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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老人福利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構) 

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手冊 

壹、依據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3 條及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執行感染管

制措施及查核辦法辦理。 

貳、查核目的 

一、加強機構落實感染管制管理機制及作為，降低機構內醫療照護相關

感染風險及群聚事件之發生。 

二、強化工作人員知識、態度，落實於照護服務對象之技能中，達成有

效防範於未然之效果，提升照護服務品質。 

參、辦理機關及事項 

一、中央主管機關：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訂定機構

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其他應遵行事項。 

二、地方主管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由衛生局會同社會局/處)執

行轄區機構感染管制實地查核作業、彙整與提報查核成績。 

肆、查核對象 

一、依老人福利法規定，於 105 年 12 月 31 日前設立之長期照顧機構及

安養機構。前述機構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申請設立許可或完成

改制及換發(全時照顧之機構住宿式服務)許可設立者，仍須接受查

核；惟 106 年接受評鑑之機構不列入本次查核對象。 

二、若為 106 年 1 月 1 日以後開業之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構，由各地

方主管機關自行裁量是否查核。 

伍、查核內容 

一、說明 

參酌疾管署「104 年度一般護理之家感染管制查核基準」、「105 年

度榮譽國民之家感染管制查核基準」、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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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福利機構」評鑑基準及衛生福利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感染控制

組委員意見等，研訂「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

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附件 1)。 

二、查核基準項目 

分 4 大類共計 11 項： 

1.感染管制品質改善 

  1.1 前次評鑑有關感染管制項目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2.人員管理 

  2.1 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情形 

  2.2 服務對象健康檢查及健康管理情形 

  2.3 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接受疫苗注射情形 

  2.4 新進工作人員職前訓練情形 

  2.5 在職教育訓練計畫訂定及辦理情形 

3.環境管理 

  3.1 機構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措施情形 

4.防疫機制建置 

  4.1 防疫機制建置情形 

  4.2 隔離空間設置及使用情形 

  4.3 侵入性照護之執行情形 

  4.4 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處理及監測情形 

三、查核基準評分方式 

(一)採 5 等級評分，以 A-E 表示，其代表達成度如下: 

A：優 

B：良 

C：符合規定 

D：應設法改善 

E：應限期改善 

(二)查核合格標準：查核基準項目達 C 以上之比率達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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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查核作業規範 

一、查核委員 

每家機構至少位由 1 位查核委員進行查核，請地方主管機關自「衛生

福利部疾病管制署長期照護相關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委員人才庫」中聘

任。 

二、確認受查機構名單 

請地方主管機關依據轄區內相關立案資料，製作「106 年老人福利機

構感染管制查核名單確認表」(附件 2)並核章，於 106 年 3 月 20 日

前以電子郵件提交予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進行彙整，區管制中心確

認資料完整及正確後，於 3 月 31 日前以電子郵件提交感管組。 

三、受查機構資料提報與稽核 

(一)受查機構自評感染管制執行情形： 

1.請受查機構至疾管署網頁【(http://www.cdc.gov.tw)/專業版/

傳染病介紹/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機構

感染管制查核作業/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下載

「自評表」(附件 3)並進行填報，述明機構之感染管制業務執行

狀況。 

2.自評表填報注意事項： 

(1)自評表請填寫完整。 

(2)機構負責人及聯絡人請於基本資料之「請簽名」處簽名或蓋章。 

(3)「自評等級」欄位：每項目均需勾選，請參考基準說明勾選符

合的等級。 

(4)「執行狀況簡述」欄位：每項目均需填寫，請對該項之執行現

況進行簡單描寫。 

3.請各地方主管機關自行訂定轄區受查機構自評表繳交截止日期，

請各受查機構於截止日期前，提交完整自評表及電子檔予轄屬地

方主管機關。 

(二)受查機構自評表稽核 

http://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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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各地方主管機關於收到受查機構自評表後，確認其內容，並填

報稽核欄位。若機構有內容填報不完整、數據不正確等情況，應

與機構進行確認及要求補正。 

2.請地方主管機關於 4 月 20 日前提送受查機構自評表掃描檔至轄

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 

3.由疾管署區管制中心確認轄區各地方主管機關提報資料之完整

性，並留存備查。 

四、實地查核排程及通知 

(一)實地查核訂於 106 年 5 月至 11 月辦理，由各地方主管機關進行

實地查核排程，查核得併機構稽查、督考或輔訪同時辦理；擬提

前辦理者，最遲應於辦理前 1個月行文疾管署備查，並周知機構。

並應於實地查核作業開始前一週，以電子郵件寄送排定之「感染

管制查核行程總表」(附件 4)予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心備查(如

無法提供總表，得敘明並分月提供更新表)，區管制中心以電子

郵件寄送感管組。 

(二)地方主管機關須先與查核委員聯繫，確認排程後，再函知委員(函

文範例如附件 5)，以利委員提前準備與請假等事宜。 

(三)地方主管機關最遲應於實地查核日期前 2 週函知受查機構(函文

範例如附件 6)，並以電話聯絡確認查核日期、請受查機構協助/

配合事項及聯繫窗口等。 

(四)地方主管機關最遲應於實地查核日期前 1 週寄送「實地查核行程

表」(附件 7)、「受查機構自評表」及相關參考資料予查核委員，

並與查核委員確認查核行程及相關集合地點等。 

(五)查核日期確定後原則上不再調整，惟可能發生突發狀況之因應方

案如下： 

1.天災(如颱風、地震等)：將視受查機構、查核委員、各地方主管

機關所在地受災狀況，或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告停止上

班及上課規定，由各地方主管機關依實際狀況彈性調整，並通知

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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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列情形由各地方主管機關依實際狀況與相關單位研商，如確認

