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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增進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處理

能力，並建立事故發生前、中、後處理原則及機制，期能迅速而有

效的妥善處理，以維護校園供餐之食品衛生安全，特訂本要點。 

二、 食品中毒定義： 

二人或二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則稱為一

件食品中毒案件。 

如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

菌毒素，由可疑的食品檢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經

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

食品中毒案件。 

如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中毒（如化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即

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三、 適用對象：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四、 食品中毒處理因應作法： 

(一) 事前防預機制： 

1. 教育局： 

(1) 由業務科依相關規定督導各校，並列為學校督導考核重點，

督學到校協助督導。 

(2) 成立教育局學校食品中毒應變處理小組，明列工作職掌及責

任劃分(附件 7)，並於事故發生時立即啟動協助學校處理各

項事宜。 

(3) 對平時各校廚房衛生安全查核報告要求改善部分，應列為列

管追蹤事項，直至改善完成。 

2. 衛生局： 

(1) 不定期稽核午餐供應業者及學校廚房之衛生安全，對不合規

定部分要求限期改善，如情節重大者必要時應要求暫時停止

供餐，並經複檢合格後才得繼續供餐；有關前述檢查結果應

通知教育局及各相關學校知悉，以作為日後督導及考核參考



依據。 

(2) 成立衛生局處理學校食品中毒應變處理小組，明列工作職掌

及責任劃分，並於事故發生時立即啟動，協助學校及教育局

處理各項事宜。 

(3) 對於他縣市餐飲業者如發生疑似食品中毒案件時，如查明同

時亦供應本市學校時，應立即通知該校及教育局加強管理及

稽核，必要時應要求暫停供應。 

3. 學校： 

(1) 確實依相關規定內容辦理及執行，加強食品作業流程、廚房

環境及廚工人員衛生管理與檢核工作。 

(2) 委外供應之學校應依本市（或鄰近縣市）衛生單位公告之優

良廠商為供應廠商，並針對投標廠商與家長會成員會同時實

地瞭解廚房衛生安全及倉儲管理等安全衛生情形；對得標廠

商亦應加強不定期衛生安全稽核工作，如發現有不符規定者

應要求立即改善，必要時得要求暫停供應，如情節重大者，

應解除契約，有關稽核及暫停供應或解約之情形應詳列於契

約規定中，保障學校權益。 

(3) 加強飲食安全衛生教育及宣導，要求教職員及學生於用餐時

如發現疑似不潔或有污染之虞時，應立即向午餐供應執行秘

書報告，必要時應立即通知全校停止食用。 

(4) 有關本要點中規定之緊急處理流程表應放置各處室及健康中

心明顯處，並明確轉知各組人員工作職掌及應辦事項（含職

務代理人）；並利用時間說明及演練。 

(5) 對於各項表件應建立單一檔案，並將各項表件統一集中，以

便取用。 

各項表冊應含： 

      ＊學生家長緊急通訊錄 

       【學校學務系統建檔、導師、健康中心各存一份紙本】 

      ＊危機處理支援單位人員通訊錄 

       【教育局、衛生局、學校家長會、志工團】 

      ＊地區緊急醫療網（鄰近醫院）通訊錄 

      ＊學校教職員工行動電話通訊錄 

(6) 健康中心平時即應準備採集相關檢體(如：收集殘留食物及嘔

吐物)用的密封塑膠袋及油性簽字筆等必備品，置於健康中

心。 



(7) 委外供應者應於採購契約中明定：如有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時，得無條件解約，廠商不得提出異議或要求賠償；若同時

