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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主要為設立人類與禽類流感防疫專業人員訓練平台，針

對我國在人類流感與禽類流感流行病學及田野調查專業人才的量能

進行總體檢，評估人類與禽類流感傳染病疫情調查專家數目及現行

疫調機制後，建置衛生單位與農業單位流行病學調查培訓模組，使

用此模組培訓衛生單位與農業單位流行病學調查人員。模組中包含

應用流行病學及田野調查專業訓練課程，藉由訓練課程增強流行病

學訓練能量、強化受訓人員之田野調查能力，建立能力充足、協調

性佳、職業多樣化之跨部門團隊，有效且持續地進行各項疾病預

防、監測和應變活動，增加人禽流感防疫人員專業知能及經驗傳

承，建置重要疫病禽流感的防控體系，以改善經濟動物之生產表現

及產品品質，維護國人食品安全及健康，並達成穩定國內糧食供應

及社會安定的任務。 

 

關鍵詞：禽流感、流行病學訓練、疫情調查 

  



Abstract 

The program is mainl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 and avian 

influenza training platform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We will provide 

trainees th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tools to detect, intervene, and 

control both human and avian influenza. The training module includes the 

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 which trains a workforce of 

epidemiologists by teaching courses, strengthening the fieldwork capacity 

of trainees, increas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building a system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animal production. We aim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field epidemiologists 

in Taiwan, and hope to achieve and maintain a stable domestic food supply, 

food safety, social stability and health of Taiwa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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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由於許多因素，人類、動物、環境變遷之間的交互作用已成為

