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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建置整合多元資訊之決策支援機制，整合人類疫情與跨領域資訊加

值分析並視覺化展現，以及時採取最佳防疫作為，找出最適資源分配決策，

本署於 106-109 年推動「人畜共通傳染病跨域資訊整合及決策支援系統」

計畫。本計畫於 106-107 年完成「傳染病決策地圖」及「接觸者健康追蹤

管理系統」兩階段建置，前項子計畫以登革熱為例，完成蟲媒類傳染病個

案通報及檢驗資料、人口學及社經資料等 16 項高重要性跨領域資料集介

接作業，並完成摘要報表、個案統計、群聚、病媒四項主題儀表板建置與

資料驗證，於 107年 11月 19日上線啟用；後項子計畫以麻疹及新型 A型

流感為例，完成個案、名冊、回報、統計、授權計 5 項接觸者健康監測相

關資訊化功能，及供民眾與團體/機構窗口自主回報健康狀況之「健康回報

系統」，並可自動勾稽接觸者疫苗接種紀錄，於 107年 5月 1日上線啟用。 

 本計畫於 108年完成兩項系統第三階段建置，「傳染病決策地圖」完成

介接高風險農園資料、醫療院所資料、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資料、麻疹通報

資料、麻疹個案接觸者調查資料、MMR 預防接種等 6 項資料集，提供使

用者查詢登革熱個案週邊特定範圍之農園、醫療機構等資訊，以利疫情發

生時優先進行孳生源清查。同時建置呼吸道傳染病主題地圖模組，介接麻

疹通報資料、接觸者調查資料、預防接種資料，以產出各項統計報表及圖

層，並進行麻疹個案活動地自動比對系統前導研究。於風險評估部分導入

MST-DBSCAN 登革熱時空演變評估模型，及地理加權迴歸模型之自動化

分析，評估疫情發生之異常風險區域。「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完成

功能模組化開發，提升系統彈性以因應疫情緊急需求，同時新增德國麻疹

個案接觸者健康追蹤服務，並已納入麻疹/德國麻疹健康監測常規作業中。

此外，108 年度開發「健康回報系統」衛生人員版，提供前線防疫人員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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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機即可聯繫及回報接觸者健康狀況。於禽傳人風險管理部分開發動物

流感疫情發生場所相關人員健康追蹤功能模組，提供人畜共通傳染病電子

化接觸者健康追蹤服務。期能透過建置兩項系統，整合人畜共通傳染病多

元資訊，建置相關決策支援機制，逐步達到降低人畜共通及新興與再浮現

傳染病對國人健康、經濟及社會衝擊之最終目標。 

 

關鍵詞：監測系統、風險評估、人畜共通傳染病、防疫一體、雲端運算、

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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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initiated a four-year project,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zoonotic diseases” in 2017-2020. The project is 

to develop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that integrates cross-disciplinary information for 

value-added analysis and visualize multiple information promptly. The project can also 

improve accuracy while conducting a risk assessment and take the best prevention 

strategy. 

 

In 2017-2018, "GIS-bas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Zoonosis and New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ZONE) has completed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facing of 16 data 

sets with high impact across the field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representing four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summary reports, case statistics, clustering, and 

vector information. ZONE has been launched on 19 November 2018. 

 

"An infectious disease contact tracing platform and management system" (TRACE) 

developed functions for reporting during contact tracing, including the edition of cas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health status report, and data statistics. TRACE has been 

applied for contact tracing in cases of measles and novel influenza A virus infections 

and launched on 1 May 2018. Besides, a “Health reporting system” was open to the 

public in September 2018 for the case contacts to report their health status. 

 

In 2019, the study completed the third phase of the two projects. ZONE has completed 

the introduction of six datasets, including high-risk dengue farms, medical institutions, 

information for measles cases and contacts, and their MMR vaccination status. Users 

can determine areas around residences of dengue cases for source reduction. Also, a 

theme map for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was established, linking measles 

notification data, contact survey data, and vaccination data, to produce statistical 

reports and layers. We conducted a pilot study on an automatic comparison system 

for the measles epidemic clustering. As regard to risk assessment, the MST-DBSCAN 

model and the automated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were introduced to assess the anomalous risk area of the epidemic.  

TRACE has completed the functional modular development to enhance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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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ility to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epidemic in 2019. At the same time, TRACE 

has been applied for routine health-tracking on contacts of measles and rubella cases. 

“Health reporting system” for health personnel was open to providing users to use 

mobile phones to report the health status of contacts. Moreover, a health-tracking 

function module for individuals exposed to animal influenza outbreaks has been 

developed for risk management on zoonotic diseases. 

 

Through this study, we hope that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diverse information and 

better support of decision-making can be possible.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human health, economy, and society caused by zoonosis an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Keywords： 

Surveillance system, risk assessment, zoonotic disease, one health, cloud comput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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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整體規劃 

「人畜共通傳染病跨域資訊整合及決策支援系統」為四年期研究計

畫，執行期間為 106-109年，圖 1為本計畫全程規劃藍圖，包含建

置「傳染病決策地圖」(Zone)及「傳染病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

統」(Trace)兩項目，研究目的及內容著重於建置系統性傳染病決策

支援機制，整合人類及動物發生人畜共通及新興與再浮現傳染病的

跨領域資訊，並於事件發生時，透過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快

速掌握接觸者健康狀態，即時阻斷傳播鏈。本計畫將逐年完成建置

系統架構、視覺化展現多元疫情決策資訊、分析整合資訊及加值運

用以提升風險評估能力、自動化資料及模擬與預警分析等功能。 

 

圖 1、人畜共通傳染病跨域資訊整合及決策支援系統計畫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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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決策支援系統 

