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進人員
感染管制網路學習課程



主題一：
感染管制基本概念



從業人員感染管制

員工監測(不明原因發燒、咳嗽及腹瀉)

發燒篩檢及不明原因發燒病人處理機制

與動線規劃(含廢棄物清理)

陪病、探病管理

院內感染微生物介紹及隔離措施

院內群聚感染發生之危機處理

內 容 大 綱



前 言

對從業的工作人員而言，醫院是最

常感染傳染性疾病危隩的工作場所。

病 人—

感染源來自病人、醫療人員

醫療人員—
感染源來自病人、醫療人員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Nosocomial Infection)

醫護人員安全為何與

病人安全作業有關？

病人 醫療人員

流感、結核病…  



新進人員之職前體檢

胸部X光檢查(每人每年)

梅毒血清檢驗

ALT檢驗

B型肝炎抗原及抗體檢驗

麻疹、德國麻疹抗體檢驗

水痘抗體檢驗

從業人員感染管制作業準則 1

水痘抗體：單位之新進人員依個人意願抽血檢驗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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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應半年內完成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至少6

小時。

全體院內員工（含外包工作人員）頇每年利用

課室或網路教學，完成感染管制及傳染病教育

訓練至少3小時，除此每週提供最新疫情週報。

從業人員感染管制作業準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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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接種

預防接種可保護從業人員免於遭受感

染且除去不必要的工作限制。

從業人員對於預防接種項目，若沒有

免疫力或需追加預防注射者，均應儘

可能接種疫苗。

從業人員感染管制作業準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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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預防接種項目-1

流行性感冒
B型肝炎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
水痘
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疫苗
A 型肝炎
小兒麻痺

9



從業人員預防接種項目-2

疫苗詴劑 預防接種對象及其他注意事項

流行性感
冒

為避免流行性感冒於流行季節中造成從業人員感
染，及防止經由從業人員傳染給病人，從業人員
每年必頇接種當年度流感疫苗。(經醫師評估不
適者除外)

B 型肝炎 1.針對未曾接受B 型肝炎疫苗預防注射，且經檢
驗未具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者，連續
給予3劑的疫苗（第1 劑注射、間隔1 個月接種
第2 劑，滿6 個月追接種第3 劑）並追蹤抗體檢
驗結果。

2.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抗體陰性者，被B 型肝炎
表面抗原陽性病人使用後之尖銳物割扎傷後，
必頇以HBIG 作為預防性用藥。 10



從業人員預防接種項目-3

疫苗詴劑 預防接種對象及其他注意事項

麻疹、腮腺
炎、德國麻
疹

1.新進人員：給予麻疹、德國麻疹抗體檢驗，
若檢驗結果為陰性者仍應施打MMR疫苗。

2.除(1)醫師診斷已感染、(2)檢驗証實有免疫
力、(3)已接受過疫苗等三者之外，皆需預防
接種。

3.疫苗接種：2 劑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
合疫苗，間隔至少4 週。

4.懷孕婦女不宜接種疫苗。
5.接種後3 個月內不宜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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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預防接種項目-4

疫苗詴劑 預防接種對象及其他注意事項

水痘 1.新進人員給予水痘抗體檢驗宣導單，有意願
者進行抗體檢驗，無意願者於宣導單簽名寄
回感染管制組，針對檢驗結果為陰性者施打
疫苗。

2.不具有免疫力的醫療照護人員(未曾注射過疫
苗或無血清學檢驗證實具抗體者、未經醫師
診斷有罹患水痘或帶狀皰疹病史)，建議接種
水痘疫苗。

3.疫苗接種：2 劑水痘疫苗，間隔至少4 週。
4.懷孕婦女不宜接種。
5.接種3 個月內不宜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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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從業人員應知道自己工作時會感染

傳染病的危隩因素，以作適當的防護措施。

懷孕從業人員照顧傳染病患之注意事項

及暴露於傳染病後對胎兒可能有影響的懷

孕週期。

從業人員感染管制作業準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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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病人員工 病人員工

水痘/瀰漫性帶狀
皰疹

高 高

結膜炎 高 高

疥瘡 低 低

流行性感冒 中度 中度

麻疹 高 高

肺結核 低~高 低~高

腸病毒感染 中度 中度

醫院人員及病患間疾病傳播之
危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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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人 疾 病 無免疫力員工

水痘/ 帶狀皰疹 不進入病人病室。

巨細胞病毒感染 不直接照顧病人。

腸病毒感染 懷孕末期勿直接照顧病人。

B、C型肝炎 不直接照護病人或必要時調配其工作。

單純性皰疹 不進入病人病室或採取適當的隔離措施後，
始得直接照護病人。

流行性感冒 不進入病人病室。

麻疹/德國麻疹 不進入病人病室。

流行性腮腺炎 不進入病人病室。

弓蟲病 直接照護病人時，應採取適當的隔離措施。

懷孕從業人員照顧傳染病患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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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職責

 平時落實自主健康管理

 生病時盡速就醫治療

 罹患傳染病時頇主動通報主管

從業人員感染管制作業準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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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傳染病後處理及追蹤

主管職責

 頇填寫「員工罹患傳染病通報單」呈報

 協助罹病員工統籌調派適當工作之責

 針對未防護而暴露接觸者頇追蹤及監控

從業人員感染管制作業準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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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單位： 日期：

員
工
資
料

姓 名：
病歷號碼：
診斷疾病：
診斷日期：
診斷醫師：
治療情形：

接觸
者名
單

姓 名：
病歷號碼：

單位主管：

調
查
追
蹤

感染管制委員會主席意見：
勞工安全委員會意見：

追蹤結果：
結案日期：

一
式
一
聯
。

流
程
：
單
位
主
管↓

勞
工
安
全
委
員
會↓

感
染
管
制
組↓

感
染
管

制
委
員
會
主
席↓

發
生
單
位↓

感
染
管
制
組
。

從業人員罹患傳染病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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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人員罹患傳染病後工作
限制原則及限制期限解除

疾病/ 問題 主要感
染源

工作限
制

解除期限

水痘
1.有症狀之
活動期
2.暴露於疾
病後無抗體
之人員

呼吸道分
泌物
病灶之分
泌物

停止工作

建議休假

病灶處變乾或結痂

暴露後第10天至第21天(接
種VZIG者頇至暴露後第28
天)或水痘出現後變乾或結
痂。(接觸者若為高危隩群
建議於96小時內接種免疫
球蛋白或接觸後第9天起給
予抗病毒藥物5天或72 小
時內注射水痘疫苗)。 19



疾病/ 問題 主要感
染源

工作限制 解除期限

開放性肺結
核

空氣小飛
沬

停止工作 證實無傳染
之虞

流行性感冒 呼吸道分
泌物

不宜照護免疫力低下
病人（99 年第3 次感
染管制總會決議）

最初症狀發
現後5-7 天且
急性期症狀
緩解後

疥瘡 人疥蟲、
蟲卵

限制接觸病人 經醫師診斷
證實無傳染
之虞

從業人員罹患傳染病後工作
限制原則及限制期限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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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監測

(不明原因發燒、咳嗽及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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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監測項目

發燒監測

咳嗽監測

腹瀉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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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單位：全院各單位

• 適用對象：

– 病人及陪病家屬、工作人員（含醫師、

護理人員、病人服務員、實習醫生護生、

行政人員、志工、清潔人員、廚工及外

包人員等）

• 採單位責任制，由護理長及各單位主管擔

任監測負責人

監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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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燒 監 測-1

醫療資訊系統(HIS)→考勤→全院性作業→體溫監測作業

監測類流感、上呼吸道感染、不明原因發燒個案之

群聚感染。



發 燒 監 測-2

員工每日(含例假日)自主監測，體溫≧38℃於HIS考勤
輸入發燒日期、體溫及有無類流感後存檔。
疫情時隨CDC公告調整



病人連續三天體溫
≥38℃，資訊系統
提醒醫師評估是否
為不明原因發燒。

住院病人發燒監測 員工(含外包人員)發燒監測

體溫≥38℃員工之單位
是否發生群聚。

發燒監測-3



發燒定義：指腋溫達37℃或口溫達37.5℃或
耳溫達38℃以上者，或慢性住民長期臥床者
耳溫37.5℃者。

發燒員工

頇佩戴外科口罩，通知單位主管並就醫。

病人及陪病家屬發燒

頇佩戴外科口罩，

頇通知醫師判斷病人發燒原因

若為陪病家屬則勸導就醫診治

發燒監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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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篩檢及不明原因發燒

病人處理機制與動線規劃

(含廢棄物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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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發燒病人，頇詢問TOCC【旅遊史（travel 

history）、職業別（occupation）、接觸史

（contact history）及是否群聚（cluster）】，

以利判斷發燒原因及是否為群聚感染。

當醫師診斷「不明原因發燒」或群聚感染個案時，

頇會診感染科（或小兒感染科）及通報感染管制

組，並填寫「不明原因發燒個案通報單」、「不

明原因發燒群聚通報單」，及指導人員適當之隔

離措施。

發燒篩檢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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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篩檢處理原則 –急診

急診發燒篩檢站內化

加強詢問 TOCC。

訂定發燒病人監控SOP及專屬動線。

發燒篩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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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動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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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病人提供
外科口罩佩戴

檢傷

接獲由門
診或外院
轉入個案

醫護人員走
道

醫護人員走道

醫護人員

In

共通前
室

淋
浴

Out

醫護
更衣
室

In

入
口

出
口

Out病人

605
病室

601
病室

602
病室

603
病室

準
備
室

※訂有「隔離感染管制作業要點」、「新興傳染病作業準則」。
※依規定辦法執行隔離措施及動線規劃

病人分流、醫病分道、分區、分棟

病人轉住院動線

＊紅色代表病人病室動線
＊綠色代表病人轉出動線
＊藍色代表醫護人員動線



急診 vs 病房及廢棄物清理動線規劃

13D 病房病人運送路線圖

--- 病人運送動線 --- 廢棄物運送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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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 監測

（1）員工（含外包人員）
自我監控咳嗽情形，當有咳嗽情形頇先佩戴外科口罩
，若不明原因咳嗽達五天，頇報告單位主管並就醫。

（2）病人及陪病家屬

A. 有咳嗽症狀時頇協助病人佩戴外科口罩。如發現病人
不明原因咳嗽超過五天（含）以上時，頇填寫「咳嗽
監測通報單」，報告單位主管並通知其主治醫師進一
步評估或照會專科。

B. 發現陪病家屬有咳嗽症狀時，頇協助咳嗽者正確佩戴
外科口罩，勸導及協助就醫，並通知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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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瀉定義：指一天內有腹瀉達三次，且伴有嘔吐或發燒或黏液狀或血絲
或水瀉者。