供應其他學校有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時，雖本校未發生相

同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時，如經家長會要求或本校校務會議決

議時，亦得提出無條件解約，廠商不得提出異議或要求賠

償。 

(二) 事故發生時： 

1. 教育局： 

(1) 接獲通知後立即啟動緊急應變小組機制，協助並指導學校啟

動緊急應變機制。 

(2) 掌握各項重要資訊提供主管及衛生單位研議及判斷，對送醫

人員掌握即時名單。 

(3) 如為委外供應者，應協助發生學校解決日後供餐問題；並調

查該業者是否本市尚有其他供應學校，如有應立即聯絡各校

現況，並協調暫時停供應時，各校午餐供應方式。 

2. 衛生局： 

(1) 接獲通知後立即啟動緊急應變小組機制，指揮分配人力進行收

集各項檢體及採樣工作。 

(2) 聯絡附近醫療機構，協助支援事故發生學校醫護人員及簡易必

要器材（具），並提供專業諮詢及衛教服務。 

3. 學校： 

(1) 立即啟動食品中毒應變處理小組，所有人員依任務組織編組

及處理流程執行職務。 

(2) 通報業務科(學輔校安科)、駐區督學及教育局長，告知發生

現況。 

(3) 瞭解各組人員是否到位並確實執行所負責之任務，如有差假

人員應立即通知代理人或指派代理人員，務求各項應辦事項

均有專人負責。 

(4) 注意現場秩序維護及各班級狀況，務求各班均有老師在場，

並管制媒體不可因採訪而影響健康中心運作，必要時協請警

察人協管制。 

(5) 如為自辦午餐學校發生事故後，應立即封閉廚房，在衛生單

位完成採樣工作經許可前禁止任何人員進出（包括媒體記

者）。 

(6) 保留各食材（包括未烹調之原物料及成品）及廚房現場，同



時要求廚房工作人員集中，等衛生單位人員訪談及詢問各供

餐事宜：在未確定發生原因前嚴禁廚房工作人員任意發言及

發表個人意見。 

(7) 暫停供應午餐並協調後續供餐方式。 

(8) 學校食品中毒應變處理小組分組及工作職掌參考範例： 

＊總指揮：負責指揮及督導啟動應變處理小組運作，並指定發言

人；同時於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通知業務科(學輔校安

科)、駐區督學及教育局長。（填列速報單送教育局—附

件 5） 

 

＊發言人：接待媒體、掌握各組現況，並提供正確必要之訊息。 

 

＊行政組： 

(A) 掌握危機處理組織人員是否到位執行任務，建立支援單位人

（教育局、衛生單位、救護單位及家長志工等）名單及聯絡電

話（行動電話號碼），以便尋求支援及調度。 

(B) 後送醫院之學生應確認到院狀況，經確認後隨時登錄（學生姓

名、症狀、病情、送醫之醫院名稱、病房、床號等）以備查

詢；若學生送出醫院（返回學校）時應通報管制（含家長直接

接送回家者）並隨時登錄，以利管制及人數掌握。 

(C) 主動聯絡送醫學生家長，告知事件現況，並告知已派老師在醫

院協助照顧學生請其安心，並請其到院協助照顧學生。 

(D) 應作好通報單之管制，隨時向校長呈報最新情況，以便發言人

統一對外發言（注意各表單填報時間，避免提供錯誤訊息）。 

(E) 印製事件說明、後續護理及注意事項，交由學生放學（或回家

後）轉交家長知悉，並協助照顧（並提醒如於回家後學生出現

症狀應通知學校並送醫等處理方式）。 

(F) 如逢下課時間，立即調度動線及家長接送區，避免與救護動線

衝突。 

 

＊醫護組： 

(A) 疑似中毒學生應先送至健康中心集中管理及照護，並由校護

先行初步處理（檢傷分類及狀況登錄）。  

(B) 通報單處理流程：導師填寫登錄（附件 3班級通報單）→轉

送健康中心（醫護組）→健康中心（醫護組登錄）視學生狀



況於健康中心休息或送醫，如需送醫時，填報就醫紀錄表

（附件 4）。 

(C) 指定人員隨同救護車照顧及辦理醫療住院等手續，並應隨時

向學校回報狀況，以便掌握送醫名單之正確性，如該醫院超

過 10人時應加派協助人力，各派出人員應掌握聯絡方式並確

保聯絡電話之暢通。 

(D) 收集殘留食物及嘔吐物等檢體，並加以保存（冰箱），同時須

標記採集對象及時間。 

(E) 必要時成立臨時醫護中心，集中事故學生於動線出口附近教

室或空間以利送醫。 

(F) 學生回校後應集中休息及觀察，並派員照顧，避免直接回各

班教室。 

 

