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新型流行性感
冒）防治計畫 

94/08/04修訂 

一、 前言 

東南亞地區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頻傳，甚而出現人類感染禽流感疫

情，由於禽鳥會將其體內之禽流感病毒傳染給人類，部分個案會出現病毒性肺炎

及其他併發症，甚至死亡。雖然目前禽流感病毒還不會人傳人，但專家也擔心它

如果和人類的流行性感冒病毒交換基因，可能很容易具有這種能力，故禽流感疫

情再度引起世界衛生組織之重視。臺北市雖然養雞場並不多，相對的禽流感造成

臺北市大流行之機會並不大，但因目前臺北市之養禽場計八處（臺北市立動物園

一處、大安區一處、文山區三處、士林區三處），且有一處大型的傳統批發市場，

亦有宰殺家禽之情形，因此不可掉以輕心，因此本府仍需嚴加防備。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為有效控制疫情，避免人類感染禽流感，已於 93年

12月 29日將新型流行性感冒公告為法訂傳染病，並已訂定相關防治措施。而所謂

新型流行性感冒係指民眾就醫後，其臨床症狀、流行病學資料符合採檢條件，並

經檢驗結果確認其為 A型流感病毒，且亞型為 H1、H3以外之病症者，或雖為 H1、

H3亞型，但現行流行性感冒疫苗未能提供足夠保護力者 

（一）、禽流感之國際疫情 

人類疫情：（參考WHO 94/06/28公佈資料；資料期間至 94年 6月 28日止） 
越南 泰國 柬埔寨 總計 發病日期 

確定病例 死亡個案 確定病例 死亡個案 確定病例 死亡個案 確定病例 死亡個案

92/12/03- 
93/03/10 

23 16 12 8 0 0 35 24 

93/07/19- 
93/10/08 

4 4 5 4 0 0 9 8 

93/12/16- 
至目前 

60 18 0 0 4 4 64 22 

小計 87 38 17 12 4 4 108 54 

（二）、臺灣之疫情 

臺灣至目前為止尚未在禽鳥類身上分離出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H5N1），但

是陸續檢測出低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株（H5N2），並非人畜共通的 H5N1病毒。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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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避免低病原家禽流行性感冒於環境中長久存在而造成變異機會大增，對於檢