(一) 106至 107年傳染病決策地圖開發情形 

傳染病決策地圖的建置目標，是期望透過彙集各種對傳染病防治

工作有價值或潛在價值的資訊，並透過資料整合、地理資訊視覺

化，輔助及支援防治工作決策。為建立傳染病決策地圖，106至

107年間，以登革熱及麻疹兩項疾病為例，分別針對蟲媒類及呼

吸道傳染病進行資料盤點、介接規劃、視覺化需求分析及系統開

發，以主題地圖概念建立系統框架及通用功能模組，以利後續系

統擴充其他視覺化展示功能。成果簡述如下： 

1. 需求盤點成果 

針對本署決策者、防治業務權管人員(區管中心及衛生局)、一

般民眾等對象辦理需求訪談，並歸納現存相關資訊系統功能，

剖析防治工作相關文書、制式報表，以辨識使用者潛在需求。

以登革熱為例，依據訪談團體腦力激盪及其他需求盤點結果，

將使用者需求歸納為：病例、病媒、防治措施、醫療服務、人

口學及環境、風險共 6項主需求，各主需求再依資訊屬性另細

分為病例分布、重症研判、群聚研判等 13項細項需求，以此

做為後續資料盤點、系統介面規劃之基礎框架。 

2. 資料盤點及規劃成果 

依據需求分析結果，盤點及規劃登革熱、麻疹視覺化所需跨領

域資料之整合機制，完成介接傳染病通報系統、接觸者健康追

蹤管理系統、防疫資訊匯集平臺(ICP)資料及外部內政、氣象

等輔助研判性質資訊。另為增加使用彈性，亦規劃使用者可自

行匯入 geojson、csv等格式之自有圖層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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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基礎建置成果 

多數複雜度較高、資訊探勘型式之地理資訊系統多採用圖台式

設計，但常態性業務仍需統計圖表、次級統計數值指標等輔助

快速研判，考量兩者搭配提供不同型態資訊，系統設計圖台結

合即時報表之模式，除於地圖呈現資料點位或面量統計資訊

外，於圖表頁籤同時顯示資料統計圖。另資訊系統相較於靜態

資料之最大的優勢，在於資料具有可操作性及可互動性，不同

型態資料可相互串連，即時進行邏輯複雜等運算功能，為最大

化資訊系統優勢，規劃互動式圖層圖表、環域分析等功能，以

利資訊探勘。106年依據本署自行設計之系統雛型，委託資訊

廠商先行針對系統架構、資料介接環境、地理資訊暨統計圖表

複合式圖台等基礎框架完成開發，並初步針對署內現有資料，

如法定傳染病個案通報資料、檢驗資料等完成介接。 

(二) 登革熱風險預測模型建置 

106年度先運用登革熱病例分布，以核密度推估(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方式作為登革熱風險評估的取徑，使用資料為

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中，於 105年發病之登革熱確診個案，初步

估計結果可得知本土病例風險主要聚集於高雄市區。106年度運

用登革熱病例分布、氣溫、累積雨量、蟲媒調查資料，以地理加

權迴歸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進行多

變項風險分析。 

 

三、 發展傳染病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 

(一) 106至 107年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下稱接觸者系統)開發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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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架構設計及建置 

接觸者系統自開發初期，即導入設計思考與滾動式開發概念，

並於系統建置前中後期進行使用者易用性測試，並依據紀錄及

使用者回饋問卷內容，評析各階段系統功能介面待調整處，以

達到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核心理念。106年度以一項新興傳染病

(新型 A型流感)及一項高傳染性疾病(麻疹)為例，綜合規劃新

興傳染病及高傳染性疾病於個案與接觸者追蹤特性之系統架

構。自 107年 5月起陸續以麻疹、新型 A型流感、德國麻疹

等個案接觸者追蹤作業推廣上線運作。 

2. 強化自主健康回報功能 

107年開發健康回報系統(https://health.cdc.gov.tw/)，提供民眾及

醫療院所感控人員及校護等團體回報窗口，自行回報個人/團

體健康狀況，以節省衛生人員透過電訪或家訪方式進行健康追

蹤所花費之時間，及解決民眾可能因衛生人員屢次詢問感到叨

擾等問題。 

3. 建立系統功能及資料庫模組化機制 

為因應我國疫情狀況，接觸者系統建置程式模組化機制，如需

新增特定法定傳染病使用本系統進行健康追蹤，系統管理者可

透過「疾病參數設定」功能，新增疾病項目及設定其參數，包

括 1.主要症狀：系統自動帶入該傳染病於個案通報單呈現之主

要症狀，由管理者勾選顯示於有症狀接觸者之主要症狀清單

中；2.監測與彙整設定：可編輯接觸者健康監測預設天數，及

該疾病是否預設每日監測及彙整；3.名冊總覽頁面顯示選項：

目前已建置新興呼吸道傳染病(如新型 A型流感)模板，及高傳

https://health.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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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性疾病(如麻疹)共兩類模板提供選用；4.接觸者名冊欄位設

定：共同欄位納入每項疾病，另提供自訂欄位供管理者勾選是

否納入，如因疾病特性特殊，亦可新增自訂欄位，並可將名冊

模板上傳。設定完成後可擇日啟用疾病，啟用後即可上線使

用，提升系統新增追蹤疾病彈性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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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材料與方法 

本計畫 106-108年材料與方法說明及執行方式如下： 

一、 跨領域傳染病資料交換及介接，以強化決策支援及資料視覺化 

(一) 資料介接評估 

資料盤點可依宿主、環境、病原及防治工作共 4面向進行盤點，

資料集表列完成後，再針對各項資料評估介接可行性及介接方

式；登革熱資料盤點結果如圖 2。 

 

圖 2、登革熱資料盤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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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傳染病決策地圖主題地圖設計 

傳染病決策地圖為兼顧重要統計指標、視覺化地圖及細節資訊等

巨觀至微觀之資料顯示需求，系統框架包含「資訊儀表板」、「圖

層」及「資訊視窗」三階層之資料展示方式如圖 3。「資訊儀表

板」提供次級統計圖表及重要變項之分佈情形，並可控制圖表、

圖層顯示之資料內容；「圖層」則為針對資料之地理資訊進行視

覺化展示，可透過圖例圖層工作視窗選擇視覺化種類及屬性；

「資訊視窗」則於圖面上針對特定點位、面量物件提供詳細資料

及環域分析功能。 

 

圖 3、傳染病決策地圖資訊提供框架 

主題地圖設計步驟如圖 4，各步驟詳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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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主題地圖設計步驟示意圖 

1. 資料歸類 

目前系統已建立「個案統計」、「群聚」、「病媒」、「防治工

作」、「醫療」、「風險評估」及「接觸者」共 7項儀表版模組。

於介接資料盤點完成後，即可將各項資料集歸類至各儀表版，

1項資料集可能適用於 1至多個儀表版，另可依疾病特殊展示

需求或資料類型，增加新類別之儀表板模組。以 108年規劃

新增之麻疹主題地圖為例，即依接觸者系統介接之接觸者資料

集展示需求，新增「接觸者」儀表版。登革熱、麻疹主題地圖

資料歸納結果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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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傳染病決策地圖儀表版資料對應圖 