1.病人及陪病家屬：如發現病人及陪病家屬有腹瀉症狀時，頇釐清腹瀉原
因。當三天內連續有符合腹瀉定義之病人累計達三人時，疑似有群聚現
象，頇填寫「腹瀉監測通報單」，主動報告單位主管並通知其主治醫師
進一步評估或照會專科。

2.員工（含外包人員）自我監控腹瀉情形，當有符合腹瀉定義症狀時，頇
報告單位主管並就醫。

單位主管每日監測人員是否有嘔吐、腹瀉情形，

當有下列情形時頇填寫「腹瀉監測通報單」 ， 及通知其主治醫師進一步
評估或照會專科。經醫師評估腹瀉原因後完成通報單，並將此單送感染管
制組完成後續追蹤。

三天內連續有三名病患出現嘔吐且腹瀉或第一線工作人員任一人有符合腹

瀉定義症狀時

感染管制組：通知感染科醫師協助疫調，了解並掌握狀況據而擬定對策

腹瀉監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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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以下兒童抵抗力較弱，請勿帶來探
病及陪病。

病人頇要接受隔離治療，家屬及訪客應
遵循醫護人員的指示執行防護措施。

家屬及訪客罹患傳染性疾病(如：發燒、腹瀉
或呼吸道感染症狀者)暫勿陪病或探病。

家屬及訪客探病前、後應確實洗手。

陪病及探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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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病家屬或病患服務員、陪伴員頇配合

主管機關規定測量體溫。

陪病家屬有發燒（體溫＞38°C），由負

責護師提供外科口罩配戴及協助其就醫

，並請其離開醫院返家休養。

陪病及探病管理- 防疫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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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菌株/

疾病介紹及隔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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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菌株共通性感染管制

 照護人員：採集中照護，應安排固定同一組人員

照護，且頇熟知感染管制措施。

 病人轉送：病人隔離期間，不得離開病室；若因

檢查及治療需要，轉送前應先通知對方單位，並

安排於該診之最後一人 (病情許可狀態下)。

 接觸隔離病人轉送時 ，照護人員不可穿隔離衣及

手套轉送病人，應先完成消毒床欄後再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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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與物品處理

 用物儘量採即棄式。重複使用物品應經過消毒

或滅菌才可提供給其它病人使用。

 應有專用血壓計、聽診器、體溫計等；若無法

提供病人專用之醫療儀器，如血糖測定儀，應

安排最後一位使用，使用後依產品說明消毒。

 減少不必要的物品置放於病室(含開刀房)內，

取出的物品均頇清潔與消毒，才可以給下一位

病人使用。

特殊菌株共通性感染管制

39



特殊菌株共通性感染管制

器材與物品處理

 病歷勿攜入隔離病室，或放置床上。

 病人使用過之布單或衣物，皆視為感染性布類品。

包裝方式應以單層水溶性污衣袋並外加套透明高

密度PE袋，外層包裝應保持清潔並綁緊袋口，以

人工運送，不得投入「污衣回收輸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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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菌株共通性感染管制

廢棄物處理

 所有接觸感染物之廢棄物應視為感染性垃圾。

 可燃廢棄物應視為紅色感染性垃圾桶。

 不可燃廢棄物應視為黃色感染性垃圾桶。

 液態廢棄物如血液、體液、呼吸道分泌物、层液

或糞便，本院已有適當的污水處理系統，可直接

倒入污水槽或馬桶沖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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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菌株共通性感染管制

常規消毒使用何種濃度漂白水環境清潔??

終期消毒使用何種濃度漂白水環境清潔??

42

•「低濃度漂白水」

（指游離氯500ppm，其泡法為1 份5%漂白水加99 份清水稀釋

，並於24 小時內使用之

•「高濃度漂白水」

（指游離氯5000ppm，其泡法為1 份5%漂白水加9份清水稀釋

，並於24 小時內使用之）



特殊菌株共通性感染管制

 常規環境清潔

1.地面每天以低濃度漂白水濕拖

2.每天應以低濃度漂白水清潔病室內環境

3.若有眼見污染處(如血液、體液、呼吸道分

泌物等污染)立即以高濃度漂白水擦拭。

 終期消毒

以高濃度漂白水徹底消毒病室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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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需要； 表示易被污染時需要)

防護措施 執行情形

洗手 

口罩 

手套 

隔離衣 

隔離病室 

外科口罩

單獨病室

接觸隔離感染管制
病房入口應掛上「接觸傳播防護措施」隔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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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菌株多重抗藥性感染管制

住院期間解除隔離條件

一週後複驗，檢驗單需加註「For  菌株名稱-MDR 

strain」(範例： For MDRAB)。

a.初次複驗結果為陰性，則馬上再採一次檢體送驗，

若為陰性，則解除隔離。

b.初次複驗結果為陽性，則一週後再送驗，若結果

為陰性，同a之處理流程。直到二次複驗結果為

陰性，才可解除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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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菌株 困難梭狀桿菌感染管制

 洗 手：依據手部衛生5時機執行洗手，但

是此菌會產生芽孢，所以酒精無法殺死芽孢，

不可使用乾性洗手液洗手。

 濕洗手後才可碰觸其他病人及週遭環境、設

備。

 解除隔離時機：醫師評估無傳染疑慮，且無

腹瀉症狀或直到病灶部位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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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隔離條件

• 採檢部位：病灶部位及腸道兩種檢體，檢

驗單需加註「For  VRE，vancomycin 抗藥

性的腸球菌」

• 採檢頻率：頇連續三次培養陰性

• 採檢時間：每次採檢需間隔一週

特殊菌株 VRE 感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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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 CRE ）

•由於腸道菌屬(enterobacteriaceae)所帶有
的多重抗藥性基因如 KPC (Klebsiella 
pneumoniae carbapenemase )及NDM (New 
Delhi metallo-beta-lactamase)，在菌種間
具有快速傳播之特性，因此CRE比例日增。

•NDM-1是造成腸道菌對carbapenem類抗生素產
生抗藥性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的多種基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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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 CRE ）

• 傳染方式：
---傳染途徑和症狀會隨著腸道致病菌種類的
不同而異。

---主要透過手術或傷口處理等侵入性醫療處
置過程，造成免疫力差的病人伺機性感染

• 常見的感染部位包括血液、泌层道、肺炎
及外科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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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T(+)之CRE 感染管制措施

檢驗報告註記modified Hodge test (MHT)陽性
1.隔離方式：接觸隔離。
2.解除隔離：
(A)停用抗生素至少72小時後採檢送驗。
(B)採檢病灶部位送驗，如病灶部位之導管移除或傷

口已癒合者，則採檢腸道(糞便或肛門拭子)送驗
(C)每次採檢需間隔一週，連續3次培養陰性。
3.隔離設備：隔離病室、消毒性洗手液、手套、

離衣。
4.遵守洗手及隔離措施，阻斷傳播途徑。
5.環境清潔，去除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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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方式
 主要經由皮膚接觸到疥瘡患者的疥蟲而得

病，另外藉由衣服、棉被、床單等接觸也
可以傳染疥瘡。

 疥蟲侵入皮膚角質層而寄生在人體皮膚表
面，分布在人體皺摺處及柔軟的地方，在
病人手指間、腳趾縫、腋下、下腹、屁股、
陰部、女性的乳房下等處。

特殊疾病- 疥瘡感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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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 其他物品處理

•為防止蟲卵潛伏其中，故病人使用過之床墊及用

物應在病人解除隔離時立即更換，靜置一週後再

給其他病人使用。

•單獨使用之壓脈帶、聽診器等物品，於解除隔離

後應消毒或靜置一週後，再給其他病人使用。

•為避免壓脈帶受污染，測量血壓時先在病人手臂

套上塑膠袋後再綁上壓脈帶，塑膠袋頇單次使用，

避免病人及人員觸摸而遭受污染。

特殊疾病- 疥瘡感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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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措施 執行情形

洗手 

口罩 

手套 

隔離衣 

隔離病室 

(表示需要； 表示易被污染時需要)

外科口罩

病房入口應掛上「標準傳播防護措施」隔離牌

標準隔離 vs @準/@準庫感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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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傳染病通報

• 發現HIV及AIDS感染病人應於24小時內通報感染

管制組

• HIV及AIDS病人死亡時，應於24小時內通報感染

管制組（發生於夜間或假日時，請於白班時間通

知感染管制組），並將死亡證明書影本送感染管

制組。

• 發現CJD感染病人應於一個月內通報

CJD vs HIV 標準共通性感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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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運送

• 檢體標本頇貼上Biohazard標籤「」。

• 檢體置放於雙層塑膠袋內（double bagging）外

貼Biohazard標籤「」

• 檢體不得使用氣送子（airshoot），需由專人親

自以穩固、不滲透、有蓋子的容器盛裝運送。

CJD vs HIV 標準共通性感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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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原則
執行特殊或侵入性治療時（CVP、胸管、傷口換

藥…等），不得同時於該房間內執行清掃工作。

清潔順序由上至下，由內而外，由清潔至髒污
地面以濕拖為原則。

一般環境以低濃度漂白水(0.05%)清潔環境。

有眼見污染處(如血液、體液、糞便、痰等)以高濃
度漂白水(0.5%)處理。

環境清潔感染管制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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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濃度漂白水泡法

漂白水加清水稀釋

10倍 20倍

漂白水加清水稀釋

100倍 200倍

10-12% 5-6% 10-12%5-6%

19919999清水CC

1111漂白水CC

高濃度漂白水低濃度漂白水濃度

溶液

稀釋後應於24小時內使用之 57



隔離病室之清潔與終期消毒

開放性肺結核病隔離之病室終期消毒前，應先

將衣櫃、抽屜、廁所門打開，病室門窗關閉，

以紫外線燈照射二小時後，清潔人員才得進入

使用高濃度漂白水徹底消毒病室內環境。

環境清潔感染管制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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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病室之清潔與終期消毒

常規清潔

與一般病室同，若有血跡…等污染處以0.5%漂
白水擦拭，使用單獨清潔用具，使用後需消毒
才可使用於別處。

終期消毒
清潔人員需穿著防護裝備後，再進入病室清掃，
所有家具表面、地板以消毒劑擦拭或濕拖。

環境清潔感染管制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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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傳染病的危機處理