出發生場時立即採取高標準清場作業。 

我國農政單位多年來持續對於境內野鳥及養殖場之家禽與市場販售之雞鴨進

行嚴密之流感病毒監控，從未檢出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H5N1），亦從未自大陸

地區進口家禽及其產品，檢測出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故國內至目前為止並無高

病原性禽流感病毒（H5N1）被發現。  

此外為防堵東南亞之禽流感疫情經由旅遊貿易或其他途徑的引進，臺北市政

府各局處仍需嚴加防範。 

（三）、由於基因突變，所以禽流感會傳染到人類 

流感病毒是一種 RNA 病毒，病毒外表有兩種抗原，分別稱為 H 抗原及 N 抗

原，到目前為止，引起人類疾病流行的病毒株，只發現三種 H抗原（H1、H2、H3）

與二種 N抗原（N1、N2），而人、豬、鳥都是流感病毒之寄主。H5N1禽流感病毒

過往只會影響禽鳥，對雞隻具有高致病力，常造成大量雞隻死亡，但因病毒會不

定時基因突變，衍生新品種，導致原來僅感染禽類的流感病毒，變得可以影響人

類，由於這些突變的流感病毒對人類是全新的病毒，大多數人對這種病毒沒有抗

體，因此容易導致嚴重病症。依香港過去的調查研究顯示，H5N1禽流感病毒之主

要感染模式為禽鳥傳染給人，然因病毒具突變性，人對人的感染途徑是有可能存

在的，雖然這種模式目前尚未被證實。 

（四）、禽流感之病徵 

(1) 禽類禽流感病徵 

禽流感潛伏期一般為 3-5天。該病常突然暴發，流行初期的急性病例可不出現

任何症狀而突然死亡。一般病程 1∼2天，症狀變化很大。可能見有呼吸道症狀，

如打噴嚏、竇炎和結膜炎；頭部常出現水腫，可能同時出現或不出現腹瀉；病雞

體溫升高，羽毛蓬鬆，雞冠發紺。有的腿變紅，鼻分泌物增多，呼吸極度困難，

甩頭，嚴重地可窒息死亡。產蛋率明顯下降。養禽業者務必提高警覺，尤其養雞

業者一旦發現飼養之雞隻突然大量死亡，或呈現頭部水腫、雞冠肉垂腫大、無毛

處皮膚出血，有喘息等呼吸症狀、精神不濟、羽毛不整、採食及飲水量減少，產

蛋突然下降或停止等症狀時，應立即通知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進行確診以及採取

必要之防疫措施。 

(2) 人類禽流感（新型流感）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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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 1997 年疫情的經驗，H5N1 禽流感病毒所引起的症狀和一般的流行

性感冒病徵差不多，如突然發高燒、身體不適、伴隨著咳嗽與喉嚨痛等，與其他

流行性感冒一樣，通常二至七日內會自然痊癒，但部份個案會出現病毒性肺炎及

其他併發症，以至死亡。 今年歐洲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A/H7N7）流行疫

情亦對人類造成影響，三月中旬，荷蘭境內接觸到感染雞隻的三十多名工人曾出

現結膜炎症狀，四月十七日荷蘭南部，則有一位獸醫疑似感染禽流感致嚴重肺炎

死亡。 

（五）、禽流感（新型流感）預防方法 

雖然我國之農政單位對於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已加強監測，並請緝私機

關加強查緝走私工作，惟要預防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之流行，除不要從事非

法走私禽鳥，不要飼養或食用來路不名的禽鳥，國內的養禽業者亦應保持高度的

警覺性，一旦發現所飼養之禽類有異狀應立即通知相關農政單位採取必要之防疫

措施。民眾應避免赴曾發生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之地區，如至這些區域應避

免接觸禽鳥，若有接觸禽鳥或其糞便，應馬上用肥皂徹底清洗雙手；目前並無針

對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之疫苗，最佳預防方式仍是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和休

息來加強抵抗力。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區返台民眾如有類流感症狀，應

立即就醫，並告知醫師曾前往地點，以利醫師研判病情，可即時提供抗病毒藥劑

使用；各級醫院醫師亦請提高警覺，若遇有可疑患者或發燒聚集患者，請立即通

報、採檢。 

二、 計畫目的 
（一）防止本市禽鳥感染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H5N1)。 

（二）預防本市發生境外移入之禽流感疫情。 

（三）若有境外移入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個案即時防堵減少疫情、避免 

死亡、迅速復原。 

三、 實施期間 

       至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底止，必要時得以延長計畫時間。 

四、 實施方法及策略 

（一）、加強禽流感之監測 

1、 加強禽鳥類之監測 

(1) 臺北市關渡自然公園（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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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園區的工作人員定期執行水鳥糞便採樣工作，執行方式是在鳥兒

覓食休息的集中地區，於固定日數間隔的早晨進行，樣品隨即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進行病毒株分析。 

