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啟智學校因應狂犬病疫情緊急應變小組實施要點
102.08.21 成立

一、依據：
(一)102.08.06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20076584 號函「暑假期間，為提升各級學校因應狂犬病動物之
防疫知能，請加強辦理相關衛生教育宣導事項」辦理。
(二)102.08.09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20077659 號函「教育部就有關各級學校(含幼兒園)因應狂犬病
疫情之相關因應措施一覽表」及「教育部就有關各級學校(含幼兒園)因應狂犬病疫情應變處
理作業流程」辦理。
(三)102.08.13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20079052A 號函「為因應狂犬病疫情，請檢視防疫整備情形」
辦理。
二、目的：
（一）為提升教職員工生狂犬病防範知能，加強宣導二不一要守則。
（二）落實校外教學應變措施，避免前往狂犬病發生地區及有疑慮地區。
（三）全面檢視、確認環境清潔，定期進行病媒防治措施。
（四）落實學校犬貓管理，完成施打疫苗工作、植入晶片、寵物登記、配戴頸牌或頸圈以利辨識。
（五）召開相關會議(如校務會議、主管會報、行政會報、導師會報等)強化防疫措施，擬定相關
應變措施。
（六）合理規範校外人士攜帶寵物進入校園之相關注意事項：如應繫狗鍊、使用犬、貓專用手提
箱籠，犬隻應戴口套(罩)等。
（七）指定專人依規定進行校安通報。
三、狂犬病疫情緊急應變小組之分工及職責：
職

稱

分

工

職

責

校

長

統籌指揮緊急應變小組之因應事宜。

秘

書

協助統籌緊急應變小組之因應事宜。（對外發言）

學務主任

協助統籌緊急應變小組之因應事宜。

衛生組長

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

生教組長

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校安通報）

體育組長

協助衛生組之工作執行與行政聯繫，並注意體育課程與活動之防疫。

訓育組長

協助衛生組之工作執行與行政聯繫，並注意社團活動、畢業旅行之防疫。

住宿生管理員
護

士

人事主任

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學生宿舍部分）
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疾管通報）
協助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教師、行政人員之通報）

主計主任

協助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

總務主任

協助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防疫物品採購、犬貓進入校園
之防範）

事務組長

協助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防疫物品採購、犬貓進入校園
之防範）

教務主任

協助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課程調、代之安排及班級社區
教學地點之規劃)

教學組長

協助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課程調、代之安排及班級社區
教學地點之規劃)

輔導主任

協助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學生輔導事宜）

實輔主任

緊急應變小組之執行與行政聯繫。（學生校內、外實習）

四、本緊急應變小組乃依據「中央成立狂犬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因應狂犬病疫
情應變處理作業流程，隨疫情修正應變處理作業流程辦理。
五、疫情防疫工作：
（一）加強全校師生對於狂犬病疫情之認識。
（二）加強全校師生健康自主管理之宣導。
（三）隨時掌控校內成員（含教職員工生）及各進出之家長、外賓與廠商人員攜帶犬貓進入校園：
1.校內成員(含教職員工生)攜帶犬貓進入校園，需完成施打疫苗工作、植入晶片、寵物登記、
配戴頸牌或頸圈以利辨識。並請向衛生組登記，確認已完成上述工作後(施打疫苗工作、植
入晶片、寵物登記、配戴頸牌或頸圈)，方可攜帶寵物進校園。若未完成上述工作，不得攜
帶寵物進入校園，若逕自攜帶寵物至校園，致犬貓咬傷人等不幸意外事件，將由該飼主負
起全部責任。
2.各進出之家長、外賓與廠商人員攜帶犬貓進入校園，應繫狗鍊、使用犬、貓專用手提箱籠，
犬隻應戴口套(罩)等。需由守衛室檢查，不通過者，不得進入校園。
（四）定期實施全校消毒工作。
（五）盤點校內現存之相關防疫物品。（如體溫計、口罩、酒精、洗手消毒物品等）
（六）規劃優先採購所需的防疫物資。
六、教職員工生如果有被通知居家隔離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如果疫情達到停課標準，則依教育主管單位之規定實施。
八、諮詢專線

（一）動物狂犬病疫苗諮詢專線 9602350。
（二）中央防檢局諮詢專線 0800-761-590。
（三）接種人用狂犬病疫苗相關問題請撥打防疫諮詢專線 9357011 或撥打國內免付費民眾疫情通
報及關懷專線 1922 洽詢。
九、狂犬病通報專線
(一)防檢局狂犬病通報專線： 0800-761-590（請留意，我救您）動物如有行為異常，突然狂躁有
咬人動作呈現，應儘速通知當地動物防疫機關（家畜疾病防治所、動物防疫所等）處理，並
且勿靠近動物及密切注意動物行蹤，以利動物防疫人員處理。
1. 嘉義縣市動物防疫機關通報專線：
(1) 嘉義市政府建設處(05-2290357、05-2226945)。
(2) 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05-3620025)。
2. 嘉義林區管理處通報專線：
(1) 嘉義林管處林政課(05-2787006)
(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通報專線：若被動物咬傷，應以肥皂及大量清水清洗傷口，並立即就
醫。各縣市都有人用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查詢醫院請洽 1922 防疫專線。
(三)本校附近醫院緊急醫療救護體系及社區醫療
1.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05-2359630
2. 署立嘉義醫院：05-2319090
3. 嘉義聖馬爾定醫院：05-2756000
4.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05-2765041

