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制使用許可
要使用這些資料，您（“用戶”）同意以

下條款和條件。在此授予用戶的資料為不可轉
讓、非專有、可撤銷、永久、有限使用許可。
用戶不得更改資料的全部或部分內容。用戶承
認並明白，國際緊急調派研究院是此資料及其
所有衍生品相關的版權及其他知識產權的唯一
專利所有者。用戶同意更新使用IAED定期發佈
的最新資料內容。所有資料內容受美國和國際
版權法及條約的保護。用戶不得將這些資料用
於商業目的或獲取任何金錢收益。更不能將它
們合併到任何第三方產品、電腦或CAD中，不
得以任何方式進行修改或將其重新分配用於任
何其他用途。在任何情況下，國際緊急調派研
究院均不對與使用這些資料內容有關的任何形
式所導致的損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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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傳染病監測工具（2019-新型冠狀病毒）
留心聼住，如果佢有以下任何嘅症狀，就話俾我知：
醫療主管批準的其他問題：

£  

£  

£  

£  

£  

僅在特定地區新近出現流感、呼吸道疾病、失血性發燒時詢問：
旅行經歷/患者與人接觸經歷

£ 喺過去14日內，佢有冇去過旅行呀？（如果有，去過邊度？） 

£（如果上述回答為“是”），確認去過已知嘅感染區域（“危險區”）

£ 喺過去14日內，有接觸去過已知感染區域（“危險區”）嘅人（如果有，在何處接觸過？）

£ 曾接觸過有類似流感症狀嘅人（如果有，在何時接觸過？）

£（如果上述回答為“是”）佢係唔係醫護人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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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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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傳染病監測工具（2019-新型冠狀病毒）
而家話俾我知佢係唔係有以下任何一種嘅症狀：
£ 實測體溫 ≥ 38.0oC (100.4oF)
£ 發燒（室溫下皮膚摸上去發燙）
£ 發冷
£ 呼吸困難或呼吸急促
£ 持續咳嗽
£ 出現任何其他新的呼吸系統問題（例如持續打噴嚏、氣喘、鼻塞等）

預防感染指引：
£（隔離患者）由而家開始，唔好俾任何人靠近佢。

醫療主管批準的特殊指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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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說明
要打印EIDS工具作為卡片使用，請在打
印機選項中選擇第2頁和第3頁，然後選
擇雙面或兩面打印。打印完成後，將卡
片對半折疊，將文字內容折疊在卡片外
面。

要修剪拉頁，請使用另一張拉頁作為樣
本來剪裁拉頁的彎曲邊緣。使用透明的
包裝膠貼加固標籤，
然後再次修剪。

EIDS 工具  
（上卡）

附加訊息 
（下卡）

限制警告
EIDS工具的內容、格式及預期用途隨
時會發生變化。調派員及其所在機構
應每天至少一次登錄到IAED的网站，
瞭解此工具的最新內容。由於新型冠
狀病毒演變、爆發、傳染及傳播迅
速，除在其網站發佈公告外，IAED及
PDC都沒有義務單獨通知使用此工具的
授權用户或其他中介機構。

由于IAED的官方語言是北美英語
（NAE），IAED及其CBRN快速跟蹤委
員會必须根據現有新型冠狀病毒疫区
瞬息萬變的情況及政府的建議，在短
時間內迅速做出艱難的選擇，以確定
此工具各種語言/方言版本的發佈順
序、翻譯順序及供公衆參考順序。這
或許會影響到相關公告的優先次序。

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
冠狀病毒是病毒的一大家族，已知其
會引致從普通感冒到其他的疾病，如
中東呼吸道疾病綜合症（MERS）及嚴
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等嚴
重疾病。
新型冠狀病毒（CoV）是一種以前從未
在人體中發現的冠狀病毒新型毒
株。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
是一種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首次發現
的新型呼吸道病毒。

冠狀病毒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通
常，在與受感染的患者密切接觸之後
（例如在家中、工作場所或醫療中
心）而被感染。

感染冠狀病毒常見症狀包括呼吸道疾病
症狀、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及呼吸困
難。在更嚴重的情況下，感染此病毒後
會導致肺炎、嚴重的急性呼吸道綜合
症、腎衰竭，甚至死亡。

美國疾病防控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目前
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症狀可能潛
伏期為2天或長達14天。這是基於以前
對MERS病毒的潛伏期的觀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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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
CDC  =  美國政府疾病防控中心
EIDS工具 = 新興傳染病監測工具
EVD  =  伊波拉病毒
MERS  =  中東呼吸道疾病綜合症
nCoV  =  新型冠狀病毒
SRI  =  嚴重呼吸道感染
WHO  =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EIDS 工具聲明
國際緊急調派研究院CBRN快速跟蹤委員
會首先在2020年1月初發佈關於2019-新型
冠狀病毒及其監測工具在調派方面的最
新情況，並出版了“2019-新型冠狀病毒
傳染監測（EIDS）工具”以供全球範圍的
任何人使用。

研究院關於使用此工具的建議
由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及世界其
他地方傳播的不可預見性，使用此工具
的细节及對工具中問題的詢問深度仍由
用户自行決定（在可能的情況下，由醫
療主管部門負責）。

如果要使用其他的監測工具如
FirstWatch™，提高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的預見及監控，就必須搜集更多的訊

息。這是一個由當地EMS主管部
門、公共衛生專員和醫療專家共同
參與作出的決定。
規則
1. 此工具對提問次序和問題數量沒有
要求。在地理位置上，關注近期旅
行的地點可能每天變化，或可能與
發病無關。

2. 醫療主管定义的問題部分有五處空
白，可供當地機構自行定义。因为
ProQA不能識別這些問題，因此每
個問題都應事先由醫療主管批準定
義。

3. 在2019-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每
天要查看IAED網站中更新的內容，
以及與調派相關的建議，直至公共
安全事态趨於平穩，公共安全得到
保障。EIDS工具的更新內容會隨時
在：www.emergencydispatch.org上
發佈。

4. 有幾個問題與患者的體溫升高有關 
– 其中一個要詢問患者的實測體溫等
於或高於38.0°C/100.4°F，還有其他兩
個“替代”体温的相關問題：發燒（在
室溫下皮膚摸起來發燙）、發冷。
根据各機構的規定，上述問題中，

如有一個問題的答案為肯定，則無
需詢問其余问题。

5. 現階段在使用任何個案指引
時，EIDS工具都不會自動啓
動。IAED建議結合指引6和26，
使用EIDS工具。還有，當報案人
提供的訊息引起調派員懷疑患者
有類似呼吸道疾病時，在使用其
他指引同時，也應該使用EIDS工
具； 然而，這些劃分隨時可能
改變。

新興傳染病監測工具（2019-新型冠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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