乙. 在有處理傷鳥的機會時，需要注意是否有下列情形發生：傷鳥的

眼睛腫脹，且有分泌物，眼下方有鼻竇，呼吸喘息或困難或張口

呼吸；嚴重下痢；出現神經症狀，例如不能站或不能走路。若發

現傷鳥有上述之情形者(尤其是呼吸道問題)，在處理該情形之傷

鳥時，請戴手套並戴上口罩再抓鳥。 

(2) 臺北市動物衛生檢驗所 

甲. 例行之養禽戶疫情調查，衛生輔導及監控，派員分赴轄內養禽戶

加強臨床動物檢診及防疫措施之宣導，同時也派員赴臺北市第一

家禽批發市場採樣送檢，監測是否有高病原性家禽流性感冒疫情

供中央回溯疫情之用。 

乙. 籲請轄內養禽戶做好消毒及人車出入管制等防疫措施外，更應隔

絕外面野禽進入畜舍，以徹底杜絕病原可能入侵機會，才能有效

防範本病之發生。 

丙. 請個體養禽戶如發現所飼養之家禽有任何異狀，應立即向動檢所

通報，以便該所能到場進行動物檢診工作，期能減少疫病所導致

之損失，並防止疫情擴散蔓延。 

丁. 一旦發生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對家禽感染場執行移動

管制、撲殺補償、清潔消毒等工作，家禽感染場周圍三公里劃為

感染區，感染區之家禽場內亦執行移動管制、撲殺補償、清潔消

毒等工作，感染場三至六公里劃為管制區，管制區之家禽移動管

制、疫情監控等則視疫情蔓延情勢執行。 

戊. 建立通報專線並提供各局處週知。 

(3) 臺北市市場管理處 

甲. 持續本市家禽批發市場例行之消毒工作，並確實做好進場雞鴨產

地來源登記管理工作外，另請臺北市動物衛生檢驗所採集家禽批

發市場內進場雞鴨之檢體樣本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

驗所進行檢驗，主動協助防疫單位作好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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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監控工作。 

乙. 積極監控本市家禽批發市場及各傳統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所販

售家禽肉品之衛生安全，   建立調查表由各市場及攤販集中區管

理人員每日填報禽隻交易、販售情形及市場環境消毒、從業人員

健康狀況。 

丙. 家禽批發市場應確實登錄進出貨之供應人與承銷人資料；各傳統

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場應確實登錄家禽類業者所販售活禽之購

買來源及數量。 

丁. 積極向各傳統市場及攤販集中地之家禽類攤商宣導有關禽流感

預防措施及注意肉品衛生安全等重要資訊。 

戊. 訂定臺北市市場管理處杜絕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緊急通報

組織系統表及臺北市市場管理處杜絕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

緊急應變中心編組及職掌。 

(4) 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一旦發生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時，將依據「惡性動物傳染

病緊急防疫作業程序規範」規定，督導動物衛生檢驗所成立高病原

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防疫處理中心，負責移動管制、撲殺補償、清潔

消毒等工作之協調及聯繫，確實執行各項應變措施，以期將損失減

至最低。 

2、 加強人類禽流感（新型流感）之監測 

(1) 強化醫院對疑似新型流行性感冒病患之監測與通報：醫院對於符合新

型流感採檢病例之個案於診斷時要注意詢問與禽鳥類接觸史、旅遊

史，務必針對下列病患詢問其病史： 

甲、最近接觸禽鳥屍體或糞便可能。 

乙、養雞鴨場與候鳥或野鳥接觸史。 

丙、是否為養禽業者或販賣運輸業者、屠宰業者、攤商等。 

丁、是否為上述高危險群發燒病患的家人或親密接觸者。 

戊、是否曾至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區旅遊，遇有疑似個案應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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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通報。 

(2) 加強對與禽鳥類密切接觸特殊族群的體溫監測工作：對臺北市之八處

養禽場雇主及員工，及市場內販售活體雞之攤商要求其每日量測體

溫，並保留體溫量測紀錄，臺北市政府建設局市場管理處不定期前往

抽查，若一旦有發燒現象，應向轄區衛生機關通報。 

 （二）、訂定疑似新型流行性感冒個案之就醫流程（衛生局疾病管制
處） 

對於疑似新型流感病患之就醫流程及醫療處置係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編印之『流感大流行防治作戰動員及準備計畫』原則處理。 