2. 儀表板圖表設計及篩選條件擇定 

儀表板結構如圖 6，左側可呈現 1~3張重要趨勢圖，此外，篩

選列及右側篩選面板亦可進行展示資料篩選，篩選條件更新

後，左側趨勢圖表、篩選面板統計結果及圖層將同步更新。 

 

圖 6、傳染病決策地圖儀表板結構簡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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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儀表板時，需決定 (1)篩選列篩選條件：各資料集通用性

篩選條件，通常包含時間條件、個案病例定義；(2)篩選面板

篩選條件：篩選面板除提供篩選變項選取功能外，可同時視覺

化呈現各變項的分佈情形，因此可自各資料集中選擇數個有意

義欄位顯示，同常會包含行政區選擇欄位；(3)左側趨勢圖種

類：可參考該疾病例行性會議報告用圖表。登革熱主題地圖各

儀表板設計如圖 7。 

 

圖 7、登革熱主題地圖儀表板視覺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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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層設計 

圖層為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提供的資訊核心。設計圖層時，應先確認資料集是否需具備地

址、地段地號、統計區代碼、經緯度(WGS84)座標等地理資

訊欄位；如地理資訊為地址、地名等純文字資料，需經其他程

式轉換為地理座標，應留意資料品質及轉檔後缺值處理問題。

確認資料集具有地理資訊、且需以獨立圖層顯示後，可選擇視

覺化圖層種類(例如點圖層、區塊面量圖層、熱區圖層等)及屬

性設定相關欄位。以登革熱個案資料為例，依個案居住地點位

視覺化產出「病例點位圖」，並聚合運算產出「病例核密度估

計圖」及「行政區分布圖」面量圖層(如圖 8)，其中「病例點

位圖」可分別依個案是否境外移入、性別、年齡層、病毒血清

型、是否重症死亡、發病距今時間等 6項變項中不同類別呈現

不同顏色(如圖 9)。 

 

圖 8、登革熱個案不同種類圖層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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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登革熱個案點位圖層不同著色屬性展示 

 
4. 資訊視窗設計 

資訊視窗為點擊單一點線量物件時，新增開啟一視窗，針對該

物件提供更詳細之統計值、文字甚至圖層資訊。 

完成圖層設計後，可評估各圖層是否需資訊視窗，並規劃顯示

內；如待顯示內容較多，則可將資訊分類為數個頁籤，分門別

類呈現；另資訊視窗亦可提供該物件關聯之資訊圖層。以麻疹

個案點位圖層為例，資訊視窗分為「摘要」、「地理資訊」、「接

觸者」、「群聚」4項頁籤；點選接觸者頁籤時，除提供接觸者

人數、有症狀人數等統計值及主辦衛生局、監測日期等文字資

訊外，亦會開啟該個案接觸者所在地點位圖層(如圖 10)。 

本系統已製作環域功能模組，點擊特定物件開啟資訊視窗後，

可檢視該物件週邊指定範圍內其他資料集之分布情形。設計資

訊視窗時，需一併評估是否要加入環域模組，並設計其篩選條



19 
 

件、可分析之資料種類及產出圖層設計。以登革熱病例點位圖

層為例，環域功能可設定起迄時間、環域範圍，檢視符合條件

之其他陽性個案、醫療機構、高風險農園、布氏級數調查結果

等如圖 11。 

 

圖 10、麻疹特定個案接觸者分布圖 

 

圖 11、登革熱主題地圖環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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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摘要儀表板設計 

為方便系統使用者，可於單一畫面瀏覽所有疾病決策相關重要

統計圖表，本系統規劃獨立之摘要儀表板模組。登入系統時，

系統會依使用者身份，顯示其轄內個案之統計情形，但使用者

仍可自行切換至全國或任一區管中心、衛生局或衛生所視角。 

 

圖 12、傳染病決策地圖摘要儀表板 

(三) 開發麻疹個案活動地自動比對系統前導研究 

台灣為麻疹高風險地區，當麻疹流行爆發季時，防疫人員須監測

比對病患活動史，以進行通報個案風險評估，及早進行接觸者追

蹤與防疫措施。目前防疫人員多以人工的方式進行比對，不僅費

時費工，並有可能在比對過程中有所疏失，在緊迫性的爆發時，

影響防疫工作時程與效率。因此我們針對新個案發生時，能迅速

與舊個案比對，找出可能之指標個案，開發自動比對的網頁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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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區，以利防疫人員進行追蹤，研發團隊遂於 108年進行麻疹個

案活動地自動比對系統前導研究，開發結果與使用者回饋建議將

列入 109年決策系統新增功能開發使用。 

 

圖 13、麻疹個案活動地自動比對系統設計理念 

二、 規劃接觸者系統與既有個案或群聚追蹤管理系統資料整合 

麻疹等高傳染性疾病個案如於可傳染期搭乘航空器，衛生人員即須

追蹤同班機個案座次前後兩排與同排旅客健康狀況，現行取得航空

器接觸者聯繫資訊方式，是透過電話、信件及函文向航空公司取得

艙單資料，同時查詢移民署入出境系統、內政部戶役政系統等，設

法取得接觸者聯絡資訊，目前作業方式尚無自動化機制以加速作業

流程。接觸者系統於 108年規劃透過疾管署智慧檢疫系統(SQMS)自

動勾稽移民署入出境系統資料，以加速航空器相關接觸者名冊建置

(業務流程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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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麻疹/德國麻疹通報個案艙單接觸者名冊建置流程及欄位介接規劃 

三、 新增動物流感疫情發生場所相關人員健康追蹤功能模組 

鑑於感染流感病毒的動物被認為是人類新型 A 型流感最有可能的感染

來源，故動物流感疫情發生場所之疫情防治亦是阻絕疫病傳染的重要

一環，當接獲農政單位通知國內動物檢出新型 A 型流感病毒時，發生

場所在地之衛生單位依據檢出亞型對於人類疾病嚴重度高低，進行疫

情調查、接觸者造冊、健康狀況主動追蹤等防治工作。為提供動物流

感發生場所相關人員電子化健康追蹤服務，接觸者系統開發動物流感

疫情發生場所相關人員健康追蹤功能模組，透過介接農政單位提供之

陽性禽場基本資料，建立事件清單以供防疫人員進行名冊上傳與編

輯、健康回報及統計等功能，以有效節省單位間訊息傳遞及資料彙整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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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果 