─以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MERS-CoV)為例



MERS-CoV
防治原則

員工安全
第一避免
自己成感
染源

全面防護
提供病人
安全照護

杜絕發生

避免感染

減少傷害

有效復原

遵守感管
原則避免
院內感染

單位責任制
主管善盡防

疫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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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S-CoV動員組織架構

62

分組應變(計劃組、醫護組、財務組、後勤組)



MERS-CoV訊息即時公告及更新

• 全院公告最新訊息及照護標準
• 感染管制網頁新增『中東冠狀病毒專區』

– 最新疫情、通報定義、照護指引
– 轉診流程、自主建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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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S-CoV民眾衛教宣導

• 門診診區、急診
及掛號櫃檯等區
域張貼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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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管制

• 急診發燒篩檢站、13D專責病房動線
• 廢棄物清理動線
• 醫學、兒童、復健大樓動線

(1)門診：急診第六觀察室→搭救護車至醫學大樓地下室→搭15
號電梯→13D病房

(2)住院：
a.醫學大樓：搭15號電梯→13D病房
b.兒童醫院：搭63號電梯→一樓大廳門口→搭救護車至醫學

大樓地下室→搭15號電梯→13D病房
c.復健大樓：搭98號電梯→一樓經批價至東側門→搭救護車

至醫學大樓地下室→搭15號電梯 →13D病房

http://2.bp.blogspot.com/_pQPZO7CEwzs/TKrhkF1gBBI/AAAAAAAAABU/W9fwAuTX2BE/s1600/01.jpg


• 負壓隔離室檢測維護(含視訊設備)
– 工務組：急診六觀及13D病房

• 淨空隔離專區床位及轉出病人
– 醫事服務組：急診六觀及13D病房二床負壓隔離室

• 防疫物資儲備及列管
– 供應組：外科口罩、N95口罩、全罩式防護衣、手套

、護面罩等
– 藥劑組：酒精、漂白水等

• 開闢員工休息專區
– 總務組

• 清潔人員派駐、訓練
– 環管衛生組

•員工心理支持、成立關懷專線
– 社服組

應變計畫
壓差正常時
警示燈熄滅

壓差正常時
警示燈亮起



主題二：

手部衛生教育訓練



課程內容大綱

• WHO手部衛生指引及手部衛生推行運動簡介
• 細菌經手傳播的機轉
• 洗手的理由與方式
• 病人區、照護區與照護點
• 洗手五時機
• 戴手套與洗手的關係
• 本院推動「手部衛生認證醫院」策略
• 手部衛生稽核



WHO手部衛生指引及手部衛生
推行運動簡介

• 2002年：美國CDC發佈手部衛生準則
• 2004年12月：專家們於日內瓦WHO

總部聚會，研商制定新版的手部衛生
準則

• 2005年10月：提出手部衛生準則進階
版草稿。並於全球七個國家、八個地
點推行詴辦。

• 2008年9月：新版手部衛生準則定稿
• 2009年：新版手部衛生準則發佈



Clean Care is Safer Care

The First Global Patient Safety Challenge

SAVELIVES: Clean Your Hands

5 May 2009-2020

用乾淨的雙手拯救生命



拯救生命：清潔雙手

(Save Lives: Clean Your Hands)

• 為鼓勵落實手部衛生，降低HAI，WHO訂

定5月5日為「拯救生命：清潔雙手(Save 

Lives: Clean Your Hands)」活動日

• 藉由5月5日聯想到五隻手指，亦代表著應執

行手部衛生的五個時機，呼籲全球醫療院所

及醫護人員重視HAI控制，以清潔雙手為措

施，維護院內工作人員及病人的健康



國際手部衛生推廣趨勢
• WHO致力於推動世界各國重視手部衛生運動，由其領導

之手部衛生運動：
– 2004年成立病人安全聯盟，於2005年提出「Clean Care is Safer 

Care（乾淨的照護就是安全的照護）」作為首項全球病人安全挑

戰 (Global Patient Safety Challenge)之主題，訂定「手部衛生指引(草

案)」，期望推廣世界各國醫療機構共同重視並落實手部衛生

– 2009年起倡議「Save Lives：Clean Your Hands（拯救生命，清潔

雙手）」，公布「手部衛生指引」正式版本及手部衛生推廣策略，

強調手部衛生五時機及正確的手部衛生步驟；並強調手部衛生資

源（如酒精性洗手液）應設置於「照護點（point of care）」的概

念，即院內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為病人進行醫療、護理照護過程可

方便使用之區域

– 2010年延續活動主題，並陸續推出新的手部衛生推廣工具，期望

以連續20年的投入，讓手部衛生徹底融入醫療照護人員的行為習

慣，成為醫療機構安全文化的一部份。



醫療照護相關細菌主要傳播模式
傳播類型 來源 傳播模式

直接接觸 病人
醫護人員

透過與病人的直接接觸，造成傳播(人與人
的接觸)

例如：握手、替病人擦澡、腹部觸診、病
人血液或體液接觸到醫護人員不完整的皮
膚

間接接觸 醫療設備、
儀器、內視鏡、
公用物品(聽診
器、血壓計)、
觸摸公共區域

透過中間媒介傳播給病人
例如：照護病人後未更換手套，使病菌傳
給下一個病人；公用聽診器。



接觸傳播

• 接觸完整皮膚
• 接觸黏膜、不完整皮膚、侵入性醫療裝置

(如靜脈導管)(造成病患危隩的重要部位)

• 或因黏膜、不完整皮膚造成體液的接觸(造
成醫護人員危隩的重要部位)

• 接觸病患週遭環境



病菌傳播的主要媒介是雙手

醫療人員雙手已受病菌污染而不自知
觸摸到病人的手
幫病人翻身
將病人搬到床上
 測量病人血壓或脈搏
觸摸到病人的衣物或床單
觸摸到病房設備如床欄、床旁桌、呼吸器
 點滴(IV pumps)加藥
病歷、板夾放在病床上
放射科技術員照相



醫護人員的雙手

• 是傳播院內細菌最常見的媒介

• 細菌從一位病人傳播到另一位病人身

上需要五個階段



細菌存活在病人皮膚及緊鄰病人環境

Pittet D et al. The Lancet Infect Dis 2006; 6(10) : 641 - 52

第一階段



細菌經由接觸從病人傳播到醫療人員手上

Pittet D et al. The Lancet Infect Dis 2006; 6(10) : 641 - 52

第二階段



細菌在醫療人員手上存活

Pittet D et al. The Lancet Infect Dis 2006; 6(10) : 641 - 52

第三階段



不正確洗手無法有效清除細菌

Pittet D et al. The Lancet Infect Dis 2006; 6(10) : 641 - 52

第四階段



無法有效清潔雙手，導致病患間
交叉感染

第五階段

Pittet D et al. The Lancet Infect Dis 2006; 6(10) : 641 - 52

細菌藉由醫護人員的手由A病人傳至B病人



無法有效清潔雙手，導致同一病
人不同部位交叉感染

第五階段

Pittet D et al. The Lancet Infect Dis 2006; 6(10) : 641 - 52



在眾多降低醫療相關感染的方法中

• 手部衛生

– 是降低醫療相關感染最簡單、最有效、最經

濟的方法

• 卻也是實行起來最困難的

• 推動洗手已經有150年的歷史



「手部衛生」與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關係之實證

• 具體證據：手部衛生可降低感染率

– 歷史的研究： Ignaz Philipp Semmelweis

– 近代的研究：使用殺菌劑的手部衛生可

降低感染率

Guideline for Hand Hygiene in Health-care Settings.  MMWR 2002; 51, no. RR-16.



眾多文獻顯示：手部衛生遵從率偏低
Author Year Sector Cmmpliance

Preston 1981 General Wards
ICU

16%
30%

Albert 1981 ICU
ICU

41%
28%

Larson 1983 Hospital-wide 45%

Donowitz 1987 Neonatal ICU 30%

Graham 1990 ICU 32%

Dubbert 1990 ICU 81%

Pettinger 1991 Surgical ICU 51%

Larson 1992 Neonatal Unit 29%

Doebbeling 1992 ICU 40%

Zimakoff 1993 ICU 40%

Meengs 1994 Emergency Room 32%

Pittet 1999 Hospital-wide 48%

< 40 %

Pittet and Boyce, Lancet Infection Diseases 2001



各專業醫護人員的洗手遵從率

•在瑞士日內瓦的醫院內，洗手遵從率以護士
和助產士較高，醫師是比較低的族群



1999年日內瓦醫院的洗手遵從率

• 遵從性差的危隩因
子
– 白班及假日班
– 臨床工作容易染
污雙手

– 身為醫師
– 在加護病房工作

• 醫護人員遵從性差
的理由
– 太忙了
– 洗手引起皮膚發
炎

– 已經有戴手套了
不需洗手

– 忘記洗手



時間的緊迫性 = 手部衛生的最大阻礙

• 濕洗手平均要花40-60秒
– 但醫護人員花在洗手的時間平均少

於10秒

• 乾洗手則平均只要20-30秒
勝



手部衛生清潔劑降低手上細菌的能力

乾洗手比濕洗手
• 更有效
• 更快速
• 更容易被接受

Adapted from: Hosp Epidemiol 

Infect Control, 2nd Edition, 

1999.