1.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發燒應戴上口罩，與衛生單位聯繫請 119協助就醫。 

2.疑似新型流行性感冒個案於適當防護下需採檢體（急性期血清及咽喉拭子） 

以培養流感病毒，醫療院所須向衛生單位進行傳染病通報事宜。 

3.疑似新型流行性感冒個案需採適當隔離治療，最好能在負壓病房隔離。 

（三）、督導醫院訂定合宜之醫療處置流程（衛生局醫護管理處） 

   醫療院所針對疑似新型流行性感冒個案需訂定醫療處置流程。 

（四）、加強屠宰衛生之管理（衛生局藥物食品管理處） 

1. 加強輔導批發及臨售市場雞籠及屠宰衛生狀況。 

2. 加強輔導業者減少臨售市場販賣現宰活雞。 

3. 加強合法集中屠宰家禽場衛生檢查。 

4. 採集家禽批發市場內進場雞鴨之檢體樣本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

畜衛生試驗所進行檢驗。 

（五）、加強食品衛生之管理（衛生局藥物食品管理處） 

1. 加強市場販賣禽類攤販稽查。 

2. 加強販售禽類食品衛生之管理。 

（六）、加強家禽飼養業者之管理（臺北市動物衛生檢驗所） 

1. 加強家禽飼養業者之稽察與輔導，除注意環境衛生外，家禽飼養時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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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常規的消毒程序與安全門禁 

2. 人員及運輸車輛進出雞場應加強消毒，禁止非必要性之人員進出雞場。 

3. 加強自衛防疫措施，各養雞戶須加強防範野鳥、水禽入侵雞舍、飼料存

放等場所，輔導業者設防護網，防止野鳥糞便污染家禽。 

4. 輔導業者雞舍內勿混養水禽類。 

5. 輔導業者加強定期有效消毒雞舍、車輛、設備。 

6. 遇有疑似疫情應立即通報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 

7. 萬一有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發生則全面撲殺感染場受高病原性

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家禽，且為防止流行，控制距離三公里內養禽

場禽隻禁止異動、車輛及人員需申請許可始可移動。 

8. 勸導業者近期不要前往香港、大陸、南韓及日本之養禽場參觀訪問，以

維護家禽產業之安全 

9. 全面禁止使用禽流感疫苗。(中央已確定禁止) 

（七）、加強市場禽類攤販稽查（衛生局藥物食品管理處） 

要求攤商其販賣現場設備及環境需達到下列標準： 

1. 地面保持清潔、不能有積水。 

2. 排水系統通暢不得有雞糞及垃圾阻塞，每日清理。 

3. 雞糞應隨時清理，不得有不良氣味。 

4. 工作台面照度至少二百米燭光。 

5. 刀具、砧板、工作台面保持平整清潔。 

6. 處理皮毛機器等器具應定期清洗、消毒。 

7. 充足流動水源供清潔。 

8. 定期環境消毒。 

9. 對業者進行宣導，有用之內臟應清洗乾淨，已乾淨容器分類貯存，如

未能立即販售者，應有冷藏或冷凍設施。 

（八）、加強飼養禽業者、販賣或運輸活禽等人員衛生自主管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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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市場管理處） 

