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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一直以來，醫療行業堪比一個獨立王國，自己制定自己的遊戲

規則。法律很少介入醫療行業事務，法官也自然都很尊敬醫師。醫

師等醫務人員都是尊重藝術、科學，擁有重要技能的專業人員。一

般來說，公眾十分信任這一學科，醫師對患者也如希波克拉底所要

求，懷著對老師般的尊重，這就自然意味著醫務人員不是昂貴和具

有潛在破壞性的訴訟對象。所以法官也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允許醫師

們設置自己的行業標準，進行集體專業評估，只要標準能被同伴廣

泛接受。這樣的方式也許不能使標準置於很高的水準上，可能僅僅

是可以容忍的最低程度。而這樣的觀念，就意味著患者很難去證明

醫師的過失責任，更為可怕的是，醫療行業缺乏不斷改進和完善自

我的動力。事實表明，這種醫療行業高度自治的態度並不總是制定

非常高的行業標準，而相反可能僅僅是一個基本的，不符合國家衛

生政策意圖，即對患者最大利益的標準。2017年，印度醫學協會

（In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IMA）表示，75%醫師在其職業生涯中

會遭受身體或言語暴力。這個統計數字和2014年中國醫師協會發布

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中59.79%醫師遭受身體或言語暴

力，可謂出奇相似。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無論

哪個國家，伴隨著社會進步和國民受教育水準的提高，員警社會必

然演化為公民社會，國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成為所有進步社會共同的

特質。這就必然會對傳統醫療行業文化產生質疑、挑戰甚至於反

抗。例如，標誌著美國近代文化演進的三大人權運動，即婦女權益

保護運動（例如討論墮胎合法化問題）、少數族群權益保護運動

（例如美國黑人反歧視運動）和患者權益保護運動中，有兩個都是

和醫學界密切相關的，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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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載，中國社會取得了飛速發展，各行各業都取得了

長足進步，但同時我們也要關注、思考那些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

長久以來，醫師以「視病如親」的心態懸壺濟世，而患者也常以

「華佗再世」、「仁心仁術」的感恩心情回報，醫患關係極為融

洽。然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往的醫患關係已經發生變

化，更有甚者，醫患雙方反目成仇，對簿公堂。之所以醫患關係產

生變化，絕非因為作為醫療服務物件的患者在生物屬性方面發生了

什麼，而是其社會屬性發生了巨大的變動，最典型的標誌便是患者

權利意識的覺醒和膨脹。這就要求作為未來醫師的高等醫學院校學

生必須清晰地洞察這一變化，並感悟醫乃「仁術」，更是「人

術」。 

醫學與法學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學科、專業，這就必然導致精通

醫學者難以精通法學，反之亦同。但是這兩種專業都是對「人」的

研究，因此必然發生密切聯繫。特別是隨著法律的不斷健全，社會

個體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與醫療行為相關的法律問題必然成為社

會公眾和醫學界人士共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作為一名符合現代社

會要求的醫務人員，必須在濟世救人與法律責任之間尋找一個平衡

點，必須對醫療法律關係中諸多基本概念重新認識。然而，我國傳

統的醫學教育往往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素養的培養，使得醫務人員無

法適應社會發展對醫務人員的更高需要。 

縱觀先進國家的發展歷史，我們會發現，無論是衡量醫師告知

內容的標準，還是判斷醫師注意義務的標準，都呈現出從傳統醫學

主導的立場向司法主導的立場轉變。儘管法官仍不願輕易挑戰臨床

標準和常規，但是他們似乎更願意挑戰個案中的醫師，期待行業的

觀點可以更加靠近司法審查的立場。我國目前的臨床情況，非常類

似於30年前的英國，醫師太不重視、尊重患者自主權的現象在臨床

實踐和醫學研究中十分常見。患者有權自己做出決定的想法往往淹

沒在醫療行業氾濫的家長主義中。而今英國的主流口號已經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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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最懂你」。「醫患夥伴關係」是現今英國政府喜歡的口號，

