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管制室通報
110 年 08 月 31 日感染管制室編輯

壹、 「國內」重要疫情資訊
一、 國內截至 110 年 08 月 31 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通報個案疫情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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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國際」重要疫情資訊
一、 因應帛琉出現COVID-19 確診個案，指揮中心啟動相關檢疫應變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21)日表示，帛琉衛生部於今日上午發布新聞稿表示，當地 2 位
帛琉籍民眾自 8 月 15 日自關島入境，於入境後第 5 日COVID-19 採檢檢驗陽性。帛國政府已立
即採取隔離及接觸者採檢等應變措施，目前所有人員檢驗結果均為陰性，該國並將在第 10 天
的隔離規定後再次採檢，2 位進入帛琉後活動範圍不大，初步研判帛國疫情似並未擴散。此外，
帛國政府已於本日重啟「緊急應變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擴大執行疫調並
追蹤詳細接觸史，密切監控疫情發展。外交部、我國駐帛琉大使館及相關單位持續掌握此案發
展，並與該國保持密切聯繫。
指揮中心說明，因應此次帛琉出現確診個案，自帛琉入境旅客，除維持自帛琉返臺入境
時於機場配合採深喉唾液PCR檢測，參加臺帛旅遊泡泡之旅客於機場應落實與其他國際旅客分
流，並於檢驗陰性後採「5+9」模式，於入境第 0 日至第 5 日進行加強自主健康管理，第 5 日
自費進行PCR檢測取得陰性報告後，最快第 6 日起改一般自主健康管理外，另增加入境後第
12-14 日須公費進行PCR檢測。
指揮中心進一步指出，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除一起前往旅遊及返臺者外，應入住防
疫旅宿或符合 1 人 1 室之居所，且需有單獨房間與專用衛浴，共同生活者應一起採取適當防護
措施，包含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不可共食。若沒有出現任何症狀，可以外出，但僅能從
事固定且有限度之活動，且不可搭乘大眾運輸，禁止至人潮擁擠場所，採實名制，需記錄每日
活動及接觸人員，不可接觸不特定人士，且應全程佩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並於入境後 14
天內遵守自主健康管理應注意事項。
指揮中心提醒，欲赴帛琉旅客，同樣搭機當日於機場採檢PCR陰性，始得搭機，若檢出陽
性者應配合疫情調查，其密切接觸者(如：同行家人等)亦應暫緩搭機；防疫期間赴帛琉旅遊，
務請確實遵守指揮中心及帛國的防疫措施，如佩戴口罩、勤洗手及保持社交距離等規範，以維
護自身的健康安全。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20df0rka3uytDe64smiXPw?typeid=9

二、 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疾病管制署 2021/08/31 更新：全球疫情近 3 週處高峰持平，其中西太平洋區持續創新高，
歐美及東地中海區處高峰，非洲近 1 週微升。全球自去年截至今年 8/30 15:30 累計 194 國/地
區計 216,316,430 例確診病例，其中 4,510,560 例死亡；近 1 週日增確診前五名為美國逾 155,000
例、印度逾 38,000 例、伊朗逾 35,000 例、英國逾 34,000 例及巴西逾 24,000 例。加拿大疫情持
續升溫，近 1 週日增確診約 3,000 例。官方表示第 4 波疫情具幾個特徵：病例多感染Delta變異
株，並與重症增加有關，且降低疫苗效力；病例、住院及死亡個案多為未接種疫苗者；病毒於
低疫苗覆蓋率地區擴散，具新型變異株出現及取代之風險，包括逃脫疫苗保護。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0k6716T2iIchgOIRuzocyQ

三、 中國大陸-法定傳染病
疾病管制署 2021/08/16 更新(資料來源GPEI，2021/8/15)：中國大陸 2021 年 7 月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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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584 例病例，其中死亡 1,882 人，疫情呈上升趨勢之重點疾病如下：
炭疽病：疫情上升，7 月新增 66 例病例，較 1-6 月 9-25 例為高；今年累計 159 例，高於 2017-2020
年同期。百日咳：疫情上升，7 月新增 820 例病例，較 6 月 519 例為高，亦較去年 7 月 131 例
為高；惟今年累計 2,600 餘例，低於去年同期。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JOORieehd03Kcs27paDleQ

