 的開源資料庫。PostgreSQL 基於自由的 

BSD/MIT 許可，任何組織可以使用、複製、修改和重新發佈程式碼。相較於

其他資料庫而言，有相當高的可靠度、資料一致性、安全性與完整性，企業

可以使用 PostgreSQL 打造相對穩健、安全的企業資料倉儲 

 

而除了資料庫本身功能外，多數企業使用者通常會將該開源產品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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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維護納入考量之一，由於 PostgreSQL 具有強大的社群及獲得些許商業

公司的支持，使用者還是可以透過社群或商業公司的管道獲得使用上的協

助。 

 

e. Python 程式語言： 

     Python 是一通用的直譯式、交互式、物件導向高階程式語言，由於其非

常簡單易用，具有廣大的社群支持，還有完整的套件管理工具，Python 已經被

廣泛運用在自動化腳本、物聯網及資料分析上。而由於 Python 的幾個套件可

以大幅簡化資料 ETL(Extract, Transformation, Loading)的工作， 並且可以透

過其高階分析套件 Pandas 及 scikit-leran 進行敘述性統計與機器學習，因此

在本專案上將會使用 Python 做為系統開發的主力工具。 

(1) Requests: 

Requests 套件讓我們可以使用 Python 對遠端伺服器下達 REST (包

含 GET, POST, PUT, DELETE)的操作，因此我們可以使用該 Requests 

對網頁伺服器遞送 GET 與 POST 請求，蒐集伺服器回應資訊，進而取

得網路輿情頁面原始碼。 

 

(2) Scrapy:                                               

Scrapy 是一 Python 爬蟲框架，內建許多爬蟲所需的支援與函式庫， 

讓使用者可以輕鬆開發、維護一多線程(Multithread)的網路爬蟲。 

 

(3) BeautifulSoup4: 

取得頁面原始碼後，為了能萃取重要資訊如：文章主題、作者、主

文、推文等資訊，我們可以使用 BeautifulSoup4 剖析頁面原始碼， 

並可透過 css selector 或 XPath 等操作抽取頁面中關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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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andas: 

為了能夠快速清理及分析資料，在本系統中使用了 Pandas(Python 

for Data Analysis)套件，Pandas 套件能將 csv, Json, html 等

格式快速轉變成 DataFrame 格式，之後使用者可以透過類似 SQL 操

作對資料作敘述性統計。 

 

(5) Jieba: 

為了能夠對中文資料斷詞，以及可以從中挑出重要的人、事、時、

地、物等名詞，在本系統中使用了 jieba 套件，該套件使用 Trie 

Tree 等資料結構去生成句子中文字所有可能組合，接者使用動態

規劃找出組合中最大概率路徑，這個路徑就是基於詞頻的最可能分

詞結果。而在新詞辨識部分則使用了隱馬可夫模型的 Viterbi 演

算法。該套件是目前 Python 界最受歡迎的中文斷詞工具。 

 

(6) Scikit Learn: 

在本研究中，會使用機器學習技術分群、分類輿情資訊。而 scikit 

learn 套件內建有回歸分析、資料分類、資料分群與降低維度等功

能，使用者便可在整理好資訊後，使用機器學習套件快速分析研究

資料。 

 

(7) django: 

django 提供一 MTV 架構，讓使用者可以用模組化方式架構一完整

的網頁應用程式。另外，django 有提供一個完整的後台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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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便不需要另外編寫管理介面，即可透過後端的管理介面操做

資料庫。由於本計劃將大多使用 javascript 做前端頁面的呈現，因

此本計劃將使用 django 搭建一個 API 服務，做為前端畫面與後端

資料庫的接口，供前端頁面存取資料庫內容，並呈現到地圖上。 

 

(8) Networkx: 

Networkx 是可以用來建構複雜網路模型的 Python 套件，除了可以

透過該套件建構一網路模型外，該套件內建許多圖型探勘的演算法， 

使用者可以使用該套件找出子網路模組(module)或探勘圖型的重要性

質。 

 

(9) Tensorflow: 

Tensorflow  是由 Google 所打造的深度學習框架，也是目前世上最

受歡迎的深度學習框架之一。TensorFlow 是由 Tensor: 張量與Flow: 

流程圖組成的。透過 TensorFlow 我們將打造深度學習引擎建立文

字分類引擎以及預測時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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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Javascript 程式語言： 

相較於使用 Python 開發伺服器端（後端）的 API，我們必須使用客戶

端程式語言 Javascript 呈現頁面資訊，使用者才能與前端介面進行互動。

而在本計劃中，為了讓使用者能享受互動體驗，並觀看相關動畫，我們將使用

Javascript 撰寫所有前端頁面的呈現內容(包含地圖座標的標記，前端互動

的表單，圖表的呈現，前端動畫)，而我們除了使用原生的 Javascript 外，

會搭配以下套件完成我們的頁面製作。 

(1) JQuery: 

Jquery 是一跨平台的 Javascript 套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簡化 

Javasciprt 的撰寫，讓使用者可以更方便的透過 DOM 操作頁面元

素、建立動畫與處理非同步事件。使用 JQuery，我們便可以 Write 

Less & Do More 完成所有頁面製作。 

 

(2) Leaflet: 

為了製作互動式的輿情地圖，我們除了將使用 Openstreetmap 提供

的圖資外，我們可以使用 Leaflet 建構互動地圖。LeafLet 是由

Vladimir Agafonkin 所開發的免費且開源的 Javascript 套件，套

件本身可以讓使用者在地圖上任意添加點、線、面等資訊，也支援

主要作業系統與移動裝置，非常適合套用在互動地圖的設計。 

(3) Chart.js: 

Chart.js 是個以 HTML5 的 Canvas 為基礎的圖表插件(Plugin)，可

以用圖表視覺化呈現數據，支援動畫效果，且可以運作在所有支持 

HTML5 的瀏覽器上。 

 

g. Elastic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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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Search 是建構在 Apache Lucene 的開源搜尋引擎，但比較起

其前輩 Lucene，Elasticsearch 安裝簡單、以 JSON 做為模型，使用者可

以透過 JSON 建立模型、索引資料、查詢資料，以及可以佈署在分散式架構

等優點，讓 ElasticSearch 成為當前最熱門的開源搜尋引擎。 

 

h. Redis： 

Redis 是一存放在記憶體中的非關聯式資料庫。不同於另外一個記憶

體的儲存方案 Memcached，其可存取較大物件與支援 SQL 語法，讓他成為

記憶體資料庫的最佳選擇。因為該資料庫存放在記憶體中，因此可快速吞吐輸

入與輸出資料，通常被用作儲存使用者的會話與購物車資訊，另外可以用來當

作分散式叢集的佇列架構。 

 

 

 

3. 資料蒐集 

在 106 年度的計畫中，為了能夠廣泛搜索國內外的疫情資訊，因此已 

佈建部分網路爬蟲蒐集國內(知名頻道如：PTT, 各大新聞網、論壇、部落格)

各來源的輿情資訊。 

       於 107 年度為了能擴展輿情系統的既有能力，於是整合更多繁體、

簡體中文與英文媒體的疫情訊息來源，尤其是蒐集了大量中國衛健委與知名

新聞媒體的資料源。 

        在 108 年度的計畫中，為了能夠擴展系統的監測範圍，我們將整

合語言翻譯功能，能蒐集到外國語以後，將該語文翻譯成繁體中文資料，

並將增加五個國家的語系資料(例如: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韓文、

越南語等外國語系的資料來源，並增加上述語系監測能力到輿情系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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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網站眾多， 因此，在該年度計畫中，我們抓取 Google News 各個

國家的新聞源，並透過 Google Translate 做翻譯，如此一來，即能跨越

個國家的藩籬，有效抓取所有跟疫病相關的輿情。 

        在 109年度的計畫中，為了能夠廣泛搜索國內外的疫情資訊，因此除

了從 Google News增加更多語系的資料(此次透過 Google News 蒐集監控泰國、

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之新聞資料)外，此次更增加了 Twitter 的

資料。由於 Twitter 是一個國際性的社群媒體，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上面申請

帳號，並與全世界對話，因此透過抓取 Twitter，我們能快速增加輿情蒐集範

圍的廣度。並增添資料分析時的豐富度。 

 

Google News 資料 

 

 

https://news.google.com/ 

     Google News 是由 Google 於 2002年所開發出來的新聞資料平台，上面聚

合多個國家主流媒體的資料。由於各個國家都有期新聞媒體，而所有的資料都

分別放在不同的網站上。因此如果要取得這些新聞資料，則必須客製網路爬蟲

抓取各國的新聞資料。但全世界新聞網站的數量相當龐大，因此我們將藉由

Google News 上面聚合的內容，以關鍵字的方式搜尋Google News 上面的內容，

並將關鍵字呈現的內容進行爬取。如此我們就可以快速獲得各國的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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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資料 

 

https://twitter.com/ 

 

        Twitter 是一微部落格（microblogging）和社群網路平台。用戶

在上面發布不超過 280 個字元的訊息（中文、日文和韓文為 140 個），這

些訊息也被稱作推文（Tweet）。Twitter服務是在 2006年 7月開始提供服

務。Tw 於美國瀏覽量排名 35。跟據數據顯示[13]，在 2020 年五月，每一

秒平均有 6,000 條推文，一分鐘將有 350,000 推文，一天可以累計 5 億條

推文，一年可以累計 2,000 億條推文。同時，Twitter 每天還會處理約 16

億的網路搜尋請求。 

        Twitter 被形容為「網際網路的簡訊服務」。網站的非註冊用戶可

以閱讀公開的推文，而註冊用戶則可以通過 Twitter 網站、簡訊或者各種

各樣的應用軟體來發布訊息[14]。 

        由於 Twitter 包含了大量的輿情資料，因此該資料集常成為資料

分析用的標的之一。例如：Pak, A., & Paroubek, P 在 2010 年就利用

Twitter 來進行情緒分析。他們在研究中展示對收集到的語料庫進行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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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讓電腦能自動盼對一篇文章屬於正面、負面或中立的情緒。並解釋

背後的現象[15]。另外，Twitter 也被廣泛用於流行病學的研究，Chew, 

C., & Eysenbach, G. (2010) 在蒐集了超過 200萬篇關於 H1N1 的推文後，

針對推文進行分析，發現可以對 Twitter 上的推文進行內容分析，了解是

否有不實謠言正在散播，也可以透過推文了解民眾對公衛政策的想法[16]。

而如今新冠肺炎肆虐，許多研究也可以著手新冠肺炎的推文分析。如

Jahanbin, K., & Rahmanian, V. (2020) 從 Twitter 中蒐集與 2019-nCoV相關

的推文，建立預測與預警模型，對可能爆發 COVID-19 疫情的國家發出預警。

另外，假新聞也是近年來大家關注的另一議題，Kouzy 等人與 Abd-Alrazaq 

等人更探討了 Twitter 在假新聞傳播上扮演的角色。以上研究都顯示 Twitter 

在公眾事件與公衛事件研究中扮演的角色。 

        然 而 ， Twitter 資 料 過 往 是 使 用 API 介 接 其 資 料

(https://developer.twitter.com/en/docs/twitter-api)，但由於近年來 API 

濫用事件頻傳，因此 Twitter API 申請的難度大增。因此我們便使用網路爬

蟲技術，觀察 Twitter 在取得即時推文時使用的私有 API，根據該 API  抓取

相關資料。 

GD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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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deltproject.org/ 

        除了 Google News 與 Twitter等資料來源外，我們亦整合了 GDELT 提

供的資訊。GDELT 為 Google 打造之全球媒體監控工具，GDELT無時無刻監控著

全世界超過 100種語言的新聞媒體，根據 GDELT 官網描述：GDELT使用巨大的

計算能力，打破語言和訪問障礙，促進社會之間的對話，讓當地居民獲得他們

需要的信息和見解。讓我們可以透過數據提升洞察力，預測全球衝突，，緩和

緊張局勢，甚至打擊極端主義，打破文化障礙。簡而言之,GDELT即時提供全球

新聞數據，讓我們用以社會研究。 

 

資料蒐集方法 

        為了能夠快速蒐集以上資料來源，我們撰寫網路爬蟲，希望用自動化

的資料爬取技術能夠快速蒐集以上網站的資料。該網路爬蟲使用 Python 撰寫，

我們會先透過網頁瀏覽器的開發人員工具觀察對網頁的可能請求連結，並利用

Python Requests 套件對目標連結發出請求(Reqyest)。而目標網頁此時會以

HTML 或 JSON 格式回傳資料(Response)。但若資料是放置於 HTML 中，則必須

先將一些不相關的標籤從資料集中清除。因此我們使用 BeautifulSoup 等剖析

工具(Data Parser)，解析出網頁中有價值的資訊後，將資料轉換為結構化資料，

再將結構化資料儲存進資料中心(Data Center)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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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網路爬蟲流程圖 

4. 資料處理  

 

多語系同義詞典 

 

於 109 年度的計畫，因為多了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

之新聞資料需要蒐集，因此我們必須要取得疾病相關的翻譯字詞，才有辦法

從 Google News 檢索該語系的新聞或輿情資料。因此我們使用 Wikipedia 

的資訊針對疾管署所有的法傳疾病建立一多語系同義字典，讓使用者得以

檢索並歸納不同語系但同義的輿情資訊。 

我們的作法如下： 

 

a. 進到維基百科平台 

 

b. 下關鍵字搜尋與疾病相關之條目 

圖 五、疾病相關之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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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切換語系 

 

圖 六、語系切換 

 

d. 抓取切換語系後的條目 

 

 

 

 

 

 

 

 

 

圖 七、其他語系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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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疾病字詞蒐集 

除法傳名詞外，為了能夠蒐集網路尚有包含症狀的貼文，以判斷該發

文民眾是否有確診的可能性。我們進一步蒐集了跟該疾病相關的症狀詞。

該症狀詞是透過疾管署的法傳疾病的症狀描述所得知，再使用命名實體識

別以及人工驗證的方法挑出跟疾病相關的字詞。以下以登革熱作為範例： 

a. 進到疾管署對法傳的描述頁面，以登革熱為例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WYbKe3aE7LiY5gb-eA8PBw) 

 

 

圖 八、登革熱敘述 

 

b. 利用命名實體識別 (NER) 與人工校正標示出文字中的關鍵字詞 

 

 臨床上重複感染不同型登革病毒 ，可引起宿主不同程度的反應 ，從輕微或不明顯的

症狀 ，到⟨發燒⟩、⟨出疹⟩的 典型登革熱 ，或出現 ⟨嗜睡⟩ 、⟨躁動不安⟩、 ⟨肝臟腫大

⟩ 等警示徵象 ，甚至可能導致⟨嚴重出血⟩或⟨嚴重器官損傷⟩的登革熱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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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中，可以截取出發燒、出疹、嗜睡、躁動不安、肝臟腫大、嚴

重出血、嚴重器官損傷。這些字詞就會成為搜尋時使用的關鍵詞，我們會

透過關鍵字詞蒐集相關輿情。 

 

新冠肺炎搜尋關鍵字詞典 

除即有法傳外，今年有多增加對新冠肺炎關鍵字詞的搜尋。在 Twitter 

上，使用者多半使用 #(Hashtag)標註他們的推文，因此在 Twitter 上通常

都會使用 # 搜尋相關關鍵字詞。而 Lamsal, R (2020) 已經將一些關鍵字

詞作為搜尋新冠肺炎主題時使用的關鍵字詞，因此我們亦將該關鍵字詞加

入到我們的搜尋範圍中。 

表 一、Lamsal, R (2020)搜尋新冠肺炎推文(Tweet)所使用的 Hashtags 

In use since Keywordsa 

March 20, 2020 corona, #corona, coronavirus, #coronavirus 

April 18, 2020 covid, #covid, covid19, #covid19, covid-19, 

#covid-19, sarscov2, #sarscov2, sars cov2, 

sars cov 2, covid_19, #covid_19, #ncov, ncov, 

#ncov2019, ncov2019, 2019-ncov, #2019-ncov, 

#2019ncov, 2019ncov 

May 16, 2020 pandemic, #pandemic, quarantine, #quarantine, 

flatten the curve, flattening the curve, 

#flatteningthecurve, #flattenthecurve, hand 

sanitizer, #handsanitizer, #lockdown, 

lockdown, social distancing, 

#socialdistancing, work from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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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 large-scale COVID-19 tweets 

dataset Lamsal, R (2020) 

 

語言翻譯 

 

        為了避免權責任人員沒辦法有效解讀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

寮國等國之資料，我們將在會將抓取到關鍵字之資料以 Google 

Translate 或微軟翻譯將當前所檢索到的語句翻譯成中文與英文，並將原文

及翻譯文一同匯入系統中。 

 