衛生自主管理之內容，包括： 

1. 著工作衣帽、不得蓄留指甲及配戴飾品，並經常洗手，保持清潔。 

2. 若手部有傷口應穿戴消毒、清潔之不透水手套。 

3. 對於未接受流感疫苗注射者，協助其施打流感疫苗。 

（九）、加強衛生教育宣導（衛生局疾病管制處） 

     衛生教育宣導內容包括： 

1. 增強個人抵抗力：如充足睡眠、均衡飲食、適量運動、保持心境開

朗及切勿吸菸等。 

2. 改善環境因素：如保持空氣流通及避免前往擠迫和空氣不流通的公

共場所。 

3. 流感患者的口鼻分泌物具感染力，應勤洗手，戴口罩，並避免到人

多擁擠的場所，減少病毒感染的機會。 

4. 避免接觸活的家禽，若必要時，在接觸後馬上用肥皂及清水清洗雙

手。 

5. 來自疫區之民眾，如有流感症狀應立即就醫並告知醫師，各醫院提

高警覺發現可疑立即通報。 

6. 教導民眾禽肉及蛋類需煮熟再食用。 

7. 宣導民眾避免購買現場活殺禽類，鼓勵購買衛生處理冷凍禽類食品。 

8. 流感疫苗接種： 

(1)尤其是高危險群（65歲以上老年人等）或居住於安養機構及長期

處於易快速傳染流感地方的人。 

(2)養禽業者或販賣運輸業者、屠宰業者、攤商等高危險族群應接受

流感疫苗接種。 

（十）、儲備足夠之物資（衛生局疾病管制處） 
1. 目前臺北市合約有 30家新型流感採檢醫療機構，均備有流感抗病毒
藥劑克流感藥物，目前共 62,432顆。（統計至 94年 6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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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儲備有 5,000顆流感抗病毒藥劑（Tamiflu

效期至 2007.11）。 
        3. 其他防疫物資（口罩、防護衣等）均依中央規定量存放於國軍替代役

中心。 

（十一）、成立「臺北市政府禽流感防治措施輔導小組」 

為有效防杜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病毒侵襲本市禽鳥，監控本市高病原性 

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已於93年12月31日召開會議，由衛生局、建設局、環保

局及教育局組成「臺北市政府禽流感防治措施輔導小組」，根據目前疫情分級進行

輔導訪視工作。 

（十二）、疫情上升時成立跨局處聯合防治小組 

(動物禽流感疫情升高時，中央由農委會成立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防治工作小 

組，有疫情時成立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防疫處理中心；人類新型流行性感冒 

則由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成立相關指揮應變中心) 

當臺北市發現有禽鳥類感染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時，則啟動跨局處聯

合防治小組，依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共同至養雞場或臨售市場稽察及輔導，

各局處執掌分工如下： 

單位 負責業務 

衛生局 ＊ 加強人類禽流感（新型流行型性感冒）之監測 

＊ 飼養禽業者、販賣或運輸禽鳥及檢疫等高危險群人員流感疫苗預防接種注

射 

＊ 人員健康管理、造冊與監測 

＊ 訂定疑似新型流行性感冒個案之就醫流程及醫療處置 

＊ 加強販賣禽類攤販稽查及食品衛生之管理 

＊ 加強衛生教育宣導 

建設局 ＊ 加強動物衛生檢驗所及市場管理處落實防疫相關措施並加強衛教 

＊ 監測野鳥族群狀況並配合禽流感防疫工作，另委請臺北市野鳥學

會辦理關渡自然公園內野鳥族群之防疫監測  

動物衛

生檢驗

所 

＊ 加強禽鳥類之監測、進口禽類追蹤檢疫、禽類疾病病原性鑑定 

＊ 加強家禽飼養業者之管理並落實衛生教育宣導 

＊ 巡迴本市各區家禽飼養戶，實施動物衛生保健輔導與消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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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負責業務 

＊ 採集家禽批發市場內進場活禽之檢體樣本至所委託之檢驗單位進

行檢驗。   

市場管

理處 

＊ 協助防疫單位作好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之監控工作  

＊ 加強零售市場、批發市場禽類攤販管理稽查 

＊ 加強輔導批發及零售市場雞籠及屠宰衛生狀況。 

＊ 加強輔導業者減少零售市場販賣現宰活雞 

＊ 加強合法集中屠宰家禽場衛生檢查 

＊ 加強飼養禽業者、販賣或運輸活禽等人員衛生自主管理 

＊ 持續本市家禽批發市場例行之消毒工作並確實做好進場雞鴨產地

來源登記管理工作  

＊ 負責市場內環境衛生之維護 

臺北畜

產運銷

股份有

限公司 

＊ 加強販賣或運輸禽鳥等員工衛生自主管理 

＊ 加強販售禽類食品衛生之管理 

環保局 ＊ 負責市場外環境衛生之維護 

＊ 監督市場內承租攤商依廢棄物清理法清理禽類廢棄物（暫訂於此） 

警察局 ＊負責市場外攤販之取締及公共秩序維護 

五、 經費需求 

由各局處九十四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