為了確保患者最大利益，普遍接受的原則是：醫師應當協商而不是

獨斷。這種倫理觀點的轉變，最顯著地體現在當前的行業性和法律

性規範中，即要求從有決定能力的患者那裡獲取知情同意。行業性

規範正如英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聲稱的：「成功

的醫患關係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要建立信任，就必須尊重患者的

自主權——由他們來決定是否進行一項醫學干預……必須以他們能

理解的方式向他們提供充分的資訊，使他們能夠在知情的前提下做

出醫療決定。」 

作為醫學院校的法律教員，我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素養」不是

知識，所以無法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素養」不是能力，所以無法

鍛煉。我越來越感覺到「人文社會科學素養」是一種感悟，是一種

心靈深處的共鳴，是一種內心世界與人文社會科學精神趨同的價值

觀與思維模式。醫學院中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應當就是讓學生在老

師的授課過程中，逐步去感悟和最終形成這種價值觀和思維模式。

我經常提醒自己，醫學院中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絕不是讓孩子們今

後成為哲學家、倫理學家、社會學家或法學家，因為，價值觀和思

維模式才是一名醫師必備的素質，也是一名醫師達到「永不被告」

的關鍵。我也經常提醒自己，儘管自己是從事法學教育的，但更重

要的不是讓學生熟記法律條款，而是必須讓學生能夠感悟到法律條

款背後所彰顯出的人文關懷。因為對今天猶如驚弓之鳥的醫學生，

我非常擔心他們被醫學界目前頗為主流的價值觀和高深莫測的法律

知識引入歧途。西醫產生於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的社會土

壤。西方人長期受到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薰陶，歷經法治思潮的

洗禮，希冀正義和追求自由的願望較東方人強烈，也由於西方自由

傳統觀念濃厚，文化開放性程度較高，正義的傳統內涵更加豐富、

多樣。東方人長期處在封建專制文化的環境下，人們的自由、正義

觀相對貧乏一些，較少從法治層面理解正義的內涵。所以，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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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醫學生補課，補上以人為本、以患者權利為中心的一課。 

首先，應當讓醫學生知道醫師與患者的利益是統一的。因為今

天的醫師明天也會成為患者，今天我們用什麼樣的規則、態度對待

患者，明天迎接我們父母、子女和本人的同行就會遵循怎樣的規則

和態度。其次，應當讓醫學生明白醫患法律關係維繫的基石是信

任，可以說信任對於醫師就像「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

如果你肯多花些時間去安慰患者、聆聽患者、幫助患者，你就一定

會得到他的信任，醫患之間的關係也就融洽了。第三，應當讓醫學

生瞭解患者的權利，因為如果說人的生物屬性體現於每一個細胞，

則人的社會屬性就體現於每一項權利。只要你尊重了患者的每一項

權利，你的職業風險就小。第四，應當讓醫學生瞭解職業者的注意

義務，瞭解為什麼美國人稱之為「duty of care」。因為職業者經過

訓練就要比患者在臨床安全方面更有「預見力」，而預見到「風

險」之後，職業者經過訓練就要懂得，我必須首先「告知」患者，

其次我要比他更有辦法，立即採取措施避免「風險」的發生，或降

低「風險」發生的概率。只要你做到這些，你的職業就是安全的。 

本版教材繼續沿襲了第2版的教學方法——「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也稱作問題式學習），在一些章的

最後一節針對本章主題選擇一兩個熱點、焦點問題進行研討，並在

章末安排有「情景測試與思考」、「課後閱讀資料」和「案例教學

參考視聽資料」。希望教師與醫學生們透過基於問題的自學、討論

等主動學習的方式，將學習與社會熱點、難點的醫事法問題、難題

掛鉤，讓學生們投入問題情景中，鼓勵學生們自主探究，激發和支

持他們的自由思維、質疑精神和辯論意識，從而加強對各章內容的

學習、複習和思考。另外，我們還在每章首頁增加了與本章內容相

關「法諺」的內容。在以判例法為中心的英國法律中，法諺起到像

法律規範那樣被遵守的作用，法諺云：「沒有法律就依照法律格

言。」法諺在英美法系國家受到與普通法同等的對待。希望用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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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法諺哲語能啟發學生反思與冥想。 

 

王 岳 

法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 

2020年12月1日於北京大學醫學部逸夫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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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傳染病相關法律問題 

•法律研究的目的是一種預測，即對公共權力透過法院的工具性的

活動產生影響的預測。 ——霍姆斯（Holmes） 

 