我們透過 Google Translate 偵測抓下來的文章語系後，並透過 Google 

Translate 將標題跟內文翻譯成繁中與英文，讓權責人員可以根據繁中跟

英文檢視外國疾管文章。 

 

新冠肺炎搜尋字詞翻譯 

        為了能有效搜尋全世界關於新冠肺炎的推文(Tweet)，因此我們必須

將新冠肺炎的搜尋字詞做翻譯，而除了使用 Wikipedia 提供的翻譯外，我們

另外使用了 Twitter 自己提供的翻譯字典 [20]。以下摘錄了該字典的部分

內容，詳細內容可以直接參考附件二。 

#workfromhome, working from home, 

#workingfromhome, ppe, n95, #ppe, #n95 



33 
 

 

圖 九、新冠肺炎翻譯辭典 

 

命名實體識別 

蒐集到各國與情後，我們將使用名詞提取功能 (Named Entity 

Extraction)技術抽取內文中提及的輿情地點 

     我們一開始是使用中研院的 c k i p t a g g e r，進行  N E R 的分

析，但因為 c k i p t a g g e r  模型過於龐大，加上只有人事時地物的分

析功能，因此我們即使用 S p a c y  所提供的 N E R  模型訓練方法自行訓

練 N E R  模型。  

     S p a c y  運用 S u b w o r d  特徵與  B l o o m  E m b e d d i n g  建立一個

較複雜的字詞鑲嵌 ( W o r d  E m b e d d i n g )，再利用深層卷積神經網路

( D e e p  C o n v o l u t i o n  N e u t a l  N e t w o r k )與殘差連結  ( r e s i d u a l  

c o n n e c t i o n s )訓練 N E R  模型。利用我們自己訓練出來的 N E R  模

型，便可以快速找出文章中的人事時地物，甚至是疾病相關的關鍵字

詞。  

     我們將辨認出來的地點以關鍵字詞與標籤方式放置於搜尋結果

之後，以便之後做地理視覺化時，可以用地點資訊呈現輿情位置。如

以下範例所示，其中綠色的字時代表地點、藍色代表數字、灰色代表

關鍵名詞、紅色代表與人相關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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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 ⟨境內新冠肺炎疫情⟩1 持續延燒， ⟨7 月 31日⟩12 ⟨7⟩13 月 ⟨31⟩14 日創下 ⟨疫情

⟩3 爆發以來單日新高 ⟨紀錄⟩8 ，共增加 ⟨1,580⟩15 ⟨1,580⟩16 例確診，且連續多天 ⟨確診

人數⟩5 破 ⟨千⟩19 ⟨人⟩7 ，甚至還傳出有 ⟨寵物確診消息⟩4 ，目前 ⟨確診人數⟩6 累

計 ⟨4⟩17 ⟨4 萬 868⟩20 ⟨868⟩18 ⟨人⟩10 。以下將持續更新 ⟨日本⟩2 ⟨疫情⟩9 ，帶大家了解最

新 ⟨情況⟩11 。 

圖 十、 N E R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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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分析 

 

準確度與召回率分析 

 

由於此次要監控的輿情來自眾多國家，而輿情也分屬不同語系，因此要

如何精準的搜尋出跟疾病相關的外文輿情變成是一大挑戰。所幸維基百科上

面列有各專業名詞的不同語系翻譯，因此我們便抓取維基百科上與疾病相關

之字詞與對應語系的翻譯詞，我們便可以建立出一個外文的同義辭典， 以便

我們準確於 Google News 中搜尋出外文疫情資訊。 

 

為了能夠有效評估該翻譯字詞是否能協助我們抓到正確的輿情新聞， 

因此我們用 recall 與 precision 兩個指標來評估，以下是 recall 與 

precision 的完整定義精確率(precision)的公式是 P = TP / (TP+FP) ，

它計算的是所有"正確被檢索的結果(TP)"占所有"實際被檢索到的(TP+FP)"

的比例。召回率(recall)的公式是 R = TP / (TP+FN),它計算的是所有"正

確被檢索的結果(TP)"占所有"應該檢索到的結果(TP+FN)"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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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類 

為了避免使用者收到太多不相關的文章，本系統將會使用機器學習的

分類方法學習使用者的標準，讓系統自動分類文章。在本研究中，我們將採

用 N a ï v e  B a y e s ,  S V M  與 BERT 方法建立分類模型。 

 

Naïve Bayes 

Naïve Bayes 運用貝氏理論作為基礎，假設所有資料特徵都為獨立的

前提下，直接利用條件機率相乘的方法，計算出聯合機率分布。 

p(X|C)=P(X1|C)P(X2|C)...P(Xn|C) 

其中 X=[X1,X2,...,Xn] 是一個特徵向量，而 C 代表一個特定類別。 

     雖然假設所有特徵都為獨立的假設看來不切實際，但由此假設所產生

的單純貝氏分類器(naive Bayes classifier)卻是相當有實用性，尤其在文

字分類上，其辨識效能常常不輸給更複雜的辨識器，而且易於解釋與調整。 

 

SVM  

     SVM 將資料從低維度空間透過 Kernel Function 映射到高維度空間，

並從高維度空間中找到一個超平面，嘗試將不同類別資料切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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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一、SVM  分類方法 

     由於 SVM 能解決非線性分類問題，以及解決維度災難(Curse of 

Dimensionality)的問題，因此該分類器準確率通常名列前茅，因此被廣泛

運用在各種分類問題上。 

 

 

BERT  

 

     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

是 Google在 2018 年 10 月發佈的語言模型。BERT 使用非監督式學習方

法，利用維基百科和書籍等大量語料訓練而成，使用時只要根據下游任務

進行輸出層的修改和模型微調訓練，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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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二、BERT 

     BERT 是以 Transformer 為基礎構建的，使用 WordPiece 的方法進行

資料預處理。例如：look，looked，looking 這三個詞具有同樣的意思，

但如果我們以詞作為單位，那它們就會被認為成不同的詞。WordPiece 會

把這三個詞拆分成 look，look 和 ed，look 和 ing，把詞本身和時態表示

拆分開，不但能夠有效減少詞表的大小，提高效率，還能夠提升詞的區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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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處理過的文字接者通過 MLM (Masked Language Model)任務和下個

句子預測任務進行預訓練的語言模型。BERT 把輸入的語句中的字詞隨機

用 [Mask] 標籤覆蓋，然後訓練模型結合被覆蓋的詞的上下文進行預測。

遮蔽語言模型能夠生成同時融合了左、右上下文的語言表示。因此 BERT 能

學到更完整的語義表示。 

    由於 BERT 在多個水平(SOTA)評比展現了驚人的準確度，因此目前多數

研究文字探勘的學家，會使用 BERT 建立分類模型。 

 

 

圖 十三、BERT Fine-Tuning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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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料視覺化 

      為了能夠完整呈現輿情與疫情的資料，與分析之間的關聯性，我們

使用 Dash 建立視覺化儀表板。Dash 是由 Plotly 公司所提供的開源(MIT 

授權)網頁框架，可以用於搭建響應式 Web 應用。使用者可以透過 Python 

語言即可快速撰寫一個 UI 儀表板。 

      Dash是運用 Flask 建立基於 HTTP請求通訊所建立的 Web服務。Dash

的前端渲染器元件使用 React.js(由 Facebook 開發與維護的 JavaScript 使

用者介面庫)。Dash整合了 Flask 與 React 的強大功能，使非專業 Web 開發

的 Python資料分析師也可以使用。 

 

圖 十四、新冠肺炎儀表板 

 

      為了能夠在儀表板上呈現地圖資訊，我們使用了 Leaflet，Leaflet 

運用 Open Street Map 的地圖資訊，讓我們能在 Dash 的 UI 介面上建立疫

情地圖。我們再將並將統計資料呈現於圖上。讓分析人員得以透過該儀表

板一覽所有疫情與輿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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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果 

1. 監控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之新聞資料 

 

      於107年的計畫中，為了能夠擴展系統的監測範圍，我們整合簡體中

文與英文的資料來源，並增加簡體中文語系與英文語系的監測能力到輿情

系統之中。為此，我們增加簡體中文的字庫與簡體中文來源的網站。 

      於108年的計畫中，為了能夠擴展系統的監測範圍，我們將整合語言

翻譯功能，能蒐集到外國語以後，將該語文翻譯成繁體中文資料，並將增

加五個國家的語系資料(例如: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韓文、越南語

等外國語系的資料來源，並增加上述語系監測能力到輿情系統之中。 

      而由於東南亞的疫情輿情對疾管署相當重要，於是今年增加對泰國、

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新聞的監控，由於各媒體語言龐雜，加上網

站眾多，我們將藉由 Google News 作對媒體的監測，藉此一次掌握多國的

新聞訊息． 

例如：我們將 Google News 的語言切換到泰文，系統便可以蒐集跟泰文相

關的新聞。 

 

圖 十五、Google News 泰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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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使用網路爬蟲抓取相關資料後，將資料匯入到系統資料庫之中，

隨即將資料拋轉至搜尋引擎做資料索引，因此使用者便可以透過關鍵字搜

尋到該國的疫病輿情。 

例如： 

      點選即時搜尋，並在關鍵字中輸入 COVID 等搜尋關鍵字 

 

圖 十六、即時搜尋範例圖 
 

      系統會在下方列出所有跟 COVID 相關之疫情輿情新聞 

 

圖 十七、疫情相關輿情 

 

      另外，可以將 COVID 相關的關鍵字輸入至關鍵字組，系統可以將相

關輿情製作成統計圖表，讓權責人員能透過報表系統觀測疫情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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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八、聲量圖表 

 

圖 十九、頻道圖表 

 

        圖 二十、熱詞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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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一、聲量地理分析 

 

 

      另外蒐集到各國與情後，我們使用名詞提取功能(Named Entity 

Extraction)技術抽取內文中提及的輿情地點。並將地理位址標住在 Google 

Map 上，權責人員便可以透過該地圖檢視各地的輿情訊息。 

 

圖 二十二、聲量地理分析 
 

      系統是透過命名實體識別取出文章中的地理名詞，並進行定位。但

如果有出現兩個名詞，會針對兩個名詞同時進行位置標記。不過在分析地

理位置時，系統會區分國家、省、縣市等不同層級名詞，因此在分析上

（下載文章後），可以根據特定層級進行分析。 

      包含前次蒐集的範圍，目前 Google News 涵蓋的列表如下圖，可在

使用者設定 > 頻道來源觀看目前的來源數量與子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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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三、Google News 蒐集板塊 
 

展開各頻道下的子頻道，可以觀察目前蒐集了哪些關鍵字的資料。 

 

圖 二十四、子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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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多語系同義字典 

 

      為了能夠監測當地跟法定傳染病相關的疾病訊息，我們將加入一些

跟疾病相關的關鍵字做為監控關鍵字．但若直接用 Google 翻譯字詞，可能

會因為翻譯錯誤，而導致搜尋到不正確的目標。因此我們引用「黃純敏. 

(2017). 基於詞性組合規則結合維基百科進行中文命名實體辨識與消歧義」

所敘述的方法.利用維基百科找出翻譯詞並解析同義詞，協助我們建立外國

語系的同義字典． 

 

圖 二十五、流行性感冒的泰文翻譯 

 

     相關翻譯如下表所示，完整列表(建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

寮國等國多語系同義字典)請參考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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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多語系同義字典（越南文） 

語言 原傳染病名 翻譯傳染病名 

越南文 萊姆病 Bệnh Lyme 

越南文 兔熱病 Bệnh sốt thỏ 

越南文 裂谷熱 Sốt thung lũng Rift 

越南文 日本腦炎 Viêm não Nhật Bản 

越南文 鼠疫 Dịch hạch 

越南文 疱疹 B 病毒感染症 Virus herpes 

越南文 鉤端螺旋體病 Bệnh xoắn khuẩn vàng da 

越南文 白喉 Bạch hầ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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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翻譯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之外文文章 

 

       為了避免權責任人員沒辦法有效解讀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

寮國語系等資料，我們將在會將抓取到關鍵字之資料以 Google Translate

當前所檢索到的語句翻譯成中文與英文，並將原文及翻譯文一同匯入系統

中。 

 

圖 二十六、流感泰文的翻譯 

 

       我們將翻譯後的文字輸入到資料庫後，建立到檢索引擎中，使用者

便可以透過中文關鍵字或英文關鍵字，搜尋到相關的外文疫情輿情。 

例如： 

點選即時搜尋，並在關鍵字中輸入 COVID 等搜尋關鍵字 

 

圖 二十七、即時搜尋內容 

系統會在下方列出所有跟 COVID 相關之疫情輿情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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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十八、與疫情相關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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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所有法傳關鍵字加入輿情平台，完善對疫病輿情的訊息蒐集 

 

       將目前既有的法傳關鍵字，根據平台現在支援的語言等法傳關鍵字

加入輿情平台，以期能夠完整蒐集到所以跟法傳相關的疫情輿情訊息． 

目前法傳關鍵字清單可見此網站(https://www.cdc.gov.tw/Disease/Index) 

 

圖 二十九、法定傳染病清單 
 

       此外，我們亦擷取了跟傳染病相關的病徵字詞，以加大對輿情的蒐

集範圍。而病徵字詞是透過命名實體技術，擷取每個疾病相關的名詞後所

建立的。 

以新型 A型流感為例： 

原文： 

臨床症狀 

重症病例的臨床表現多為早期出現發燒、咳嗽及呼吸短促等急性呼吸道感

染症狀，而後快速進展為嚴重肺炎，可能併發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敗血

https://www.cdc.gov.tw/Diseas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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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休克及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輕症病例的臨床表現則包括類流感症狀及

結膜炎等。 

 

透過 NER 擷取後，可以得到與該病徵相關的關鍵字詞 

 

圖 三十、與疫病相關關鍵字詞 
 

再透過人工篩選後，可以得到與該疾病相關的關鍵字，我們即將該關鍵字

也納入搜尋範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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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系統亦可以設定症狀詞進行檢索，例如：設定腹瀉關鍵詞 

 

圖 三十一、設定關鍵字詞 

 

系統便可以表列腹瀉的聲量 

 

 

圖 三十二、相關聲量 

 

我們亦羅列了一些症狀詞：胃口不佳,全身疼痛,神經受損,打噴嚏,下背痛,

上呼吸道症狀,黏液軟便,出現幻覺,腸阻塞,食慾減退,皮膚發疹,分泌物排

出,厭食,水泡疹,煩躁不安,淋巴結腫脹,肌肉痛,嗜睡,淋巴結脹大,胃口差,

流鼻水,一個或多個唾液腺腫大且壓痛,呼吸困難,腹脹,敗血性休克,肌肉僵

直,發冷,皮疹,咽喉炎,神智迷惑,震顫,流鼻血,眼瞼下垂,壞死性筋膜炎,智

能不足,全身倦怠,膿皰,間歇性下痢,腹瀉,皮膚變黃,麻痺,夜間盜汗,嚴重

倦怠,腸胃道不適,皮膚潰瘍,肌抽躍,敗血病,關節疼痛,心臟衰竭,僵硬,高

燒,腦炎,乾咳,無痰性乾咳,結膜充血,心跳加快,肛門奇癢,化膿,多重器官

衰竭,腹部絞痛,呼吸急速,噁心嘔吐,咽喉肌肉痙攣,下痢,發熱,流膿,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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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紅斑丘疹,四肢與軀幹會有劇烈抽動,呼吸不適,惡寒顫,嚴重頭痛,心