近年來越來越重要的課題。我們深知一個成功的公共衛生介入措施

是需要人類醫療，獸醫和環境衛生三方合作才能達成的〔1,2〕。 

本計畫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施政三主

軸之建立農業典範項下「提升禽畜產業競爭力」為依據，結合畜

產、獸醫、農業及生物科技研究人員，在整合產、官、學等研發資

源下共同執行，制定動物之綜合保健管理策略，並建置重要疫病禽

流感的防控體系，以改善經濟動物之生產表現及產品品質，維護國

人食品安全及健康，並達成穩定國內糧食供應及社會安定的任務。 

自民國 103 年 1 月起，亞、歐、非及美洲等多個國家，包括

韓、日、中、德、荷、英、加及美等，陸續遭受高病原性 H5 禽流

感 2.3.4.4 亞型入侵，蔓延情況前所未見。104 年 H5 禽流感病毒入

侵我國 (含 H5N2 與 H5N8)，重創我國家禽產業，全國養鵝產業幾

已遭受摧毀，短期內直接間接損失合計約新臺幣 70 億元，經過基因

序列研究比對與中東亞，西歐和北美出現在 2014 年禽流感病毒相似

〔3〕。105 年年底 H5N6 禽流感肆虐日韓等國，並於 106 年傳入我

國，亦造成產業災情。 

禽流感病毒因其基因易突變，或在多重宿主中發生不同來源病



毒的重組，造成某些禽流感病毒亞型有潛能跨越物種傳播，成為感

染人的新型流感病毒，導致個案產生重症或死亡。禽流感甚至可同

時在人類、禽畜產業造成階段性的連鎖複合式疫災，造成社會經濟

相當程度的損失〔4〕。全球有關流感病毒出現抗藥性的報導與研究

正不斷地增加，導致目前現有抗病毒藥劑治療效果愈趨侷限，而廣

效性的流感疫苗尚未發展成熟，加以流感大流行之發生時間、地點

與規模本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若無完善之監測體系、檢驗量能及應

變機制，恐對衛生醫療體系、禽畜產業發展、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

造成嚴重衝擊〔4〕。 

隨著全球化，新興傳染病爆發的頻率加快且威脅加劇，我國位

於候鳥南遷北返必經之地，面臨新型禽流感隨時可能傳入，以及舊

型禽流感在地化的威脅，家禽生產體系必須要和防疫結合。政府部

門為因應緊急疫情，需於短期間密集投入大量專業防疫人力與物

力，然宥於政府機構內專業人員配置數量有限，招募不易且主要從

事行政而非流行病學及田野調查工作，若爆發大規模疫情時無完善

之防疫專業人才量能及應變機制，恐對衛生醫療體系、禽畜產業發

展、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造成嚴重衝擊。 

本計畫主要為設立人禽流感防疫專業人員訓練平台，針對疫情

監測、流行病學、疫情調查等建置合作機制與相關訓練課程，藉由



訓練課程增強流行病學調查能量、強化受訓人員之田野調查能力，

以期能達到建立跨部門團隊目標。此能力充足、協調性佳、職業多

樣化之跨部門團隊，能有效且持續地進行各項預防、監測和應變禽

流感疫情，並提升防疫人員專業知能及經驗傳承。 

  



二、 材料與方法 

本計畫主要為培育人禽防疫專業人員，在評估人類與禽類流感

所需傳染病疫情調查專家及現況後，建置衛生單位與農業單位流行

病學調查培訓模組，並使用此模組培訓衛生單位與農業單位流行病

學調查人員。訓練內容將比照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之 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 (EIS)

及其他國家之應用流行病學人才培養計畫(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 FETP)的訓練方式，藉由實際參與流行病學調查的

經驗，獲得流行病學專業知識，並透過與國內學術單位合作，提昇

訓練品質。 

（一） 評估傳染病疫情調查訓練現況 

依據 Training Programs in Epidemiology and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Network (TEPHINET)公布最新評鑑資訊，同步更新

FETP 評鑑條文，並依據條文逐條整理 FETP 文件及資料，以此檢

視訓練課程之整備度。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應用流行病學人才訓練

及養成計畫諮詢會，與專家商討人才訓練及養成計畫改進之方

法。 

（二） 基礎訓練課程 

以原理（描述性流行病學、分析性流行病學等）、問卷設計、



現場突發疫情之調查與防治、疫情監測、統計軟體運用與資料分

析、模擬現場疫情調查技能、風險管理，風險分析、風險溝通及

經驗交流等課程為主。 

（三） 疫病防治業務單位實習 

提供受訓學員至業務單位實地瞭解疫病防治政策及相關實務

的機會，同時於課程中邀請相關國內外衛生單位、農業單位與禽

產畜牧業實務工作人員，以及人類與動物傳染病流行病學專家講

授傳染病相關訓練課程，以強化面對重大人類傳染病及動物傳染

病時之預防及應變之能力。 

（四） 疾病爆發流行之調查 

依據「做中學(learning from doing)」的原則，遇有突發疾病

流行時，由一位或數位學員於衛生調查訓練班之老師、學者專家

或歷屆畢業學員指導下，赴現場從事流行病學調查。除報告疫

情、追蹤檢驗結果及撰擬疫情資料分析外，並需研讀學術期刊進

行專題研究報告。並加強引入人畜共通傳染病之相關案例，以強

化受訓人員對人畜共通傳染病之瞭解。 

（五） 定期書報討論會 

每月至少一至二次進行專題研究或實務調查報告及相關課程

之講授。 



（六） 顧問指導 

每年不定期接受外籍顧問指導及教學。 

（七） 短期課程 

辦理短期流行病學及田野調查相關必備課程如 GIS 課程等。 

（八） 調查報告撰寫 

每位學員於受訓兩年期間，至少應完成一篇流行病學調查報

告之撰寫。 

（九） 專題研究計畫 

每位學員就國內目前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選定一項專題進

行流行病學研究與資料分析。 

 

  



三、 結果 

（一） 評估傳染病疫情調查訓練現況 

依據 TEPHINET 公布最新評鑑資訊，同步更新 FETP 評鑑條

文- Basic eligibility requirement 及 Accreditation of FETPs Minimum 

Indicators and Standards Domain 1-2，並依據條文逐條整理 FETP

文件及資料，截至 10 月底止初步完成 14 項條文之資料整理。 

BASIC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條文 條文內容 臺灣現況 

Requirement 1. 

Program duration 

The program i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21 

months. 

訓練時間長達 24 個

月。 

Requirement 2. 

