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北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案獎項 ■創新獎  □精進獎 

提案機關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提案單位 
疾病管制處：顏慕庸處長 10％、吳立雅技正 10％、黃玉微股長 10％、 
蔡婷芳技佐 30％；資訊室：林獻堂主任 10％、賴敏玲設計師 30％ 

提案主題 
校園及公部門防疫 e 點通— 
                建構臺北市學校暨機關傳染病通報全面整合資訊化系統 

提案緣起 

    學校為人口密集且高接觸之群體單位，倘若有傳染病發生，極易引爆群聚

感染事件。為執行校園傳染病監測與防治，本局於 95 年協同社會局及教育局

制定「臺北市各級學校及幼托機構疑似傳染病通報單」供校園進行校園疑似傳

染病通報。當校園或幼托機構發現有流感、水痘、疥瘡、頭蝨、紅眼症、腸病

毒之學生時，由校（園）方填寫通報單傳真至轄區健康服務中心、本局及其主

管機關（社會局或教育局），健康服務中心防疫人員據以進行疫情調查與追蹤。

往年除腸病毒流行期間，平時通報量及疫情處置工作量尚皆可運作順暢。

98 年 4 月美墨爆發 H1N1 新型流感群聚事件，屬飛沫傳染的新型流感，藉著交

通便利與國際地球村化，快速蔓延，引發全球大流行，國內也難逃本波疫情。

隨著新型流感疫情快速升溫，本市校園通報量雖之快速成長，原採用之紙本傳

真通報作業模式，因著通報量突增，使得本局傳真機因負荷過重時常發生故

障、傳真資料不清楚，以及增加資料統計分析困難度與效率等問題，包括： 
ㄧ、傳真費用增加及傳真機忙線故障頻傳： 
    本市約 745 家幼托機構及 355 家高中（職）以下學校。這 1100 所校園與

幼托機構，若每校每日平均傳真通報 20 例，每日紙張使用將高達 11 萬張 A4
紙張（1100 所學校×20 例/校×5 張/例【校方底稿、傳真 3 個單位及防疫人員調查結

果傳真】），且傳真機碳粉匣耗用量甚大，平均每 7 至 10 天需更換碳粉匣 1 次，

每月需支付 5700 元（1900 元/支×3 個單位）碳粉匣費用，以及傳真電話費用

也相對增加。另也因傳真機忙線、故障，或因傳真單張遺失、模糊等問題，

增加通報作業之困難度與品質掌控不易，甚至也影響本局對校園最新疫情之

即時掌握。 
二、各單位（本局、教育局及社會局）通報格式不一，增加通報作業時間：

    校(園)方、教育局、社會局及本局對校園（幼托機構）疑似傳染病個案

通報資料需求與通報管道不同，當通報個案數增加時，通報單位需耗費大量

時間進行通報工作，致使無法即時於每日完成通報工作，此造成本局無法於

第一時間掌握校園最新疫情監測動態，以及與教育局及社會局統計數據無法

ㄧ致情形。 
三、本市公務機關眾多，具監控疫情必要性： 
    依據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於 98 年 9 月 8 日函請各公家機關針對機關內爆發

疑似流感群聚事件，須立即以電話通報至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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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續) 

    如何面對 H1N1 新型流感疫情對校園及機關團體所造成之衝擊，「即時掌

握疫情立即採取防疫措施」乃是阻斷疫情最重要環節，而「強化通報作業順

暢及效率」正是最重要之關鍵。 
    爰此，本局重新檢視校園傳染病通報流程及作業方式，故著手規劃將原

採傳真通報作業方式改以網路系統通報模式執行，並主動協調與整合本府教

育局、校護代表及社會局等各方意見，由本局資訊室親力協助建置「臺北市

學校暨機關傳染病通報系統」，不僅提供校園及幼托機構通報，另也提供市府

各單位進行流感、腸病毒、水痘、疥瘡、頭蝨、紅眼症、及其他等疑似傳染

病個案及疑似群聚事件之通報，此係為全國首創、率先推行校園及公部門合

併之傳染病通報e化平台，透過共同整合之通報系統，本局、教育局及社會局

所共同擷取之校園及市府單位疫情通報資料一致與快速，提供本市災害應變

中心 2 級開設指揮官正確、迅速之疫情訊息，隨時掌握疫情變化，成為「克

敵致勝」最重要的助力。 
    本規劃亦同時設計當有疑似群聚事件時，可透過系統自動傳送簡訊通知

防疫人員與直屬主管手機，協助本局對疫情之即時偵測與掌握，俾利快速採

取相關防疫處置，有效防堵傳染病擴大至家庭及社區，防疫成效顯著。 

實施過程 
及投入成

本 

ㄧ、法源依據： 
(一) 傳染病防治法第 42 條第 4 款規定（略以）：機關、學校、學前教（托）

育機構等單位發現疑似傳染病病人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二) 學校衛生法第 13 條規定：學校發生學生或教職員工罹患傳染病時，應