內膜炎,複視,茶色尿, ,昏迷,手足末端缺損,臉部水腫,黃疸,意識紊亂,口

潰瘍,水皰,心肌炎,肛門瘙癢,水疱,脾臟腫大,心包膜炎,喉嚨出現一片片淺

灰色的薄膜,異物感,運動失調,腫脹,皮膚出現小結節,頸部淋巴腺腫脹,無

菌性腦膜炎,肝臟受損,扁桃腺炎(Tonsillitis),淋巴腫大,局部淋巴結腫脹,

鼻塞,肌肉疼痛,焦慮,肢體無力,體重不足,耳聾,鼻樑塌陷,記憶力衰退,栓

塞性血小板減少性紫斑症,皮膚斑點狀丘疹與出血,相對性心律減慢,眼睛變

黃,氣喘,惡寒,臉潮紅,疼痛,循環衰竭,顫抖,眼紅,食欲不振,點狀出血,關

節痠痛,胃痛,偏癱,頭皮發癢,不適,行為異常,肌肉無力,爪形手,虛脫,喉嚨

疼痛,頸部疼痛,缺氧,膿泡,脫水,高血壓,身軀出現紅疹,血小板降低,肌肉,

劇烈頭痛,低血壓,肚痛,鼻翼扇動,裏急後重,血便,疲勞,冷顫,癱瘓,牙關緊

閉,斑樣或丘狀樣紅疹,頭疼,便秘,失眠,支氣管炎,黑色的無痛潰瘍,侵襲性

細菌感染,聽覺障礙,畏光,眼部疼痛,膽管阻塞及發炎,排便疼痛,失明,紅腫,

盜汗,虛弱,喪失平衡感,吐血,脖子僵硬,倦怠,視覺障礙,寒顫,酸中毒,嘔吐,

全身肌肉痛,四肢潰爛,感覺遲鈍,胸痛,血痰,疹子,吞嚥困難,關節酸痛,呼

吸急促,凝血功能異常,紅丘疹,類流感,喉嚨發紅,黑便,手腳無力,出血性腹

瀉,哭泣微弱,全身性痙攣,皮膚疹,憂鬱,肥耳,瘀斑,不思飲食,嗜伊紅性白

血球增多,頭昏,中樞神經損傷,食慾不振,發紺,腎臟衰竭,耳痛,顏面神經麻

痺,畏寒,腹部痙攣,肝臟衰竭,全身出疹,口乾,咳血,吐痰,噁心,體重減輕,

咳痰,肝功能指數上升,水腫,關節痛,步態不穩,白血球降低,頸部僵硬,營養

不良,胸悶,皮膚出現紅色或白色斑塊,聲音嘶啞,身體不適,視力模糊,心跳

過速,觸痛,頸部僵直,腦室炎,呼吸衰竭,呼吸道閉塞,紅疹,腎衰竭,肌肉痠

痛,嗜酸性顆粒白血球增高,骨骼及關節疼痛,結膜炎,腹部不適,癲癇,發燒,

腸胃肝腎功能失常,意識不清,唾液分泌障礙,眼紅及口腔內出現白點,有毒

血症,淋巴結腫大,膿泡疹,高熱,後眼窩痛,全身不適,頭痛,疲倦,獅面,咯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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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節炎,咳嗽,眩暈,腦膜炎,水泡,休克,腮腺（耳下腺）腫大,抽搐,上腹部

隱痛,出血,肌肉酸痛,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間質肺炎,吸奶困難,腹痛,過敏,

腹部疼痛,鬚眉掉落,頭暈,神志不清,下消化道出血,流眼水,腸道阻塞,淋巴

腺腫脹,貧血,肝脾腫大,肝臟腫大,胸水多為草綠色或血性,全身性敗血症,

皮膚出現丘疹,意識改變,講話困難,瞳孔放大或無光反射,角弓反張,全身虛

弱,喉痛,麻木,昏眩,呼吸短促,肋間凹陷,腮腺疼痛, 嘔吐,喉嚨痛,出疹,牙

齦出血,出汗,腹部不舒服,活力不佳 

將跟症狀相關的關鍵詞放入系統的翻譯中，讓系統也能檢索到與症狀相關

的輿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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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入Twitter，增加社群媒體的資料來源，擴大資料蒐集的廣度 

 

     由於 Twitter 相對其他社群媒體(Facebook, Instagram)而言，更公

開，並能呈現全世界的各地的輿情資訊。近期有許多與新冠肺炎的相關研

究，也是以 Twitter 作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對象(如 Chen, 等人)[22] 在

2020 蒐集了 Twitter 上所有與 COVID-19 相關的資料集。 

為了能夠讓署內人員也能透過 Twitter 即時掌握全世界的疫情愈情訊息，

我們亦做了 Twitter 分析功能，讓使用者下關鍵字後可以即時蒐集與分析

Twitter 上的資料，作為分析上的參考。 

 

系統功能如下： 

點選 Twtitter 分析 

 

圖 三十三、Twitter 分析 

 

使用者可以點選新增分析後，輸入報表名稱、搜尋關鍵字、開始時間、結

束時間等條件。 

 

圖 三十四、設定 Twitter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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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便可以點選查看報表，檢閱搜尋到的資訊。 

 

 

圖 三十五、觀看 Twitter 分析報表 

 

報表上將呈現聲量分析，語系分析與意見領袖分析，好讓權責人員可以從

多個角度分析該事件。此外，下方會有相關文章列表，可以供使用者點閱

進去後查找原 Twitter 文章。使用者如有分析需求，可以點選下載文章，

便可以將所有資料以 CSV 形式打包所有資料。 

 

 

圖 三十六、Twitter 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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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所有與疾病相關之英文關鍵字加入Twitter搜尋範圍，蒐集全世界對法傳的相關輿情 

 

     使用者除了可以主動下關鍵字外，我們亦將目前疾管署網站上所列所

有法傳關鍵字翻譯成英文，並輸入到系統之中，使用者便可以在 Twitter 

搜尋功能列中搜尋到跟疫情相關之輿情。 

例如： 

在 Twitter 頻道下 COVID 關鍵字做搜尋 

 

圖 三十七、檢視 Twitter 相關輿情 

 

加入英文關鍵字如下表： 

表 三、加入法傳關鍵字 

語言 原傳染病名 翻譯傳染病名 

en 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 Hepatitis A 

en 漢生病 Leprosy 

en 漢他病毒症候群 Orthohantavirus 

en 德國麻疹 Rubella 

en 霍亂 Cholera 

 

 

原法傳關鍵字清單可見此網站(https://www.cdc.gov.tw/Disease/Index) 

https://www.cdc.gov.tw/Diseas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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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十八、法傳關鍵字清單 

 

根據查閱線上的統計資料 (Leading countries based on number of 

Twitter users as of April 2020, statis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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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十九、各國 Twitter 用戶數 

 

日本、印度、印尼、南韓、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都有相當多的

Twitter 用戶，這些國家可以使用 Twitter 的分析結果作為參考。 

而在加入 Twitter 以後，我們可以比較聲量的變化： 

首先設定關鍵字登革熱 

 

圖 四十、關鍵字設定 

 

接著觀察該關鍵字在國外疾管的文章數(時間區間設定為 2020/7/12 ~ 

2020/7/18) 

 

圖 四十一、相關聲量 

 



60 
 

系統對於 Google News新聞的蒐集量只有 315 篇 

因此改搜尋在 Twitter 的文章量 

先在社群設定中設置對於登革熱的觀察  

 

圖 四十二、Twitter 相關設定 

接下來觀看關於登革熱的相關聲量 

 

 

圖 四十三、Twitter 分析報表 

 

系統蒐集的總聲量總數高達 11,965 篇，聲量差異約有 3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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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呈現疫情資訊地點 

     將地理名詞從文章中提取出來後，我們即利用該地理資訊反查 

Google， 以取得地理的經度與緯度資訊，並將該資訊利用 leaflet 和 

javascript 將資料標注在 OpenStreetMap 上，使用者可以透過該地圖，即

可快速檢視國外疫情輿情的所在地。 

     使用者可以進到輿情系統中，點選進階分析，找到聲量地理分析選項。 

 

圖 四十四、聲量地理分析 

 

    進到聲量地理分析後，將頻道切換至國外疾管，並將關鍵字設為流感 

相關字詞，即可以瀏覽到該地理區域的聲量分析。 

       另外在熱詞分析中，也特別將關鍵字詞區分成人事時地物，可以根

據地理區域標籤觀察輿情相關的所在地。並增加中國新聞與中國疾病的聲

量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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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十五、聲量地理統計 

 

圖 四十六、熱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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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立可針對詞庫進行相關性分級，再計算每則輿情的相關性分數分類 

 

       由於輿情資料中常會混雜其他的雜訊，讓分析上變得較為複雜與困

難，而如果建立分析模型時，誤用雜訊資料，也會建立出偏誤的分析模型。

為了減少雜訊資料，我們因此需要針對輿情資料進行分級、分類。 

      根據署內人員的定義，目前的輿情可以簡單區分為"疫輿情分類"、"

聲量"、"疾病"、"國家"、"時間"共五個大標籤，每個疫情可以再根據定義

細分出類別與等級。以下為分類說明： 

 

表 四、分類說明 

大類 分類 說明 

監測 

傳染病事件 出現新增病例、死亡病例等事件 

群聚事件 出現病例群聚(聚集、outbreak、

cluster、接觸者感染)等事件 

病例定義 疾病的通報條件或確診條件 

風險評估 官方或專家評估當地感染、傳播風

險或未來疫情發展趨勢 

檢驗 篩檢、快篩、檢測、檢驗等資訊 

醫療 
疫苗 疫苗開發或接種資訊 

藥物 治療或預防藥物資訊 

防治 
社區管制 國家發布/解除各項封鎖、封城、

居家禁令、限聚、社區管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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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管制 國家發布/解除入出境限制、航班

限制 

旅遊管制 國家發布/解除旅遊建議 

停班/停課 國家發布/解除停班/停課 

 

表 五、疾病關注程度分類 

序位 分級 說明 

1 一、五類疾病 法定傳染病第一類及第五類疾病 

2 不明原因疾病 不 明 / 未 明 原 因 疾 病 (unknown 

disease)、不明 /未明原因死亡

(unknown death)、不明/未明原因

肺炎(unknown pneumonia)、不明/

未 明 原 因 腦 炎 (unknown 

encephalitis) 

3 重點疾病 流感、腸病毒、登革熱、茲卡、屈

公病、麻疹、德國麻疹等疾病 

4 其他疾病  

 

表 六、國家分類 

序位 分級 說明 

1 鄰近國家 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香港、澳

門 

2 東南亞及亞太地

區 

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馬來

西亞、新加坡、印度、澳洲、紐西

蘭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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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歐美地區 美國、加拿大、巴西、俄羅斯、德

義法英西等國 

4 其他地區  

 

表 七、時間分類 

序位 分級 說明 

1 近一日 近一日疫輿情 

2 近一週 近一週疫輿情 

3 近一月 近一月疫輿情 

 

表 八、聲量分類 

序位 分級 說明 

1 官方或專家 官方網站公布、衛生部門官員發

言、專家發言 

2 一般 一般政治人物/民眾發言 

3 不相關 非關疾病或疫情描述 

 

    分類方法如下： 

所有分類標籤共分為："疫輿情分類"、"聲量"、"疾病"、"國家"、"時間"

五個標籤。 

(1) 疫輿情分類共有三個標籤，分別是監測、醫療與防治。透過人

工閱讀方式將文章貼上分類標籤，產生適量訓練資料進行 SVM 分類

模型的訓練，使用 Precision、Recall、F1-score 三個模型評估指

標，挑選出最佳分類模型，該分類模型會根據新文章的內文做分類

貼標籤。 



66 
 

(2)  聲量共有三個標籤，官方或專家、一般政治人物/民眾發言、

不相關。方式與疫輿情分類一樣，透過模型分類貼標籤。 

(3) 疾病標籤是透過規則對照表做判斷，如法定傳染病第一類、第

五類疾病再對照表上是屬於一、五類疾病(1)，內文出現上述疾病名，

則給予 "疾病:1" ，其餘依此類推。 

(4) 國家標籤是透過規則對照表做判斷，如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香港、澳門在對照表上是屬於鄰近國家(1)，若內文出現以上國家名，

則給予 "國家:1" 標籤，其餘依此類推。 

(5) 時間標籤是根據程式執行當下的時間，與文章時間做計算，根

據規則對照表，差距一日內的文章給予 "時間:1"，其餘依此類推。 

 

分級分類方法我們分別比較三個方法，分別是 Naïve Bayes, SVM 與 BERT。

經評估後，發現 BERT 準確性最高，因此目前運用 BERT 建立好分類模型，

並將分類後的結果放置於國內疾管區 ，於每篇文章旁邊都有留下分級、

分類標籤(e.g. 疾病:1, 國家:3 等)，可以快速掌握輿情類別與分級。 

 

圖 四十七、疫情分級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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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立疫情輿情的分類模型，能夠過濾掉輿情雜音，只留下跟疫情真正相關的輿情訊息。 

 

在分類的時候，除了以上提到的"疫輿情分類"、"聲量"、"疾病"、"國家"、

"時間"五個分類外，如分類機率不超過個標籤的水平者，將不會標上標籤。

為了能夠讓即管人員看資料時，能更聚焦於不含雜訊的資料，我們另外建立

一名為國內疾管的分類。將目前所有國內來源的資料根據法傳疾病關鍵字篩

選出來，並套用 BERT 模型於資料上。如果資料有被分為之前所列之標籤者，

將置入該來源標籤中。 

如此便可以確認該分類標籤中只包含重要的資訊，如果權責人員要分析時，

只需要針對該來源頻道進行分析即可，另外可以訂閱警示，所以如果文章中

有包含 

 

 

圖 四十八、疫情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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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了能夠讓署內人員能夠運用R語言於署內的資料分析，我們將教授如何使用R並且融入

分析情境。 

 

為了培養疾管署同仁有資料分析、視覺化與建立儀表板的能力，今年

特開 R 語言相關課程：課程內容涵蓋 R 語言基礎、R 網路爬蟲、R 與資料

庫、R 與資料視覺化以及建立 R Shiny 儀表板的課程，並以新冠肺炎的資料

作為案例，讓同仁能夠學習如何使用 R 蒐集、清理、分析，最後視覺化新冠肺

炎資料。希望內部同仁能具備基礎工具使用能力與資料分析能力，

之後可以自行利用 R 語言建立分析模組與儀表板，將原本的工作自動化以

及數位化，期盼之後能自行從疫情數據中挖掘出更多價值。 

 

今年課程主軸為：R 語言基礎、R 網路爬蟲、R 與資料庫、R 與資料視

覺化以及建立 R Shiny 儀表板。 

 

本課程目的在於降低初學者的學習門檻，也期望能減少專業使用者的

程式撰寫時間。課程內容從 R 軟體基本概念與資料整理/組織切入， 著重

資料的理解與基本編程觀念的建立，以整合式開發環境 R Studio 進行實

機操作。 

 

為了能讓同仁充分吸收課程內容，上課時間規劃為每次三小時，授 

 

課日期自 109 年 6 月 24 日至 109 年 9 月 23 日。 

 

 

 



69 
 

 

課程日期 星期 課程時間     時數 內容                       地       點  

6月24日 三   14:00-17:00 3 R 語言基礎 (一)             1樓會議室 

7月1日  三   14:00-17:00 3 R 語言基礎 (二)             2樓訓練教室 

7月8日  三   14:00-17:00 3 R 與敘述性統計               2樓訓練教室 

7月15日 三   14:00-17:00 3 R 與網路爬蟲(一

）            

 2樓訓練教

室 

7月22日 三   14:00-17:00 3 R 與網路爬蟲（

二）           

2樓訓練教室 

7月29日 三   14:00-17:00 3 R 與資料操作 - 

簡介 dplyr    

 2樓訓練教

室 

8月5日  三   14:00-17:00 3 R 與資料操作 - 

簡介 tidyR    

 2樓訓練教

室 

8月12日 三   14:00-17:00 3 R 與資料庫操作                2樓訓練教

室 

8月19日 三   14:00-17:00 3 R 與資料視覺化 

- GGPlot2 簡介 

 2樓訓練教

室 

8月26日 三   14:00-17:00 3 R 與資料視覺化 

- Plotly 簡介 

 2樓訓練教

室 

9月2日  三   14:00-17:00 3 R Shiny 面板 (

一)           

 2樓訓練教

室 

9月9日  三   14:00-17:00 3 R Shiny 面板 (

二)           

 2樓訓練教

室 

9月23日 三   14:00-17:00 3 R 與時間序列分

析 (一)        

 2樓訓練教

室 

9月30日 三   14:00-17:00 3 R 與時間序列分

析 (二)        

 2樓訓練教

室 

 

圖 四十九、課程課綱 

 

透過 14 天的教學內容，我們討論了如何使用 R 處理資料、整理資料

與分析資料的觀念，並懂得該如何建立 R 分析儀表板，甚至建立時間序列

分析模型預測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 

課程時間 時數 課程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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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十、新冠肺炎儀表板 
 

在時間序列模型的建立中，我們介紹了如何使用 Arima, Prophet, 

RandomForest 以及 GradientBossting 等方法建立時間序列模型全世界預

測新冠肺炎的總確診人數。更進階將時間序列分析成果呈現於 Shiny 儀表

板上。讓署內分析人員能夠自行建立預測分析儀表板，預測新冠肺炎與其

他疾病的確診人數。 

 

圖 五十一、時間序列分析儀表板 

 

於課程結束後，亦舉辦了期末測驗，考試題目涵蓋所有課堂上教學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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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希望同仁能使用所學知識，建立分析儀表板：