Evidence of 

Completed Cohorts 

At least two cohorts of 

residents have 

completed the Program 

within the past five 

years. 

2013-2017 年共計 18

位學員，5位學員結訓，

2 位學員退訓，其餘 11

位學員尚在訓練中。 

Requirement 3. 

Predominance of 

field work 

It is documente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residents’ time 

(minimum 68 weeks) is 

spent in field work. 

訓練期間不包含教室

內授課時間約計 84

週。 

 

  



DOMAIN 1: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AND OPERATIONS 

條文 條文內容 臺灣現況 

Standard1a.1: An 

advisory board, expert 

committee, or similar 

formal mechanism 

provides general 

guidance or oversight 

on the program’s 

goals and operations. 

An advisory board, expert 

committee, or similar formal 

mechanism enables an FETP 

to systematically report and 

receive expert feedback and 

guidance. 

依據 2017年 2 月 21

日修訂之「應用流行

病學專業人才訓練

及養成計畫諮詢會

設置要點」設立諮詢

會，並於 2018 年 10

月 3日召開第一次會

議，往後每年召開一

次。 

Standard 1a.2: The 

program i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a 

component of the 

MOH(s) or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s).  

FETPs functionally integrated 

with the MOH(s) and/or 

hosting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s) that align with 

the country/regions public 

health priorities and objectives 

contribute to build public 

health and systems capacity 

for the MOH(s), the country, 

or region’s health system(s).  

疫情爆發時會由疾

病管制署署長或副

署長等長官指示或

地方衛生局以填寫

支援流病調查申請

單的方式，請 FETP

派遣學員協助調查。 



DOMAIN 1: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AND OPERATIONS 

條文 條文內容 臺灣現況 

Standard 1b.1: The 

program has office 

space, supplies, and 

equipment.  

Office space,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 services are 

critical for FETPs to maintain 

routin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program 

activities, staff, and residents.  

位於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 9樓預防醫

學辦公室及 2 樓訓練

教室。 

Standard 1b.2:  

Residents have access 

to current public 

health or medical 

literature.  

Access to up-to-date 

epidemiology and public 

health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is central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epidemiologic and public 

healt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hat comprise the core of 

FETP learning.  

Quality of FETP services and 

products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access to and use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於疾病管制署 1樓圖

書館、2 樓訓練教室

及 9樓預防醫學辦公

室接有實體書籍得

以參閱。在本署內部

網站亦有線上圖書

館提供資料查詢。 

Standard 1b.3: The 

program has access to 

laboratory testing for 

outbreak 

investigations.  

Laboratory services are 

integral components of 

contemporary disease 

surveillanc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and 

programs.  

Quality and timely access to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a 

national/ regional/global 

network of public health 

laboratories is paramount to 

截至 10月底，共計有

6 件疫情調查採檢相

關檢體送至國家級

實驗室進行相關檢

驗。 



DOMAIN 1: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AND OPERATIONS 

條文 條文內容 臺灣現況 

support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outbreak 

investigations and in 

conducting systematic public 

health activities or studies.  

Standard 1c.1: The 

program has 

documented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manual or 

similar guidance that 

is available to all 

residents, staff, and 

technical supervisors. 

The adoption and use of SOP 

to develop FETP core 

competencies and provide 

essential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llow FETPs to achieve 

consistent and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as long 

as program participants follow 

the steps described in the 

documents. 

從甄選、訓練、分派

實地訓練、評估、課

程安排及結業資格

都有一套標準規定

及作業流程。 

Standard 1d.1: 

Within one month of 

starting the program 

each resident receives 

an orientation to the 

program.  

The resident orientation 

outlines training programs’ 

operation and is designed to 

assist residents in achieving 

consistent, high-quality 

training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results by providing 

instructions to guide their field 

placement and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evaluate their 

progress, access resources, 

and receive supervision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在基礎訓練課程時

便提供學員須知手

冊，告知學員注意事

項、權利及資源取得

方式。 

Standard 1e.1: The 

program promotes 

scientific integrity 

standards.  