一、 維運即時協調環境設備及資料錄製備份系統，保持跨機關聯繫機制

暢通。 

在疫情防治之領域上，為整備即時決策支援環境設備，在本署林森

辦公室已建置協調指揮中心及戰情中心完備之視聽及視訊會議室，

並有錄製備份系統，提供本署及各區域指揮中心、各縣市衛生局、

各部會或其他國家進行跨機關訊息交換及聯繫，截至本(108)年度 10

月份，已在林森辦公室召開 135場跨機關會議。除了運用既有視訊

架構得以快速溝通，保持跨機關聯繫機制暢通，進行政策宣達推動

等效益之外，更將定點會議室的架構擴大納入行動會議室，以個人

的行動裝置(手機或平板)透過 4G或 5G網路，隨時隨在的參與防疫

相關會議，將防疫的觸角以空間及時間繼續延伸，快速進行流行疫

病的應變及回應。另建置行動會議室，將會議室的架構從原本的定

點會議室擴大到行動會議室，使防疫會議的進行不受時間與空間限

制，增進應變與決策的靈活性。 

 

二、 維運多媒體資料影像輸出設備及色差影像分配矩陣系統，並建置影

像自動追蹤功能視訊系統及 HDMI訊號選擇傳輸轉換系統。 

   以支援 H.239資料影像傳送功能雙視流通訊協定，且具備 AES加

密功能，內建 H.460防火牆穿越功能之視訊主機，搭配影像感應晶

片 1/3"CCD，原始解析度 1080i或 1080p/60fps之攝影機，其多媒

體資料影像輸出並以 cat.6 / FTP及 HDMI 1.4為線材訊號傳輸標

準，透過 HDMI色差影像分配矩陣系統將訊息進行傳送，確保決策

支援系統與外部資料進行疫情處理應變之情資介接交換資訊，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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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影像分配矩陣系統處理運作正確無誤，本項在 108年度第二季已

辦理建置。 

 

三、 建置決策支援系統 

(一) 完成現場疫調增列管制點等相關地理資訊功能。 

現地調查增列管制點相關功能提前於 107年底開發完畢，已就本

署區管中心列管點增列、複查、風險評估等作業流程進行訪談與

分析，並依作業流程評估需求，規劃及實作新增現場調查資料上

傳及資訊回饋功能。使用者可透過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

載具，於調查現場上傳孳生源查核等資訊，透過自動地理定位追

蹤(GPS tracking)服務自動代入查核點位資訊，減少查核結果重

複繕寫及登打，並可透過行動載具自動定位，減少透過填寫地

址、地段手動定位，所衍伸之無法對應、對應點位不夠精確之問

題。另本功能亦可依使用者所在位置，即時查詢鄰近地區近期查

核紀錄，提供使用者安排各區域查核之優先順位、規劃查核路

線。系統畫面如圖 15。 

 

圖 15、現地拍照上傳暨孳生源辨識功能畫面 

(二) 持續整合並介接決策支援系統所需之新增環境、氣候、雨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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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禽畜場、社會經濟等資訊至少 1項，及傳染病人類及動物疫

情相關資料，資料經自動地理編碼後存放於資料庫，並針對不同

時空尺度之資料，以空間內插、單位時間聚合運算(time 

aggregation)等方式進行整合。 

108年度已配合疫情分析需求，新增介接高風險農園資料、醫療

院所資料、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資料、麻疹通報資料、麻疹個案接

觸者調查資料、MMR預防接種共 6項資料。 

運用本系統空間運算及視覺化呈現之優勢，於系統內提供風險農

園、醫療機構點位展示圖層及個案環域分析功能，提供使用者查

詢登革熱個案週邊特定範圍之農園、醫療機構等資訊，以利疫情

發生時優先進行孳生源清查(如圖 16)。 

 

圖 16、傳染病決策地圖以環域功能檢視高風險農園 

另為符合傳染病個案、接觸者資訊視覺化呈現及產製相關報表需

求，建置呼吸道傳染病主題地圖模組，本年新增介接麻疹主題地

圖所需之通報資料、接觸者調查資料、預防接種資料，以產出各

項統計報表及圖層。上半年已依登革熱主題地圖模組之建立基

礎，新增呼吸道傳染病之摘要、個案、群聚、接觸者共四項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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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如圖 17 - 圖 19)。 

 

圖 17、麻疹主題地圖個案儀表板畫面 

 
圖 18、麻疹主題地圖個案資訊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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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麻疹主題地圖群聚儀表板畫面 

 

(三) 分析流程自動化排程。維護及調校整合資訊，並確保資訊流交換

與資料視覺化展現順暢。 

延續 106年及 107年之資料介接整合工作，傳染病決策地圖已建

置自本署倉儲系統、本署 SFTP資料交換伺服器、本署其他業務

系統、國衛院蚊媒中心等來源之資料介接機制，系統以自動化排

程定時更新資料、寫入專案資料庫主機，並依系統需求進行各項

資料表及資料圖層之加值運算，以加速資料動態運算及結果輸出

之效能，提升使用者使用體驗。 

本年配合新增登革熱主題地圖儀錶板及展示圖層，為增進運算效

能，已協調本署資料倉儲廠商，於介接資料表新增系統需求欄

位，減少專案系統進行跨資料表交叉連接(join)處理之頻率。 

(四) 回饋加值後資料給相關決策單位，次級統計資料定期以 open 

data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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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於疾病管制署資料開放平台(Taiwan CDC Open Data 

Portal)開放 11項登革熱相關資料集，包含確定病例統計、快篩

試劑配置醫療院所、蚊媒調查資料、群聚資料等，是項資料集亦

同步於國發會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更新。 

另因應本年登革熱本土疫情公眾溝通需求，增修對外版登革熱地

圖之蚊媒地圖功能，整合布氏級數、誘卵桶指數、誘殺桶指數 3

項蚊媒監測指標，研判各村里之蚊媒風險警示等級，提醒民眾加

強環境清消及孳生源清除工作。地方衛生局所亦可於網站下載前

一週高風險里別清單，供後續防治工作運用。系統畫面如圖 

20。 

 

圖 20、公眾版登革熱地圖之蚊媒地圖功能 

(五) 以一項人畜共通傳染病為例，增加資料視覺化分析功能、校調及

驗證現有之地理加權迴歸模型，並與外部單位合作，評估透過

Modified space-time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 with noise (MST-DBSCAN)方法追蹤疫情群聚時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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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可行性。 

108年度與台大地理系溫在弘教授合作，導入溫教授實驗室團隊

開發之 MST-DBSCAN登革熱時空演變評估模型。溫教授團隊將

模型運算之源碼公開於 github網站，於本署伺服器運算後，每日

產出評估圖層，展示於系統供防疫人員參考如圖 21。 

 