（https://github.com/ywchiu/cdc_course/tree/master/2020Exam）題

目如下圖所示： 

 

 

圖 五十二、期末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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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評估並比較不同分類模型，選出最好的篩選器 

 

為了能夠區別哪個演算法能夠更準確對輿情進行分級、分類，我們使

用了 Naïve Bayes, SVM, 與 BERT 比較各演算法(可以參考資料分析的部分)

的分類精準度。訓練資料集是透過人工閱讀方式將文章貼上分類標籤，產

生適量訓練資料進行 SVM 分類模型的訓練，使用 Precision、Recall、F1-

score 三個模型評估指標，挑選出最佳分類模型，該分類模型會根據新文

章的內文做分類。 

資料集 

放 置 於 以 下 連 結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qXQJHvOvDulv83WKXhvXIrMjciZPgDw/

view 

資料時間: 2020/07/27 ~ 2020/08/27 

標記資料總筆數: 280,291筆 

1. 疫輿情分類方式： 

  * tag1: 大類 

  * tag2: 分類 

 

疫輿情分級方式： 

  (1) 疾病關注程度： 

  * code_2_1 

      1: 一、五類疾病   (法定傳染病第一類及第五類疾病) 

      2: 不明原因疾病   (不明/未明原因疾病(unknown disease)、 

                       不明/未明原因死亡(unknown death)、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qXQJHvOvDulv83WKXhvXIrMjciZPgDw/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qXQJHvOvDulv83WKXhvXIrMjciZPgDw/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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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未明原因肺炎(unknownpneumonia)、 

                       不明/未明原因腦炎(unknown encephalitis)) 

 

      3: 重點疾病   (流感、腸病毒、登革熱、茲卡、屈公病、麻疹、

德國麻疹等疾病) 

      4: 其他疾病 

 

  (2) 國家： 

  * code_2_2 

      1: 鄰近國家   (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香港、澳門) 

      2: 東南亞及亞太地區   (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

亞、新加坡、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國) 

      3: 歐美地區   (美國、加拿大、巴西、俄羅斯、德義法英西等

國) 

      4: 其他地區 

 

  (3) 時間： 

  * code_2_3 

      1: 一日內 

      2: 一週內 

      3: 一月內 

 

  (4) 聲量： 

  * code_2_4 

      1: 官方或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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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般政治人物/民眾發言 

      3: 不相關 

 

表 九、標記資料範例 

欄位名稱 內容 

tag1 ['醫療', '監測'] 

tag2 ['風險評估', '疫苗'] 

code_2_1 ['4'] 

code_2_2 ['4'] 

code_2_3 ['1'] 

code_2_4 ['3'] 

author 
 

author_id 
 

cat ['生活新聞'] 

channel_id news 

comment_count 0 

comments [] 

content 

新冠肺炎恐在秋冬捲土重來，而秋冬也是流感季節。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今年流感疫苗已經採購完畢，共計

604 萬劑，可供 25%的民眾施打，已經能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至

於感冒症狀，指揮中心也會修訂通則，給予醫師可靠的評估做法。 

country_list [] 

ctype ['生活新聞'] 

dislike_count 0 

domain match.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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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_list ['新冠肺炎'] 

filter_data ['流感', '疫情', '疫苗', '肺炎'] 

id 00fe9ee1-edf3-5c9a-b840-9cbac829792d 

ik_keywords ['秋冬', '疫苗採購', '可供'] 

ik_keywords_no

un 

['秋冬', '已經', '疫苗採購', '可供', '施打', '流感', '陳時

中', '民眾'] 

ip 
 

lat_lon 
 

like_count 0 

location 
 

meta_descripti

on 

新冠肺炎恐在秋冬捲土重來，而秋冬也是流感季節。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今年流感疫苗已經採購完畢，共計

604 萬劑，可供 25%的民眾施打，已經能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至

於感冒症狀，指揮中心也會修訂通... 

meta_image http://124.29.140.185:80/display?img=372737 

meta_keywords 

['生活', '生活新聞', '生活頭條新聞', '最新生活新聞', '新聞

', 'match', 'match 生活網', 'match生活'] 

meta_title 

電腦版 | 流感疫苗採購完畢  陳時中：可供 25％民眾施打 | 生

活新聞 | 20200826 | match 生活網 

metadata_img 

metadata_video

s [] 

name_list [] 

negative_push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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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ual_pushs 0 

organ_list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ori_type ['生活新聞'] 

person_list ['陳時中'] 

place_list [] 

positive_pushs 0 

reply_count 0 

share_count 0 

source match 

title 流感疫苗採購完畢  陳時中：可供 25％民眾施打 

tm 1598422920 

tm_crawler 1598423561 

type ['生活新聞'] 

url http://m.match.net.tw/mi/news/life/20200826/5462744 

video_src 
 

 

分類模型評估 

我們使用 Precision , Recall 與 F1-Score 綜合評比四個模型(SVM 分為 

SVM Linear 與 SVM RBF)的效果，最後以 Weighted Average 呈現以下評比

結果。 

TP = 真陽性，預測為 Positive且預測準確 True 

TN = 真陰性，預測為 Negative且預測準確 True 

FP = 偽陽性，預測為 Positive但預測錯 False 

FN= 偽陰性，預測為 Negative但預測錯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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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ll(召回率) = TP/(TP+FN)，為真的情況下，有多少被正確判斷出來 

Precision(準確率) = TP/(TP+FP)，判斷為真的情況下，有多少是真的真 

F1-score = 2 * Precision * Recall / (Precision + Recall)，為 Precison 

與 Recall 的調和平均數 

表 十、評估分數比較  
Precision  Recall F1-

Score 

Naïve Bayes 0.812 0.792 0.802 

SVM Linear 0.865 0.828 0.846 

SVM RBF 0.843 0.812 0.827 

BERT 0.928 0.893 0.91 

 

 

12. 建立一分析儀表板，陳列輿情與疫情的交叉分析結果 

 

為了能夠呈現疫情現況與輿情現況，我們做了一個儀表板，希望能夠

在上面同時陳列兩著的交叉分析結果。儀表板呈現以下資訊： 

 

1. 疫情地圖 

透過 Leaflet 在 OpenStreetMap 上將各地發生的疫情資訊，同時陳列

在地圖上，讓使用者透過地圖能一目瞭然，各國(以國家為單位)的個疫情

次數，一目瞭然各國的疫情延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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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十三、疫情地圖 

 

使用者可以透過右下角的選單，切換今天要觀看的疫情資料與輿情資

料。 

 

 

圖 五十四、疫情選單 

 

儀表板的右上方陳列疫情的總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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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十五、儀錶板下方則陳列疫情與輿情數量的比較 

 

 

圖 五十六、疫情數據與輿情聲量比較 

最後隨使用者點選國家，便可以看到當日該國家人氣最高的輿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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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十七、熱門輿情檢視 

 

透過儀表板，我們即可綜合評估疫情與輿情的反應，希冀可以透過交

叉分析，能利用輿情觀測各國的對疫情的反應，另外可以了解在不同疫情

下，各國民眾的真實感受。 

 

國內疫情地圖 

 在國內疫情方面，由於系統有涵蓋多數台灣媒體的資料源，因此在地

圖呈現上，我們得以透過國內使用者的發言 IP 位置或是文章中提及的地點

將輿情訊息繪製成地圖。 

使用者可以在設定關鍵字（例如：設定 COVID19 關鍵字包含新冠肺炎

與武漢肺炎）後，進入到「進階分析」中的「聲量地理分析」，便可以在

系統下方直接看到各地的聲量統計。 

 
聲量地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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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系統會隨著發文者所在之 IP 與提及地點，將輿情標記於地圖上。 

 

聲量地理分析地圖 

即可以看到台灣各地對輿情的討論。之後再綜合疫情資訊，即可以觀

察該地討論聲量高時，染疫人口是否隨之增加。 

 

技術移轉教育訓練 

為了能夠順利技轉儀表板至署內系統，我們在 2020/12/08 上午十點於

疾管署二樓教育訓練教室舉辦教育訓練，介紹如何搭建該儀表板，並針對

該儀表板的內容進行說明與講解，系統架構如下圖所示，相關投影片內容

可以參考附件五。 

 

儀表板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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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 

1. 以輿情系統分析近期 COVID事件 

    我們透過輿情分析各國對 COVID 的討論，來探討何時各國對新冠肺炎

真正產生警覺，真正投入防疫的工作。首先我們先於系統設定相關關鍵字。 

關鍵字群組設定為 COVID19  ，下面包含 COVID-19, 新冠肺炎, 武漢肺炎等

相關關鍵字。 

 

圖 五十八、設定相關關鍵字 

    首先先針對國內新聞的聲量進行分析，我們將頻道設定為「新聞」、

時間點設定為 2019-12-30 ~ 2020-01-31  

 

圖 五十九、設定來源與時間區間 

 

     從聲量圖表的分析中可以發現，聲量的起源源於 1/20，這時國內輿論

便開始對武漢肺炎有相當的警覺性，這段期間便累積 41,013 篇主文與

157,206則評論。代表相關新聞也引起許多網民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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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十、聲量分析 

 

     接者分析國內論壇關於 COVID-19 的討論，因此我們將頻道切換為 PTT、

臉書、論壇與部落格，此時便可以發現所有的主文有 21,703 篇，相關討論

有 1,906,203則，代表這件事件已經引起國內不小的恐慌。 

 

 

圖 六十一、疫情初期輿情 

 

     而將頻道切換為「國外疾管」，便發現當時國外的新聞對 COVID19 的

討論才累積 133 篇，很顯然對於新冠肺炎並沒有諸多的感覺。而聲量在

1/28 到達高峰，很明顯國外對新冠肺炎的關注度遠低於台灣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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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十二、疫情初期國外輿情 

 

     因此將事件時間拉到 3 月底，則發現國外真正關注新冠肺炎的高峰是

在 3/24，而把當時的新冠肺炎各國的人數排名拉出來分析。發現在 3 月底

的時候，美國的確診人數在 3/26 正式超越中國第一名的位置，因此引起了

外國媒體的注目，西方國家才開始警覺事態嚴重，積極部署防疫相關事宜。 

 

圖 六十三、三月中疫情輿情 

 



85 
 

 

圖 六十四、2020/3/25 疫情數量排行 

 

 

圖 六十五、2020/3/26 疫情數量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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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國內輿情卻顯現截然不同的樣子，自 1/30 後，新聞媒體每天都大力報導

關於新冠肺炎的新聞，所以關於新冠肺炎的搜尋一直維持在高峰，而因為

大多新聞會在週間報導，所以 1/30 後的新冠肺炎主文即呈現一個帶狀趨勢：

週一到週五的主文量最高，六日因為休假而隨之降低。 

 

圖 六十六、國內新聞走勢 

 

而除了分析輿論外，我們亦可以使用 Google Trends 做使用者行為分析。

首先先分析台灣對新冠肺炎、武漢肺炎與 COVID-19 的相關搜尋，發現台灣

在 2月初，民眾即開始對新冠肺炎的議題，有諸多相關的搜尋。 

 

圖 六十七、新冠肺炎的 Google Trends 趨勢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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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分析全球對新冠肺炎的搜尋，發現其實國外的搜尋高峰亦出現於

3/22 ~ 28 那個時間區間。 

 

圖 六十八、新冠肺炎的 Google Trends 趨勢(全世界) 

 

而分析 Twiiter 的資料，這邊放入對 52個症狀詞的搜尋結果，即可發現在

4/15 號以後，開始有很多人出現跟 COVID-19 相關的症狀，而確診人數也

超過 200萬人，造成全球大流行。 

 

圖 六十九、新冠肺炎的 Twitter 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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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 Twitter 輿情 Google News與疫情數據 

為了能夠方便比較疫情、Twitter 與 Google News 所提供的資料，我們以

3月當作起點，取得 3 月到 10 月的 Twitter 、疫情(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與 Google News 的新聞數據，希望能用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觀察數據

間的關係。 

Twitter 資料 

      我們先利用網路爬蟲取得 Twitter 3 月到 10 月的輿情數據(以下為

Twitter 數據的範本 )。每一則 Tweet 都包含 : author (作者 ), 

author_id(作者 ID), author_screen_name (顯示名稱), cat(類別), 

comment_count(回覆數), ctype(類別), domain(網域), general_url(連

結), id(編號), like_count(按讚數), ori_type(類別), share_count(分

享數), source(來源), title(標題), tm(時間), tm_crawler(爬取時間), 

type(類別), url (連結)。   

 

圖 七十、Twitter 資料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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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著 ， 我 們 可 以 根 據 輿 情 的 聲 量 數 字 繪 製 成 聲 量 圖 。

 

圖 七十一、Twitter 聲量高峰 

     在聲量圖中，可以發現推文數一開始的高點出現在 5/15 左右，最高峰是出

現在 10/1。 

     由於數據每天都有動盪，因此我們取 21 日平均線 (三週)，取得資料的平

滑線。 

 

圖 七十二、Twitter 的平均移動線 

 

    我們以三週平滑線作為標準，可以看出有三個坡段，民眾對新冠肺炎的討論

量比較高，時間分別在五月初，六月底與十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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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十三、Twitter 的平均移動線分析 

 

Google News資料 

      GDELT 涵蓋全球新聞(Google News)的資料，為 Google News 的整合版本，

因此我們可以利用該數據觀察官方與媒體對新冠肺炎的反應。資料包含以下四個

欄位：time(時間), url (連結), title(標題), content(內容)。   

 

圖 七十四、GDELT 資料範例 

 

       接著，我們可以根據輿情的聲量數字繪製成聲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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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十五、GDELT 聲量變化 

 

      很明顯的新聞的報導量只有一開始隨歐美疫情事件高漲時相當高，隨後因

大量報導相關新聞後，各國的媒體報導聲量也隨之放緩，即使各國在 10 月底相繼

祭出封城手段，但是新聞的播報量卻也沒有隨之增加。另外，由於媒體通常都在

都週間報導量比較大，週末時報導量比較少，因此聲量呈現帶狀情況。   

疫情資料 

      我 們 抓 取 約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學 所 提 供 的 新 冠 肺 炎 數 據

(https://github.com/CSSEGISandData/COVID-19)。並將數據依每日新增跟累積

數量繪製成統計圖。   

 

圖 七十六、每日新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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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十七、累積數量圖 

      從累積數量看，每日的確診數量呈現指數上升，因此我們關注在每日新增

確診數，但由於每日新增確診數都會有些波動，因此我們亦將數據取 21 日(三週)

移動平均。   

 

圖 七十八、每日新增確診數與移動平均 

      從數據上可以發現疫情也在 3 月, 5~7 月 與 10月以後開始有明顯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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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十九、每日新增確診數與移動平均分析 

計算 Twitter 的數據與疫情的數據，發現兩者的相關性為 0.311，表現低度相

關，但是兩者數據突破三週移動平均線的走勢類似，代表當地疫情數量增加速度

增加時，Twitter 的數據也會有所增加。然而 Google News卻顯示新聞對後來疫情

高漲的反應較小，代表只有一開始疫情爆發時，所有的媒體會對突發事件有較大

的反應，但隨後可能因為避免民眾對類似報導反感，因而減少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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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資料來源比較 
。 

為了進一步分析同一個主題於不同來源的聲量變化，我們比較了新冠肺炎

Covid19, 登革熱(Dengue)、流感(Flu, H1N1)在 Google Trends(全球)與 Google 

News (全球)的相關度。 

COVID19 

我們首先比較 COVID19 於 Google Trends 與 Google News 近三個月的聲量

(2020/09/19 ~ 2020/12/09)變化。發現兩個指數的走勢相當接近。 

 

 

接著分析兩者的相關係數，發現 Google Trends 與 Google News 的相關係數

只有 0.119，但如果將 Google News 的指數往前推三天，則兩者的相關係數高達

0.235，看似 Google Trends到達高峰後，新聞才有相關報導。將 Google News 指

數前移三天與 Google Trends 的比較如下圖所示，可以發現兩個指數幾乎都在同

時走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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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 

登革熱在 Google Trends 與 Google News 的表現數字就比較不接近，經計算

過兩個指數的相關係數後，兩者的相關係數為 0.175。但將 Google News 指數往後

推一天以後，相關係數將高達 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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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Flu) 

在流感的走勢上，兩者相當接近，相關係數高達 0.566，而如果將 Google 

News 指數往前推四天，則相關係數高達 0.633。 

 
 

 

流感(H1N1) 

改查詢 H1N1，Google Trends 與 Google News 的指數也相當接近，相關係數

高達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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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 Google Trends 與 Google News 具有中度的關聯性，據