Scientific integrity in public 

health is the set of principles 

and behaviors to maintain 

scientific quality and 

objectivity of public health 

學員會依照課程訓

練內容、透過教師輔



DOMAIN 1: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AND OPERATIONS 

條文 條文內容 臺灣現況 

investigations, research 

studies, and service activities,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sound objective science and 

evidence, and contribute to 

sound, effective, and ethical 

public health practice.  

導及學員手冊規範，

依照疫情調查結果

做出合理客觀之決

策。 

 

DOMAIN 2:  

INTEGRATION WITH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條文 條文內容 臺灣現況 

Standard 2a.1: 

Government or public 

health authority 

provides financial or 

human resource 

support (note: regional 

programs may be 

hosted by another 

country’s 

government). 

Government financial or 

human resource support of the 

program contributes resources 

to build capacity for the 

country’s (countries’) public 

health system(s), demonstrates 

commitment to program goals 

and objective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infrastructure. 

Increasing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of programs 

initiated with external funding 

strengthens public health 

infrastructure and capacity. 

FETP 基礎訓練課

程、聘請外賓或講師

授課、定期書報討論

會議及疫情調查訓

練等相關經費主要

來自於政府科技計

畫。 

Standard 2b.1: The 

field placements are in 

service to the 

Field placement of residents, 

with clearly defined service 

expectations, within public 

於課程中邀請相關



DOMAIN 2:  

INTEGRATION WITH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條文 條文內容 臺灣現況 

country’s public 

health system(s) and 

allow residents to 

acquire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program. 

health surveillanc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public health response units,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depth of analysis 

of public health data, and 

expand epidemic response and 

surveillance dur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hile 

enabling residents to acquire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program. 

國內外衛生單位、農

業單位與禽產畜牧

業實務工作人員，以

及人類與動物傳染

病流行病學專家講

授傳染病相關訓練

課程。 

Standard 2c.1: 

Residents develop 

investigations and 

reports addressing the 

country’s public 

health priorities and 

routinely present 

results from their 

activities to the 

MOH(s) or public 

health authority. 

A key component of FETP 

training is learning how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and 

disseminate the results of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analysis reports, evaluations of 

public health programs and 

interventions, and outbreak and 

other field investigations to 

technical audiences, decision-

makers and the public, with the 

objective of impacting change 

within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population. 

由地方申請或是中

央單位指派學員去

作疫情調查。並將此

報告於三個月內回

饋給地方或是中央

單位。 

 

（二） 基礎訓練課程 

於 6 月 5 日由訓練計畫資深指導員於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



學院，與該校傳染病防治研究及教育中心團隊討論學習目標、課

程內容、執行模式等相關事宜，並於 8 月份舉辦共計 114 小時之

「衛生調查訓練班基礎課程」。 



以下為 2018 衛生調查訓練班第 33 期基礎課程課程表： 



以下為 2018 年 FETP 第 33 期基礎課程第一至四周課程滿意

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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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學員對於課程內容安排表示滿意，並認為有助於提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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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訓練所需的能力。 

（三） 製作課程模組教材 

完成 4 例新教案寫作(如下表)。其中，3 件禽流感教案係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蔡宜倫副教授合作撰寫，並參考 104 年台灣養

禽場爆發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時，實地利用病例對照分析禽場感

染風險因子之研究報告；1 件突發疫情調查（變調謝師宴）則是

就衛生調查訓練班學員先前實際參與之調查案件改寫。此外，為

使教案能充份運用於教育訓練中，於 2 月 27 日辦理引導員訓練並

據以修訂教材內容。 

 

教案名稱 教學目標 

禽流感！禽

流感！ 

 瞭解禽流感的傳播 

 瞭解禽場禽流感監測的流程 

 瞭解調查時抽樣數的意義及計算 

 計算禽流感檢驗工具的敏感性和特異性 

 瞭解疾病的盛行率如何影響禽流感檢驗的陽性預測值和陰

性預測值 

禽流感，有那

麼嚴重嗎？ 

 瞭解疾病爆發的發現 

 繪製並解釋流行曲線圖 

 計算並解釋發生率、盛行率、死亡率、致死率 

其實，都是

「人」的問題 

 知道如何設計並進行病例對照研究 

 描述問題並定義適當的病例組 



 描述問題並定義適當的對照組 

 描述不同資料收集方法與訪問方法的優點與缺點 

 計算並解釋勝算比( odds ratio) 