會同衛生、環境保護機關做好防疫及監控措施；必要時，得禁止到校。

為遏止學校傳染病蔓延，各級主管機關得命其停課。 
(三)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於 98 年 9 月 8 日函請各公家機關針對機關內爆發疑

似流感群聚事件，須立即以電話通報至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二、實施過程： 

(一) 98 年 4 月 29 日 H1N1 新型流感爆發，98 年 6 月 19 日世界衛生組織公

布 H1N1 新型流感全球大流行，自 98 年 7 月起校（園）方個案增加通

報量大增，校護向本局反應相關疫情通報問題。 
(二) 98 年 9 月 23 日本局邀集校護代表、社會局、教育局等相關人員，召開

「臺北市各級學校及幼托機構疑似傳染病通報單」簡化會議，針對通

報表單簡化進行討論；並研擬臺北市學校暨機關傳染病通報系統建構

計畫。 
(三) 98 年 9 月 24 日至 10 月 6 日針對校園通報作業流程、社會局及教育局

等各單位對通報系統之需求進行調查與相關資料彙集，並俾憑規劃與

設計 e 化之通報系統與相關通報作業流程。 
(四) 98 年 10 月 6 日至 11 月 30 日本局業務單位與資訊室進一步針對系統設

計與建置進行多次討論會議。 
(五) 98 年 12 月 8 日至 12 月 15 日為有效推動系統網路通報作業，並使相關

承辦人員熟悉通報系統操作，於系統正式啟用前舉辦 27場教育訓練（學

校 26 場、機關 1 場），並進行對通報方式之看法及滿意度調查。 



實施過程 
及投入成
本(續) 

(六) 98 年 12 月 20 日函請本府教育局、社會局、各級學校及市府ㄧ級機關加

強宣導標準化通報作業及相關規範。 
(七) 99 年 1 月 1 日通報系統正式上線啟用。 
(八) 99 年 2 月針對使用者進行滿意度及使用意見調查，提供資訊人員進一

步修改程式設計及增加系統功能之重要參考，以使通報系統運作更便

利、順暢及使發揮最大使用效果。 
三、提案創新性： 

(一) 全國首創、率先推行：經調查，全國其他 24 縣市之校園與公務機關傳

染病通報作業模式，皆採傳真方式通報，且部分縣市只僅針對群聚事件

才需通報與處置，對單一通報個案並未進行監測。防疫工作首重及早偵

測即時防堵，建立疫情監測與通報機制，乃為關鍵。本局為積極監測與

掌握本市校園與市府所屬機關疫情，全國率先建構校園及公部門傳染病

通報資訊平台，另本市亦為全國首先透過資訊化方式建立公部門傳染病

之通報e化管道。 
(二) 疫情簡訊發送，防疫即時通：為及時掌握疑似群聚事件，本系統設有疑

似群聚事件簡訊發送至防疫人員及直屬主管。另本局透過系統公告最新

傳染病相關疫情資訊公告，同步自動發送電子郵件至各校及公部門承辦

人，即時提醒各單位注意最新疫情現況與發展，並採取相關防範措施。

實際執行
成效 

ㄧ、執行現況與效益分析 
    本計劃施行至今總計有包括市府ㄧ、二級機關 88 單位、各級學校 1,186
人及防疫人員 45 人協助機關或防疫業務需要擔任防疫通報窗口。自 99 年 1
月至 3 月，校園方面：總計通報個案共 1,351 例，其中以流感通報個案數最