推測可能是民眾一開始會有查詢該疫病關鍵字的行為，然後新聞才開始會報導相

關新聞，代表 Google Trends 有一定的能力可以預測事件是否會發生。不過有些關

鍵字組相關性比較高，有些關鍵字組相關性比較低，因此在利用於情數據分析疫

病時，需要依不同關鍵字及其歷史相關性，進行不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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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實訊息分析- 以 covid19 為例 
 

不實假新聞的傳遞製造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錯誤的流言更可能損害人

民的健康。根據“由新冠病毒（COVID-19）防疫機制談假新聞防制”(葉乃靜, 

2020)，不實的訊息來源包括個人、網軍（劉致昕,2019）、內容農場，亦可能來自

於新聞媒體與公部門(王怡蓁, 2018)。代表除了一些個人惡意行為外，媒體亦有可

能散佈帶有偏頗或錯誤訊息的言論。為了更能了解不實訊息的傳遞與延燒程度，

我們以「全球首例官方認證 俄國衛生部指武漢肺炎是人工病毒」拆解當時指稱武

漢肺炎是人工病毒的不實謠言是如何傳播的。 

首先，我們在系統中設定關鍵字，包含”(武漢肺炎 OR 新冠肺炎) AND 俄羅

斯 AND 人工 “ 的關鍵字組合 

 

接著，我們搜尋 2020/02/13 ~ 2020/02/27 這兩個星期的時間區間，觀察當時

的聲量變化圖。 

 

即可以發現，最早在 2020/02/19 的時候，就有一篇文章討論俄羅斯指稱武漢

肺炎為人工製造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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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此篩選出當天的文章做閱覽(https://www.peoplenews.tw/news/d84701fd-

c924-4149-8799-91909dd9a5f1)，即發現當時民報便有一專欄作家洪博學，在文章

中即指出武漢肺炎為人工製造的。 

 

該文章段落如下，「因此，2 月 3 日，俄羅斯《真理報》刊登出，俄羅斯衛生

部的內部文件證明，經過俄羅斯科學家第一手調查報告，刊登的名為，「預防，

診斷，治療新冠病毒肺炎」，論文中指出，發生在武漢的肺炎病毒屬於人工合成」 

 

當時即開始有武漢肺炎為人工製造的討論，但因為民報並非主流媒體，因此

也沒有人對這篇文章有太多的關注與討論，因此在聲量圖上，會發現下面並未有

任何討論聲量(藍色柱狀圖)。 

但改觀察 2020/02/21 當天的討論串，可以發現當天有 23 篇文章，累積了 452 

篇推文，可以從中發現當天的文章的確有受到廣大網民的迴響。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d84701fd-c924-4149-8799-91909dd9a5f1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d84701fd-c924-4149-8799-91909dd9a5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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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即細究當天的主文內容，即可以發現當天 9:13 時，信傳媒便開始發

佈一篇文章題目為「全球首例官方認證 俄國衛生部指武漢肺炎是人工病毒」，內

容指稱根據俄羅斯衛生部於 2月 11日的研究，武漢肺炎是人工宗組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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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傳媒平台上的回應雖然比較稀少，但是因爲該文章有被轉貼至 Line，而

Line Today 的閱讀量相當驚人(根據 Line Today 官方說法，一天可以達到 4,000

萬人次曝光)，因此該篇文章引起民眾紛紛發起迴響。而該篇文章不只轉傳到 Line 

以外，也傳到 Yahoo 等高流量平台上。 

然而雖然部分民眾相信這則謠言，但是也有民眾於當天 12:11 分闢謠 ，要大

家記得查證新聞，俄國文件只說推測而已。 

 

然而雖然有民眾闢謠，但是媒體只要發現在各大平台有熱門文章出現，根本

不會盡查核之責，開始大肆照抄報導。因此新頭殼 newtalk、自由時報、三立、民

視、TVBS從當天 13:05 分後，一直接力報導下去。 

 

代表只要有一家媒體開第一槍後，剩下的媒體就不會盡查核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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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重新去檢視信傳媒的那篇文章，可以見到該作者為鄭國強，根據“《信

傳媒》鄭國強引起的「俄國確認病毒是人工合成」之亂”引述，鄭國強並未盡到

查核之職，因此才引起這一波不實訊息之亂。 

 

 

  



103 
 

(五) 結論與建議 

以今年的新冠肺炎事件的研究來看，輿情能在疫情預防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例如，可以在疫情真正爆發之前吸引當局對特定事件的注意、了解民眾對公衛政策的

想法、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甚至可以利用輿情建立模型預測疫情數據。因此如果

能持續追蹤各個來源的疫情資訊 ，對疫情防範與提前部署皆有正面的助益。 

 

但在蒐集輿情訊息時，往往輿情訊息帶有很多的雜訊，如何能夠過濾掉這些雜訊，

只留下真正有用的數據，便會是在分析時的一大挑戰。往後如能更精進分類規則，利

用建立分類模型行資料篩選，將可有望過濾掉大部分不重要的訊息，讓我們能夠建立

精準的預測模式，以達警示或預測之效用。然而輿情訊息的蒐集還是會因為地域與語

言有很大的局限性，這次分析多半使用 Twitter 與 Google News (GDELT)等數據，只能

掌握歐美國家人民的態度與看法，如果要針對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疫情做分析，資料來

源與語言的限制依然是待解決的難題。 

 

從疫情數據、Twitter、Google News、Google Trends等數據比較，可以發現雖然

輿情類的數據比較無法分析出與疫情數據的強烈相關性，但可以看出各國政府應對疫

情的速度跟時間，從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由於台灣在防疫上較歐美國家提前，因此

較能夠防範疫情的流行。而歐美國家一則是國家人民對疫情的輕視，加上國家部署較

慢，導致這一次爆發疫情大流行，嚴重傷害人民國家與各國經濟，是未來各國家在防

疫時須記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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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根據計畫的規劃下，我們這今年完成了以下成果： 

⚫ 監控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之新聞資料 

⚫ 建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多語系同義字典 

⚫ 翻譯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寮國等國之外文文章 

⚫ 將所有法傳關鍵字加入輿情平台，完善對疫病輿情的訊息蒐集 

⚫ 加入 Twitter，增加社群媒體的資料來源，擴大資料蒐集的廣度 

⚫ 將所有與疾病相關之英文關鍵字加入 Twitter搜尋範圍，蒐集全世界對法傳

的相關輿情 

⚫ 為了能夠讓署內人員能夠運用 R語言於署內的資料分析，我們將教授如何使

用 R並且融入分析情境 

⚫ 呈現疫情資訊地點 

⚫ 建立可針對詞庫進行相關性分級，再計算每則輿情的相關性分數分類 

⚫ 建立疫情輿情的分類模型，能夠過濾掉輿情雜音，只留下跟疫情真正相關的

輿情訊息 

⚫ 評估並比較不同分類模型，選出最好的篩選器 

⚫ 建立一分析儀表板，陳列輿情與疫情的交叉分析結果 

    本計畫在第四年的目標中，已增加國際新聞與 Twitter 等國際社群媒體的來

源網站，並增加系統對外文的搜集、處理、分析的能力。而透案例分析，已可知道透

過輿情系統與視覺化，我們便可以快速掌握全世界疫情正在爆發的地區，有利於在疫

病爆發前，讓政府機構能夠提前部署。而為了能夠更近一步減少雜訊，我們於今年針

對疫情輿情進行分級、分類，希望能夠減少自動化系統所蒐集到的雜訊，減少權責人

員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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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當疾管署可以運用該系統，有效的探勘非文字資料，能夠更快速、全面探

勘出具威脅的疫病訊息源，發展出一全面性的疫情預警與防堵平台，讓權責人員能透

過自動且系統化的方式，防堵疫情，保護國民健康，維持社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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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cdc.org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dc 大陸 

ahcdc.cn 安徽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dc 大陸 

http://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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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wst.gov.cn 四川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cdc 大陸 

 

 

nxws.gov.cn 

寧夏回族自治區衛生和計劃生

育委員 

會 

 

 

cdc 

 

大陸 

nmg.gov.cn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門戶網站 cdc 大陸 

moa.gov.cn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 cdc 大陸 

hainan.gov.cn 海南省人民政府 cdc 大陸 

cdc.zj.cn 浙江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dc 大陸 

fjhfpc.gov.cn 福建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cdc 大陸 

jl.gov.cn 吉林省人民政府 cdc 大陸 

hebwst.gov.cn 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cdc 大陸 

hbcdc.cn 湖北疾控 cdc 大陸 

chinacdc.cn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dc 大陸 

xinhuanet.com 新華網 chinanew

s 

大陸 

sina.com.cn 新浪台灣 chinanew

s 

大陸 

wsj.com 華爾街日報(中國) chinanew

s 

香港 

 

nikkei.com 日本經濟中文網 chinanew

s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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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daily.com 解放网 chinanew

s 

大陸 

huanqiu.com 环球网 chinanew

s 

大陸 

ftchinese.com ＦＴ中文網 chinanew

s 

大陸 

guancha.cn 观察者网 chinanew

s 

大陸 

chinanews.com 中国新闻网 chinanew

s 

大陸 

people.com.cn 人民網報 chinanew

s 

大陸 

facebook.com 臉書 fans 台灣 

wsj.c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oreign 國際 

washingtonpost.

com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國際 

nytimes.com 紐約時報 foreign 國際 

latimes.com Los Angeles Time foreign 國際 

pia.gov.ph PIA foreign 國際 

economist.com 經濟學人 foreign 國際 

bbc.com BBC foreign 國際 

antaranews.com 安塔拉新聞 foreign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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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or.jp NHK foreign 國際 

bloomberg.com 彭博新聞社 foreign 國際 

pcdvd.com.tw ＰＣＤＶＤ數位科技討論

區 

forum 台灣 

mobile01.com Mobile01 forum 台灣 

jkforum.net 捷克論壇 forum 台灣 

gamer.com.tw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 forum 台灣 

eyny.com 伊莉討論區 forum 台灣 

dcard.tw DCARD forum 台灣 

cool3c.com 癮科技 forum 台灣 

ck101.com 卡提諾論壇 forum 台灣 

sogi.com.tw SOGI 手機王 forum 台灣 

wealth.com.tw 財訊 news 台灣 

twreporter.org 報導者 news 台灣 

thenewslens.com 關鍵評論網 news 台灣 

tvbs.com.tw TVBS 官方網站 news 台灣 

 

theinitium.com 端傳媒 news 台灣 

setn.com 三立新聞網 news 台灣 

upmedia.mg 上報 news 台灣 

udn.com 聯合新聞網 news 台灣 

pts.org.tw 公視 news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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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o.org PeoPo 公民新聞 news 台灣 

nexttv.com.tw 壹電視 NextTV news 台灣 

ttv.com.tw 台視 news 台灣 

technews.tw TechNews 科技新報 news 台灣 

people.com.cn 人民網 news 大陸 

newsmarket.com.t

w 

上下游 News&Market 新聞

市集 

news 台灣 

newtalk.tw 新頭殼 newtalk news 台灣 

kairos.news 風向新聞 news 台灣 

pansci.asia PanSci 泛科學 news 台灣 

moneydj.com MoneyDJ 理財網 news 台灣 

gvm.com.tw 遠見雜誌 news 台灣 

ltn.com.tw 自由時報電子報 news 台灣 

gamme.com.tw 卡卡洛普 Gamme news 台灣 

ftv.com.tw 民視ＦＴＶ news 台灣 

eracom.com.tw 年代電視台 news 台灣 

ebc.net.tw 東森電視 news 台灣 

chinatimes.com 中國時報 news 台灣 

www.digitimes.co

m.tw 

電子時報 news 台灣 

turnnewsapp.com 時報週刊 news 台灣 

http://www.digitimes.com.tw/
http://www.digitim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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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space.com Duda news 台灣 

crntt.com 中國評論新聞 news 台灣 

ctv.com.tw 中視 news 台灣 

cdnews.com.tw 中央網路報 news 台灣 

businesstoday.co

m.tw 

今周刊 news 台灣 

commonhealth.com

.tw 

康健雜誌 news 台灣 

cnyes.com cnYES 鉅亨網 news 台灣 

 

epochtimes.com.t

w 

台灣大紀元 news 台灣 

cctv.com 央视网 news 大陸 

e-info.org.tw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news 台灣 

bcc.com.tw 中廣 news 台灣 

businessweekly.co

m.tw 

商業周刊 news 台灣 

asahichinese-

f.com 

朝日新聞中文網 news 台灣 

appledaily.com 蘋果日報 news 台灣 

agriharvest.tw 農傳媒 news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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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tw.com 台灣醒報 Awakening News 

Networks 

news 台灣 

yahoo.com Yahoo news 台灣 

storm.mg 風傳媒 news 台灣 

nownews.com NOWnews 今日新聞 news 台灣 

hinet.net HiNet news 台灣 

my-formosa.com 美麗島電子報 news 台灣 

yam.com yam 蕃薯藤 news 台灣 

udn.com 經濟日報 news 台灣 

twse.com.tw 公開資訊觀測站 news 台灣 

line.me line news 台灣 

cw.com.tw 天下雜誌 news 台灣 

cts.com.tw 華視全球資訊網 news 台灣 

cna.com.tw 中央社 news 台灣 

ptt.cc 批踢踢實業坊 ptt 台灣 

weibo.com 微博 weibo 大陸 

youtube.com Youtube youtube 台灣 

wxhk.org 香港地下天文台  台灣 

will-news.info willnews 分享健康  台灣 

wednesdayjournal

.net 

WednesdayJournal  香港 

zytzb.gov.cn 中國統戰部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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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s.com.cn 海峽之聲網  大陸 

yicai.com 第一财经  大陸 

vietnamplus.vn Vietnam+  大陸 

 

sina.com.cn 新周刊的博客 大陸 

verywed.com veryWed 非常婚禮 台灣 

ukrinform.org 烏克蘭國家通訊社 國際 

taiwan368.com.t

w 

中國時報_台灣 368 品味生活 台灣 

yna.co.kr 韩联社 大陸 

ydn.com.tw 國防部青年日報社 台灣 

udn.com 聯合影音 台灣 

tsrus.cn 俄罗斯新闻 大陸 

yahoo.com Yahoo 股市 台灣 

sina.com.cn 徐静蕾的博客 大陸 

yam.com 蕃新聞 台灣 

travelrich.com.

tw 

旅遊經 台灣 

yahoo.com 雅虎香港 香港 

teepr.com TEEP 亮新聞 台灣 

xzwjw.gov.cn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陸 

jl.gov.cn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陸 



128 
 

williamlong.inf

o 

月光博客 大陸 

yahoo.com Yahoo 奇摩理財 台灣 

techbang.com Ｔ客邦 台灣 

wenweipo.com 香港文匯網 香港 

yahoo.com.tw Yahoo 奇摩汽車機車 台灣 

sohu.com 搜狐-谢国忠 大陸 

unwire.pro UNWIRE.PRO 香港 

walkerland.com.

tw 

WalkerLand 窩客島 台灣 

shzfzz.net 上海政法综治 大陸 

twmotor.com.tw 超越車訊官方網站 台灣 

stheadline.com 頭條日報 香港 

tvb.com TVB 討論區 台灣 

gd.gov.cn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陸 

sh.gov.cn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陸 

worldjournal.co

m 

世界新聞網 大陸 

 

sputniknews.cn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大陸 

tssdnews.com.tw 台灣新生報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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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dingday.com.

tw 

WeddingDay 好婚市集 台灣 

sheitc.gov.cn 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 大陸 

toutiao.com 今日头条 大陸 

sofree.cc 香腸炒魷魚 台灣 

thestandnews.co

m 

立場新聞 香港 

voachinese.com 美國之音 大陸 

singpao.com.hk 成報 香港 

techapple.com TechApple 香港 

sohu.com 徐静蕾的博客 大陸 

seozac.com SEO 每天一贴 大陸 

sohu.com 搜狐-時尚先生 大陸 

urcosme.com UrCosme 台灣 

synergy-edu.com synergy 台灣 

scmp.c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香港 

twitter.com Twitter 國際 

81tech.com 国防科技网 大陸 

tnews.cc 台灣新聞網 台灣 

scwjxx.cn 四川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 大陸 

sohu.com 搜狐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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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goo.com 玩股網 台灣 

turnnewsapp.com 翻報 台灣 

takungpao.com.h

k 

大公網 香港 

thestar.com.my The Star Online 國際 

sciencenet.cn 科学网 大陸 

vietnamnews.vn Viet Nam News 國際 

read01.com 壹讀 台灣 

indiatimes.com RISING STAR 國際 

taihainet.com 台海网 大陸 

thestandard.com

.hk 

The Standard 英文虎報 香港 

 

rfa.org 自由亞洲電台 大陸 

utimes.today 灣仔日報 香港 

prius-c-

club.com 

U-CAR 台灣 

thepaper.cn 澎湃 香港 

theedgemarkets.