變調謝師宴 

 瞭解疫情調查時應注意的重點及細節。 

 學會繪製流行曲線圖，並依據此圖研判可能的傳染途徑及

推算潛伏期 

 分析、呈現並解讀在疫調時所收集的數據。 

 以調查結果做為結論及建議的支持。 

 

我們也運用本年度建立之教案，於北、中、南三場「107 年

地方防疫人員實務訓練（初階）課程」中進行前測。該課程為國

立臺灣大學傳染病防治研究及教育中心辦理，授課對象為地方衛

生局所及動物防疫單位人員，透過疫情調查案例分組討論，本單

位安排衛生調查訓練班學員擔任引導員，以評估教案設計是否達

成原訂教學目標，並據以修訂。其中，北部中部場次已於 4 月 2

日及 4 月 10 日完成，共計 71 人參加，參訓人員均認為案例討論

對未來執業作業非常/有幫助(如下圖)。 

  



4月 2日北部場次 4月 10日中部場次 

  

 

（四） 疾病爆發流行之調查 

截至 10 月底止，尚未接獲人類與禽類流感疫情調查支援之

申請，其他部分應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嘉義

縣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等機關提出流病調查支援申請，進

行共計 5 件食品中毒調查案，其中 4 件已完成事件調查報告。另

因應本年 3–4 月境外移入麻疹個案引發機場及跨國跨縣市疫情，

主動進行個案臨床特徵、傳播途徑、及群體免疫程度評估調查。 

此外，2 月為因應歐美狂鹿症疫情，進行狂鹿症相關文獻回

顧、利害關係人訪談後完成風險評估報告 1 件。評估結果顯示狂

鹿症在美國、加拿大、歐洲等地之鹿群中疫情擴大，食用鹿肉之

人口暴露風險增加，研究顯示致病蛋白能感染靈長類，但跨物種

傳播較牛海綿樣疾病困難，且人類普利昂疾病監測病例在流行地



區並無增加，台灣之疫情評估為低度風險，並提出衛教、監測、

病例調查、檢驗機制建置之建議。 

 

（五） 定期書報討論會議 

截至 10 月底止共辦理 10 場，時間內容如下表。 

日期 分類 題目 

1月 22日 監測系統評估 

PulseNet Taiwan監測系統評估- 以沙門氏菌感

染症為例 

2月 26日 

專題研究計畫 

2007-2017 年我國流感相關之超量住院估計研

究計畫 

疾病爆發流行調查 

桃園法服中心腹瀉群聚案調查報告 

2019 年 1 月高屏地區兩校腹瀉群聚事件初步

調查報告 

3月 26日 

監測系統評估 

新北市學校疑似傳染病通報系統評估-以國小

以下教托育機構腸病毒感染群聚事件為例 

科學會議報告預演 

Hepatitis C Outbreak in a Respiratory Care Ward 

Associated with Frequent Unsafe Injections — 

Taiwan, 2017 

5 月 7 日 監測系統評估 病毒合約實驗室腸病毒監測系統評估 



未接種常規疫苗之幼童入境後催注系統評估-

以 MMR 疫苗第 1 劑為例 

疾病爆發流行調查 
Field investigation of measles outbreak in taiwan, 

2018 

6 月 4 日 監測系統評估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監測系統評估報告 

7 月 9 日 疾病爆發流行調查 

2018 年 4 月嘉義縣某早餐店沙門氏菌群聚感

染事件調查報告 

9 月 6 日 專家座談會 Dr. Malison與 FETP 學員座談會 

9月 10日 訓練心得分享 

參加日本 NIID 健康照護流行病學短期訓練心

得分享 

10月 1日 科學會議報告預演 TEPHINET 會議口頭報告預演 

10月 3日 諮詢委員會 應用流行病學人才訓練及養成計畫諮詢會 

 