＊支援組： 

(A) 通知警衛打開校門，引導救護車前往出事地點。 

(B) 封鎖現場，管制交通，保持救護送醫車輛出入動線之暢通。 

(C) 通知 119後，若中毒人數眾多，聯絡地區緊急醫療網加入全

力救援；必要時調度大型車輛協助運送學生（並請警力協助

開道）。 

(D) 總機派專人負責接聽，並回答家長查詢學生情形（保持電話

暢通，以接受家長查詢為主，婉轉告知媒體暫時婉拒電話訪

問，以保持電話暢通）。 

(E) 必要時通知並協請鄰近學校校護或醫院派駐醫護人員。 

(F) 通知後送醫院各相關醫療費用統一向學校申請，如家長已先

行支付者請其保留所有收據，以便事後賠償事宜。 

(G) 提供減輕症狀飲品（如牛奶）或飲水。 

(H) 對協助支援人員，如遇用餐時間應主動提供餐點及飲水。 

 

＊綜合事項： 

(A) 所有人員行動電話隨身攜帶，記得開機，保持聯絡；派駐醫

院人員需注意手機電量（必要時更換聯絡電話，務求電話保

持暢通），隨時回報學生送入及送回（或家長自行接回）情

形。 

(B) 應於學校明顯處設置學生送醫狀況大型表格，提供家長查

詢，並注意隨時填註更新時間。 



(C) 嚴禁校內人員任意對外發言，一切對外訊息之發佈統一由發

言人代表。 

(三) 善後處理： 

1. 教育局： 

(1) 瞭解學生後續上課狀況及供餐情形。 

(2) 針對委外供應廠商，協助評估是否終止學校午餐供應，如屬

情節重大時，評估是否終止本市其他學校午餐供應。 

(3) 協助學校向廠商事後求償事宜。 

2. 衛生局： 

(1) 提供檢體報告及後續供餐參考意見。 

(2) 如查明有可歸責於供餐業者事由時，應依各相關規定辦理。 

3. 學校： 

(1) 製作完整事件報告說明（含學生送醫情形），提供教育局掌握

處理前後概況，並報告日後供餐之因應及後續處理方式。 

(2) 學童出院後，要持續給予關心及必要之協助與心理輔導。 

(3) 協助衛生及警察單位調查，若中毒屬可歸責於供應廠商所引

起之中毒則專案求償。若因為不法份子下毒，引起之中毒則

協助警方破案以嚴懲不法。 

(4) 萬一有學生不幸死亡，應成立治喪委員會，協助辦理喪葬事

宜。 

(5) 對協助處理中毒事件的單位及人員，應由學校及家長會共同

具    名致感謝狀或以其他方式表達謝意。 

五、 各校得依實際編制及區域特性，調整危機應變小組組織及職

掌，但務求各工作事項均有負責人員。 

 

附件： 

【學校端】 

 ＊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小組任務組織表（附件 1-1） 

 ＊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處理流程表（附件 2-1） 

 ＊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班級通報單（附件 3） 

 ＊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後送就醫紀錄表（附件 4） 

 ＊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速報單（附件 5） 

 ＊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學生名冊（附件 6） 

【教育局端】 

 ＊處理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小組任務組織表（附件 1-



2） 

 ＊處理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流程表（附件 2-2） 

 ＊處理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小組責任分工表（附件 7）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小組任務組織表 【參考範例-學校版】 

 

 

  

 

 

 

  

 

 

 

 

 

 

  

 

 

 

 

 

 

 

 

 

 

事件發生 

 

註：1、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時，請立即通知教育局(業務科：學輔科)及衛生局 
    2、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學輔校安科)：電話：（06）635-6638 或 635-6683；傳真：(06)635-0758 
    3、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電話：（06）260-4140；傳真：(06)268-2964 ；公務手機：0937-306127         

