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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藥性的瘧疾在東南亞一帶爆發流行後，原已逐

漸趨緩的疫情似乎出現了新的變數。研究經費的縮

減、缺乏防疫意識與第三世界惡劣的公共衛生條件，

都引起研究人員的憂慮。本文以新型瘧疾之傳染現況

為例，淺介臺灣傳染病防治之相關法令，望能拋磚引

玉，共構臺灣防疫法制之完備。

This art icle tr ies to introduce the regul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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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ped from one of the malaria epidemic countries for 
over 50 years, there is weak awareness regarding malaria 
in Taiwan society. So far, the “super malaria” has been 
spread arou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bviously, it’s 
a signal for Taiwan.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awarenes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o clarify the 
liability of regulations. 

壹、新聞摘要*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16年所公布的統計資訊，沉寂已久的瘧疾（malaria）感染

率又再次逐漸攀升。整體而言，自2015年至2016年間共新增

了500萬名病例，如此的發展趨勢令WHO的官員感到憂心。

聯合國在2000年所提出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充沛的資金與有效的治療

藥物─青蒿素混合療法（artemisinin combination therapy, 

ACT），曾展現傑出的表現，自2000年起的15年間，瘧疾患者

的死亡率下降了62%，但在2015年至2016年間，患者的死亡率

並沒有更加改善，僅能持平而已。另一方面，惡性瘧原蟲的抗

藥性也令人感到擔憂，具抗藥性的瘧疾若一旦傳播至非洲，恐

怕將造成大規模的流行，在研究經費逐漸萎縮的今日，前述資

訊毋寧已敲響了傳染病防治的一記警鐘。

*  Amy Maxmen, Rise in Malaria Cases Sparks Fears of a Resurgence, 
NATURE, Nov. 29, 2017, https://www.nature.com/news/rise-in-
malaria-cases-sparks-fears-of-a-resurgence-1.23046?error=cookies_
not_supported&code=3b1a56be-992a-4ef3-92c7-8e39a0e53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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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法律概念

一、傳染病防治法下的瘧疾防治與相關規定

傳染病防治法（下稱本法）第3條將法定傳染疾病分為五

類，參照2007年之修正理由，對於傳染病之分類方式與疾病名

稱，係以列舉方式標明，並授權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以行政

院公報方式提供各界知悉1，復參酌行政院公報查詢系統，政

府組織改造前之行政院衛生署於2007年8月27日便已將瘧疾列

為第二類法定傳染疾病2，直至目前為止，依據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的分類標準，瘧疾仍屬於第二類法定傳染疾病，並未

有所更動3。

（一）醫療院所與醫事人員的規制問題

本法第39條第2項規定，關於第一類與第二類法定傳染疾

病之病例報告應於24小時內完成，違背本條規定者，依同法第

64條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醫師或法醫師將受到新臺幣9萬元

以上45萬元以下之罰鍰。此外本法第44條1項第二款規定，第

二類與第三類法定傳染病患者於必要時得於指定之隔離機構進

行隔離治療，違背主管機關依前開規定所為之處置時，處新臺

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罰鍰。由前述可知，違反相關規定

時均以行政不法論處，並未涉及刑事不法。

1  立法院法律系統，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修正理由，https://lis.ly.gov.tw/
lglawc/lawsingle?0006290710EB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
FFFFFA00^02516096061400^001CB002001（瀏覽日期：2018年3
月16日）。

2  參見行政院公報，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
eguploadpub/eg013167/ch08/type3/gov70/num27/Eg.pdf （瀏覽日
期：2018年3月16日）。

3  參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傳染病介紹，http://www.cdc.gov.tw/
professional/disease.aspx?treeid=beac9c103df952c4&nowtreeid=6b
7f57aafde15f54（瀏覽日期：2018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