（六） 專題研究計畫 

為使流病調查人員學習撰寫研究計畫，設計資料收集及分析

方式並進行資料收集、分析，在分析資料結果後進行書面及口頭

報告。規畫或進行中之流行病學專題研究計畫共 1 件： 

 資料分析計畫初報─探討感染不同種系 B型流感病毒導

致流感併發重症之個案流行病學特性差異及感染株與疫

苗株種系不吻合所造成之影響 



四、 討論 

 本年度截至 10 月底止傳染病疫情調查訓練現況評估，依據

TEPHINET 公布最新評鑑資訊共 24 項，並依據 Basic eligibility 

requirement 之 3 項條文整理完畢，Accreditation of FETPs 

Minimum Indicators and Standards 的部分已將 Domain 1-2 的 11 項

整理完畢，將繼續整理 Domain 3-4 的 10 項條文，並評估傳染病

疫情調查訓練狀況，預計今年 12 月底會完成所有評鑑條文資料初

步整理完成，待明年傳染病疫情調查訓練追蹤完畢，會陸續補充

資料於評鑑條文之項目中。 

課程教案於北、中、南三場「107 年地方防疫人員實務訓練

（初階）課程」中進行前測，且另於今年 8 月舉行 114 小時之

「衛生調查訓練班基礎課程」。基礎課程學員共計 11 名，以學員

自我認知來判斷，課程提供學員針對不同項目作答，各項目皆有

70%以上的學員認為非常有幫助/有幫助，後續再依照學員回饋建

置課程模組。 

疾病爆發流行之調查截至今年 10 月底止，食品中毒調查案

共計 5 件，其中 4 件已完成事件調查報告。本年 3–4 月境外移入

麻疹個案，2 月歐美狂鹿症疫情風險評估報告 1 件。以上雖為非

人類與禽類流感疫情調查，但有助於強化流病調查人員在疫情調



查的過程中瞭解群突發反應機制與分工，規劃疫情調查並學習與

其他單位合作，執行疫情調查與資料分析，最終完成調查結果報

告並使用流行病學的原則方法提出建議。 

定期書報討論會議截至 10 月底止共辦理 10 場，雖然非屬人

類與禽類流感流行病學之主題，然報告目的為使流病調查人員能

在討論會議中報告自己的訓練作業，學習轉化科學數據成為政策

建議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訊息，並藉由會議中專家指導及討論完善

該項報告，日後若爆發人類與禽類流感疫情，可將所學靈活運

用。 

五、 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將持續辦理應用流行病學人才培養計畫，藉此培訓人

類流感與禽流感流行病學人才，以期能達到建立跨部門團隊目

標，因應人類流感與禽流感之潛在威脅。本單位已規劃明年度將

繼續辦理人類流感與禽流感調查與防治人才培訓，並將人類流感

與禽流感教材應用於訓練防疫相關人員，建置與評估疫情監測、

防治技術、或相關訓練課程之模組。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委託科技研究計畫 

107年度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本資料須另附乙份於成果報告中） 

計畫名稱：建置人類流感與禽流感流行病學訓練、疫情調查  

主 持 人：黃婉婷  

計畫編號：MOHW107-CDC-C-315-114804  

 

1.計畫之新發現或新發明 

(1) 依據 TEPHINET 公布最新評鑑資訊，同步更新 FETP 評鑑條

文，初步完成 14 項條文之資料整理。 

(2) 於 8 月份舉辦共計 114 小時之「衛生調查訓練班基礎課程」，

絕大多數學員對於課程內容安排表示滿意。 

(3) 製作課程模組教材，已完成 4 例新教案寫作，於北、中、南進

行三場前測。 

 

 

2.計畫對民眾具教育宣導之成果 

培訓人類流感與禽流感流行病學人才，以建立跨部門團隊目標，

因應人類流感與禽流感之潛在威脅。 

 

 

3.計畫對醫藥衛生政策之具體建議 

(1) 持續辦理人類流感與禽流感調查與防治人才培訓，並將人類流

感與禽流感教材應用於訓練防疫相關人員。 

(2) 建置與評估疫情監測、防治技術、或相關訓練課程之模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