啟動處理小組 

總指揮：校長 

 

行政組 

學務處、衛生組 

支援組 

總務處、教務處 

醫護組 

輔導室、級任老師、校護 

衛生組 

午餐執秘、營養師、幹事 

1、通報業務科長、駐區督學、 

   衛生局。 

2、負責填寫速報單，回傳教育 

   局及衛生局。 

3、安排課務處理。 

4、掌握學生送醫資料俟確認後 

   公布並通知家長。 

5、掌握出院學生時間及人數。 

6、檢討原因並記錄事件經過以

備查。 

1、到各醫院安撫就醫學 

   生及協助連絡家長。 

2、協助校園安全秩序維

護。 

3、其他臨時支援事項。 

4、致函感謝協助單位及

人員。 

 

1、導師清查不適情形，並速報健康 

   中心。 

2、檢傷分類。 

3、症狀處置(送醫或留中心觀察)並

填寫單張。 

4、安撫學生情緒。 

5、檢體收集(如：嘔吐物 5件為原

則)並標示學生班級、姓名及時

間。 

6、加強飲食衛生教育宣導。 

1、保留剩餘食品檢體（留存於

冰箱冷藏室），配合衛生單

位調查並提供食材來源之廠

商名單。 

2、廚房安全管制，禁止非相關

人員進入。 

3、與指揮官研議隔日是否供餐

及供餐方式。 

4、加強飲食衛生教育宣導。 

5、督促廚房或食材供應商改善

衛生。 

發言人 

（由校長本人或指定） 

通報教育局、校安中

心、衛生局 

附件 1-1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處理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小組任務組織表   【教育局端】 

 

 

  

 

 

 

  

 

 

 

 

 

 

  

 

 

 

 

 

 

 

       

(學校) 

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教育局) 

啟動校園危機處理小組 

召 集 人：局    長 
副召集人：副 局 長 
總 指 揮：主任秘書 

現場管控組 
由業務科(學輔校安科長)負責， 

督學及各科協辦 

 

1、 統籌與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緊
急應變之通報、就醫、管制、採
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2、協助追蹤發生原因、責任歸屬及
後續改善。 

3、檢討及改善發生原因，並將其他
可能發生之學校列為改善對象。 

4、其他臨時交辦事宜。 

 

附件 1-2 

1、督導學校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 
   緊急應變之通報、就醫、管制、 
   採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2、負責學校校園安全通報追踪及協 
   助緊急應變事宜。 
3、督導學校食品中毒通報作業。 
4、督導學校後續上課、請假及學生 
   關懷事宜。 
5、督導學校改善情形。 

 

 

通報校安中心、衛生局 

行政支援組 

由督學負責，各科協辦 

新聞組 

由新聞秘書負責 

協助督導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處 
理及本局新聞聯繫與發布事宜。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 

處理流程表(學校端) 

 

 
  

學校健康中心
1.疑似食品中毒：吃同樣食品引起不適(噁心、嘔吐、腹痛…等症狀)二人或二人以上
2.學校應於發生事件第一時間，先以電話告知教育局(業務科、駐區督學)及衛生局（並填