使用酒精性乾洗手液改善手部衛生

• 濕洗手主要用於手部有接觸到體液或明

顯髒污時

• 其他時候建議使用乾洗手
– 使用酒精性乾洗手是在各臨床單位推行手

部衛生的黃金準則。



洗手步驟七字訣

內外夾弓 大立完

面面俱到，搓揉到乾



洗手 是避免感染最簡單有效的方法

內 外 夾

弓 大 立

完



病人區 vs 照護區的概念



病人區(patient zone)-1

• 每個病人都有一個自己的病人區

• 包括「病人」及「病人週遭環境」，病人區

會隨著病人移動，不僅限臥床狀態，例如：

協助病人如廁時，廁所就是一個「暫時」的

病人區；當病患出病房做檢查、治療、復健

時，病人區也跟著移動改變。



病人區(patient zone)-2

• 病人週遭環境係指一個暫時專屬於某一病人的用
物與環境，包括：
– 固定在病室內專屬病人使用的物品，例如：床欄、
床旁桌椅、櫃子、床單、枕頭、點滴架、呼吸器、
監視設備等

– 照顧此病人的醫護人員會碰觸到的物品，例如：
Alarm、按鈕

– 任何物品非使用於病人照護，且常被移動到照護區
者，不應被視為病人週遭環境，例如：電腻、紙、
病歷或鉛筆等



病人區(patient zone)-3

病人區內的細菌與病人的固有細菌類
似，但應與照護區有所區隔，以阻止
細菌交互傳播。



照護區(health-care zone)

• 對一個病人而言，除了他自己的病人區之外，其他區
域通通算是照護區的範圍（包括其他病人的病人區）。

• 病歷，雖然是專屬於此一病人的，但因為都是醫護人
員在紀錄、使用，因此列入照護區。

• 照護區存在各式各樣的院內細菌，包括抗藥性的細菌，
在病人區執行手部衛生5時機有助於預防病人菌株污染
到醫療照護區。



照護點（ Point of care ）

• 照護點＝『醫護人員＋病人＋醫療照護行

為』三者同時存在的發生地點

• 產生照護點時，必頇執行手部衛生（趕緊

來洗手）!！

•照護點應有伸手可及，不需離開病室就可

取得的洗手用品



洗手的機會與時機

• 洗手機會(opportunity)

– 醫療人員必頇執行洗手動作的時間點

• 洗手時機(indication)

– 這個時間點要洗手的理由，代表必頇阻止微生
物傳遞至另一個表面的指標。

• 一個洗手的機會的理由不一定只有一個，有可
能有兩個以上

...CONTACT 1 [OPPORTUNITY] CONTACT 2…

洗手



洗手5時機

1 接觸病人前
2 執行清潔/無菌操
作技術前

3 暴觸病人體液
風隩後

4 接觸病人後

5 接觸病人週遭環
境後



時機1 的理由及範例

理由：接觸病人前，清潔
你的手，以免手上有害病
菌傳播給病人。



時機2 的理由及範例

理由：在接觸病人容易被感
染的部位前，清潔你的手，
以保護病人免於有害病菌侵
入體內（可能是在病人身上
原本移生的病菌）！

即便不在病人旁邊，

準備即將進入病人

體內的食物與藥品

前，也算在內。



時機3 的理由及範例

理由：防止醫療人員受
到病人身上細菌的移生
或感染, 並防止醫療工作
環境受的細菌的污染及
進一步的傳播！

即便已經離開病人，處
理沾污染病人體液的物
品時，也算在內。



時機4 的理由及範例

理由：在離開病人或接觸病人及其環
境後，清潔你的手，以保護自身及照
護環境免於有害病菌的威脅！



時機5 的理由及範例

理由：在未接觸病人的前提下，接觸病人週遭環境之
後，清潔你的手，以保護你及照護環境免於有害病菌
的散佈！



執行手部衛生第一原則－
”區”的轉換要洗手

• 進入環境後，將照護區及病人區分清楚
– 一般來說，門內屬於病人區，門外屬於照護區
– 專用的屬於病人區；公用的屬於照護區

• 醫療相關人員由照護區進入病人區時(進入病室)
– 只接觸環境→不用洗手
– 接觸病人前→需要洗手

• 由病人區進入照護區時(出病室)
– 不管是接觸環境或病人都要洗手
– 除非雙手沒有接觸到環境或病人



執行手部衛生第二原則－
”區”內活動不用洗手

• 醫療相關人員在病人區內活動時不用洗手
– 反覆接觸病人不用洗手
– 反覆接觸同一病人的周遭環境不用洗手
– 反覆接觸同一病人和同一病人的周遭環境也不用洗
手

– 除了

例外一：要做2清潔/無菌操作技術前要洗手

例外二：在3暴觸病人體液之後要洗手



執行手部衛生第三原則

• 在越接近”動作前”洗手越好



戴手套與洗手：原則

• 戴手套不能取代洗手

• 遇到洗手時機，若您手上仍戴著手套，請

脫除手套，然後洗手。

• 僅僅在需要戴手套的時後戴手套

• 戴手套的時機不影響洗手時機



手部衛生設備設置標準



主題三：

法定傳染病通報



大綱

•1.傳染病防治法

•2.傳染病介紹

•3.傳染病通報流程

•4.傳染病通報時限

資料來源︰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立法沿革
1944.12.06 傳染病防治條例

1948.12.28 第一次修正

1983.01.16 第二次修正

1999.06.23 傳染病防治法

2000.03.07 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

2004.01.20 修正「傳染病防治法」

2007.07.18      修正「傳染病防治法」

2009.01.07      修正「傳染病防治法」

2013.07.17 修正「傳染病防治法」

2014.06.04 修正「傳染病防治法」

2015.12.30 修正「傳染病防治法」



傳染病防治法介紹

•傳染病通報時效、處置措施

•傳染病通報流程

•傳染病採檢注意事項

•傳染病防治法



下列傳染病分類表，業經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105年4月 生效)

類 別 傳染病名稱

第一類 天花、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狂犬病

第二類

白喉、傷寒、登革熱、流行性腻脊髓膜炎、副傷寒、小兒麻痺症、
桿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瘧疾、麻疹、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漢他病毒症候群、霍亂、德國麻疹、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屈公病、西尼羅熱、流行性斑疹傷寒、炭疽病

第三類

百日咳、破傷風、日本腻炎、結核病（除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外）、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急性病毒性肝炎(除Ａ型外)、流行性腮腺
炎、退伍軍人病、侵襲性ｂ型嗜血桿菌感染症、梅毒、先天性梅毒、
淋病、新生兒破傷風、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
染、漢生病(Hansen’s disease)

第四類

疱疹B病毒感染症、鉤端螺旋體病、類鼻疽、肉毒桿菌中毒、侵襲性
肺炎鏈球菌感染症、Q熱、地方性斑疹傷寒、萊姆病、兔熱病、恙蟲
病、水痘併發症、弓形蟲感染症、流感併發重症、庫賈氏病、布氏
桿菌病

第五類
裂谷熱、馬堡病毒出血熱、黃熱病、伊波拉病毒感染、拉薩熱、中
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新型Ａ型流感、茲卡病毒感染症



傳染病通報時效

及傳染病病人處置措施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一類
(通報時效：24小時)

病人處置:

應移送指定隔離治療

機構施行隔離治療

屍體處置:

24 小時內入殮並火化

天花

鼠疫

狂犬病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二類
(通報時效：24小時)

病人處置:

必要時，得於指

定隔離治療機構

施行隔離治療

屍體處置:

火化或報請地方

主管核准後深埋

白喉

傷寒、副傷寒

登革熱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小兒麻痺症

桿菌性痢疾

阿米巴性痢疾

瘧疾

麻疹

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二類
(通報時效：24小時)

病人處置:

必要時，得於指

定隔離治療機構

施行隔離治療

屍體處置:

火化或報請地方

主管核准後深埋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

漢他病毒症候群

霍亂

德國麻疹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屈公病

西尼羅熱

流行性斑疹傷寒

炭疽病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三類
病人處置:

必要時，得於

指定隔離治療

機構施行隔離

治療

屍體處置:

火化或報請地

方主管核准後

深埋

(1)通報時效：一週內

百日咳

破傷風

日本腦炎

結核病（除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外）

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

急性病毒性肝炎(除Ａ型外)

【B型、C型、D型、E型、 未定型】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三類
病人處置:

必要時，得於指

定隔離治療機構

施行隔離治療

屍體處置:

火化或報請地方

主管核准後深埋

(1)通報時效：一週內

流行性腮腺炎

退伍軍人病

侵襲性b型嗜血桿菌感染症

梅毒、先天性梅毒

淋病

新生兒破傷風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

漢生病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三類
病人處置:

必要時，得於指

定隔離治療機構

施行隔離治療

屍體處置:

火化或報請地方

主管核准後深埋

(2)通報時效：二十四小時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

（HIV Infection）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AIDS）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四類
病人處置:

必要時，得於指定

隔離治療機構施行

隔離治療

屍體處置:

火化或報請地方主

管核准後深埋

(1)通報時效：二十四小時

疱疹B病毒感染症

鉤端螺旋體病

類鼻疽

肉毒桿菌中毒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四類
病人處置:

必要時，得於指定隔

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

治療

屍體處置:

火化或報請地方主管

核准後深埋

(2)通報時效：一週內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Q熱

地方性斑疹傷寒

萊姆病

兔熱病

恙蟲病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四類
病人處置:

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

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

屍體處置:

火化或報請地方主管核

准後深埋

(2)通報時效：一週內

水痘併發症

弓形蟲感染症

流感併發重症

布氏桿菌病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四類
病人處置:

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

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

屍體處置:

屍體不得深埋，火化溫度

須達攝氏1000度且持續

30分鐘

(3)通報時效：一個月

庫賈氏病



傳染病類別/

處置措施

疾病名稱

第五類

(通報時效：24小時)

病人處置:

應移送指定隔離治

療機構施行隔離治

療

屍體處置:

24 小時內入殮並火

化

裂谷熱

馬堡病毒出血熱

黃熱病

伊波拉病毒感染

拉薩熱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新型Ａ型流感

茲卡病毒感染症



高雄長庚傳染病通報流程

臨床或實驗室發現傳染病（含疑似）個案

完成「傳染病個案報告單」通報

並採集檢體

感染管制組

衛生局



傳染病通報-醫師職責

頇依法定時限內通報。

開立醫囑，完成「傳染病個案報告單」

通報、完成相關調查表。

協助採集相關檢體。

指導感染管制隔離措施。

需要時開立複印病歷醫囑，提供複印病

歷供衛生單位做個案審查。



法定傳染病線上通報作業:

住院病人:由住院醫囑系統進入

門急診病人:輸入ICD10疾病碼後,

電腻自動出現通報畫面



1.

2.