圖 21、MST-DBSCAN群聚時空演化模型展示畫面 

(六) 結合環境及病例資訊進行交叉風險評估，並視覺化展現多元資

訊，運用整合資料分析至少一項傳染病高風險地區之人類感染風

險。 

本系統已完成氣象與病媒資料自動化導入，再結合既有之法定傳

染病資料，目前已可進行地理加權迴歸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之自動化分析，評估疫情發生之異常

風險區域。模式以鄉鎮市區為單位，將過去 14天平均氣溫及過

去 14天累積降水，以距離反比加權(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 IDW)做空間內插後，轉換為鄉鎮尺度資料，再將過去

14天境外移入病例數、過去 14天布氏指數最大值勾稽至鄉鎮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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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作為建模之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而以過去 14天

病例數為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建置地理加權迴歸模型，

透過病例數預測值殘差分佈的異常，標示風險範圍。目前相關圖

資運用本署自行建置之資料分析伺服器運算，透過每日排程方式

提供本系統 geojson檔進行圖資介接。 

 

圖 22、以地理加權迴歸模型評估本年 5月 27日登革熱異常風險區域 

(七) 麻疹個案活動地自動比對系統開發成果 

1. 前端網頁渲染 

此 API採用前後端分離之方式進行編碼，前端使用 Python 

React設計，含兩個頁面，分別為通報專區與歷史紀錄區(如

圖 23)。通報專區進行個案通報之鍵入，送出後分析結果之下

載，並可即時框選字串查詢與舊個案關聯性；歷史紀錄區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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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使用者自定義顯示儲存名稱，將分析結果存至 API，以利

回查紀錄或再次下載。 

 

 

圖 23、麻疹個案活動地自動比對系統前端渲染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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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報專區頁面。(b) 通報專區按下送出後產生個結果下載按鈕，並可儲

存此次結果至 API。(c) 歷史紀錄專區，供使用者再次回查或下載。(d) 在 

(a) 移動史鍵入處框選欲搜尋字串與舊個案比對之地圖(可在(d)之移動史鍵

入框再次修改)，藍色標示代表暴露期，紅色為可傳染期。 

 

2. 資料庫建立 

以 SQLite3設計一資料庫，如圖 24。當在前端通報專區輸入

含個案資訊與移動史後，會將資料回傳並儲存通報單編號、個

案顯示名稱(自定義)、個案住家地址(介接倉儲資料)、個案移

動史日期與地點描述。 

 

圖 24、SQLite3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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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個案儲存資訊，含自定義名稱、通報單編號、個案住家地址、建立時

間。(b) 個案移動史日期與地點紀錄，含日期、病程時期、地點之原始描

述、字詞分析後的搜尋關鍵字、經緯度，個別之搜尋點存成不同筆數。 

3. 後端資料處理分析 

後端使用 Python Django設計，以多個 API組成，當前端資

料回傳至後端，會先進行驗證，驗證成功後存進資料庫，並進

行日期與移動史的文字分析。解析過的移動史關鍵字會進入

Google Geocoding API搜尋相關經緯度與地址，並回傳至後

端與分析之日期鍵結。得到之結果(圖 25)利用 Python Folium

製作個案移動史地圖(Open Street Map)，爾後再比對資料庫

舊有個案，當新個案暴露期在舊個案可傳染期，或新個案可傳

染期在舊個案暴露期內，移動史為同日期，以查詢地點之經緯

度為中心點，半徑 20公尺的範圍內有相關性，則視為兩個案

可能在同一區感染，以此方法在 Open Street Map標示出地

點，並製作成甘特圖，以利防疫人員進行群聚案件、指標個案

的比對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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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Folium Open Street Map標示地圖畫面 

4. 分析結果生成 

後端產出之結果將渲染至前端，供使用者利用，這些結果具有

易讀性與可判斷性，防疫人員可根據標示的相關地點對個案活

動史進行研判，迅速找出群聚案件與指標個案，提升查詢比對

效率並及時採取防疫措施。且提供下載與儲存至歷史紀錄區之

功能，以利防疫人員進行回查與檢視。 

 

 

四、 傳染病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 

(一) 完成健康回報系統衛生人員版網頁開發 

自 107年 11月上線起至 108年 10月，健康回報系統已有逾 7

萬 6千餘次的不重複瀏覽紀錄，使用對象除民眾及團體窗口自行

回報健康狀況外，因接觸者系統限定登入來源需為衛生單位網

段，因此非上班時間防疫人員仍須回報接觸者健康狀況時，亦透

過健康回報系統回報接觸者健康狀況。由於當初設計主要提供團

體及民眾使用，衛生人員使用亦須先行授權與設定，由衛生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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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登入接觸者系統選擇特定接觸者後，再由系統產生健康回報系

統登入碼，提供衛生所人員假日使用，但逐個案由衛生局設定授

權機制將耗費時間，研發團隊遂於今年開發健康回報系統衛生人

員版，衛生人員非工作時段透過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載

具，即可回報接觸者的健康狀況。本功能於 108年 6月建置完成

上線使用(如圖 26)，在資訊安全考量下，系統仍以疾管署單一簽

入平台(URM)帳號密碼機制登入(a)，並為防範網路機器人惡意攻

擊網頁狀況，增加 reCAPTCHA機制，以驗證使用者非機器人身

分，衛生單位人員登入後即可檢視轄區追蹤中個案清單(b)，點選

個案後即可檢視其相關接觸者回報狀況(c)，已回報接觸者亦可檢

視回報情形(有症狀、無症狀、未遇、失聯及結案)及查詢其歷次

回報紀錄(e)，當點選特定接觸者後，即可於行動裝置撥打電話連

繫接觸者，並回報其健康狀況(f)，俾利衛生人員於假日進行接觸

者回報作業，回報資料將直接寫入接觸者系統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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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健康回報系統公衛人員版畫面(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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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成動物流感疫情發生場所相關人員健康追蹤功能開發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農委會如發現動物感染重大人畜共同

傳染病事件，農業中央主管機關應即通知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因

此當疾管署接獲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下稱防檢局)通知國內

動物檢出動物流感病毒時，地方衛生單位應儘速聯繫地方動物防

疫單位瞭解動物疫情現況，並陪同衛生人員赴現場進行疫情調

查，疫情調查之重點即包括屠宰動物場所，及平時作業人數等可

能曾與該批檢出動物或其所在環境接觸者名冊等。接觸者系統提

供接觸者造冊及追蹤作業流程資訊化服務，透過自動介接防檢局

提供疾管署之陽性禽場資訊，呈現於系統事件清單中(如圖 27)，

地方衛生單位可透過系統進行接觸者名冊上傳及追蹤等作業，並

自動產製接觸者健康狀況統計報表，詳細資料亦可匯出運用(如

圖 28)。該項功能預計於 109年 1月上線運作。 

 