第一節 傳染病管理法律制度 

一、傳染病防治法概述 

傳染病防治法的概念 

傳染病防治法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傳染病防治法是指由

國家制定並頒布，且由國家強制力所保證實施，用以調整預防、控制和消

除傳染病的發生與流行，以及保障人體健康活動中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係

的法律規範總稱。廣義的傳染病防治法包括《傳染病防治法》及其實施辦

法、《國境衛生檢疫法》及其實施細則、《突發事件應對法》、《疫苗管

理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愛滋病防治條例》、《血吸

蟲病防治條例》、《結核病防治管理辦法》、《性病防治管理辦法》、

《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等與傳染病防治緊密相關的法

律、法規和規章等。同時，《水污染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獻血

法》、《母嬰保健法》、《血液製品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中，也有與傳

染病防治相關的法律條文。 
狹義的傳染病防治法僅指《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防治法》是於

1989年通過並開始實施的。2004年《傳染病防治法》被修訂，將SARS、人

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納入法定乙類傳染病範圍，並規定可以對上述兩種傳

染病及炭疽中的肺炭疽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防控措施。同時，對實驗室生物

安全、傳染病的資訊報告等內容進行了完善與更新。2013年，《傳染病防

治法》再次被修正，此次修正明確了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可以決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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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或調整乙類、丙類傳染病病種並予以公布。解除需採取甲類傳染病預

防控制措施的，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報經國務院批准後予以公布。此

外，近年來法定傳染病的病種也有一定調整，如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由

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將H7N9禽流感納入乙類傳染病；將手足口病納

入丙類傳染病；將甲型H1N1流感由乙類調整為丙類傳染病，納入流行性感

冒進行管理；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生後將其納入乙類傳染病，並

按甲類傳染病防控措施進行防控。 
傳染病防治工作以廣義傳染病防治法律體系所包含的法律規範為依

據，依法開展預防準備、監測預警、疫情報告、疫情控制、醫療救治等傳

染病疫情的預防與控制工作。 

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傳染病防控原則 

《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了傳染病防治工作要堅持「預防為主」，同時

注重防治結合、分類管理、依靠科學、依靠群眾。2400多年前，《黃帝內

經》中有這樣的論述：「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這段

論述充分說明了醫學的兩項重要任務──防病和治病，而同時指出前者具

有更重要的意義。西方也有一句著名的諺語與之類似：「一盎司的預防勝

過一磅治療。」由此可見，「預防為主」的思想古已有之，防患於未然勝

於亡羊補牢。傳染病伴隨著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始終，近年來傳統傳染

病的死灰復燃以及每年1～2種新發傳染病在世界範圍的出現，使得我們不

得不對傳染病予以持久的關注，特別是2003年以來SARS、禽流感、甲流、

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伊波拉、茲卡等傳染病疫情的發生，使我們

意識到人類必須一改對傳染病的被動應戰模式，轉而採取更為主動地積極

備戰迎戰的措施。因而，近年來備災減災、應急準備方面的研究越來越

多，傳染病防控的法律制度中也將「預防為主」作為核心方針，指導傳染

病防控工作。 

法定傳染病的種類 

現行《傳染病防治法》中規定了法定傳染病分為甲、乙、丙三類。其

中，甲類傳染病包括鼠疫和霍亂2種；乙類傳染病包括25種，分別是：傳染

性非典型肺炎、愛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質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

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熱、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腦炎、登革熱、炭疽、細

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結核、傷寒和副傷寒、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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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白喉、新生兒破傷風、猩紅熱、布魯氏菌病、淋病、梅毒、鉤端螺旋

體病、血吸蟲病、瘧疾。丙類傳染病包括10種，分別是：流行性感冒、流

行性腮腺炎、風疹、急性出血性結膜炎、麻風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傷

寒、黑熱病、包蟲病、絲蟲病，除霍亂、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傷寒和

副傷寒以外的感染性腹瀉病。 
2008年5月，衛生部決定將手足口病列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丙類

傳染病進行管理。2009年，衛生部發布公告，將甲型H1N1流感納入《傳染

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2013年，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決定

將人感染H7N9禽流感納入法定乙類傳染病；同時將甲型H1N1流感從乙類調

整為丙類，並納入現有流行性感冒進行管理。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疫情發生，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經國務院批准將其納入乙類傳染病，並

按甲類傳染病的防控措施進行防控。 
因此，在現行《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37種法定傳染病的基礎上，又

增加了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3種，截至目前共

有法定傳染病40種，其中甲類2種，採取甲類傳染病防控措施進行管理的乙

類傳染病3種，分別是SARS、炭疽中的肺炭疽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傳染病防治工作的主管部門和專業機構 

傳染病防治工作由各級人民政府領導組織，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負責制

定傳染病防治規劃並組織實施，建立健全傳染病防治的疾病預防控制、醫

療救治和監督管理體系。 
傳染病防治工作的主管部門是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國務院衛生行政部