包括:

1. 電話、居住地址

2. 發病日、診斷日

3. 報告疾病、主要症狀、檢體採檢

4. 職業

傳染病通報單內容完整



傳染病防治責任(依據傳染病防治法104.12.30修正)



傳染病防治責任(依據傳染病防治法104.12.30修正)



主題四：

隔離防護措施介紹



感染源
Source

易感宿主
Susceptible host

傳播途徑
Means of transmission

1.接觸傳播

2.飛沫傳播

3.空氣傳播

4.媒介物傳播

5.病媒傳播

感 染 鏈



標準防護措施(standard precaution)

傳播途徑防護措施

(transmission-based precaution)

接觸傳播防護措施(contact precaution)

飛沫傳播防護措施(droplet precaution)

空氣傳播防護措施(airborne precaution)

防護措施

138



照護所有病患時應採取標準防護措施。

當確定或懷疑有高傳染性時，除採取標

準防護措施外，再一起或單獨使用

接觸傳播防護措施─ @觸

飛沫傳播防護措施─ @沫

空氣傳播防護措施─ @氣

139



標準防護措施

目的：減少已確定或懷疑之感染源在醫院內

傳播的危隩性

適用對象：所有病人

內容：包涵全面性血液體液防護措施及體

內物質隔離措施之內容，即若預期

會接觸到病患血液、體液、分

泌物、排泄物、受損皮膚、黏

膜時，應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140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訪客進入前請先告知護理站

洗 手：接觸病患前後

隔離衣：可能污染物噴濺時

手 套：接觸污染物時

口罩、護眼罩、面罩：

可能污染物噴濺時

污染物指血液、體液、分泌物等

STANDARD   PRECAUTIONS

Please Notify Nursing Station Before Entering

HAND WASHING: Before and after patient contact 

GOWNS: With infectious body substances

GLOVES: With infectious body substances

MASK, GOGGLE & FACE SHIELD: With potential  

splashes or sprays of blood, body fluid or excretions

Including blood, body fluids or excretions

CJD ─ @準庫

HIV ─ @準

病患住隔離病
室時

141



標準防護措施

防護措施 執行情形

洗手 

口罩 

手套 

隔離衣 

隔離病室 

(表示需要； 表示易被污染時需要
)

外科口罩



接觸傳播防護措施

目的：

接觸傳播是院內感染最重要且最常

見之傳播方式。

照護病人過程中，容易因直接接觸

病人或間接接觸環境、器械而導致病原

菌交互傳播，故需採取適當之防護措施

，以減少接觸傳播的危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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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腸胃道、呼吸道、皮膚或傷口有多重抗藥性
病菌感染或移生的病患。

具低感染數量或可長時間存活於環境的腸感
染病患，如Clostridium difficle 、E. coli

O157:H7、Shigella、hepatitis A等。

具高傳播力或乾燥皮膚的感染之病患，如

疥瘡、帯狀泡疹(瀰漫性或免疫不全患者)。

接觸傳播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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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傳播防護措施

(表示需要； 表示易被污染時需要
)

防護措施 執行情形

洗手 

口罩 

手套 

隔離衣 

隔離病室 

外科口罩

單獨病室



微粒的運動特性

濕潤

30um

5um

1um

0.3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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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沫傳播防護措施

目的：

降低病原體經由飛沫傳播的危隩

為避免病人口鼻分泌物產生的

飛沫(droplets，直徑＞5μm)，經由

短距離（1公尺內）的傳播，所需

採取的適當防護措施。

148



適用對象：

嚴重病毒性感染，如腺病毒、流感
病毒、流行性腮腺炎、德國麻疹。

嚴重細菌性呼吸性感染，如白喉(咽
喉性)、百日咳、肺鼠疫、猩紅熱。

侵襲性b型嗜血桿菌、Neisseria 

meningitidis引起之腻膜炎、肺炎、
敗血症患者。

飛沫傳播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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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沫傳播防護措施

防護措施 執行情形

洗手 

口罩 

手套 

隔離衣 

隔離病室 

(表示需要； 表示易被污染時需要
)

單獨病室

外科口罩



空氣傳播防護措施

目的：

降低病原菌在空氣中傳播的危隩
避免病人所產生的飛沫核（ airborne

droplet nuclei），為直徑<5 μm、長時間停留
在空氣中，且可漂浮到1公尺以上的距
離，透過空氣中的懸浮粒子傳播。

適用對象：
開放性肺結核、麻疹及水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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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傳播防護措施

防護措施 執行情形

洗手 

口罩 

手套 

隔離衣 

隔離病室 

(表示需要； 表示易被污染時需要
)

負壓空調

N95口罩



隔離病室

適用情形：

高度傳染性疾病之病人

衛生習慣不良之隔離病人(如嬰幼兒、智
力障礙者)

一般隔離病室(適用非空氣傳播疾病之病人)

負壓隔離病室(適用罹患空氣傳播疾病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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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壓隔離病室

獨立前室，設雙道門，區分前室及病室。

前室備有洗手設備

獨立負壓空調，病室相對於走廊之壓差值≦-

0.8 mmH2O；每小時至少換氣6-12次以上。

雙道門均應保持緊閉

病床位置接近排氣口，以利排除病原體。

醫護人員位於上風處，避免病人位於醫護人
員身體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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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差計及
警示燈

隔離牌

負壓
記錄本

乾性手部
搓揉劑



壓差異常時警示燈亮起壓差正常時警示燈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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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裝備介紹

(穿戴及脫除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防護裝備種類

• 手套--保護手

• 隔離衣--保護皮膚及衣服

• 頭帽--固定及避免頭髮外漏

• 面罩--保護臉、嘴巴、鼻子、眼睛

• 口罩--保護口鼻



使用防護裝備注意事項

• 進入隔離病室/區域前，穿戴好PPE。

• 若穿隔離衣或穿戴全套裝備時，應避免在同一地

點穿著及脫除PPE(即：避免清潔區與污染區交叉

或重疊)。

• 平時預先做好密合度檢查(fit test) ，選取適合個

人配戴之N95口罩，並於每次使用時進行密合度檢

查，以達到呼吸道的預期保護效果。



健康照護工作人員防護具使用原則

• 與病人直接接觸，均頇佩戴外科口罩。
• 對罹患傳染病之病人或非預期性氣管內插管時，
執行插管之醫師及協助抽痰者應佩戴相關防護用
具：N95 口罩、手術用外科手套、防水防護衣、
護目鏡或防護面罩、髮帽。

• 診治急性發燒呼吸道疾病病人之科別，如一般內
科、呼吸胸腔科、感染科、耳鼻喉科、兒科、麻
醉科與牙科直接接觸病人之人員，視情況配戴
N95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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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穿、脫防護裝備



穿戴防護裝備前，應使用

乾性洗手劑或水及洗手溶

液執行手部衛生



飛沫傳播(一公尺以內)：外科口罩

空氣傳播(一公尺以上)：N95等級以上

之口罩

可避免自己的手接觸口、鼻、眼睛而經

由黏膜接觸傳播。

口罩





口罩佩戴

如何配戴：

罩住口、鼻、下巴

壓條要固定在鼻樑處，以防止

漏氣

綁緊帶子

調整密合臉型





N95口罩--戴

兩條鬆緊帶套在
腻後→鼻樑上鐵
條依鼻型壓緊，
密合臉型→戴好
後吹吹氣，若可
吹出氣或眼鏡起
霧，表示有漏氣，
需重新調整。



呼吸防護計畫
(Respiratory Protection Program)要件

• 評估使用者是否有不適合使用高效能口
罩的健康因素(Medical Evaluation)

• 為使用者進行口罩密合度測詴 (Fit test)

• 教育如何正確佩戴高效能口罩 (Training)

• 每次使用皆應確實執行口罩密合度檢點
(Fit checking befor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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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合度測詴

• 密合度測詴的對象：
–依據風隩評估結果，如挑選高風隩單位
(氣管鏡室、肺功能室、胸腔科病房、負
壓隔離病房、急診)，或參考文獻資料研
訂工作人員暴露風隩分級方式，決定施測
對象的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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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合度測詴

• 密合度測詴（Fit Test）檢測狀況：
–執行定性及定量檢測時，要求受測者模擬執
行勤務時，臉部可能會有的活動及發生的一
些狀況來進行密合度測詴（Fit Test），依
據標準步驟執行各項的測詴活動：
• 正常呼吸
• 深呼吸
• 頭部一側轉到另一側
• 頭部上抬與低頭
• 大聲說話
• 做一些臉部的表情(如打哈欠）
• 向前彎腰
• 正常呼吸 172



密合度測詴

• 密合度測詴(Fit Test)可分為「定性」和「定量」兩種方
式

–「定性」檢測方法：使用hood method；測詴原理係依靠受
測者對測詴物質的味覺、嗅覺等自覺反應。假如受測者在測
詴過程任何時間，感覺偵測到測詴物質，即表示呼吸防護具
未達到適當的密合。
• 優點：成本低廉；使用工具容易製造；便於攜帶。

• 缺點：測詴結果易隨受測者主觀感受而影響；測詴過程可能令受
測者感到不舒服。

「定量」檢測方法：採用如the PortaCount Plus®  with N95 
companion®  檢測儀器，同時量測面體內外測詴物質的濃度，
不依靠受測者對測詴物質的自覺反應 。
• 優點：客觀的測詴方法；電子化設備紀錄，可以將資料印出與儲

存；可成為教學的工具，有效示範口罩使用的合宜性。

• 缺點：儀器費用較昂貴；不易攜帶。
173

定量檢測

定性檢測



定性密合度
測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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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合度檢點

• 每次配戴N95或P2高效過濾口
罩時都應該執行密合度檢點(Fit 
Check) 

• 執行密合度檢點時

– 吸氣，此時可感覺到口罩有微微
的塌陷

– 吐氣，重點需注意觀察口罩邊緣
是否有漏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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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觀察口罩邊緣
是否有漏氣情形



脫除口罩

• 脫下層帶子

• 脫上層帶子

• 丟棄



• 若病患之體液或分泌物可能飛濺並污
染工作人員的口鼻或眼睛黏膜時，應
戴上。

護目鏡及面罩



護目鏡及面罩

• 護目鏡
– 罩住眼睛

– 以頭帶或耳片固定於頭部

• 面罩
– 覆蓋住臉部

– 頭帶固定於眉上

• 調整於舒適位置



脫除護目鏡及面罩

• 以手抓住耳片或頭帶

• 移離臉部

• 置於回收桶或丟棄



手套

• 選擇適當種類及大小

• 包住隔離衣袖口

• 指甲勿過長

• 避免“接觸污染”機會：保護自己、別人、環境

– 不要用污染的手套接觸自己的臉或調整防護裝備



使用手套注意事項
手套的使用不能取代洗手。

在可能接觸到血液或其它感染性物質、

黏膜及受損皮膚時應戴手套。

當治療同一病人時，從污染的身體部位

移動到乾淨的部位或不同環境時，亦應

更換新的手套。



戴手套時不得

按電梯鈕、接

聽電話、碰觸

門把、電腻鍵

盤等，以免造

成環境污染。

使用手套注意事項



正確脫除
手套



隔離衣

• 選擇適當種類及大小

• 開口在後面

• 綁緊頸部和腰部

• 假若隔離衣太小〈穿二件〉

– 第一件綁在前面

– 第二件綁在後面



脫除隔離衣
• 解開帶子

• 從頸部和肩部脫掉

• 污染面包覆在裡面

• 捲起來

• 丟棄



如何正確脫防護裝備

• 污染面--外層前面

– 接觸到病患身體、物品、環境表面，防護裝

備可能被感染源污染。

• 清潔面--內層、外層後面、綁在頭部及背

部之帶子

– 防護裝備較不會接觸到感染源



脫除防護裝備後馬上洗手

• 假若手有可見染污先洗手再脫防護

裝備

• 採消毒性洗手或酒精性洗手



新興傳染病隔離防護

加強手部衛生

使用N95口罩

雙層手套

 隔離衣(含頭帽)