寫「疑似食品中毒事件速報單」【附件5】-傳真至教育局彙整後，再統一送衛生局）
3.事件發生同時，學校應視學生發生人數及症狀，必要時通知119協助送醫。

學校啟動「校園危機處理小組」

總指揮：校長
【行政組】—負責行政通報作業(含校安通報-依據附件5速報單填報)、聯繫教育局(業務科、

駐區督學)、衛生局、校外會(高中部：電話：228-8585或228-0923；傳真：
228-0242)、醫院

【衛生組】—負責聯繫家長並告知就醫情形、安撫情緒及說明
【醫護組】—學生載送、就醫、及環境清潔避免疫情擴大【並填寫「疑似食品中毒學生名

冊」及「就醫紀錄表」（附件4及附件6）】
【發言人】—對外統一發言、校內師生情緒安撫、維持校務正常運作

橫
向
聯
繫

1.學校應於醫療

院所成立聯絡

中心，並回報

學生就醫狀況

2.安置、慰問、
學生就醫

學校 教育局

電話：635-6638、6356683
299-1111分機8729、

295-9023

傳真：635-0758、2982610

衛生局
食品中毒專線(24小時)：

0937-306127
0975-672826

傳真：632-9367
268-2964

1.後續檢討報告
2.學生心理輔導
3.依契約向廠商
求償及學生理
賠事宜

4.更新校安通報

協助學校處理供餐

及學生就醫事宜

統一發佈新聞稿

1.派員採集檢體及留樣
2.協助食品中毒流行病

學調查
3.確定引起原因，依相

關法令查處，通知教
育局

附件 2-1 



  

1.疑似食品中毒：吃同樣食品引起不適(噁心、嘔吐、腹痛…等症狀)二人或二人以上
2.學校應於發生事件第一時間，先以電話告知教育局(業務科、駐區督學)及衛生局（並填寫「疑
似食品中毒事件速報單」【附件5】-傳真至教育局彙整後，再統一送衛生局）

3.事件發生同時，學校應視學生發生人數及症狀，必要時通知119協助送醫。
4.進行校安通報【依據附件5速報單】

學校

【教育局】啟動校園危機處理小組
召 集 人：局 長
副召集人：副 局 長
總 指 揮：主任祕書

【現場管控組】—統籌與執行有關
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之通報、就
醫、管制、採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由業務科長負責，督學及各科協
辦) 
【行政支援組】—協助及督導學校
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之
通報、就醫、管制、採樣等緊急應
變事宜。(由督學負責，各科協辦)
【新 聞 組】—協助督導校園食
品中毒緊急應變處理及本局新聞聯
繫與發布事宜。(由局本部新聞秘
書負責)

【衛生局】啟動危機處理小組
1.接獲通知後立即啟動緊急應變小組機

制，指揮分配人力進行收集各項檢
體及採樣工作。

2.聯絡附近醫療機構，協助支援事故發
生學校醫護人員及簡易必要器材
(具)，並提供專業諮詢及衛教服務。

食中專線(24小時)：0937-306127
0975-672826

傳真：632-9367、268-2964

查明中毒食
品來源

輔導改善

依相關法令查處；通知教育局

是

否

初步研判屬食
品中毒事件

排除校園
食品中毒
案件

否

教 育 局

瞭解事件發生原因、現況及學校處理情形；
與衛生局進行確認【依據附件5速報單】

衛 生 局

瞭解事件發生原因、進食時間、發病時
間、…等」【依據教育局提供速報單】

準備

教
育
及
衛
生
單
位
橫
向
聯
繫

結束

1.協助學校處理供餐及掌握學生就醫事宜

2.了解訂購同廠商之學校

統一發佈新聞稿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 

處理流程表(教育局端) 

附件 2-2 



  

臺南市〈機關全銜〉發生疑似校園食品中毒事件班級通報單       

級    任    教    師    填    寫 

座號    姓  名 

出 現 病 況 勾 選 及 簡 述 
家    長 

聯絡電話 嘔心 嘔吐 
上 

腹痛 

下 

腹痛 
腹瀉 發燒 喉嚨痛 

過敏 

反應 

神經 

症狀 
休克 頭痛 頭暈 其它註明 

 
                                 

                

                

                

                

                

                

                

班級：   年   班 ； 班級學生總人數(       )人 ； 疑似食品中毒人數(       )人；身體狀況良好人數(       )人  

級任教師：                  聯絡電話：                       手機： 
   處理流程說明： 
1. 級任教師發現學生疑似食品中毒，若情況危急需行急救時，則先行急救，並交待無中毒學生立即口頭通報：校護、鄰近班級老師、主任、等尋