門主管全國傳染病防治及其監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衛生行

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傳染病防治及其監督管理工作。軍隊的傳染病

防治工作，由軍隊衛生主管部門負責監督管理。傳染病防治是一項重要且

複雜的任務，涉及多個領域工作的配合與協調，因此需要多個部門協同作

戰，所以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部門要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責傳染病防

治工作。 
傳染病防治的專業機構主要包括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其

中，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承擔傳染病監測、預測、流行病學調查、疫情

報告以及其他預防、控制工作。醫療機構承擔與醫療救治有關的傳染病防

治工作和責任區域內的傳染病預防工作。城市社區和農村基層醫療機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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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的指導下，承擔城市社區、農村基層相應的傳染病防治

工作。 

傳染病的預防 

關於傳染病預防的相關國家制度 

預防接種制度 
國家實行免疫規劃制度。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

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根據傳染病預防、控制的需要，制定傳染病預防

接種規劃，同時負責組織實施。用於預防接種的疫苗必須符合國家品質標

準。 
預防接種證制度 
在預防接種工作的開展過程中，國家對兒童實行預防接種證制度。預

防接種證是兒童免疫接種的記錄憑證，每個兒童都應當按照國家規定建證

並接受預防接種。兒童家長或者監護人應當及時到預防接種單位辦理預防

接種證，並按規定進行預防接種，托幼機構、學校在辦理入託、入學手續

時應當查驗預防接種證，未按規定完成接種的兒童應當及時安排補種。國

家免疫規劃專案的預防接種實行免費。由醫療機構、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與

兒童的監護人相互配合，保證兒童及時接受預防接種。 
傳染病監測制度 
傳染病監測制度是指建立各級傳染病疫情監測網，透過定期定點的系

統監測，及時獲取相關的疫情資訊，掌握疫情動態，為制定傳染病防治對

策、開展防治工作和評估防治效果提供依據。國家傳染病監測規劃和方案

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制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

根據國家傳染病監測規劃和方案，制定本行政區域的傳染病監測計劃和工

作方案。負責傳染病監測工作的專業機構是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監測

的範圍包括：傳染病的發生、流行以及影響其發生、流行的因素；國外發

生、中國尚未發生的傳染病或者中國新發生的傳染病。 
傳染病預警制度 
預警即預先發布警告，是在對傳染病監測系統所得資訊進行統計、分

析、評估的基礎上，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

府根據傳染病發生、流行趨勢的預測，及時發出傳染病預警，根據情況予

以公布。透過近年來的相關實踐探索，預警工作在具體程序和內容上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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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和細化，在修訂《傳染病防治法》預警制度時，將對相應條款有更細

緻和完善的制度安排。 
預案制度 
預案制度是指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制定傳染病預防、控制預案，

並報上一級人民政府備案，地方人民政府和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接到國務院

衛生行政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發出的傳染病預警後，應

當按照傳染病預防、控制預案，採取相應的預防、控制措施。目前，傳染

病防控正在朝著建立系統完善的預案體系，並對該體系進行及時動態管理

的方向發展。 

傳染病防治相關單位的職責 

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的職責 
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在傳染病防治中負責實施傳染病預防控制規劃、計

劃和方案；收集、分析和報告傳染病監測資訊，預測傳染病的發生、流行

趨勢；開展對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流行病學調查、現場處理

及其效果評價；開展傳染病實驗室檢測、診斷、病原學鑑定；實施免疫規

劃，負責預防性生物製品的使用管理；開展健康教育、諮詢，普及傳染病

防治知識；指導、培訓下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開展傳染病監

測工作；開展傳染病防治應用性研究和衛生評價，提供技術諮詢。 
醫療機構的職責 
醫療機構要防止傳染病的醫源性感染和醫院感染。應確定專門的部門

或者人員，承擔傳染病疫情報告，本單位的傳染病預防、控制以及責任區

域內的傳染病預防工作；承擔醫療活動中與醫院感染有關的危險因素監

測、安全防護、消毒、隔離和醫療廢物處置工作。 
實驗室的職責 
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的實驗室和從事病原微生物實驗的單