 護面鏡







主題五：

醫療照護機構工作人員

感染之監測與處理



SARS之經驗



國內外醫院評鑑及查核作業—針對
員工健康及安全之規範

• JCI醫院評鑑PC1.5：「醫療機構設計並實施綜合

方案，以降低病人及醫療人員醫療相關感染之風

隩。

• 100年新制醫院評鑑：2.7感染管制作業：2.7.6「
訂有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體溫監測及胸部X 

光檢查等保護措施，並據以落實執行。」

• 100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針對員工保健、

個人防護裝備、暴露後處理追蹤，提供安全之照

護環境等皆有所規範



感控護理師的角色

訂定保護政策
及流程

評估實施成效

評估潛在風險 確認危險因子



職業危害分類

• 生物/感染性危害
• 物理性危害
• 化學性危害
• 人因工程性危害
• 心理/社會性危害



醫護人員

生物/感染性危害

之潛在來源
病患 病患家屬

訪客 醫療設備

外包人員
醫療

相關人員



職業危害控制

• 在職業性危害控制一般分為三大領域

環境控制

個人防護
個人

健康管理



醫療機構常見之生物/感染性危害

• 血、體液傳染的疾病：

– B、C型肝炎、梅毒、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 空氣傳染的疾病：

– 肺結核、喉部結核、水痘、痲疹。

• 飛沫傳染的疾病：

– 腮腺炎、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腻脊髓膜炎。

• 接觸傳染的疾病：

– 如Scabies、抗藥性菌株等。



醫療尖銳物品扎傷處理



針扎

• 名詞定義
– 執行醫療相關職務受到針頭或
其他尖銳物穿刺、切割或刮傷
而導致黏膜或皮膚之穿透。

• 醫療照護人員本身平均約每人每年有
0.2~4.7次的割扎傷事件

• 危害主要來自血液或體液性病原菌的傳染



Transmission of Bloodborne 

Pathogens

• 具傳染性體液
– 指含血的體液、精液、陰道分泌物、腻脊髓液、
滑囊液、胸水、腹水及羊水等

• Bloodborne pathogens are NOT found in tears, 

urine, stool, sweat or saliva unless these body 

fluids are visibly bloody.



針扎造成的感染風隩

和下列因素有關
• 尖銳物品種類：為中空或實心
• 扎傷的嚴重度：在黏膜、表皮或深層傷口
• 接觸血量的多寡與時間的長短
• 病源體的種類
• 針扎來源狀況：

– 有無傳染性疾病、若有是否處於急性期、HIV感染個案
是否已發病、是否接受相關治療

• 個人健康及免疫力狀況
• 是否接受預防性用藥治療及追蹤



可藉由針扎傳染之血液性病原體

• 潛在性危害主要來自於血液或體液性病原
體的傳染病，目前已知約有超過20種以上
的病原體可藉由污染性的尖銳物傳播，其
中又以HBV、HCV、HIV最常見



Syphilis:
0.6%

HCV:
2.7~10%

HBV:
3~30%

HIV:
經皮穿刺傷:0.3%
黏膜接觸:0.09%

醫療人員針扎後的感染率

感染率



醫療尖銳物品處理流程

↓ 清洗傷口，若黏膜與病患血體液接觸時，
盡快以流動水清洗口腔或以0.9%生理食鹽
水沖洗眼睛

↓ 立即抽病人檢體
↓ 盡速於24小時內就醫
↓ 填寫扎傷通報單
↓ 持續追蹤



B/C型肝炎

• 暴露來源為HCV(+)，先檢測受暴露者anti-HCV及
SGPT作為baseline data

• 持續追蹤肝功能。目前並無對暴露來源為HCV陽
性者提供免疫球蛋白或抗病毒藥劑的預防性投藥
建議

• 受暴露者B型肝炎抗原及抗體為陰性，扎傷來源
已知為「抗原陽性」，則24小時內施打免疫球蛋
白(HBIG)

• 如經評估頇施打B肝疫苗，也應於暴露後盡速施
打(最好24小時內)，可以和HBIG同時施打，但應
注射不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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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尖銳物品扎傷之醫療處理流程(續)
工作人員被病患使用過之尖銳物品割扎傷或

暴露於血液及體液中

詳查病患及被扎傷者之HBsAg, Anti-HBc, Anti-HBs,

Anti-HCV, GOT, GPT, VDRL, TPHA.Anti-HIV

病患：
HBsAg(-), Anti-HBc(-), Anti-HBs(-)或
HBsAg(-), Anti-HBc(+),Anti-HBs(+)

或
HBsAg(-), Anti-HBc(-), Anti-HBs(+)

且
GOT/GPT: N

病患有藥癮、
反覆輸血、人
工腎臟病史等

病患無藥癮、
反覆輸血、人
工腎臟病史等

處理傷口即可

病患：
HBsAg(-),Anti-HBc(+), Anti-HBs(-)

被扎傷者：
HBsAg(-), 

Anti-HBc(-), 

Anti-HBs(-)

或
HBsAg(-),

Anti-HBc(+),

Anti-HBs(-)

被扎傷者：
HBsAg(+), 

Anti-HBc(+), 

Anti-HBs(-)

或
HBsAg(-), 

Anti-HBc(+), 

Anti-HBs(+)

或
HBsAg(-), 

Anti-HBc(-), 

Anti-HBs(+)

被扎傷者：
HBsAg(-)

Anti-HBc(-), 

Anti-HBs

(weakly)

不
知
誰
用
過
之
尖
銳
物

注射HBIG

(高單位免疫
球蛋白) 4ml

一個月後再
注射一次

注射HBIG

4ml，三週後
回診檢驗，若
Anti-HBs(+)

則不再注射

病患:

GOT/

GPT

異常

病患:

Anti-

HCV

(+)/(-)

病患：
VDRL(+)T

PHA≧
1:80

病患：
HIV(-)

病患：
HIV(+)

(經ELISA

檢驗為陽性
反應)

被扎
傷者:

Anti-

HCV

(-)

被扎
傷者:

Anti-

HCV

(+)

割扎傷後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頇回診追蹤GOT/GPT及必要之Markers

Penicil

lin

預防
注射

非
高
危
隩
群

高
危
隩
群
※

於二小時內
經醫師了解
後，立即服
用三合一抗

HIV藥物

割扎傷後六週、三個月、
六個月、一年頇回診追蹤

¡HIV高危隩群係指同性戀、雙性
戀、靜脈藥癮、血友病患、受血
者，以及疑似被愛滋病患感染之

性伴侶或新生兒等。

處理傷口
即可

病患：
HBsAg(+)

被扎傷者：
HBsAg(-),

Anti-HBc(-),

Anti-HBs(-)

建議注射Ｂ型肝炎疫苗

被扎傷者：
HBsAg(-),

Anti-HBc(+),

Anti-HBs(-)

注射HBIG

(高單位免疫
球蛋白) 4ml

一個月後再
注射一次

割扎傷後

六週、三

個月、六

個月、頇

回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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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AIDS

步驟一：決定暴露的量與嚴重程度(Exposure Code;EC)

體液是否為血液、帶血的液體或其他具高傳染力的體液,

以及造成扎傷的銳器是否被前述的體液污染

是

接觸量大:血液噴濺或數
分鐘接觸

暴露的途徑

接觸量小:幾
滴或短時間

接觸

不須投予預防
性藥物

黏膜或不完整皮膚

接觸量

完整皮膚

否

較不嚴重:實
心針表皮刮

傷

不須預防 嚴重程度

嚴重: 空
心針頭戳得很深,      銳器清楚
見血或銳器原置於患者動靜

脈內

經皮戳傷

EC1
EC2

EC2

E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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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決定污染源的愛滋病毒感染
(HIV Status Code;HIV SC)

污染源是否已知感染HIV病毒

否 是

病毒量低:

1.無症狀帶原者

2.CD4+高

不須預防

來源不明

病毒量高:

1.末期愛滋病初期感染

2.CD4+低

ＨＩＶ-ＳＣ１ ＨＩＶ-ＳＣ２ ＨＩＶ-ＳＣ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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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投予抗愛滋病毒的預防藥物

ＥＣ ＨＩＶ ＳＣ 預防藥物投予的建議

1接觸量小:

幾滴或短時
間接觸

1病毒量低:

•無症狀帶原者或

•CD4+高

不須投予

2病毒量高:

•末期愛滋病初期感染或

•CD4+低

•考慮基本預防藥物（AZT＋3TC）

•如接觸的體液含有大量病毒時應給予藥物

2接觸量大:

血液噴濺或
數分鐘接觸

1病毒量低:

•無症狀帶原者或

•CD4+高

•考慮基本的預防藥物

•大多數的接觸屬於此類

2病毒量高:

•末期愛滋病初期感染或

•CD4+低

建議給予三合一藥物

1或2 建議給予三合一藥物

3來源不明 如評估後污染源仍有感染HIV的疑慮且接觸的種類（EC）為2或3時可
考慮給予基本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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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治療使用藥物

蛋白脢抑制劑
（Protease 

Inhibitors）

非核甘類反轉錄脢抑制劑
（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核甘類反轉錄脢抑制劑
（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nelfinavir nevirapine zalcitabine,ddC 

saquinavir efavirenz stavudine, d4T 

indinavir didanosine, ddl 

ritonavir lamivudine, 3TC 

lopinavir/ritonavir zidovudine, AZT 

abacavir, ABC 

AZT & 3TC 



預防性用藥(PEP)

HIV預防性用藥
• 愈快愈好，不要超過24小時，連續服用4週。
如延遲超過一星期才開始PEP，可能失去服
藥之意義.