求支援協助。 
2. 級任教師亦發生疑似食品中毒無法處理事件時，亦請交待無中毒學生立即依前項處理尋求支援協助。 
3. 若需送醫但無需進行急救情況時，級任老師應立即清查班上中毒情形，填妥本通單，送交學校健康中心（醫護組）。 
4. 本通報單處理流程：級任導師填單→醫護組登錄送醫情況→（影印二份）一份交隨車照護人員、一份交行政組→行政組彙整掌握最新狀況。 
備註：健康狀況良好學生，統一留校觀察二小時後，通知家長帶回，並提醒注意其身體狀況，必要時務必送醫檢查。 
 

附件 3 

參考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實務手冊 



  

臺南市〈機關全銜〉發生疑似校園食品中毒事件後送就醫紀錄表 

號 

次 

學生姓名 就讀 

班級 
送醫/帶回 車輛 

 

護送人員 

 

送醫 

時間 

隨車人員回報  

   
醫院名稱                        
□自行就醫 

□返家〔未就醫〕 

□ 119 

□學校派送 

□家屬車輛 

姓名 

電話 
 

時間：        地點：          

情 況 □ 急 診 觀 察 □ 住 院         

□危急   □返家休養 

 

   
醫院名稱                        
□自行就醫 

□返家〔未就醫〕 

□ 119 

□學校派送 

□家屬車輛 

姓名 

電話 
 

時間：        地點：          

情 況 □ 急 診 觀 察 □ 住 院            

□危急   □返家休養 

 

   
醫院名稱                        
□自行就醫 

□返家〔未就醫〕 

□ 119 

□學校派送 

□家屬車輛 

姓名 

電話 
 

時間：        地點：          

情 況 □ 急 診 觀 察 □ 住 院            

□危急   □返家休養 

 

   
醫院名稱                        
□自行就醫 

□返家〔未就醫〕 

□ 119 

□學校派送 

□家屬車輛 

姓名 

電話 
 

時間：        地點：          

情 況 □ 急 診 觀 察 □ 住 院            

□危急   □返家休養 

 

   
醫院名稱                        
□自行就醫 

□返家〔未就醫〕 

□ 119 

□學校派送 

□家屬車輛 

姓名 

電話 
 

時間：        地點：          

情 況 □ 急 診 觀 察 □ 住 院            

□危急   □返家休養 

 

備註：學校支援組應每小時通報學校緊急應變中心一次（或交由現場指揮官），至所有就醫學生出院為止，俾便掌握就醫學生情況。 

通報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表人：               聯絡電話： 

參考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實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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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速報單 
學校名稱 臺南市      區                   學校 

通報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連絡資料 聯絡電話（二線以上）：            、            

傳真電話：             

聯絡人：            職稱：            手機：             

進食時間 ＿＿年＿＿月＿＿日＿＿時＿＿分 

發病時間 ＿＿年＿＿月＿＿日＿＿時＿＿分至＿＿時＿＿分 

基本概況 攝食人數：學生        人，教職員工：    人 

疑似中毒人數：學生    人，教職員工：    人 

就醫人數：學生    人，教職員工：    人 

就醫地點：                                             

供餐方式 □自辦廚房 □受            （學校）供應  

□委外供應  □其他                     

當日午餐菜單 

及供應商資料 

主食：            副食：                                 

湯：                    其他(含水果)：                   

當日食材供應商：＿＿                                  ＿ 

主要症狀 □噁心 □嘔吐 □上腹痛 □下腹痛□腹瀉  

□發燒 □喉嚨痛□過敏反應（□臉部潮紅□發癢□發疹等） 

□ 神經症狀（□視覺障礙□麻痺□暈眩等） 

□其他（請說明：                            ） 

其他 

 

因應替代措施：                                          

                                                        

聯絡單位 教育局學輔校安科：電話：635-6638、299-1111#8729(轉轄區營養師) 

傳真：635-0758、298-2610；學輔科專線：295-9023 

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食中專線(24小時)：0937-306127、0975-672826 

傳真：632-9367、268-2964 

單位主管：             (核章)  

備註：1.發生疑似校園食品中毒事件時，請於 30分鐘內填報此速報單並完成傳真。 

2.請於傳真本紀錄前，先以電話進行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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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疑似食物中毒(腹瀉群聚)事件通報名冊
食中PMDS匯入資料 症狀調查+人體採檢+懷疑食物