位，應當符合國家規定的條件和技術標準，建立嚴格的監督管理制度，對

傳染病病原體樣本按照規定的措施實行嚴格監督管理，嚴防傳染病病原體

的實驗室感染和病原微生物的擴散。國家建立傳染病菌種、毒種庫。對傳

染病菌種、毒種和傳染病檢測樣本的採集、保藏、攜帶、運輸和使用實行

分類管理，建立健全嚴格的管理制度。對可能導致甲類傳染病傳播的以及

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菌種、毒種和傳染病檢測樣本，確需採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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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攜帶、運輸和使用的，須經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批准。具

體辦法由國務院制定。 
採供血機構的職責 
血液是傳染病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因此保障用血安全是傳染病防控

的手段之一。採供血機構、生物製品生產單位必須嚴格執行國家有關規

定，保證血液、血液製品的品質。禁止非法採集血液或者組織他人出賣血

液。 

對傳染病病人的關懷與從業限制 

國家和社會應當關心、幫助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

人，使其得到及時救治。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

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在治

癒前或者在排除傳染病嫌疑前，不得從事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衛生行

政部門規定禁止從事的易使該傳染病擴散的工作。 

疫情報告、通報和公布 

報 告 

責任報告人 
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和採供血機構等專業機構及其執行職務

的人員負有報告傳染病疫情的法定職責，是責任報告人，發現《傳染病防

治法》規定的傳染病疫情或者發現其他傳染病暴發、流行以及突發原因不

明的傳染病時，應當遵循疫情報告屬地管理原則，按照國務院規定的或者

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內容、程序、方式和時限報告，不得隱瞞、謊

報、緩報傳染病疫情，否則應負法律責任。 
一般報告人 
專業機構以外的任何單位和個人是一般報告人，發現傳染病病人或者

疑似傳染病病人時，應當及時向附近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或者醫療機構報

告。 

通 報 

通報是指獲得傳染病疫情相關資訊後，上下級政府、主管行政部門、

相關部門、業務機構之間的資訊通知報告。如：地方衛生行政部門向所屬

轄區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和醫療機構的通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向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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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其他部門和省級衛生行政部門的通報；毗鄰和相關省衛生行政部門之間

的通報。 

資訊公布 

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負責定期公布全國傳染病疫情資訊，省級衛生行

政部門負責定期公布本行政區傳染病疫情資訊。遇傳染病爆發流行時，國

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負責公布疫情資訊，可授權省級衛生行政部門公布本行

政區疫情資訊。資訊公布主要考慮因素包括效率性與權威性，因此公布主

體和層級的確定應綜合分析上述因素進而確定。 

疫情控制 

醫療機構應採取的措施 

發現甲類傳染病時：對病人、病原攜帶者，予以隔離治療，隔離期

限根據醫學檢查結果確定；對疑似病人，確診前在指定場所單獨隔離治

療；對醫療機構內的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觸者，在指

定場所進行醫學觀察和採取其他必要的預防措施。拒絕隔離治療或者隔離

期未滿擅自脫離隔離治療的，可以由公安機關協助醫療機構採取強制隔離

治療措施。發現乙類或丙類傳染病時：根據病情採取必要的治療和控制傳

播措施。 

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應採取的措施 

發現傳染病疫情或者接到傳染病疫情報告時，應當：對傳染病疫情進

行流行病學調查，根據調查情況提出劃定疫點、疫區的建議，對被污染的

場所進行衛生處理，對密切接觸者，在指定場所進行醫學觀察和採取其他

必要的預防措施，並向衛生行政部門提出疫情控制方案；傳染病暴發、

流行時，對疫點、疫區進行衛生處理，向衛生行政部門提出疫情控制方

案，並按照衛生行政部門的要求採取措施；指導下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

實施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組織、指導有關單位對傳染病疫情的處理。 

特殊措施 

隔離措施 
對已經發生甲類傳染病病例的場所或者該場所內特定區域的人員，所

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經上一級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實施隔離措施。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372&bkid_1=&KindID3=&KindID4=



546 醫事法學 

在隔離期間，實施隔離措施的人民政府應當對被隔離人員提供生活保障；

被隔離人員有工作單位的，所在單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離期間的工作報

酬。 
緊急措施 
傳染病爆發、流行期間，必要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經上一級人民

政府決定可採取下列緊急措施：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劇院演出或者其

他人群聚集的活動；停工、停業、停課；封閉或者封存被傳染病病原

體污染的公共飲用水源、食品以及相關物品；控制或者捕殺染疫野生動

物、家畜家禽；封閉可能造成傳染病擴散的場所。 
宣布疫區和封鎖 
甲、乙類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報經上一級人