com 

The Edge Markets 國際 

reuters.com Reuters 國際 

ustv.com.tw USTV 非凡電視台 台灣 



131 
 

post852.com 852 郵報 香港 

techweb.com.cn TechWeb 大陸 

stheadline.com 星島頭條網 香港 

rav4-club.tw RAV4 Club 台灣 

ptt01.cc ptt01 台灣 

u-car.com.tw U-CAR 討論區 台灣 

pctech.com.hk PC TECH 電腦技術 香港 

sspai.com 少數派 大陸 

on.cc On.cc 東 網 香港 

spp.gov.cn 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 大陸 

qinghai.gov.cn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陸 

plus28.com Plus28 論壇 台灣 

twpowernews.com 勁報 台灣 

on.cc 東方日報 香港 

sina.com.cn 郎咸平的博客 大陸 

nytimes.com 紐約時報中文網 大陸 

southcn.com 南方网 大陸 

nmg.gov.cn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陸 

twgreatdaily.co

m 

GreatDaily 台灣 

okgo.tw 完全台灣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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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dtv.com 中國電視新聞網 大陸 

sogou.com 搜狗新聞 香港 

rti.org.tw Rti 中央廣播電台 台灣 

life.tw LIFE 生活網 台灣 

 

singtao.ca 加拿大星島日報 香港 

pchome.com.tw pchome 股市 台灣 

qq.com 腾讯网 大陸 

theguardian.co

m 

TheGuardian 國際 

nextmag.com.tw 台灣壹週刊 台灣 

rfi.fr 世界之聲 大陸 

881903.com 881903 香港 

shinmin.sg 新明日報 國際 

pchome.com.tw PChome 新 聞 台灣 

natgeomedia.co

m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網 台灣 

tvb.com 無綫新聞 香港 

popdaily.com.t

w 

波波黛莉的異想世界 台灣 

ndrc.gov.cn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大陸 

rthk.hk 香港電台網站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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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ontimes.h

k 

熱血時報 大陸 

haiwainet.cn 中国南海新闻网 大陸 

myweb.wang 玩圈 香港 

mfa.gov.cn 中國外交部 大陸 

parstoday.com Pars Today 國際 

mod.gov.c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大陸 

tvbs.com.tw 食尚玩家 台灣 

mof.gov.cn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大陸 

nova.com.tw NOVA 資訊廣場 台灣 

mcu.edu.tw 銘報即時新聞 台灣 

manilatimes.ne

t 

The Manila Times 國際 

ulifestyle.com

.hk 

晴報 香港 

wallstreettt.c

n 

华尔街头条 香港 

luckydog.tw Luckydog 台灣 

oursogo.com SOGO 論壇 台灣 

hellotw.com 你好台灣網 香港 

mamibuy.com.tw 媽咪拜 MamiBuy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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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hew.com.my 印尼星洲日報 國際 

mingpao.com 明報香港新聞網 香港 

new7.com.tw 新新聞 台灣 

now.com Now 新聞 香港 

sabinahuang.com Sabina Huang 台灣 

metrodaily.hk 都市日報 香港 

ner.gov.tw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台灣 

jiemian.com 界面新闻 大陸 

menews.info MeNews 香港 

5550555.com 真晨網 台灣 

lihkg.com 吹水台 大陸 

miui.com MIUI 米柚論壇 台灣 

news.gov.hk 香港政府新聞網 香港 

managertoday.com

.tw 

經理人 台灣 

krt.com.hk 國度復興報(香港) 香港 

kyodonews.net 共同网 大陸 

marieclaire.com.

tw 

美麗佳人 台灣 

ithome.com.tw iThome 台灣 

163.com 网易新闻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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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iy.com.tw PCDIY! 台灣 

thejakartapost.c

om 

The Jakarta Post 國際 

ltn.com.tw 汽車頻道-自由電子報 台灣 

iscarmg.com isCar 台灣 

nakuz.com 樂古 香港 

csdn.net 銘毅天下 大陸 

incar.tw 癮車報 台灣 

lifeonea.co 壹 A 新聞 台灣 

hkcna.hk 香港新聞網 香港 

msn.com msn 台灣 台灣 

36kr.com 36Kr 大陸 

sina.com.cn 平民眼中的未来的博客 大陸 

 

sina.com.cn 孔庆东的博客 大陸 

hkcd.com 香港商報 香港 

itpromag.com IT Pro Magazine 香港 

jrj.com.cn 金融界 大陸 

nst.com.my New Straits Times 國際 

jiangxi.gov.cn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陸 

kbs.co.kr KBS WORLD Radio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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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01.com 香港 01 香港 

moh.gov.sg ministry of health 大陸 

indianexpress.c

om 

The Indian EXPRESS 國際 

jiangsu.gov.cn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陸 

mpfinance.com 明報財經網 大陸 

investor.com.tw 財訊快報 台灣 

haiwainet.cn HWW 海外網 大陸 

hybridclub.tw HybridClub.TW 台灣 

ioh.tw 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台  

mmtimes.com The Myanmar Times 國際 

geekpark.net 極客公園 大陸 

inmediahk.net 香港獨立媒體網 香港 

metroradio.com.

hk 

新城電台 香港 

hongkongcard.co

m 

香港信用卡優惠網 大陸 

intalking.com 美妝 IN TALKING 台灣 

memehk.com 謎米香港 香港 

ifanr.com 愛范兒 大陸 

kochinews.co.jp 高知新聞 國際 

idn.com.tw 自立晚報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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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net.tw match 生活網 台灣 

www.gov.cn 中國政府網 大陸 

kkp.org.hk 公教報 香港 

fujian.gov.cn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陸 

hqck.net 九尾网 大陸 

 

feedly.com 南韓青瓦台政府 國際 

kknews.cc KKNews 台灣 

ftv.com.tw 民視地方 台灣 

hkgolden.com 香港高登 大陸 

feedly.com 新加坡政府 國際 

appledaily.com 香港蘋果新聞 香港 

fingermedia.tw 指傳媒 Fingermedia 台灣 

hket.com 香港經濟日報 香港 

feedly.com Vive Forum 國際 

infzm.com 南方周末 大陸 

18hall.com 拾捌堂 香港 

icook.tw 愛料理 台灣 

feedly.com 瑞典政府 國際 

hexun.com 和訓網 大陸 

feedly.com Intro Version 國際 

http://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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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fp.com ＨＫＦＰ 香港 

feedly.com 印度政府 國際 

feedly.com Econsultancy 國際 

hksmedia.com 港股策略王 香港 

foxnews.com Fox News 國際 

freshweekly.tw 鮮週報 台灣 

feedly.com 英國政府 國際 

feedly.com 全國法規資料庫 台灣 

hkej.com 信報 香港 

fengmin.com.tw 鳳鳴廣播電台 台灣 

feedly.com 洲政府 國際 

feedly.com 加拿大政府 國際 

google.com 墨西哥疾管 國際 

feedly.com 彰化縣政府 台灣 

google.com 韓國疾管 國際 

feedly.com 白宮 國際 

 

feedly.com THE Verge 國際 

feedly.com Silver Screen and Roll 國際 

gamasutra.com Gamasutra 國際 

feedly.com 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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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com 法國疾管 國際 

feedly.com 日本政府 國際 

feedly.com OECD 國際 

saigon-

gpdaily.com.vn 

ai Gon GP Daily 國際 

feedly.com PoliticalForum.com 國際 

feng.com 威鋒 大陸 

2000fun.com 2000Fun 遊戲資訊網 台灣 

feedly.com BBC UK 國際 

feedly.com International Student 國際 

2000fun.com 2000fun 遊戲資訊網 香港 

feedly.com TED-Ed 國際 

feedly.com TNTvillage 國際 

feedly.com No More Mister Nice Blog 國際 

feedly.com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 

fashionguide.com

.tw 

FashionGuide 台灣 

feedly.com Hubspot 國際 

feedly.com OnePlus Community 國際 

ettoday.net ET Fashion 台灣 

feedly.com Get Rich Slowly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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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ly.com 環保署 台灣 

feedly.com 美國政府 國際 

feedly.com 臺南市政府 台灣 

feedly.co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Policy Blog 

國際 

feedly.com XDA-Developers Android Forums 國際 

feedly.com 臺灣期貨交易所 台灣 

feedly.com SpyParty 國際 

feedly.com 交通部 台灣 

 

feedly.com Economist's View 國際 

eonline.com EOnline 國際 

feedly.com Tomorrow Corporation 國際 

feedly.com 立法院 台灣 

feedly.com Introversion 國際 

feedly.com 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 

feedly.com 桃園縣政府 台灣 

feedly.com Money Saving Expert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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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十二、新冠肺炎翻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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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表十三、傳染病翻譯結果 

語言 原傳染病名 翻譯傳染病名 

越南

文 

萊姆病 Bệnh Lyme 

越南

文 

兔熱病 Bệnh sốt thỏ 

越南

文 

裂谷熱 Sốt thung lũng Rift 

越南

文 

日本腦炎 Viêm não Nhật Bản 

越南

文 

鼠疫 Dịch hạch 

越南

文 

疱疹 B 病毒感染症 Virus herpes 

越南

文 

鉤端螺旋體病 Bệnh xoắn khuẩn vàng da 

越南

文 

白喉 Bạch hầu 

越南

文 

弓形蟲感染症 Toxoplasmosis 

越南

文 

副傷寒 Sốt phó thương hàn 

越南

文 

流感 C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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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文 

天花 Đậu mùa 

越南

文 

急性病毒性肝炎未

定型 

GB vi rút C 

越南

文 

流行性斑疹傷寒 Sốt phát ban  

越南

文 

福氏內格里阿米巴

腦膜腦炎 

Naegleriasis 

越南

文 

黃熱病 Sốt vàng 

越南

文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

狀病毒感染症 

Hội chứng hô hấp Trung Đông 

越南

文 

旋毛蟲感染症 Trichinosis 

越南

文 

急性病毒性 A 型肝

炎 

Viêm gan A 

越南

文 

沙門氏菌感染症 Bệnh nhiễm khuẩn samonella 

越南

文 

水痘併發症 Thủy đậu 

越南

文 

退伍軍人病 Bệnh Lê dương 

越南

文 

德國麻疹 Bệnh sởi Đứ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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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文 

急性病毒性 B 型肝

炎 

Viêm gan siêu vi B 

越南

文 

瘧疾 Sốt rét 

越南

文 

梅毒 Giang mai 

越南

文 

庫賈氏病 Bệnh Creutzfeldt-Jakob 

越南

文 

漢他病毒症候群 Virus Hanta 

越南

文 

侵襲性 b型嗜血桿

菌感染症 

Haemophilus influenzae 

越南

文 

疥瘡感染症 Bệnh ghẻ 

越南

文 

破傷風 Uốn ván 

越南

文 

桿菌性痢疾 Bệnh Shigella 

越南

文 

貓抓病 Bệnh mèo cào 

越南

文 

廣東住血線蟲感染

症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越南

文 

屈公病 Chikungunya 



165 
 

越南

文 

登革熱 Bệnh dengue 

越南

文 

流行性腮腺炎 Quai bị 

越南

文 

狂犬病 Bệnh dại 

越南

文 

漢生病 Phong cùi 

越南

文 

小兒麻痺症/急性

無力肢體麻痺 

Bại liệt 

越南

文 

頭蝨感染症 Chấy 

越南

文 

西尼羅熱 Virus Tây sông Nin 

越南

文 

李斯特菌症 Listeria monocytogenes 

越南

文 

VISA/VRSA 抗藥性

檢測 

Kháng thuốc kháng sinh 

越南

文 

麻疹 Sởi 

越南

文 

類鼻疽 Melioidosis 

越南

文 

茲卡病毒感染症 Virus Z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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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文 

新型 A 型流感 Virus cúm A H1N1 

越南

文 

霍亂 Bệnh tả 

越南

文 

細菌性腸胃炎 Viêm dạ dày ruột 

越南

文 

拉薩熱 Sốt Lassa 

越南

文 

馬堡病毒出血熱 Virus Marburg 

越南

文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 

HIV 

越南

文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

候群 

Hội chứng hô hấp cấp tính nặng 

越南

文 

傷寒 Thương hàn 

越南

文 

肉毒桿菌中毒 Ngộ độc thịt 

越南

文 

第二型豬鏈球菌感

染症 

Liên cầu khuẩn lợn 

越南

文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Lao 

越南

文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

感染症 

Phế cầu khu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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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文 

中華肝吸蟲感染症 Clonorchis sinensis 

越南

文 

阿米巴性痢疾 Entamoeba histolytica 

越南

文 

百日咳 Ho gà 

越南

文 

淋病 Lậu mủ 

越南

文 

炭疽病 Bệnh than 

越南

文 

COVID-19 chủng mới của virus corona 

越南

文 

COVID-19 COVID-19 

印尼

文 

急性病毒性 A 型肝

炎 

Hepatitis A 

印尼

文 

疥瘡感染症 Kudis 

印尼

文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

候群 

Sindrom pernapasan akut berat 

印尼

文 

急性病毒性 B 型肝

炎 

Hepatitis B 

印尼

文 

急性病毒性 E 型肝

炎 

Hepatiti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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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文 

VISA/VRSA 抗藥性

檢測 

Resistansi antibiotik 

印尼

文 

傷寒 Demam tifoid 

印尼

文 

登革熱 Demam berdarah 

印尼

文 

西尼羅熱 Virus West Nile 

印尼

文 

庫賈氏病 Penyakit Creutzfeldt-Jakob 

印尼

文 

新型 A 型流感 Virus influenza A subtipe H1N1 

印尼

文 

漢生病 Penyakit Hansen 

印尼

文 

炭疽病 Antraks 

印尼

文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

狀病毒感染症 

Sindrom pernapasan Timur Tengah 

印尼

文 

肺囊蟲肺炎 Pneumonia pneumocystis 

印尼

文 

福氏內格里阿米巴

腦膜腦炎 

Naegleriasis 

印尼

文 

旋毛蟲感染症 Triki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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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文 

鉤端螺旋體病 Leptospirosis 

印尼

文 

瘧疾 Malaria 

印尼

文 

頭蝨感染症 Kutu kepala 

印尼

文 

百日咳 Batuk rejan 

印尼

文 

狂犬病 Rabies 

印尼

文 

馬堡病毒出血熱 Virus Marburg 

印尼

文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

感染症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印尼

文 

麻疹 Campak 

印尼

文 

破傷風 Tetanus 

印尼

文 

鼠疫 Pes 

印尼

文 

日本腦炎 Ensefalitis Jepang 

印尼

文 

漢他病毒症候群 Virus H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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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文 

淋病 Kencing nanah 

印尼

文 

霍亂 Kolera 

印尼

文 

隱球菌症 Kriptokokosis 

印尼

文 

流行性斑疹傷寒 Penyakit Rickettsia 

印尼

文 

德國麻疹 Rubela 

印尼

文 

流行性腮腺炎 Beguk 

印尼

文 

裂谷熱 Demam lembah rift 

印尼

文 

屈公病 Chikungunya 

印尼

文 

肉毒桿菌中毒 Botulisme 

印尼

文 

沙門氏菌感染症 Salmonelosis 

印尼

文 

副傷寒 Demam paratipus 

印尼

文 

梅毒 Sif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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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文 

Q 熱 Demam Q 

印尼

文 

中華肝吸蟲感染症 Clonorchis 

印尼

文 

水痘併發症 Cacar air 

印尼

文 

天花 Variola 

印尼

文 

弓形蟲感染症 Toksoplasmosis 

印尼

文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 

HIV 

印尼

文 

萊姆病 Penyakit Lyme 

印尼

文 

細菌性腸胃炎 Gastroenteritis 

印尼

文 

兔熱病 Tularemia 

印尼

文 

布氏桿菌病 Bruselosis 

印尼

文 

黃熱病 Demam kuning 

印尼

文 

阿米巴性痢疾 Entamoeba histoly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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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文 