四、 麻疹疫情-查德、中非共和國、衣索比亞、馬利、喀麥隆、蒲隆地、蘇丹
疾病管制署麻疹疫情：查德疫情持續，今年截至 8/11 累計報告 2,043 例，其中 200 例確
診，8 例死亡，其中 21 個行政區處流行期；該國 2020 年累計報告 8,785 例(363 例確診)，41
例死亡。中非共和國近 1 個月新增 100 餘例，今年截至 8/11 累計 1,948 例疑似，其中 207 例
確診，4 例死亡，6 個行政區達流行閾值；該國自 2019 年 1 月爆發疫情迄今，累計 35,415 例
疑似，其中 197 例死亡。衣索比亞疫情持續，近 3 週新增近 300 例，今年截至 8/14 累計報告
1,641 例，其中 926 例確診，4 例死亡；病例年齡以 14 歲以下孩童(逾 8 成)為多。馬利疫情上
升，今年截至 8/15 累計報告 1,185 例疑似，其中 605 例確診，2 例死亡，其確診病例較去年
同期增加近 71%。喀麥隆疫情持續，近 1 個月新增逾 300 例；今年截至 8/11 累計報告 1,509
例疑似(384 例確診)，其中 30 例死亡。確診病例分布於 17 個行政區。蒲隆地西北部難民營自
2019 年 11 月爆發疫情，今年截至 8/15 累計報告 431 例疑似(330 例確診)，其中 6 個行政區持
續新增病例；該國 2020 年累計 46 個行政區報告 1,968 例，其中 1,585 例確診，6 例死亡。蘇
丹西部達佛(Darfur)馬拉山脈(Jebel Marra)偏遠地區爆發疫情，7/17 報告首例疑似病例，截
至 8/7 累計 849 例兒童疑似病例，97%為 5 歲以下孩童，病例中 7 例確診，11 例死亡；該地區
因受軍隊控制，多年未接種常規疫苗，無國界醫生將協助展開疫苗接種活動。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NSCMZ-VMPHHH5u6jz5OFIQ
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y7qKg55wWVehMHwXc0rXgg
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LdpBihG91eELg8zV5AbjVQ
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GqxKkUkvMUYZrbN99Y6E3Q
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_1pqld1pvLH4eUsZuV3atQ
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LRH-pTf2kpxXTzNlSe2ecw
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x7As6oPX8viikF8C7gO83w

五、 全球-流感
疾病管制署 2021/08/24 更新(資料來源WHO、CIDRAP ，2021/8/16) WHO更新全球疫情：
全球流感活動水平低於預期，南/北半球溫帶地區流感活動皆處季節間水平。依 7/19-8/1 監測
資料顯示，全球病毒型別為B型(57.2%)及A型(42.8%)共同流行，其中又以B(Victoria)及H3N2
為主。亞洲地區中國大陸B型流感檢出下降；印度及尼泊爾主要檢出H3N2，另分別檢出少數
H1N1、B型；孟加拉檢出少數B型；菲律賓檢出零星H3N2；卡達則檢出B型及H3N2。歐洲地區西
班牙、英國報告檢出少數A型及B型。美洲地區墨西哥及秘魯分別檢出零星B型及A型。非洲地區
南非檢出零星B(Victoria)型；迦納報告檢出A(H1N1)；肯亞及馬達加斯加則主要檢出B型。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5E9R4CRtgU3jRl5NlRTAsw

六、 其他國際重要疫情 (8/17-8/31)
1. H1N2v流感-美國
2. H5N6 流感-中國大陸
3.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菲律賓
4. 大腸桿菌-美國
5. 伊波拉病毒感染-布吉納法索、象牙海岸
6. 西尼羅熱-美國
7. 沙門氏菌-厄瓜多、美國、委內瑞拉
8. 拉薩熱-奈及利亞
9.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紐西蘭
10. 炭疽病-哈薩克、中國大陸
11. 蚊媒傳染病-巴西
12. 退伍軍人病-香港、澳洲、美國
13. 梅毒-加拿大
14. 創傷弧菌 美國
15. 登革熱-葉門、孟加拉、菲律賓
16. 鉤端螺旋體病-印度
17. 鼠疫-美國、中國大陸
18. 福氏內格里阿米巴腦膜腦炎-巴基斯坦
19. 霍亂-尼日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s://www.cdc.gov.tw/TravelEpidemic/Detail/G3PSay_dafdAwjsYNm3CCA?epidemicId=5E9R4CRtgU3jRl5NlRTA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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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疾病