• HIV之預防性用藥諮詢愛滋病專科醫師之建
議使用

梅毒：Penicillin注射



預防

• 針頭勿回套
• 立即處理用過針頭
• 以針頭分離器丟棄使用過之針頭
• 尖銳物品不可隨意放置或丟棄
• 以硬容器收集針頭，容器八分
滿即應更換

• 傳遞器械時採不接觸手技巧
• 預防教育
• 個人防護裝備
• 建立完整的針扎通報制度及處
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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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傳染病曝露處理



肺結核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 結核病一直是台灣最嚴重的傳染性疾病，

每年約有15000名的新發現個案

• CDC自2006年開始執行「結核病十年減半

全民動員計劃」，希望在2015年將個案發

生率從每年十萬人口67人降至34人。



結核病的致病原

• 人的結核病通常由結核分枝桿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引起

• 傳染方式：

– 藉由空氣傳染—飛沫核

– 含結核菌的飛沫，乾燥後飛沫殘核飛揚漂浮在空中(直
徑小於5μ) ，經由吸入造成感染。

• 初感染後，一般人終其一生體內結核菌再度活化
而發病(reactivation)的機率約為5~10%，其中約有
一半在感染後的前5年發病，又以第一年危隩性
最大



醫療機構造成肺結核
院內感染的原因

• 延遲診斷或未被診斷出來
可能原因：醫師對結核病人之懷疑指數過
低或實驗室報告延誤等

• 肺結核病人沒有合適的隔離
• 肺結核病人沒有接受適當的抗結核菌藥物
治療



有效的結核病防治

• 出現下列病人應高度懷疑結核病的可能性，
盡快進行檢查及評估

• Signs and symptoms of TB include:
• Fever

• Weight loss

• Night sweats

• Fatigue, weakness

• Prolonged cough (cough > 3 weeks)

• Blood-tinged sputum

• 結核病的高危隩群：
• HIV感染者或其他免疫力低下者

早期確認 有效隔離 有效治療



痰塗片耐酸性染色VS結核菌培養

• 隨著痰液檢體數目增加而增加陽性率
1套檢體 陽性率為85.8%
2套檢體 陽性率為97.7%
3套檢體 陽性率為100%

• 一套清晨剛起床的痰塗片陽性率平均為86.4%
• 一套隨機取得的痰塗片陽性率平均只有73.9%
• 培養較鏡檢敏感

鏡檢需細菌數＞104/cc才容易發現結核菌，
培養只要＞10隻細菌/cc，即可培養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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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 平時接觸病人時請戴外科口罩。
• 進入負壓隔離病房或接觸疑似/感染開放性
肺結核病患時，戴N95口罩防護。

• 定期追蹤胸部X光檢查。
• 出現異常咳嗽、久咳不癒、體重減輕、午
後微燒等症狀，請儘速就醫，並告知單位
主管。

• 咳嗽超過5天請登錄『體溫及嗽監測系統』



未經防護之意外暴露處理

• 院內接觸者定義：

– 指標個案為痰陽性之肺結核個案(痰抹片陽姓或痰培養

陽性者)在無適當防護，於可傳染期間一天接觸8小時以

上或累計達40小時以上者，進行列冊追蹤管理。

• 若有呼吸道症狀者，建議立即驗痰及照胸部X光

• 無症狀者一般建議在1個月內照胸部X光，作為基

礎值及12個月時追蹤胸部X光

• 每年應配合年度胸部X光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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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

• 致病源：
– 帶狀疱疹病毒(Varicella-Zoster Virus) 

• 傳染途徑：
– 空氣、飛沫或皮膚直接接觸傳染

• 潛伏期：2至3週，通常為13-17天
• 皮疹的特徵如「紅玫瑰花瓣上的露珠」
• 可傳染期：

– 由出疹前5天（通常為前1～2天）到所有病灶皆結痂為
止。

– 此症是最具傳染性的疾病之一，特別是在發疹早期。
– 痂皮則不具傳染性

• 採取空氣及接觸防護措施



暴露水痘後之處理

• 評估其水痘病史或是否具水痘抗體，若照護醫
護人員無水痘抗體，應觀察21天。

• 列冊追蹤，進行自主健康管理，若出現症狀則需
迅速就醫

• 暴露者建議戴外科口罩照護病人
• 環境清潔及消毒：消毒被呼吸道分泌物和水泡液
污染的儀器設備或環境

• 若感染水痘，請至相關科門診就醫，待醫師評
估不具傳染力(一般是在最後的水泡形成後7-8
天)後，再回到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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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

• 致病源：
– 麻疹病毒（Measles virus）

• 傳染途徑：
– 經由空氣、飛沫傳播或是直接與病人的鼻腔或咽喉分
泌物接觸而感染

• 潛伏期：
– 7-18天，通常為14天（自暴露至紅疹出現）

• 可傳染期：
– 發疹之前、後各4天內。傳染性最強的人類病毒性傳染病之一

在施打疫苗時代之前，每1例感染病例能傳播給周圍的其他20個人

• 採取空氣及接觸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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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麻疹

• 暴露於麻疹個案之醫護人員
– 在未適當防護情況下，其處理方式依個人的免疫狀態、
年紀、是否懷孕等狀況有所不同。

– 調查接觸者，確認其免疫狀況，並了解其麻疹免疫史。
– 依據美國CDC建議，接觸者如不具麻疹免疫力（未接
種疫苗或未曾感染者）暴露後之措施如下:

• 在暴露後3天內，儘早接種麻疹相關疫苗（如MMR疫苗）。
• 一歲以下之暴露者、免疫低下患者及懷孕婦女，暴露後6天內，
經醫生評估可考慮施打「肌肉注射免疫球蛋白（IMIG）」，
以預防感染或是降低發病的嚴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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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麻疹(續)

• CDC建議無麻疹抗體之醫療從業人員
對於醫療從業人員及醫療相關實習學生，不
限科別，建議未具抗體者應接種MMR 疫苗.

• 對於降低感染與傳播風隩將有相當程度的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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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腻脊髓膜炎

• 致病菌：
– 腻膜炎雙球菌 (Neisseria meningitidis )

• 傳染途徑：
– 接觸感染者喉嚨、鼻腔分泌物或飛沫而被傳染

• 生死一瞬間，病程發展迅速，若未及時使用抗生
素，致死率可高達50%以上。

• 潛伏期：2-10天(通常為3-4天)
• 採取飛沫防護措施
• 病人有效治療24小時後，
即可解除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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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腻膜炎雙球菌之處理

• 單位主管將未採取防護措施之醫療相關人員進行造
冊

• 預防性投藥物對象：
– 與流行性腻脊髓膜炎患者親密近距離之飛沫接觸者，且
未做適當防護之人員，如與可傳染期患者群體同住、社
交生活密切者。常態上，醫護人員可不需投藥，除非與
患者之口鼻分泌物有接觸者才需要。

• 24小時內進行預防投藥，預防藥物：
• Rifampin 成人600mg Bidx2天(孕婦及可能懷孕婦女需慎重投藥)

• Ciprofloxacin (< 18歲不建議使用，孕婦或哺乳需慎重投藥) 適用
於對Rifampin 有副作用病史者或有慢性肝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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疥瘡

• 具傳染性之皮膚病，為疥蟲(Sarcoptes 

scabies)寄生於皮膚角質層，在寄生時會挖
掘皮下隧道。這些隧道會在皮膚表面呈現
灰白或皮膚色的線，特別在人體皺摺處及
柔軟的地方。



疥瘡

• 疥蟲喜歡喜侵入皮膚皺摺及柔軟處，如指
縫、腕關節、腋下、肚臍周圍，男性外陰
部等



疥瘡

• 主要症狀：皮膚發疹、皮屑及劇癢。

• 傳染途徑：接觸傳染，以密切接觸為主，如親密
的身體接觸，或接觸到被污染的毛巾、床褥、衣
服、被單、枕頭、毛毯等。

• 潛伏期：

– 初次感染：

• 至少3天，長則為4-6週(平均2-6週)。

– 再次感染：

• 24-72小時內或立即出現症狀



疥瘡治療及處置

• 抗疥藥：
– 不應只塗抹患部，頇從脖子塗抹至腳底

• 家屬及照顧者建議至皮膚科就診
• 採取接觸防護措施
• 用物處理：

– 病患衣物床單以感染性布單處理，無法清洗者
如床墊、壓脈帶等物品，妥善包裹後靜置一週，
待疥蟲或蟲卵自然死亡



疥瘡

• 結痂型疥瘡(挪威疥)

(Crusted /Norwegian Scabies)

• 寄生數量多，傳染力強



暴露處理

• 列冊管理
• 環境清潔及消毒
• 預防性用藥：由皮膚科評估
• 預防策略：病患入院時加強皮膚狀況評估



抗藥性菌株

These organisms are not transmitted by air. They are spread by contact 

via hands or contaminated environment. 

- MRSA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 Aureus)

- C. difficile

- VRE (Vancomycin Resistant Enterococcus)

- MDR gram negative bacteria



抗藥性菌株的傳播途徑

• 主要藉由人與人之間或遭污染的環境及器
械造成之接觸傳播

• 接觸傳播方式包括
1. 直接接觸：藉由接觸到有抗藥性菌株移生

(colonization)或感染(infection)之病患在直接接
觸到易感宿主而產生的交互感染

2. 間接接觸：藉由接觸到被抗藥性菌株污染之
器械、環境或醫療儀器等設備而產生的交互
感染



預防措施

• 正面態度，提高警覺(制定相關感控措施及防疫政
策，詢問TOCC (Travel/Occupation/Contact/Cluster)

• 建立健康監測系統
• 手部衛生
• 正確使用PPE

• 預防接種
• 職前及在職教育訓練
• 暴露後依流程處理進行預防性用藥及追蹤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Provides Free

Immunizations for:

• Influenza

• Chickenpox

• Hepatitis B

• Measles

• Rubella

• Pertussis

• Mumps

• Tetanus



醫療照護人員建議接種之疫苗種類-1

疫苗種類 建議事項

B型肝炎
Hepatitis B

1.針對未曾接受B型肝炎疫苗預防注
射，且經檢驗未具B型肝炎表面抗
原及表面抗體者，依時序給予3劑

的疫苗。
2. 完成3劑疫苗注射後1~2個月檢驗B

型肝炎血清抗體。

流感(Influenza) 每年接種1劑當年度疫苗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
MMR(Measles、Mumps、

Rubella)