圖 27、接觸者系統動物流感疫情事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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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接觸者系統動物疫情(陽性禽場)事件統計表 

(三) 持續進行系統功能優化及調校 

1. 系統自動化工作排程管理及監控機制 

為提升系統維運服務之品質，108年接觸者系統建置系統異常

監測機制，運用 Nagios(監控軟體)即時監控服務主機狀態及系

統服務(如圖 29)，若系統發現監控項目異常時(已達預設警戒

值)，監控程式會寄發電子郵件通知，並由相關人員及時介入

處理及修復，有效降低異常事件對使用者之影響，於 108年

10及 11月進行監控機制驗測，並預計於 108年 12月於正式

環境運作，108年度以系統服務為主要監測項目，已完成之監

測項目包括：HTTP servers (http-servers網頁應用伺服器)、

SSH servers (ssh-server遠端連線伺服器)、Ubuntu Linux 

Servers (ubuntu-servers主機開機狀態)、Current Users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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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使用者數)、Current Load (系統負載，5min, 1min, 5sec 等計

算區間大於 80%狀態為 Warning，大於 90%為 Critical)、 Disk 

Space(磁碟空間，剩下 10%狀態為 Warning，5%狀態為

Critical)、Total Process(執行程序數)等項目。規劃於 109 年將針

對資料品質進行監測，提升監測品質採購 HOST MONITOR 之

LINUX 之版權整併至機關之監測機制，撰寫資料庫監測排程程

式進行連線檢測監控，若有連線異常則發信通知。 

 

圖 29、運用 Nagios(監控軟體)即時監控系統狀態 

 

2. 提升防疫人員編輯接觸者名冊時效 

麻疹病例於通報後須於 48小時內完成個案疫情調查，調查內

容包括詢問個案潛伏期及可傳染期活動史，前項係調查個案可

能感染地點，及與其他個案之人時地相關性，後者則是調查可

能傳播範圍，及個案接觸者人數。如為確定病例，轄區衛生局



41 
 

依據個案活動期間造訪地點進行接觸者造冊，如遇特定機構/

團體(如醫院、旅館、學校等)，則發函或電話聯繫該單位提供

接觸者名單，因此不同來源資料常有資料格式不一的狀況。 

目前上傳接觸者系統之資料內容如不符合接觸者名冊模板規範

之欄位格式，則導致上傳失敗，使用者為成功上傳資料，需額

外花費時間彙整及清淨資料後再上傳，造成人員額外業務負

擔。此外，因應本年麻疹疫情民眾及團體回報需求，健康回報

系統使用量上升，並接獲使用者反映因接觸者名冊中連絡電話

與民眾輸入電話可能有格式差異，或有無輸入區碼等問題，導

致民眾無法順利以其姓名及電話登入及回報自主健康狀況。基

此，為減輕人員名冊資料格式調整負擔，研發團隊於 108年

度開發資料轉換機制，蒐集衛生局及疾管署區管中心接觸者名

冊來源資料，包括日期、姓名、性別、連絡電話/手機、居住

縣市、居住地址等欄位常見資料格式樣態後，建立接觸者名冊

資料傳換邏輯，凡符合資料轉換格式，皆可直接上傳系統，由

系統後端撰寫正規表示邏輯(Regular Expression)，將相容格

式之字串檢核、校驗、轉換為統一格式後寫入資料庫中。使用

者於下載名冊模板檔案時，同時提供接觸者名冊各欄位資料填

寫及格式轉換說明，方便使用者對照使用(如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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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接觸者名冊欄位資料轉換說明表(部分截圖) 

 

3. 建立跨個案資料查詢機制 

接觸者系統設計概念是透過呈現個案清單方式，由使用者選定

個案後，持續進行個案相關接觸者名冊編輯、回報及統計作

業，若屬群聚事件，則透過群聚事件編號進行資料串連，提供

重複接觸者一次回報及以群聚事件為單位進行資料統計功能，

對於以行政區為單位及一次性將所有追蹤中個案相關接觸者名

冊匯出運用，則需逐個案點擊檢視及匯出。108年度研發團隊

開發全站查詢功能，提供使用者以行政區為單位，依使用者所

屬權限，查詢目前追蹤中個案所有接觸者健康回報情形，方便

衛生局管理轄下衛生所回報所有追蹤中接觸者健康狀況，節省

逐個案檢視相關接觸者健康回報資料時間，跨個案依行政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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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功能預計於 109年 1月上線使用，預期協助衛生局掌握衛

生所追蹤接觸者的健康狀況(如圖 31)，同時透過一次性匯出功

能，衛生人員可以依權限下載所有追蹤中個案的接觸者名冊，

以供管理單位線下作業流程使用。 

 

圖 31、跨個案以行政區為單位統計接觸者健康回報情形 

4. 建立個案相關接觸者名冊資料封存及刪除機制 

考量接觸者系統已完成追蹤之接觸者名單中個人資料，使用者

仍可於系統查詢及使用衍生目的外利用之虞，以及避免已無需

使用資料影響系統效能狀況，系統建立個案相關接觸者名冊資

料封存及刪除機制，當健康監測截止日已逾 180 天之個案，

系統將封存其所有資料，僅提供使用者查詢該個案相關接觸者

之統計資料；若屬列於個案清單但未進行追蹤之個案，如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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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檢驗結果判定個案之疾病分類屬於排除、未確定、可能/極

可能個案，其通報日逾 180 天仍未設定健康監測截止日，個

案資料將直接刪除(如圖 32)。 

 

圖 32、資料封存後個案僅提供統計查詢功能 (如黑框處)。 

(四) 評估接觸者系統與個案追蹤管理相關系統資料整合 

麻疹/德國麻疹個案若於可傳染期搭乘航空器，防疫人員需調閱艙

單以查詢同班機旅客聯絡資訊，提供衛生局所進行接觸者健康狀

況追蹤。為節省人員查詢時間提升名冊蒐集時效，接觸者系統於

108年規劃透過智慧檢疫系統(SQMS)，查詢移民署艙單調閱資

料，並將接觸者個人資訊寫入接觸者名冊中。接觸者系統勾機艙

單接觸者流程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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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艙單調閱資料輸入畫面，由疾管署區管中心使用者輸入透