十、公費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

公費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
縣市別

醫院名稱

地址

基隆市

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臺北院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2號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

宜蘭縣

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2號

連江縣

連江縣立醫院

馬祖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桃園縣

壢新醫院

桃園縣平鎮市廣泰路77號

台北市/新北市

新竹縣/市
苗栗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
院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行政院衛生署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99號

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彰化秀傳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

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
院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79號

嘉義市

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539號

嘉義縣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42之50號

台南縣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高雄市
屏東縣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務處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90號

花蓮縣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台東縣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台東縣台東市五權街1號

十一、人用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及地點

人用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及地點
縣市別 醫院名稱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
基隆長庚醫院暨情人湖院區
馬偕紀念醫院臺北院區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療服務處
臺北市
臺大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和平院
臺北慈濟醫院
新北市 亞東紀念醫院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 博愛醫院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連江縣 連江縣立醫院
壢新醫院
桃園縣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林口長庚醫院
新竹市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縣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新竹縣 東元綜合醫院
新竹縣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苗栗縣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臺中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彰化秀傳醫院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縣 埔里基督教醫院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雲林縣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天主教若瑟醫院
嘉義基督教醫院
嘉義市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嘉義縣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大林慈濟醫院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南市 奇美醫院
柳營奇美醫院

地址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8號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92號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臺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3號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60號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1.83號
宜蘭市新民路152號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2號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7號
桃園縣平鎮市廣泰路77號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1492號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五號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52號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9號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9號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747號
苗栗縣頭份鎮信義路128號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99號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699號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100號
臺中市西屯區臺中港路三段160號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42號
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80號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75號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號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478號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79號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123號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74號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539號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312號
嘉義縣朴子市42之50號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2號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
臺南市柳營區太康里201號

*綠色為新增之6家，總共60家

高雄市

屏東縣
澎湖縣
花蓮縣

臺東縣

高雄市立聯合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枋寮醫院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豐濱分院
花蓮慈濟醫院
玉里榮民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慈濟醫院關山分院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成功分院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82號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中學路60號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0號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139號
屏東縣恆春鎮山腳里恆南路188號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10號
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90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花蓮縣豐濱鄉光豐路41號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7號
花蓮縣玉里鎮新興街91號
臺東縣臺東市五權街1號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125之5號
臺東縣成功鎮中山東路32號

*綠色為新增之6家，總共60家

十二、嘉義市辦理寵物登記、施打疫苗、植入晶片之動物醫院
(一)上哲動物醫院(吳鳳北路 259 號；223-1500)
(二)裕發家畜醫院(安樂街 122 巷 2 號；225-4018)
(三)仁愛動物醫院(新生路 214 號；278-8067)
(四)中華動物醫院(民生北路 143 號；222-5688)
(五)民族獸醫院(中山路 650 號；228-9595)
(六)高醫動物醫院(中興路 716 號；235-1339)
(七)博愛家畜診所(博愛路一段 389 號；231-3329)
(八)永安動物醫院(垂楊路 619 號；285-1597)
(九)齊恩動物醫院(興業東路 18 號 1 樓；228-4006)
(十)丸三動物醫院(中山路 234 號；225-9429)
(十一)

嘉義大學動物醫院(新民路 580 號；273-2980)

(十二)

興達獸醫院(吳鳳南路 50-1 號；229-0407)

(十三)

大川動物醫院(新民路 627 號；285-8609)

(十四)

高品動物醫院(中興路 489 號；281-1893)

(十五)

育英動物醫院(民生南路 262 號；285-6100)

十三、狂犬病疫情處理作業流程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因應狂犬病疫情應變處理作業流程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啟動應變小組(08.21)

狀
況

1.發現死亡野生動物或動物遭疑似
狂犬病動物咬傷。
2.人員遭疑似狂犬病動物咬傷。
3.學校飼養的動物或校園內流浪動
物出現疑似狂犬病症狀。

處
理

1.教職員工生或相關人員：
(1)不捕捉或接觸野生動物，通知當
地動物防疫機關處理，不自行處
理。
(2)如遭抓咬傷：1記：保持冷靜，牢
記動物特徵；2沖：以肥皂及大量
清水清洗傷口15分鐘，再以優碘或
70%酒精消毒；3送：儘速就醫評估
是否接種疫苗；4觀：儘可能將咬
人動物繫留觀察10天，若動物兇性
大發，不冒險捕捉。
2.動物：立即通知當地動物防疫機
關、衛生主管機關、鄉鎮市公所。

通
報

1.甲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2小時內
透過校安即時通實施通報，惟情況
緊迫或須協助事件應以先電話立
即通報(包括亟須教育部或其他單
位協助及其他可能引發媒體關
注、社會關切之事件)。
2.乙級事件：應於知悉校安事件24
小時內，透過校安即時通完成通報
作業，並依檢測結果更新續報。

後
續
措
施

• 聯繫教育局(處)，協同農業、衛生
主管機關共同處理。
• 受傷之教職員工生依主管機關評估
及醫師指示，接受接種疫苗與治療。
• 配合農業、衛生主管機關進行後續
相關防治措施。
• 掌握受傷之教職員工生狀況。
• 發布新聞稿、對外發言。
• 加強衛教宣導。
• 依事件類型，檢討校園動物管理、
環境清潔及餐飲衛生等之改進措
施。

校園狂犬病疫情事件處理完成

十一、狂犬病疫情緊急應變小組之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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