茲卡病毒感染症 Virus Zika 

印尼

文 

小兒麻痺症/急性

無力肢體麻痺 

Poliomielitis 

印尼

文 

白喉 Difteri 

印尼

文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Tuberkulosis 

印尼

文 

流感 Influenza 

印尼

文 

COVID-19 koronavirus 

印尼

文 

COVID-19 COVID-19 

泰文 桿菌性痢疾 โรคบิดจากเช้ือชิเกลลา 

泰文 破傷風 บาดทะยกั 

泰文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

狀病毒感染症 

โรคทางเดินหายใจตะวนัออกกลาง 

泰文 狂犬病 โรคพิษสุนขับา้ 

泰文 肺囊蟲肺炎 โรคปอดอกัเสบจากเช้ือนิวโมซิสติส จิโรเวซิไอ 

泰文 漢生病 เร้ือน 

泰文 德國麻疹 โรคหดัเยอรมนั 

泰文 黃熱病 ไขเ้หลือง 

泰文 疥瘡感染症 หิ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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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文 麻疹 โรคหดั 

泰文 庫賈氏病 โรคครอยตส์เฟลดต-์จาคอ็บ 

泰文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

症 

เอนเทอโรไวรัส 

泰文 鉤端螺旋體病 โรคฉ่ีหนู 

泰文 急性病毒性 E 型肝

炎 

ตบัอกัเสบ อี 

泰文 流感 ไขห้วดัใหญ ่

泰文 裂谷熱 โรคไขริ้ฟตแ์วลลีย ์

泰文 水痘併發症 อีสุกอีใส 

泰文 登革熱 ไขเ้ด็งกี 

泰文 梅毒 ซิฟิลิส 

泰文 白喉 โรคคอตีบ 

泰文 瘧疾 มาลาเรีย 

泰文 類鼻疽 โรคเมลิออยด ์

泰文 屈公病 ชิคุนกุนยา 

泰文 炭疽病 แอนแทรกซ์ 

泰文 侵襲性 b型嗜血桿

菌感染症 

Haemophilus influenzae 

泰文 茲卡病毒感染症 ไวรัสซิกา 

泰文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 

เอชไอวี 

泰文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วณัโรค 

泰文 淋病 หนองในแ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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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文 福氏內格里阿米巴

腦膜腦炎 

เนเกลอริเอซิส 

泰文 急性病毒性 B 型肝

炎 

ตบัอกัเสบ บี 

泰文 流行性斑疹傷寒 ไขร้ากสาดใหญ ่

泰文 細菌性腸胃炎 กระเพาะอาหารและล าไส้อกัเสบ 

泰文 流行性腮腺炎 คางทูม 

泰文 小兒麻痺症/急性

無力肢體麻痺 

โรคโปลิโอ 

泰文 肉毒桿菌中毒 โบทูลิซึม 

泰文 西尼羅熱 ไวรัสเวสตไ์นล ์

泰文 鼠疫 กาฬโรค 

泰文 萊姆病 โรคไลม ์

泰文 VISA/VRSA 抗藥性

檢測 

แบคทีเรียด้ือยา 

泰文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

候群 

กลุ่มอาการทางเดินหายใจเฉียบพลนัรุนแรง 

泰文 天花 โรคฝีดาษ 

泰文 百日咳 โรคไอกรน 

泰文 霍亂 อหิวาตกโรค 

泰文 傷寒 ไขร้ากสาดนอ้ย 

泰文 兔熱病 ไขก้ระต่าย 

泰文 急性病毒性 A 型肝

炎 

ตบัอกัเสบ เ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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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文 COVID-19 โรคไวรัสโคโรนา 

 

語言 原傳染病名 翻譯傳染病名 

寮文 流感 ໄຂ້ຫວັດໃຫຍ່ 

寮文 狂犬病 rabies 

寮文 鼠疫 ໄພພິບັດ 

寮文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

候群 ໂຣກຫາຍໃຈຮ້າຍແຮງແຮງ 

寮文 天花 smallpox 

寮文 登革熱 ໄຂ້ເລື ອດອອກ 

寮文 屈公病 chikungunya 

寮文 瘧疾 ພະຍາດໄຂ້ຍຸງ 

寮文 茲卡病毒感染症 ຕິດເຊື ້ ອໄວລັດ Zika 

寮文 西尼羅熱 ໄຂ້ໄຂ້ຍຸງ West Nile 

寮文 流行性斑疹傷寒 ຮາກສາດລະບາດ 

寮文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

菌感染症 Enterohemorrhagic E.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 coli 

寮文 傷寒 ໄຂ້ທໍລະພິດ 

寮文 副傷寒 ໄຂ້ຮາກ 

寮文 桿菌性痢疾 ການຊຶ ມເຊື ້ ອ Shigella 

寮文 阿米巴性痢疾 ພະຍາດທ້ອງບິ ດຈາກອາມີ ບາ 

寮文 霍亂 ໂລກອະຫິວາ 

寮文 

急性病毒性 A 型肝

炎 Acute viral ຕັບອັກເສບ A 



176 
 

寮文 炭疽病 anthrax 

寮文 麻疹 ພະຍາດຫມາກແດງ 

寮文 

小兒麻痺症/急性

無力肢體麻痺 ໂປລິ ໂອ / ແຫຼມອໍ າມະພາດຄວາມອ່ອນແອ 

寮文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ຫຼາຍຢາເສບຕິດວັນນະໂລກທົນທານຕ່ໍ 

寮文 德國麻疹 ພະຍາດຫມາກແດງເຍຍລະມັນ 

寮文 白喉 ພະຍາດຄໍ ຕີບ 

寮文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ເຍື່ ອຫຸ້ມສະຫມອງທີ່ ກ່ຽວ 

寮文 漢他病毒症候群 ໂຣກ Hantavirus 

寮文 

急性病毒性 B 型肝

炎 Acute viral ຕັບອັກເສບ B 

寮文 日本腦炎 ສະຫມອງອັກເສບຍີ່ ປຸ່ນ 

寮文 

急性病毒性 C 型肝

炎 Acute viral ຕັບອັກເສບ C 

寮文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

症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 Enterovirus 

ສັບສົນໂດຍຄວາມຮຸນແຮງ 

寮文 結核病 Tuberculosis 

寮文 

急性病毒性 D 型肝

炎 Acute viral ຕັບອັກເສບ D 

寮文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

候群 ໂຣກຣູແບລລາມາແຕ່ກໍາເນີ ດ 

寮文 

急性病毒性 E 型肝

炎 ໂລກຕັບອັກເສບ viral ສ້ວຍແຫຼມ E 

寮文 流行性腮腺炎 ໂຣກຫມາກເບີ 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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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文 百日咳 ພະຍາດໄອໄກ່ 

寮文 

侵襲性 b型嗜血桿

菌感染症 ສະແດງ Haemophilus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ຊະນິ ດ b 

寮文 退伍軍人病 ພະຍາດ Legionnaire ' 

寮文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 ຕິດເຊື ້ ອໄວລັດ immunodeficiency ມະນຸດ 

寮文 梅毒 ໂລກຊິ ຟິລິ ດ 

寮文 先天性梅毒 ໂລກຊິ ຟິລິ ດມາແຕ່ກໍາເນີ ດ 

寮文 淋病 ພະຍາດຫນອງໃນ 

寮文 破傷風 ບາດທະຍັກ 

寮文 新生兒破傷風 Neonatal ບາດທະຍັກ 

寮文 漢生病 Han ບໍ່ ສະບາຍ 

寮文 

急性病毒性肝炎未

定型 ແຫຼມແຕກຕ່າງຕັບອັກເສບ viral 

寮文 李斯特菌症 ພະຍາດ Listeria 

寮文 水痘併發症 ພາວະແຊກຊ້ອນຂອງພະຍາດຫມາກສຸກ 

寮文 恙蟲病 ຮາກສາດ Scrub 

寮文 地方性斑疹傷寒 ຮາກສາດຖ່ິນ 

寮文 萊姆病 ພະຍາດ Lyme 

寮文 肉毒桿菌中毒 Botulism 

寮文 水痘併發症 ພາວະແຊກຊ້ອນຂອງພະຍາດຫມາກສຸກ 

寮文 恙蟲病 ຮາກສາດ Scrub 

寮文 地方性斑疹傷寒 ຮາກສາດຖ່ິນ 



178 
 

寮文 萊姆病 ພະຍາດ Lyme 

寮文 肉毒桿菌中毒 Botulism 

寮文 庫賈氏病 ພະຍາດ Creutzfeldt-Jakob 

寮文 弓形蟲感染症 Toxoplasma gondii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 

寮文 布氏桿菌病 brucellosis 

寮文 流感併發重症 ພ້ອມກັນກັບໄຂ້ຫວັດໃຫຍ່ຮ້າຍແຮງ 

寮文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

感染症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ແພ່ກະຈາຍ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寮文 Q 熱 Q ໄຂ້ 

寮文 類鼻疽 ໂລກເມລິ ອໍ  

寮文 鉤端螺旋體病 leptospirosis 

寮文 兔熱病 Tularemia 

寮文 疱疹 B 病毒感染症 ເພາະວ່າຕານເຕ້ັນ B ຕິດເຊື ້ ອໄວລັດ 

寮文 新型 A 型流感 ການໄຂ້ຫວັດໃຫຍ່ A ໃຫມ່ 

寮文 黃熱病 ໄຂ້ເຫລື ອງ 

寮文 裂谷熱 Rift Valley ມີ ອາການໄຂ້ 

寮文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

狀病毒感染症 

ຕາເວັນອອກກາງໂຣກທາງເດີ ນຫາຍໃຈພະຍາດຊຶ ມ

ເຊື ້ ອ coronavirus 

寮文 拉薩熱 ໄຂ້ Lassa 

寮文 馬堡病毒出血熱 Marburg ເຊື ້ ອໄວຣັສໄຂ້ເລື ອດອອກ 

寮文 伊波拉病毒感染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ໄວຣັສ Ebola 

寮文 社區型 MRSA MRSA ຊຸມຊົນ 

寮文 棘狀阿米巴 amoeba sp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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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文 

福氏內格里阿米巴

腦膜腦炎 

Freund ຂອງ Negri meningoencephalitis 

amoebic 

寮文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

綜合症 ໄຂ້ທີ່ ມີ ໂຣກ thrombocytopenia 

寮文 沙門氏菌感染症 ພະຍາດຊຶ ມເຊື ້ ອ Salmonella 

寮文 

廣東住血線蟲感染

症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 cantonensis Angiostrongylus 

寮文 肺吸蟲感染症 Lung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ພະຢາທິ  

寮文 細菌性腸胃炎 gastroenteritis ແບກທີ ເລຍ 

寮文 病毒性腸胃炎 gastroenteritis viral 

寮文 旋毛蟲感染症 Trichinella spiralis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 

寮文 肺囊蟲肺炎 Pneumocystis pneumonia 

寮文 人芽囊原蟲感染 B. hominis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 

寮文 隱球菌症 ພະຍາດ cryptococcal 

寮文 鸚鵡熱 Parrot 

寮文 疥瘡感染症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ພະຍາດຂີ ້ ຫິດ 

寮文 頭蝨感染症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ເຫົາຫົວຫນ້າ 

寮文 亨德拉病毒感染症 ຕິດເຊື ້ ອໄວລັດ Hendra 

寮文 

NDM-1 腸道菌感染

症 NDM-1 ພະຍາດຊຶ ມເຊື ້ ອແບັກທີ ເລຍໃນລໍ າໄສ້ 

寮文 貓抓病 ພະຍາດ scratch cat 

寮文 

VISA/VRSA 抗藥性

檢測 VISA / VRSA ຕ່ໍຕ້ານການກວດສອບ 

寮文 立百病毒感染症 ຕິດເຊື ້ ອໄວລັດ Ni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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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文 CRE 抗藥性檢測 CRE ຕ່ໍຕ້ານການກວດສອບ 

寮文 常見腸道寄生蟲病 ແມ່ກາຝາກໃນລໍ າໄສ້ທ່ົວໄປ 

寮文 淋巴絲蟲病 ນໍ້າເຫລື ອງ filariasis 

寮文 

第二型豬鏈球菌感

染症 

ປະເພດທີ ສອງຂອງ Streptococcus suis 

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 

寮文 中華肝吸蟲感染症 ຕັບຈີ ນການຕິດເຊື ້ ອພະຢາທິ  

寮文 新型冠狀病毒 ໄວຣັັສໂຄໂຣນາສາຍພັນໃຫມ່ 

寮文 COVID-19 COVID-19 

緬甸

文 流感 
တုတျက  ှေးနာ 

緬甸

文 狂犬病 
က  ှေးရ ှေးက ာဂါ 

緬甸

文 鼠疫 
 ပ်က ာဂါ 

緬甸

文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

候群 
ပပငှ်ေးထနထ် ှေးပ ာှေးကသာအသ ်ရှုလမ်ှေးက  ာငှ်ေးက ာဂါ 

緬甸

文 天花 
က ျာ ်က ာဂါ 

緬甸

文 登革熱 
ကသှွေးလွနတ်ုပ်က ွှေး 

緬甸

文 屈公病 Chikungunya 

緬甸

文 瘧疾 
င  ်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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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文 茲卡病毒感染症 
Zika ဗ ငုှ်ေး ပ်စ ် ှေးစ ်မှု 

緬甸

文 西尼羅熱 
အကနာ ်န ငုှ်ေးပမစ်အဖျာှေး 

緬甸

文 流行性斑疹傷寒 
 ပ်က ာဂါ typhus 

緬甸

文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

菌感染症 
Enterohemorrhagic အ ှေး coli ပ ုှေး  ှေးစ ်မှု 

緬甸

文 傷寒 
အ က ာငင်နှ်ေးဖျာှေး 

緬甸

文 副傷寒 paratyphoid 

緬甸

文 桿菌性痢疾 Shigellosis 

緬甸

文 阿米巴性痢疾 
Amebic ဝမျှေး က သ ှေးသ  

緬甸

文 霍亂 
 ာလဝမှ်ေးက ာဂါ 

緬甸

文 

急性病毒性 A 型肝

炎 
acute ဗ ုငှ်ေး ပ်စ်ပ ုှေးတစ်ဥ ှေး  

緬甸

文 炭疽病 anthrax 

緬甸

文 麻疹 
ဝ ်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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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文 

小兒麻痺症/急性

無力肢體麻痺 

Poliomyelitis / 

စ ှေးရ ကသာအာှေးနညှ်ေးပ ငှ်ေးသ ွ် ျာပါဒ 

緬甸

文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multi-မ ှေးယစ်က ှေး   ုံန ငု ်ညတ် ဘ  

緬甸

文 德國麻疹 
ဂျာမနဝ် သ်  ်

緬甸

文 白喉 
 ံု  ု ို့နာ 

緬甸

文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ဥ ှေးကန ာ ်အကပမ ှေးကန ာ ်အကပမ ှေးက ာင ်

緬甸

文 漢他病毒症候群 
Hantavirus syndrome က ာဂါ 

緬甸

文 

急性病毒性 B 型肝

炎 
acute ဗ ုငှ်ေး ပ်စ်အသညှ်ေးက ာင ်

緬甸

文 日本腦炎 
ဂျပန ်encephalitis 

緬甸

文 

急性病毒性 C 型肝

炎 
acute ဗ ုငှ်ေး ပ်စ်ပ ုှေး   ုC 

緬甸

文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

症 

ပပငှ်ေးထနသ်ပဖင်ို့ရှုပ်ကထှွေး Enterovirus 

က ာဂါ  ှေးစ  ်

緬甸

文 結核病 
တ ဘ က ာ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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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文 

急性病毒性 D 型肝

炎 
acute ဗ ုငှ်ေး ပ်စ်ပ ုှေး: D 

緬甸

文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

候群 
ကမွှေး ာပါဂျ ျို ်သ ှုေးက ာဂါ 

緬甸

文 

急性病毒性 E 型肝

炎 
acute ဗ ုငှ်ေး ပ်စ်ပ ုှေး E    ု

緬甸

文 流行性腮腺炎 
ပါှေး ျ တ်က ာင ်

緬甸

文 百日咳 
   ်ည ာက ျာငှ်ေး  ုှေး 

緬甸

文 

侵襲性 b型嗜血桿

菌感染症 

invasive Haemophilus 

အမျ ျိုှေးအစာှေး က ာဂါ  ှေးစ  ်

緬甸

文 退伍軍人病 
Legionnaires '' က ာဂါ 

緬甸

文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 
လ ို့ immunodeficiency ဗ ုငှ်ေး ပ်စ်  ှေးစ မ်ှု 

緬甸

文 梅毒 
 စ်ဖလစ ်

緬甸

文 先天性梅毒 
ကမွှေး ာပါ စ်ဖလစ ်

緬甸

文 淋病 gonorrhea 

緬甸

文 破傷風 
ကမှေး  ုငက် ာ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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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文 新生兒破傷風 
ကမွှေး ငှ်ေးစ ကလှေးကမှေး  ုင ်