民政府決定，可以宣布本行政區域部分或者全部為疫區；國務院可以決定

並宣布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疫區。省級人民政府可以決定對本行政區

域內的甲類傳染病疫區實施封鎖；封鎖大、中城市的疫區或者封鎖跨省、

自治區、直轄市的疫區，以及封鎖疫區導致中斷幹線交通或者封鎖國境

的，由國務院決定。 

物資徵用和人員調集 

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根據傳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國務院有權在全

國範圍或者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範圍內，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權在

本行政區域內緊急調集人員或者調用儲備物資，臨時徵用房屋、交通工具

以及相關設施、設備。 

傳染病病人屍體、疫區物品的處理 

患甲類傳染病、炭疽死亡的，應當將屍體立即進行衛生處理，就近火

化。患其他傳染病死亡的，必要時，應當將屍體進行衛生處理後火化或者

按照規定深埋。為了查找傳染病病因，醫療機構在必要時可以按照國務院

衛生行政部門的規定，對傳染病病人屍體或者疑似傳染病病人屍體進行解

剖查驗，並應當告知死者家屬。疫區中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者可能被傳

染病病原體污染的物品，經消毒可以使用的，應當在當地疾病預防控制機

構的指導下，進行消毒處理後，方可使用、出售和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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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救治 

傳染病醫療救治服務網路建設 

傳染病醫療救治服務網絡的建設工作應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負責，指

定具備救治條件和能力的醫療機構或根據傳染病救治需要設置專門傳染病

醫院承擔傳染病救治任務。 

醫療機構的職責 

醫療機構的基本標準、建築設計和服務流程，應符合預防傳染病醫院

感染的要求。醫療機構應按照規定對使用的醫療器械進行消毒；對按照規

定一次性使用的醫療器具，應當在使用後予以銷毀。醫療機構應按照國務

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傳染病診斷標準和治療要求，採取相應措施，提高

傳染病醫療救治能力。醫療機構應對傳染病病人或者疑似傳染病病人提供

醫療救護、現場救援和接診治療，書寫病歷記錄以及其他有關資料，並妥

善保管。醫療機構應實行傳染病預檢、分診制度；對傳染病病人、疑似傳

染病病人，應當引導至相對隔離的分診點進行初診。醫療機構不具備相應

救治能力的，應當將患者及其病歷記錄影本一併轉至具備相應救治能力的

醫療機構。 
此外，在疫情控制過程中，還應當進行適當的心理干預措施，以幫助

相關人員減輕由於家人患病或去世、本人患病、一線防控工作壓力等帶來

的心理不適，減少焦慮、心理不適與創傷給人們帶來的傷害。 

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關於傳染病防治的規定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概述 

2003年為應對「SARS」，國務院制定並頒布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

急條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

眾健康嚴重損害的四類事件。第一類是重大傳染病疫情，如「SARS」、

「禽流感」、「甲型流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等。第二類是群體性不明

原因疾病，如新發傳染病的暴發初期，人們對於病原體尚無清晰判定，再

如食物中毒初期大量相同症狀患者出現，但對其病因尚不明確。群體性不

明原因疾病是對此類情況的一個過渡性稱謂，其確立的主要目的是，便於

在事件定性尚不清晰的情況下，為必須及時開展的防控措施提供法律依

據，待事件原因確定後，可按其性質將其歸入適當分類中。第三類是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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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職業中毒，針對的是急性群體性食物中毒和職業中毒，以及非職業

性的一氧化碳群體中毒等情況。第四類是兜底條款，其他與上述三類情形

類似的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分類中，與傳染病

相關的為第一、二類，因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也是傳染病防

治工作的一個重要法律依據，它與《傳染病防治法》同為傳染病防治法律

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的主要內容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的主要內容包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

預防與應急準備、報告與資訊發布、應急處理等幾個方面，對於傳染病防

控來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的部分規定與《傳染病防治

法》的規定相同或相似，因前文已有對《傳染病防治法》詳細分析，此處

不再贅述，僅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一些獨特之處加以說

明。 

組織管理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後，可根據情況分別由國務院和省級人民政府

成立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全國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由國務院有

關部門和軍隊有關部門組成，國務院主管領導人擔任總指揮，負責對全國

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和其

他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做好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有關工作。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成立地方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省、自

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主要領導人擔任總指揮，負責領導、指揮本行政區

域內突發事件應急處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衛生行政主管部門，

具體負責組織突發事件的調查、控制和醫療救治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做好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有關工作。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對需報告的情形和報告的步驟、時限

做了規定（圖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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