過航空公司取得的航班班次、航班日期，並依據接觸者名冊模

板，上傳接觸者護照號碼、英文姓名、生日、性別資料，因為

航空公司提供資料可能不全，因此接觸者系統將依據：1.護照 

2. 英文姓名+生日 3.性別+生日 4.生日序位透過 SQMS查詢移

民署入出境系統資料。 

2. SQMS系統完成勾稽後，輸出入出境日期、英文姓名、中文

姓名、出生日期、性別、國籍、身分證號碼、在台聯絡地址、

在台聯絡電話、旅客最近一次入境日期、旅客最近一次出境日

期共 11項欄位資料，寫入疾管署區管中心使用者上傳的接觸

者名冊中，並提供匯出功能，使用者可直接匯出繼續編輯名冊

中其他欄位資料。 

(五) 接觸者系統教育訓練 

108年 11月 7日辦理接觸者系統教育訓練，就動物流感疫情發

生場所相關人員追蹤管理功能、全站資料查詢、健康回報系統公

衛人員版、及個人資料封存機制等新增及優化功能項目進行說

明，教育訓練對象為疾管署及衛生局所人員，透過現場及視訊連

線參與，共計 149人參加本次教育訓練。此外，為提高教育訓練

人員發問意願，全程提供 slido會議平台匿名提問，並於教育訓

練中不定時回復視訊端參與人員的疑問。參與人員共提出 14項

問題與建議，其中接觸者轉介同時通知轉出衛生單位、動物流感

疫情發生場所相關人員流感疫苗接種紀錄直接勾稽預防接種系

統、接觸者個人資料封存時間由半年延長為一年、健康回報系統

新增動物流感疫情發生場所相關人員健康追蹤功能、有症狀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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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備註接觸者採檢狀態等 5項優化建議將評估是否納入明年增修

項目，其他問題已於會議中直接說明。另有衛生局建議教育訓練

可同時開放測試機提供視訊端與會者實機操作，研發團隊將協助

衛生局申請測試機連線及預備測試資料，預計 108年 12月提供

衛生局操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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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與建議  

一、 傳染病決策地圖通用功能調校及優化 

傳染病決策地圖已建立蟲媒、呼吸道傳染病 2項主題地圖，累計 7

項儀表板及多項功能模組，內容及功能趨於複雜。本年依期中審查

意見，訂定主題地圖設計方法及原則，以因應未來分析疾病別持續

擴增，仍能遵循系統設計邏輯，維持操作模式及畫面之一致性。此

外，建置迄今共辦理 3場易用性測試，本年亦針對系統頻繁使用者

進行質性意見調查，測試者及使用者合計回饋逾 200項增修建議，

經收斂彙整為約 30項系統增修需求，規劃於 109年針對權限管理及

開通、搜尋、環域分析及資料彙出等通用功能模組優化。 

透過本系統開發過程，可得知除系統規劃階段進行使用者訪談、系

統開發中後期進行易用性測試外，亦可於使用者業務頻繁操作系統

約 3~6個月後，另進行第三階段需求蒐整，除驗證初期優化調整符

合使用者預期外，亦可獲得較多業務及資料分析需求面之優化建

議。 

 

二、 防疫相關地理資訊之蒐整流程及資料品質 

地理資訊系統是一種結合地理學與地圖學，針對資料的空間要素進

行視覺化的一種工具，以利使用者以檢視、描述性統計、甚至統計

檢定方式，探勘資料本身及資料間的空間關連性，此項應用對於傳

染病防治，尤其是與環境相關的傳染病防治，能提供莫大的決策輔

助。為進行地理資訊視覺化及後續之空間分析，必須仰賴即時、穩

定且品質良好之地理資訊蒐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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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防治工作資料具備地理資訊，以傳染病個案為例，現行通報及

後續疫情調查蒐整之資料即包含居住地、通報醫院所在地、就學工

作地、活動點位、國外旅遊史等，在資料蒐集及後續分析過程中即

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及困難，在地理資訊系統及其衍伸分析結果，

確實對防疫工作具有價值的前提下，如何突破以下困難或許是未來

必須思考之議題： 

(一) 資料蒐集流程－精細程度及格式 

人的活動資訊為連續性的，惟現用的系統框架，均預設以點位方

式記載活動史，可能遺漏或不易記載如通勤交通工具等暴露資

訊，以致後續分析的運用及詮釋限制。此外，記錄地理資訊方式

主要採地址描述，但多數個案並無法回答活動點位之精確地址，

系統內多採文字性描述登載，例如：○○市場、○○路口的○○診所

等，雖對熟悉當地環境的公共衛生工作者，不致對防治工作造成

影響，但卻使得後續地理資訊轉換及資料應用上的困難。 

(二) 位置資料與座標系統間的轉換困難 

將地址地段等任何位置資料轉換、對應至一固定之座標系統，是

地理資訊視覺化及空間分析的第一步，常見座標系統包含經緯

度、WGS84、TWD67、TWD97等。本署目前針對國內地址及

地段資訊轉換作業，係使用內政部 TGOS門牌地址定位、地段定

位服務，針對各系統所蒐整之地址地段資訊，定時、批次性取得

經緯度定位。雖已有自動化定位流程，惟實務上仍有許多無法自

動化，需仰賴人工處理之資料，其轉換問題可能包含：地址登打

錯誤、地址格式不正確(例如：91號-1、91號之一、91-1號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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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等)、TGOS門牌資訊未與戶政系統系統完全一致、非地址之

位置資訊難以透過任何自動化工具轉換等問題。 

(三) 資料蒐集流程繁瑣 

疫情調查資料之蒐集，係以執行防治工作為第一優先考量，後續

分析加值應用為次要之目的，因此前線工作人員繁忙時，尤其在

疫情大流行階段，難以詳實記載個案所有活動資訊及確認後續定

位資訊之正確性。 

針對上述問題，107年度導入 Google map API，輔助 TGOS API定

位服務，針對未成功定位之位置資料提供座標資訊；今年則於傳染

病決策地圖系統內整合手動定位服務，讓使用者於檢視圖層、發現

定位資訊問題時即時更正定位點，減少切換至其他系統修改地址、

等待資料同步及重新定位所需時間；此外，另進行「開發疹疫調群

聚自動比對系統前導研究」，目標開發一項疫調地理資訊彙整及定位

介面，以提供個案間時空關聯性分析結果為誘因，引導防疫人員將

過去多半以紙本形式記錄之活動點位資料，建檔轉為結構化電子資

訊，以供其他視覺化系統加值運用。 

未來除持續進行活動點位資訊化作業外，仍可針對整體資料蒐

整流程評估改善，例如考慮是否可導入行動載具軌跡記錄資料、是

否能提供前線工作人員更友善之地理資訊蒐集工具等。  

 