多 524 例，其他傳染病詳如表ㄧ。疑似群聚事件提醒共計 117 件，相關調查

與防疫作為，皆已迅速如期處置完成。公部門機關單位疑似流感群聚事件通

報共 1 件，亦已完成相關調查。 
    若以 98 年疫情嚴峻階段(6 月至 11 月)進行疫情通報作業 e 化作業前後之

效益比較分析結果，可分為「節省經費」、「縮減時間」及「強化效率」三方

面說明： 
（一）通報作業 e 化前後之成本效益分析 

評估項目 e 化前【傳真通報】 e 化後（網路系統通報） 
 
 
節 
省 
經 
費 
 

 
 
 
節省紙張 

每日約使用 11 萬張 A4 紙。
說明：以每校每天平均 20 例通報
案例，則每日需 11 萬張 A4 紙張
（1100 所學校×20 例×5【校方底
稿+傳真3個單位及防疫人員調查
結果傳真至本局】）。 

每日需 2 萬 2,000 張 A4 紙，節
省 80％（8 萬 8,000）紙張。 
說明：校/園方將通報單留存底
稿，不需再另傳真至轄區健康
服務中心、社會局/教育局；每
日謹需 2萬 2,000張(20例×1100
所學校)，僅將資料鍵入系統
內，及本局、社會局/教育局、
轄區健康服務中心即同步獲得
通報資料，減少紙張用量 80％。 



實際執行
成效 
(續) 

 評估項目(續) e 化前【傳真通報】 e 化後（網路系統通報） 
節省傳真
機碳粉匣 

每月需 5,700 元碳粉費用。 
說明：平均每 10 天使用一支碳粉
匣，每個月共需 5700 元（1900
元/支×3 支）。 

每月僅需 1,266 元碳粉費用，節
省 77.8％碳粉費。 
說明：平均毎 45 天更換一支碳
粉匣，共計 1266 元/月（1900
元×30/45 支）。 

 
 
節 
省 
經 
費 
(續

) 

 
 

節省傳真
通訊費 

毎天耗費 2 萬 6,400 元電信費用。
說明：以中華電信費率 5 張 A4 紙
張 1.5 元計算，及以每日約傳真 8
萬 8000 張，共計每天需耗費 2 萬
64,000 元電信費用（8 萬 8,000 張
÷5 張×1.5 元）。 

不須傳真費用，節省率達 100
％。 

個案通報
資料建檔 

每日花費 11 萬分鐘（約為 1833
小時）。 
說明：以通報ㄧ個流感個案為
例，整體通報所需時間約 5 分鐘
（包括書寫及傳真通報單），每校
每日 20 例，共需 11 萬分鐘（20
例×5 分鐘×1100 所學校）（約為
1833 小時，共 76.3 天）。 

毎日花費 4 萬 4,000 分鐘（733
小時），通報時間節省 60％。 
說明：通報ㄧ例流感個案約 2
分鐘，共需 44,000 分鐘（20 例
×2 分鐘×1100 所學校）（733 小
時），節省通報花費時間 60％。

 
 
 
縮

減

時

間 
資料分區
歸檔 

每天約花費 120 分鐘（2 小時）時
間歸檔。 
說明：資料建檔後將各區通報單
分類 12 區並歸檔，平均每天約花
費 120 分鐘（2 小時）時間。 

系統自動將通報個案資料分成
12 區並存入資料庫，減少人力
及時間 100％。 
說明：系統會自動將通報個案
資料分成 12 區，減少分類歸檔
時間及人力 100％。 

防疫啟動 每起疑似群聚事件之防疫啟動花
費時間約 30 分鐘~120 分鐘不等。
說明： 
自傳真資料、資料彙整建檔、評
估研判疑似群聚事件及寄發電子
郵件通知防疫同仁進行疫情調
查，並將調查結果回傳至本局，
估算每起疑似群聚事件之防疫啟
動花費時間約 30 分鐘~120 分鐘
不等。 

每起疑似群聚事件之防疫啟動
所花費時間約 10-20 分鐘。提昇
效率 66~83％。 
說明： 
校方至 e 化系統通報，當有符
合疑似群聚事件條件時，系統
寄送簡訊及電子郵件至防疫同
仁與單位主管，防疫同仁俾憑
進行相關疫情調查，與資料回
報，所花費時間約 5-10 分鐘。
提昇效率 83 至 92％。 

 
 
 
 
 
 