緬甸

文 漢生病 
ဟနက်နမက ာငှ်ေး 

緬甸

文 

急性病毒性肝炎未

定型 
Undifferentiated စ ှေးရ ကသာဗ ုငှ်ေး ပ်စပ် ုှေး 

緬甸

文 李斯特菌症 
Listeria က ာဂါ 

緬甸

文 水痘併發症 
က က ျာ ်၏  ုှေး ျ ျိုှေးမျာှေး 

緬甸

文 恙蟲病 
ပွတ်တ  ု် typhus 

緬甸

文 地方性斑疹傷寒 
အစုလ  ု် typhus 

緬甸

文 萊姆病 
Lyme က ာဂါ 

緬甸

文 肉毒桿菌中毒 Botulism 

緬甸

文 水痘併發症 
က က ျာ ်၏  ုှေး ျ ျိုှေးမျာှေး 

緬甸

文 恙蟲病 
ပွတ်တ  ု် typhus 

緬甸

文 地方性斑疹傷寒 
အစုလ  ု် typ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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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文 萊姆病 
Lyme က ာဂါ 

緬甸

文 肉毒桿菌中毒 Botulism 

緬甸

文 庫賈氏病 
Creutzfeldt-Jakob က ာဂါ 

緬甸

文 弓形蟲感染症 
Toxoplasma gondii က ာဂါပ ုှေး  ှေးစ ်မှု 

緬甸

文 布氏桿菌病 Brucellosis 

緬甸

文 流感併發重症 
ပပငှ်ေးထနတ် ို့တုပ်က ွှေးန င်ို့အတ တစ်ပပ ျိုငတ်ညှ်ေးပါ 

緬甸

文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

感染症 

invasive   Streptococcus 

အ ုတ်က ာငက် ာဂါ  ှေးစ  ်

緬甸

文 Q 熱 
ကမှေးအဖျာှေး 

緬甸

文 類鼻疽 Melioidosis 

緬甸

文 鉤端螺旋體病 Leptospirosis 

緬甸

文 兔熱病 Tularemia 

緬甸

文 疱疹 B 病毒感染症 
က ယုန ်B  ဗ ုငှ်ေး ပ်စ်  ှေးစ ်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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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文 新型 A 型流感 
အသစတ်ုပ်က ွှေးက ာဂါတစ်ဥ ှေး  

緬甸

文 黃熱病 
အဝါက ာငအ်ဖျာှေး 

緬甸

文 裂谷熱 
Rift Valley   ုဖျာှေးနာ 

緬甸

文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

狀病毒感染症 

အကရ ှေ့အလယ်ပ ငုှ်ေးအသ ်ရ ှူလမ်ှေးက  ာငှ်ေး  ုင ်ာ

က ာဂါ coronavirus က ာဂါပ ုှေး  ှေးစ ်မှု 

緬甸

文 拉薩熱 
Lassa အဖျာှေး 

緬甸

文 馬堡病毒出血熱 
Marburg hemorrhagic အဖျာှေးဗ ုငှ်ေး ပ်စ ်

緬甸

文 伊波拉病毒感染 
အ ဘ လုာဗ ငုှ်ေး ပ်စ ် ှေးစ ်မှု 

緬甸

文 社區型 MRSA 
လ ထအုကပ ပပျို MRSA 

緬甸

文 棘狀阿米巴 Spiny amoeba 

緬甸

文 

福氏內格里阿米巴

腦膜腦炎 

Freund   ို့ Negri amoebic 

meningoencephalitis 

緬甸

文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

綜合症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က ာဂါန င်ို့အတ အ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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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文 沙門氏菌感染症 
Salmonella က ာဂါ  ှေးစ  ်

緬甸

文 

廣東住血線蟲感染

症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က ာဂါ  ှေးစ  ်

緬甸

文 肺吸蟲感染症 
အ ုတ ်fluke က ာဂါ  ှေးစ  ်

緬甸

文 細菌性腸胃炎 
ဘ ်တ ှေး  ှေးယာှေးအစာအ မ်က ာဂါ 

緬甸

文 病毒性腸胃炎 
ဗ ုငှ်ေး ပ်စ်အစာအ မ်က ာဂါ 

緬甸

文 旋毛蟲感染症 
Trichinella spiralis က ာဂါ  ှေးစ  ်

緬甸

文 肺囊蟲肺炎 
Pneumocystis အ တု်က ာင ်

緬甸

文 人芽囊原蟲感染 
  hominis က ာဂါ  ှေးစ  ်

緬甸

文 隱球菌症 
Cryptococcal က ာဂါ 

緬甸

文 鸚鵡熱 
 ွ ျတ ကရ ှေး 

緬甸

文 疥瘡感染症 
ဝ က ာဂါ  ှေးစ  ်

緬甸

文 頭蝨感染症 
ဥ ှေးက ါငှ်ေး ွငျက ာငျပ ုှေး  ှေးစ 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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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文 亨德拉病毒感染症 
Hendra ဗ ုငှ်ေး ပ်စ်  ှေးစ ်မှု 

緬甸

文 

NDM-1 腸道菌感染

症 

NDM-1 

ဘ ်တ ှေး  ှေးယာှေးအ လမ်ှေးက  ာငှ်ေးက ာဂါ  ှေးစ ်မှု 

緬甸

文 貓抓病 
က  ာငပ် စ်က ာဂါ 

緬甸

文 

VISA/VRSA 抗藥性

檢測 
VISA / VRSA  ု ံရ ာကဖွက ှေး 

緬甸

文 立百病毒感染症 
Nipah ဗ ုငှ်ေး ပ်စ်  ှေးစ ်မှု 

緬甸

文 CRE 抗藥性檢測 
CRE  ု ံရ ာကဖွက ှေး 

緬甸

文 常見腸道寄生蟲病 
ဘံအု လမ်ှေးက  ာငှ်ေး ပ်ပါှေးက ာင ်

緬甸

文 淋巴絲蟲病 
ဖ  filariasis 

緬甸

文 

第二型豬鏈球菌感

染症 

  Streptococcus suis 

က ာဂါ  ှေးစ ်မှု၏ဒတု ယအမျ ျိုှေးအစာှေး 

緬甸

文 中華肝吸蟲感染症 
တရုတ်အသညှ်ေး fluke က ာဂါ  ှေးစ  ်

緬甸

文 新型冠狀病毒 
န ဗုယ်  ုရ ုနာဗ ုငှ်ေး ပ်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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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文 COVID-19 COVID-19 

馬來

文 流感 influenza 

馬來

文 狂犬病 rabies 

馬來

文 鼠疫 tulah 

馬來

文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

候群 Sindrom Pernafasan Akut Yang Teruk 

馬來

文 天花 cacar 

馬來

文 登革熱 denggi 

馬來

文 屈公病 Chikungunya 

馬來

文 瘧疾 malaria 

馬來

文 茲卡病毒感染症 jangkitan virus Zika 

馬來

文 西尼羅熱 demam West Nile 

馬來

文 流行性斑疹傷寒 tifus wa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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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

文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

菌感染症 Enterohemorrhagic E. coli jangkitan 

馬來

文 傷寒 kepialu 

馬來

文 副傷寒 paratifoid 

馬來

文 桿菌性痢疾 Shigellosis 

馬來

文 阿米巴性痢疾 disentri amebic 

馬來

文 霍亂 taun 

馬來

文 

急性病毒性 A 型肝

炎 Akut virus hepatitis A 

馬來

文 炭疽病 anthrax 

馬來

文 麻疹 campak 

馬來

文 

小兒麻痺症/急性

無力肢體麻痺 Polio / akut kelemahan lumpuh 

馬來

文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Pelbagai ubat batuk kering tahan 

馬來

文 德國麻疹 campak J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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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

文 白喉 difteria 

馬來

文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meningitis meningokokal 

馬來

文 漢他病毒症候群 sindrom Hantavirus 

馬來

文 

急性病毒性 B 型肝

炎 Akut virus hepatitis B 

馬來

文 日本腦炎 Japanese encephalitis 

馬來

文 

急性病毒性 C 型肝

炎 Akut virus hepatitis C 

馬來

文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

症 jangkitan enterovirus rumit oleh teruk 

馬來

文 結核病 batuk kering 

馬來

文 

急性病毒性 D 型肝

炎 Akut virus hepatitis D 

馬來

文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

候群 sindrom rubella kongenital 

馬來

文 

急性病毒性 E 型肝

炎 Akut virus hepatitis E 

馬來

文 流行性腮腺炎 be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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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

文 百日咳 pertussis 

馬來

文 

侵襲性 b型嗜血桿

菌感染症 Invasif Haemophilus jenis b jangkitan 

馬來

文 退伍軍人病 penyakit Legionnaires ' 

馬來

文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 jangkitan viru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馬來

文 梅毒 sifilis 

馬來

文 先天性梅毒 sifilis kongenital 

馬來

文 淋病 gonorea 

馬來

文 破傷風 tetanus 

馬來

文 新生兒破傷風 neonatal Tetanus 

馬來

文 漢生病 sakit Han 

馬來

文 

急性病毒性肝炎未

定型 akut dibezakan hepatitis virus 

馬來

文 李斯特菌症 penyakit listeria 



193 
 

馬來

文 水痘併發症 Komplikasi cacar air 

馬來

文 恙蟲病 Scrub tifus 

馬來

文 地方性斑疹傷寒 tifus endemik 

馬來

文 萊姆病 penyakit Lyme 

馬來

文 肉毒桿菌中毒 botulism 

馬來

文 水痘併發症 Komplikasi cacar air 

馬來

文 恙蟲病 Scrub tifus 

馬來

文 地方性斑疹傷寒 tifus endemik 

馬來

文 萊姆病 penyakit Lyme 

馬來

文 肉毒桿菌中毒 botulism 

馬來

文 庫賈氏病 penyakit Creutzfeldt-Jakob 

馬來

文 弓形蟲感染症 jangkitan toxoplasma gon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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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

文 布氏桿菌病 Brucellosis 

馬來

文 流感併發重症 Serentak dengan selesema yang teruk 

馬來

文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

感染症 

jangkitan invasif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馬來

文 Q 熱 demam Q 

馬來

文 類鼻疽 Melioidosis 

馬來

文 鉤端螺旋體病 leptospirosis 

馬來

文 兔熱病 tularemia 

馬來

文 疱疹 B 病毒感染症 jangkitan virus herpes B 

馬來

文 新型 A 型流感 Influenza A baru 

馬來

文 黃熱病 Demam kuning 

馬來

文 裂谷熱 Rift Valley Fever 

馬來

文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

狀病毒感染症 

Timur Tengah sindrom pernafasan jangkitan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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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

文 拉薩熱 demam Lassa 

馬來

文 馬堡病毒出血熱 Marburg demam berdarah virus 

馬來

文 伊波拉病毒感染 jangkitan virus Ebola 

馬來

文 社區型 MRSA MRSA berasaskan komuniti 

馬來

文 棘狀阿米巴 amoeba berduri 

馬來

文 

福氏內格里阿米巴

腦膜腦炎 

Negri meningoencephalitis amuba Freund 

ini 

馬來

文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

綜合症 Demam dengan sindrom thrombocytopenia 

馬來

文 沙門氏菌感染症 jangkitan Salmonella 

馬來

文 

廣東住血線蟲感染

症 jangkitan cantonensis Angiostrongylus 

馬來

文 肺吸蟲感染症 Paru-paru jangkitan kebetulan 

馬來

文 細菌性腸胃炎 gastroenteritis bakteria 

馬來

文 病毒性腸胃炎 gastroenteritis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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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

文 旋毛蟲感染症 jangkitan Trichinella spiralis 

馬來

文 肺囊蟲肺炎 Pneumocystis pneumonia 

馬來

文 人芽囊原蟲感染 jangkitan B. hominis 

馬來

文 隱球菌症 penyakit cryptococcal 

馬來

文 鸚鵡熱 Parrot 

馬來

文 疥瘡感染症 jangkitan kudis 

馬來

文 頭蝨感染症 Kepala jangkitan kutu 

馬來

文 亨德拉病毒感染症 jangkitan virus Hendra 

馬來

文 

NDM-1 腸道菌感染

症 NDM-1 jangkitan usus bakteria 

馬來

文 貓抓病 penyakit calar kucing 

馬來

文 

VISA/VRSA 抗藥性

檢測 VISA / VRSA rintangan mengesan 

馬來

文 立百病毒感染症 jangkitan virus Ni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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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

文 CRE 抗藥性檢測 CRE rintangan mengesan 

馬來

文 常見腸道寄生蟲病 parasit usus biasa 

馬來

文 淋巴絲蟲病 limfa filariasis 

馬來

文 

第二型豬鏈球菌感

染症 Jenis kedua jangkitan Streptococcus suis 

馬來

文 中華肝吸蟲感染症 hati cina jangkitan kebetulan 

馬來

文 新型冠狀病毒 Koronavirus baharu 

馬來

文 COVID-19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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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表十四、Twitter 搜尋關鍵字組 

 

語言 原傳染病名 翻譯傳染病名 

en 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 Hepatitis A 

en 漢生病 Leprosy 

en 漢他病毒症候群 Orthohantavirus 

en 德國麻疹 Rubella 

en 霍亂 Cholera 

en 急性病毒性 B 型肝炎 Hepatitis B 

en 炭疽病 Anthrax 

en 鸚鵡熱 Psittacosis 

en 拉薩熱 Lassa fever 

en 弓形蟲感染症 Toxoplasmosis 

en 社區型 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en 急性病毒性 E 型肝炎 Hepatitis E 

en 流行性斑疹傷寒 Typhus 

en 李斯特菌症 Listeria monocytogenes 

en 亨德拉病毒感染症 Henipavirus 

en 退伍軍人病 Legionnaires' disease 

en VISA/VRSA 抗藥性檢測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en 桿菌性痢疾 Shigellosis 

en 疥瘡感染症 Scabies 

en 類鼻疽 Melioid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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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麻疹 Measles 

en 沙門氏菌感染症 Salmonellosis 

en 

福氏內格里阿米巴腦膜

腦炎 Naegleriasis 

en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

染症 Enterohemorrhagic 

en 瘧疾 Malaria 

en 水痘併發症 Chickenpox 

en 人芽囊原蟲感染 Notifiable disease 

en 萊姆病 Lyme disease 

en 肺吸蟲感染症 Paragonimus westermani 

en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

症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en 棘狀阿米巴 Amoebic dysentery 

en 破傷風 Tetanus 

en 肉毒桿菌中毒 Botulism 

en 頭蝨感染症 Head louse 

en 布氏桿菌病 Brucellosis 

en 白喉 Diphtheria 

en 肺囊蟲肺炎 Pneumocystis pneumonia 

en 新型 A 型流感 

Influenza A virus subtype 

H1N1 

en 天花 Smallpox 

en 伊波拉病毒感染 Ebol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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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屈公病 Chikungunya 

en 

侵襲性 b型嗜血桿菌感

染症 Haemophilus influenzae 

en 鉤端螺旋體病 Leptospirosis 

en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en 裂谷熱 Rift Valley fever 

en 茲卡病毒感染症 Zika virus 

en 梅毒 Syphilis 

en 傷寒 Typhoid fever 

en 日本腦炎 Japanese encephalitis 

en 西尼羅熱 West Nile virus 

en 疱疹 B 病毒感染症 Herpesviridae 

en 

小兒麻痺症/急性無力

肢體麻痺 Polio 

en 第二型豬鏈球菌感染症 Streptococcus suis 

en 馬堡病毒出血熱 Marburg virus 

en 隱球菌症 Cryptococcosis 

en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 Enterovirus 

en 廣東住血線蟲感染症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en 旋毛蟲感染症 Trichinosis 

en 狂犬病 Rabies 

en 鼠疫 Plague  

en Q 熱 Q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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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流行性腮腺炎 Mumps 

en 庫賈氏病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en 登革熱 Dengue fever 

en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Tuberculosis 

en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 HIV 

en 黃熱病 Yellow fever 

en 副傷寒 Paratyphoid fever 

en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en 細菌性腸胃炎 Gastroenteritis 

en 兔熱病 Tularemia 

en 貓抓病 Cat-scratch disease 

en 淋病 Gonorrhea 

en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

症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en 急性病毒性肝炎未定型 GB virus C 

en 中華肝吸蟲感染症 Clonorchis sinensis 

en 恙蟲病 Scrub typhus 

en 阿米巴性痢疾 Entamoeba histolytica 

en 百日咳 Whooping cough 

en 流感 Influenza 

en 常見腸道寄生蟲病 

Intestinal parasite 

infection 

en 急性病毒性 D 型肝炎 Hepatiti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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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COVID-19 Coronaviruses 

en COVID-19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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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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