國家/行政區

嚴重特殊傳
全球(帛琉除外)
染性肺炎
嚴重特殊傳
帛琉
染性肺炎
湖北省、江西省、四川省、重慶市、廣西壯族
中國
自治區、貴州省、河南省、江蘇省、山東省、
大陸
湖南省、福建省、廣東省、安徽省
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雲南省、海南省、河
新型
中國 北省、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寧夏回族
A 型流感
自治區、青海省、山西省、陝西省、上海市、
大陸 天津市、西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浙
江省、甘肅省
俄羅斯、奈及利亞、柬埔寨、寮國
印度、巴拉圭共和國、巴西、玻利維亞、哥倫比亞、
茲卡病毒感 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宏都拉斯、美屬波多黎各、
染症
秘魯、墨西哥、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委內瑞拉、馬
來西亞、柬埔寨、泰國、越南、新加坡、巴貝多
阿根廷、古巴、安地卡及巴布達、安哥拉、安吉拉(英
國海外領地)、貝里斯、東加王國、多米尼克、法屬
聖馬丁、菲律賓、格瑞那達、荷屬阿魯巴、荷屬波奈、
荷屬古拉索、荷屬沙巴(與荷屬波奈為同行政區) 、
荷屬聖馬丁、荷屬聖佑達修斯(與荷屬波奈為同行政
區) 、幾內亞比索、馬爾地夫、美屬維京群島、蒙哲
臘(英國海外領地) 、緬甸、千里達及托巴哥、薩摩
亞、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
瑞那丁、索羅門群島、印度、英屬土克凱可群島、英
茲卡病毒感
屬維京群島、巴布亞紐幾內亞、巴哈馬、巴拿馬共和
染症
國、帛琉、布吉納法索、多明尼加、厄瓜多、法屬玻
里尼西亞、法屬瓜地洛普島、法屬圭亞那、法屬馬丁
尼克島、法屬聖巴瑟米、斐濟、蓋亞那共和國、海地、
加彭、喀麥隆、開曼群島(英國海外領地) 、庫克群
島、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美國、美屬薩摩亞、孟加拉、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奈及利亞、蒲隆地、塞內加爾、
蘇利南、萬那杜、維德角、烏干達、象牙海岸、新喀
里多尼亞、牙買加、衣索比亞、智利復活島、中非共
和國、寮國、印尼
屈公病

馬來西亞、柬埔寨、印尼、印度

伊波拉病毒
剛果民主共和國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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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旅行建議

第三級:警 避免至當地所
告(Warning) 有非必要旅遊
第二級:警
示(Alert)

發佈日期
2021/04/22

對當地採取加
2021/04/22
強防護

第二級:警 對當地採取加
示(Alert) 強防護

2021/04/16

第一級:注 提醒遵守當地
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2021/02/26

第一級:注 提醒遵守當地
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2021/04/09

第二級:警
示(Alert)

對當地採取加
2021/07/13
強防護

第一級:注
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
一般預防措施 2021/04/09

第一級:注 提醒遵守當地
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2021/07/09

第二級:警 對當地採取加
示(Alert) 強防護

201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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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拉病毒
幾內亞
感染
沙烏地阿拉伯
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 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第一級:注 提醒遵守當地
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2021/02/26

第二級:警
示(Alert)

對當地採取加
強防護

2015/06/09

第一級:注
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
一般預防措施

2015/09/30

登革熱

柬埔寨、印度、印尼、寮國、馬來西亞、馬爾地夫、 第一級:注
意(Watch)
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越南

提醒遵守當地
一般預防措施 2020/08/30

黃熱病

奈及利亞、巴西

第一級:注
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0/07

德國麻疹

中國大陸

第一級:注
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
一般預防措施 2019/11/06

麻疹

波蘭、法國、剛果民主共和國、羅馬尼亞、義大利、
第一級:注
緬甸、奈及利亞、烏克蘭、印度、中國大陸、越南、
意(Watch)
馬達加斯加、俄羅斯、英國、幾內亞、泰國、菲律賓

拉薩熱

奈及利亞

第一級:注
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
一般預防措施 2018/02/13

白喉

葉門

第一級:注
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2/26

霍亂

索馬利亞
葉門

第一級:注
意(Watch)

小兒麻痺症
/急性無力 阿富汗、巴基斯坦
肢體麻痺
資料來源：

第一級:注
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
一般預防措施

提醒遵守當地
一般預防措施

2019/09/12

2017/08/15

提醒遵守當地
一般預防措施 2014/05/07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摘自 http://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submenu.aspx?treeid=82ce806a312cefec&nowtreeid=82ce806a312cef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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