1.不具有麻疹或德國麻疹免疫力的
醫療照護人員，建議提供MMR。

2. 注射劑量：2劑MMR，間隔至少4週



醫療照護人員建議接種之疫苗種類-2

疫苗種類 建議事項

水痘

Varicella

1. 不具免疫力的醫療照護人員，建
議接種水痘疫苗。

2. 注射劑量：2劑水痘疫苗，間隔
至少4週。

白喉、百日咳、破傷風
Diphtheria、Tetanus、

Pertussis

一般國際建議每隔10年應予追加一劑
破傷風類毒素(toxoid)或破傷風、減
量白喉混合疫苗，以維持免疫力。



「作對的事」比「把事作對」更重要



流感與新型A型流感
介紹與防治

主題六：



流感與新型A型流感

• 季節性流感：由人流感病毒A型
（H3N2,H1N1)、B型或C型感染所引起。

• 新型A型流感：指除了每年週期性於人類之
間流行的季節性流感A(H1N1)及A(H3N2)外
，偶發出現感染人類的其他A型流感病毒亞
型。



流行性感冒（流感，Influenza）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疾病。

流感病毒有A、B及C型，A型和B型幾乎每年引
起季節性的流行，C型則以輕微的上呼吸道感染
為表現，且一般認為不會造成流行。

主要感染人類的A型流感病毒
為H 1 N 1與H 3 N 2。 Neuraminidase

Hemagglutinin

RNA

M2 protein

(only on type A)



流行性感冒(流感，Influenza)

• 每年發生季節性流行

• 流行高峰期多自12月至隔年3月

• 可能產生嚴重併發症及死亡，常以細菌性
及病毒性肺炎表現，多見於老年人、嬰幼
童及慢性疾病患者。



流感與感冒的不同
項目 流感(Influenza) 一般感冒(Common Cold)

影響範圍 全身性 呼吸道局部症狀

臨床症狀 發燒、頭痛、肌肉痛、疲倦、流
鼻涕、喉嚨痛、咳嗽等，約10%

患者伴有噁心、嘔吐、腹瀉等症
狀。

症狀較輕微，噴嚏、流鼻水、鼻
塞及喉嚨痛，偶有輕微咳嗽、發
燒或全身酸痛。

病情 嚴重，無法工作/上課。 較輕微

病程 1~2週，通常可在3~7天內會康復。約2~5天

治療 依醫師處方予抗病毒藥物治療及
支持性療法

感冒多半可自癒，支持性療法。

傳染途徑 飛沫傳染；接觸傳染 飛沫傳染；接觸傳染

傳染性 高傳染性(常有群聚) 傳染性不一

預防方法 注重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及咳
嗽禮節、接種流感疫苗。

注重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及咳
嗽禮節



只有A型與B型可引起
每年季節性流行



•流感病毒非常容易發生突變，且傳染力相當強，而
依其變異程度不同會在短時間內造成規模不等的流
行。

A流感病毒的分型與變異
• 依HA（血球凝集素）及NA（神經乙醯胺）
的不同來區分：HA(1~16種亞型)、NA(1~9種亞型)

• 抗原微變（drift）：
RNA發生點變異

• 抗原移型（shift）：
RNA節段發生基因重組



Antigenic Variation (抗原變異)

• 突變及基因重組二種方式來產生新型病毒

• 主要的變異大都發生在HA 與NA

• 小變異（drift）

– 病毒基因每年所累積的點突變（point mutation）

– 每年流感之小流行

• 大變異（shift）

– 基因段互換及重新排列組合（reassortment）

– 全球性的大流行



亞型 人類 豬 馬 鳥類

H1 V V V

H2 V V

H3 V V V V

H4 V

H5 V V

H6 V

H7 V V V

H8 V

H9 V V

H10 V

H11 V

H12 V

H13 V

H14 V

H15 V

H16 V

A流感病毒的HA分型



亞型 人類 豬 馬 鳥類

N1 V V V

N2 V V V

N3 V

N4 V

N5 V

N6 V

N7 V V V

N8 V V

N9 V

A流感病毒的NA分型



RN

A
Hemagglutinin

Neuraminidase

Antibodies

Sialic acid





治療方式

• 支持療法

• 由醫師評估投以其他症狀緩解藥物

• 流感抗病毒藥劑

– 口服藥為克流感(Tamiflu® )

– 吸入藥為瑞樂沙(Relenza™)

– 在症狀開始後的48小時內服用效果最好

– 未染病服用克流感，恐出現抗藥性或再突變。





何時要服流感抗病毒藥劑？

• 需出現流行性

感冒症狀後的

48小時內服用

效果最好。

• 未染病服用克

流感，恐出現

抗藥性或再突

變。



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 有呼吸道症狀應戴口罩

• 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應
立即更換

• 手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
要立即洗手，無明顯髒
污，可用乾洗手液替代。

• 勿揉眼睛、鼻子和嘴，
因病菌可由此途徑傳播。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對象一覽表-1
適用日期：自105年12月1日起至106年3月31日止

公費藥劑使用對象，倘非本國籍人士，除通報流感併發重症及新型A型流
感等法定傳染病患者外，應有居留證(18歲以下孩童其父母需一方為本國
籍或持有居留證) 

一、符合「流感併發重症」通報病例(屬第四類法定傳染病需通報於法定
傳染病通報系統) 

二、孕婦經評估需及時用藥者(領有國民健康署核發孕婦健康手冊之婦女)

三、伴隨危隩徵兆之類流感患者
註：
1.危隩徵兆包括呼吸急促、呼吸困難、發紺、血痰、胸痛、意識改變、低血壓。
2.另兒童之危隩徵兆尚包含呼吸急促或困難、缺乏意識、不容易喚醒及活動力低下。

四、具重大傷病、免疫不全(含使用免疫抑制劑者)或流感高風隩慢性疾病
之類流感患者
註：
1.重大傷病：IC卡註記為重大傷病或持有重大傷病證明紙卡者。
2.流感高風隩慢性疾病之ICD CODE為E08-E11、E13、K70、K73-76、R16、I00-02、
I05-09、I11-13、I20-22、I24-28、I60-63、I65-74、I77、I79、M30-31、J40-45、J47、
J60-70、J80-82、J84、J86、J96、J98-99、B44、R91、N00-05、N07-08、N14-19、
N25-26、A48-49、B20、 B95-96、K90、M60。



五、肥胖之類流感患者(BMI≧30) 

六、經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防疫醫師認可之類流感群聚事件

七、符合新型A型流感通報定義者(屬第五類法定傳染病需通報於法定
傳染病通報系統)

八、新型A型流感極可能/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接觸者名冊經傳染病防治
醫療網區正/副指揮官或其授權人員研判需給藥者) 

九、動物流感發生場所撲殺清場工作人員(接觸者名冊經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

正/副指揮官或其授權人員研判需給藥者) 

十、家人/同事/同班同學有類流感發病者
註:係指該就醫之類流感患者，其家人/同事/同班同學有類流感發病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對象一覽表-1
適用日期：自105年12月1日起至106年3月31日止



目前曾造成人類嚴重疾病的亞型包括於1997

年首次出現的H5N1流感，以及2013年發現的

H7N9流感，其致死率分別約為60%及30%。

新型A型流感



許多新型A型流感病例具有與染病動物，或

其分泌物、排泄物及其所在環境的接觸史，
以家禽及豬最為常見。

大多數新型A型流感之感染能力僅限於動物

傳人。

H5N1流感及H7N9流感曾出現極少數家庭

內群聚案例，故不排除有侷限性人傳人的可
能性，惟目前無證據顯示有持續性人傳人的
現象。

新型A型流感-流行病學



傳染途徑-
人類主要是透過吸入及接觸病毒顆粒或受污染
的物體/環境等途徑而感染。

潛伏期-
約 1~10日之間，目前我國採用10日作為估計
之潛伏期上限。

可傳染期-
以個案症狀出現前1天至症狀緩解後且檢驗
證實流感病毒陰性後為止。

新型A型流感-傳染途徑



重症病例的臨床表現多為早期出現發
燒、咳嗽及呼吸短促等急性呼吸道感
染症狀，而後快速進展為嚴重肺炎，
可能併發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敗血
性休克及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

輕症病例的臨床表現則包括結膜炎以
及類流感症狀等。

新型A型流感-臨床症狀



標準防護措施及接觸、飛沫、空氣傳播防
護措施。

進入隔離室 :穿著全套隔離防護設備(包括
手套、隔離衣、護面罩、頭帽、 N95口罩
等)始得進入。

新型A型流感-感染管制措施-1



負壓隔離病室。病室相對於走廊之壓差值

≦-0.8 mmH2O，雙道門均應保持緊閉，不
可同時開啟。人員進入或離開病室時，應
於前室停留1分鐘以上使氣流穩定，然後才
進入或離開。

解除隔離時機：病人退燒後 3 天，連續 2 

次呼吸道檢體 PCR 檢驗陰性(頇間隔 24小
時)，且其中1套檢體應由疾管署昆陽實驗
室檢驗確認;必要時得採專案審查，以確定
解除隔離時間。

新型A型流感-感染管制措施-2



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政策，依不同防疫分級

公告執行體溫監控，工作人員於最後一次
照護病人 10 日內皆應進行自主健康管理及
列冊追蹤監測;並於HIS考勤輸入體溫及是否
有類流成症狀;如出現任何急性呼吸道感染
症狀，應戴上外科口罩儘速就醫，並報告
單位主管及染管制組。

院內無防護接觸者追蹤:在無適當防護下與
新型A型流感病例接觸者，應於10 日內確
實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

新型A型流感-感染管制措施-3



新型A型流感-國際疫情



•國內外疫情監視與追蹤
•落實邊境檢疫阻絕境外
•跨部會溝通與協調合作
•加強禽鳥走私通報機制
•建立人員防治工作指引
•人用疫苗自願接種計畫
•規劃儲備各項戰備物資
•維續醫療體系應變量能
•持續進行衛教宣導及風隩溝通

我國新型A型流感防治策略



禽流感防護

勿碰觸禽鳥及
其排泄物

禽肉及蛋類要
熟食

勤洗手，注意
衛生習慣

打噴嚏，手帕
、衣袖掩口鼻

生病戴上口罩
，盡速就醫

在家休息，避免
出入公共場所

禽流感病毒存在於感染的禽鳥或其排泄物中
，人類因吸入或接觸眼鼻黏膜而致病。



國人出國旅遊提醒



感染管制網路學習
課程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