編號 班級 姓名(必填) 性別 年齡
生日

(yyyy/MM/dd

)

攝食日期(必
填)

(yyyy/MM/dd

)

攝食時間(必
填)

(HHMM)

如:1800

發病日期(必填)

(yyyy/MM/dd)

發病時間(必填)

(HHMM)如:1800

就醫日期
(yyyy/MM/dd)

就醫時間
(HHMM)如:1800

就醫診
所

發燒(℃) 噁心
嘔吐

(次數)
腹痛

水樣腹瀉
(次數)

糞便
含血

噴嚏、咳
嗽或流鼻

水

其他
症狀

採檢
有無懷疑

食物

1 3年1班 王小明 男 30 1987/8/7 2018/1/311800 2018/1/311900 2018/1/312000 ooo醫院 38 3次 3次 V 出疹 V
豬肉有酸

味

2 3年1班 王小美 女 28 1990/1/29 2018/1/311500 2018/1/311600 2018/1/312000 ooo醫院 2次 4次

臺南市＜機關全銜＞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學生名冊(參考範例) 

 

 

 

 

 

1.本表件請自行至本(教育)局/學輔校安科/專題網站/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應變流程 

2.參考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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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處理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小組 

責任分工表 

一、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綜理及督導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各項事宜。 

二、現場管控組： 

(一)由業務科(學輔校安科)負責，督學及各科協辦。 

(二)執掌： 

  1.統籌與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之通報、就醫、管制、採 

    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2.協助追蹤發生原因、責任歸屬及後續改善。 

  3.檢討及改善發生原因，並將其他可能發生之學校列為改善對象。 

  4.其他臨時交辦事宜。 

三、新聞組： 

(一)由局本部新聞秘書負責。 

(二)執掌： 

  1.協助督導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處理。 

  2.本局新聞聯繫與發布事宜。 

四、行政支援組： 

(一)由督學負責，各科協辦。 

(二)執掌： 

  1.協助及督導學校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之通報、就 

    醫、管制、採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2.負責學校校園安全通報追踪及協助緊急應變事宜。 

  3.督導學校食品中毒通報作業。 

  4.督導學校後續上課、請假及學生關懷事宜。 

  5.督導學校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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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處理學校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應變小組 
職  稱 姓 名 職                       掌 電話 

召 集 人 

(局長) 

 綜理及督導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各項事宜。  

副召集人 

(副局長) 

 協助督導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處理及本局對外發言事

宜。 

 

總指揮 

 (主任祕書) 

 協助督導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處理及本局對外發言事

宜。 

 

現場管控組 

組長 

(業務科科長) 

 1、統籌與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之通報、就醫、

管制、採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2、負責學校校園安全通報追踪及協助緊急應變事宜 

 

現場管控組 

組   員 

(業務科) 

 協助組長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之通報、就醫、

管制、採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現場管控組 

組   員 

(業務科) 

 協助組長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之通報、就醫、

管制、採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現場管控組 

組   員 

(業務科) 

 協助組長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之通報、就醫、

管制、採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現場管控組 

組   員 

(業務科) 

 協助組長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之通報、就醫、

管制、採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新聞組 

(新聞秘書) 

 協助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處理新聞聯繫與發布事宜。  

行政支援組 

 (督學) 

 1、協助及督導學校執行有關校園食品中毒緊急應變之通 

報、就醫、管制、採樣等緊急應變事宜。 

2、督導所屬轄區學校食品中毒通報作業。 

 

◎教育局通報專線： 

學輔校安科： 

  一股(永華)：295-9023               傳真 298-2610 

  二股(民治)：635-6638或 635-6683    傳真 635-0758 

局長室：295-5390    傳真 295-5392 

◎教育局校安中心通報： 

學輔校安科聯絡人：承辦人(網路電話 99513) 

＊ ＊如任何專業上的疑問，可撥打本市衛生局諮詢專線 06-260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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