強

化

效

率 民代質詢 本局、教育局及社會局統計數據
之差距，數據難一致化。 
說明： 
當議員索取校園傳染病相關統計
資料，如：流感各校停課校數與
班級數等，本局、教育局及社會
局皆透過各自通報之資料統計，
但因通報管道未一致化，導致三
方數據無法一致化，然為避免民
代誤解與質疑，需再花費一定時
間協調與統整提供一致性之數
據。 

本府三局處答復資料數據呈現
ㄧ致。 
說明： 
e 化系統具有統計報表功能，本
局、教育局及社會局可透過同
一系統資料庫下載資料與進行
報表分析，此使三個局處數據
能一至化並可快速提供。 

 
 



實際執行
成效 
(續) 

二、對內效益 
  (一)簡化校園傳染病通報與個案追蹤作業流程 

    e 化前通報作業流程（圖一）：校（園）方發現個案→書寫通報單→傳真

至健康服務中心、教育局或社會局及本局→各單位進行資料建檔管理→防疫

人員進行個案調查與衛教→將調查結果傳真回報至本局。e 化後通報作業流

程（圖二）校方僅需至系統線上通報，各單位相關人員可逕至系統查詢個案

通報資料，防疫人員個案調查結果亦至系統上登錄，當有疑似群聚事件發生

時，系統便會自動判斷，顯示有疑似群聚事件發生提醒校方人員，並主動發

送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轄區防疫人員及直屬主管（圖三），使防疫同仁於第一

時間獲知疫情資訊，及時進行疑似群聚個案疫調與處置，進而提昇防疫工作

效率。 
 
 
 
 
 
 
 
      
       
 
 
 
 
    圖一、e 化前通報作業流程             圖二、e 化後通報作業流程 
 
 
 
 
 
 
 

 
 
                           
 
 
 

                      圖三、系統傳送簡訊通知畫面 

 
 



實際執行
成效 
(續) 

  (二)提供有效率之校園傳染病通報及監測 
    以往傳真通報方式可能因傳真資料模糊或忙線或故障使通報資料無法齊

全，而通報單位需重覆傳真及電話確認，影響通報效率，於 e 化後校方透過

網路運作直接登錄通報資料，通報完成後系統立即顯現通報成功畫面，可快

速確認通報資料之完整性，並有利於通報資料彙集與管理，使相關局處可掌

握本市校園傳染病最新情況。 
  (三)整合社會局、教育局及本局校園通報統計報表數據一致化 
     以往傳真通報方式常因資料傳送時間不齊等問題，致使通報統計數據有差

距，系統 e 化後資訊平台自動彙整通報資料，本府教育局、社會局及本局均可

透過 e 化系統迅速獲得相同之疫情通報統計數據，以提供決策參考及資源整

合。 
三、對外效益 

    本案提供學校及市府單位進行傳染病通報作業，透過整合網路通報 e 化

運作，不僅節省傳真通報需花費時間、紙張及人力等，亦可避免因資料傳送

所衍生通報遺漏等缺失，另本 e 化通報系統作業操作簡單、易學，使校方人

員執行通報作業更加順暢。目前校園通報作業流程以網路系統通報為主，並

將原本傳真通報改為校方及機關網路故障時使用，以備各單位發生網路障礙

時變通利用。此外 e 化系統亦提供校方擷取下載各校通報資料之統計報表，

增進各校進行疫情統計之便捷。 
四、使用者進行系統看法及滿意度調查 

    本系統提供以「使用者為導向」之政府資訊整合通報平台，校方、公部

門及防疫人員等系統使用者為本案之顧客群，針對該等對象進行滿意度調

查，結果如下： 
（一）通報 e 化執行必要性與需求性高： 

    系統 e 化前，有 86％校方人員認為傳真通報方式較線上通報費時、83％
人員表示傳真通報方式較線上通報繁瑣複雜，以及 86％認為傳真方式較線上

通報易有通報單遺失、模糊等問題，顯示校園通報作業 e 化執行之必要性與

需求性高。 
（二）使用者對 e 化系統整體滿意度： 

    系統 e 化使用後，調查校方、公部門與防疫人員對系統整理之滿意程度高

達 93％，其中有 11％表示非常滿意。顯見本案執行成果顯著，亦更加確定此

整合 e 化建構確實滿足顧客群的期待，對於本市防疫整體戰備量能具有極高之

貢獻與價值。 

相關附件 
附件一、校園及公部門防疫 e 點通—建構臺北市學校暨機關傳染病通報全面整

合資訊系統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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