三、 易用性測試具體建議 

(一) 呼吸道主題地圖易用性測試 

易用性測試是藉由邀請使用者依據角色和情境操作任務，藉此活

動給予回饋，並從質化與量化檢核指標中收斂意見、產生洞見，

進行反覆的驗證與調整設計。本次易用性測試係針對麻疹主題地



50 
 

圖之圖臺雛型，邀請使用者就地圖畫面操作及個案統計摘要報

表、個案、群聚與接觸者計 4項資訊儀表板功能進行易用性測

試，回饋意見進行收斂、分類及評估，以評估規劃 109年系統優

化項目。本次測試共 13 名疾管署區管中心人員參與，透過觀察

員紀錄、線上平台即時留言及綜合討論回饋意見等方式蒐集建

議。本次易用性測試共提出 83項回饋建議，經分類及收斂後，

系統待修正錯誤為系統於地圖圖例圖層切換篩選時，圖層無法及

時對應呈現等 3項問題；優化需求微調建議共計 35項，包括提

升導引式教學完整性、畫面顯示文字修改、個案摘要報表排序調

整；優化需求增修建議共計 38項，包括新增個案摘要圖表資料

匯出功能、新增通報單編號查詢個案地圖點位位置功能、圖例圖

層預設開啟、及使用者介面顯示調整等相關優化；新增功能建議

共計 7項，皆與使用者期望透過地圖比對通報個案與既有個案活

動地，以進行通報個案風險評估相關，109年將規劃整合麻疹個

案活動地自動比對系統及傳染病決策地圖系統既有儀錶板，當使

用者輸入呼吸道傳染病通報個案活動日期及對應地點後，即可透

過呼叫 Google map API，輸出對應位點與既有個案活動地資料

比較，亦可透過環域分析比對鄰近地點其他個案活動史資料，以

進行通報個案風險評估，若通報個案於暴露期或可傳染期到訪地

點同日與既有確定個案相同，衛生單位即可視為高風險個案，及

早進行接觸者造冊、暴露後評估等防治作業。 

(二) 動物流感疫情工作人員健康追蹤作業功能易用性測試 

因動物流感疫情工作人員健康追蹤原則上由發生場所所在地之衛

生局所人員進行，本次易用性測試由 7名疾管署及 11名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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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參與，參與縣市包括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

義縣、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等 10縣市提

供測試建議，透過觀察員紀錄、線上平台即時留言及綜合討論回

饋意見等方式蒐集。使用者共計提出 33項回饋建議，其中 7項

問題與操作行為相關，將透過教育訓練及更新導引式教學畫面方

式，協助使用者熟悉系統操作。此外，15項建議規劃納入上線

前調整項目，包括新增欄位、調整欄位預設值計算定義、接觸者

歸戶邏輯確認、新增結案設定、修正重新指派功能異常等問題。

另 5項建議規劃納入明年增修需求，皆與建議「健康回報系統」

新增開發動物流感疫情工作人員健康追蹤模組相關。6項問題已

直接於綜合討論時間回復。教育訓練期間透過線上平台即時留言

機制，提供使用者回饋業務需求面之優化建議，未來將續運用以

提供使用者更友善之系統介面及貼近業務需求。 

 

伍、 參考文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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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計畫重要研究成果與具體建議 

本計畫共開發「傳染病決策地圖」、「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

統」兩項系統。 

一、 計畫之新發現或新發明 

    「傳染病決策地圖」子計畫於 108年接續前二年度之規劃目標，完

成 6項資料集介接及正確性驗證，及系統基礎框架開發。並以麻疹為

例，開發呼吸道傳染病四項高重要性儀表板模組，作為未來呼吸道傳

染病資訊導入本系統之通用性工具，並已提供使用者於系統內查詢登

革熱相關整合性、視覺化之防治工作輔助資訊。109年將規劃持續新

增介接決策所需資訊，並接續開發新型 A型流感儀表板模組，另亦針

對系統易用性、交叉分析可操作性進行提升。 

    「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於 108年完成三項傳染病運用本系統

進行接觸者健康監測作業，並建立模組化機制以彈性因應疫情緊急需

求，其中麻疹已將電子化追蹤作業方式納入「麻疹疫調、接觸者追蹤

管理及群聚事件處理原則」作業流程中，以供防疫人員常規性遵行；

並開發「健康回報系統」公衛人員版，提供前線防疫人員使用行動裝

置即可回報接觸者健康狀況，有效提升工作效能，獲使用者良好評

價。另開發動物流感疫情工作人員健康追蹤作業功能模組，預計 109

年起提供禽流感陽性禽場工作人員健康追蹤使用。109年將規劃持續

就業務需求建議優化及調校系統既有功能，並評估系統成效。 

 

二、 計畫對民眾具教育宣導之成果 

    「接觸者健康追蹤管理系統」子計畫於 108年建置完成「健康回報

系統」，開放民眾如列為麻疹、德國麻疹及新型 A型流感接觸者，可直

接於「健康回報系統」填寫姓名及電話登入後，一鍵回報自身健康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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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期能減輕防疫人員每日電訪追蹤負擔，及減少電話叨擾民眾頻

次。另醫院感控人員及校護等團體/機構回報窗口，亦可使用該網頁回

報所屬機構人員健康情形，達到即時回報之目的。 

 

三、 計畫對醫藥衛生政策之具體建議 

    「傳染病決策地圖」提供環域分析方式，使用者可檢視兩種不同屬

性資料之重疊分析，及單一個案特定環域空間範圍、特定時間區間內

之醫療機構分布、蟲媒分布、個案分布等情形，交叉評估套疊及整合

各項資訊。輔助使用者綜合性研判風險，為登革熱區域防治及資源配

置等決策優先順序的重要參考資訊。另進行麻疹個案活動地自動比對

系統前導研究，協助防疫人員評估通報個案罹病風險，即早進行相關

防治措施。 

    有關麻疹個案之接觸者健康追蹤作業，已將電子化追蹤作業方式納

入「麻疹疫調、接觸者追蹤管理及群聚事件處理原則」作業流程中，

以供防疫人員常規性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