調整，應呈報及通知相關單位。 

(1)國內或受查機構臨時發生重大疫情。 

(2)受查機構有重大事件需立即處理者，如服務對象有嚴重暴力、

重大傷害或其他不可抗力之因素等。 

五、實地查核 

(一)查核團隊成員 

1.查核委員 

2.地方主管機關人員 

(二)查核團隊不得接受機構招待及紀念品或禮品等餽贈。 

(三)受查機構配合事項 

1.受查機構應由院長(主任)率員受查和說明。 

2.受查機構應準備簡報，說明機構現況、感染管制執行重點及前次

評鑑相關改善事項等。 

3.受查機構應依據查核基準，於查核當日備齊相關書面資料，以供

檢閱。 

(四)實地查核時間分配表：地方主管機關可視機構規模自行斟酌調整。 

進行方式 時間分配 參與人員 

會前會 10 分鐘 查核團隊 

人員介紹及流程說明 5 分鐘 查核團隊及受查機構 

受查機構簡報 10 分鐘 查核團隊及受查機構 

實地查核作業 50-70 分鐘 查核團隊及受查機構 

查核結果整理與討論 20 分鐘 查核團隊 

查核團隊與受查機構意見交流 20 分鐘 查核團隊及受查機構 

簽署查核表 5 分鐘 查核團隊及受查機構 

合計 120-140 分鐘  

(五)實地查核進行程序 

1.會前會：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向查核團隊成員說明受查機構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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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管制異常或群聚事件，針對受查機構之概況進行討論及釐清

相關疑義，以建立初步查核共識。 

2.人員介紹及流程說明：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說明查核目的與進行

方式，並介紹查核團隊成員；由受查機構院長(主任)介紹陪同人

員。 

3.受查機構簡報：由受查機構說明機構現況、感染管制執行重點及

前次評鑑改善情形等。 

4.實地查核作業：查核委員依查核基準進行查核及填寫「查核表」

(附件 8)。 

5.查核結果整理與討論：查核團隊針對查核結果逐一確認。 

6.查核團隊與受查機構意見交流： 

(1)由查核團隊說明查核結果及與受查機構進行意見交流與確認，

說明內容應與查核表內容一致。 

(2)於意見交流過程中，查核委員應秉持「專業」、「客觀」、「理性」

原則並引導討論，確保討論交流過程之「平和」與「效率」。 

(3)受查機構可針對查核結果有意見之部分，提出補正資料；經查

核團隊成員討論後，當場進行決議。 

(4)若受查機構對查核結果未能與查核成員達成共識，則請列舉

於查核表之「受查機構回饋意見」欄位。 

7.簽署查核表：查核表分別由查核委員、地方主管機關及受查核機

構代表簽名後，第一聯交由受查機構留存，第二、三聯由地方主

管機關帶回，若機構有拒簽署情事，則由地方主管機關於查核表

註明後一併帶回第一聯。 

8.若受查機構於查核期間發生干擾查核進行之情況，經地方主管機

關人員提醒未改善，應由查核團隊討論是否中止查核，若決定中

止，成績以中止查核時已完成之查核項目計算，並呈報及通知相

關單位。「干擾查核進行」之定義如下： 

(1)查核委員在查核過程中遭受恐嚇、威脅。 

(2)查核委員在查核過程中，機構人員對查核有意見並產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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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核表書寫原則 

1.「評分等級」勾選：以 A-E 五等級評分，請查核委員依據查核基

準，就受查機構實際狀況，勾選適當等級。 

2.「應改善事項及建議」書寫： 

(1)評分等級勾選為「D」、「E」之項目，請查核委員務必說明應改

善事項並提供改善意見，以利受查機構參照改善。 

(2)評分等級為「B」、「C」之項目，則由查核委員視需要提供建議，

以利受查機構提升品質。 

3.「其他建議」書寫：由查核委員視需要提供其他建議事項，無須

重複書寫已於「應改善事項及建議」欄提供之內容。 

4.「受查機構回饋意見」書寫：由受查機構簡要描述對實地查核過

程、查核結果之意見。 

5.查核團隊成員須於「查核委員簽名」及「地方主管機關簽名」欄

位簽名，受查機構須於「受查機構代表簽名」欄位簽名。 

6.書寫注意事項： 

(1)書寫之結果若有任何刪除或修改，請於修改處簽名或蓋章。 

(2)請使用完整之字句描述，且避免使用疑問句。 

(3)書寫請儘量清晰工整。 

(4)常見用詞標準化：如「服務對象」、「感染管制」。 

六、查核結果處理 

(一)請各地方主管機關依疾管署提供之「查核結果登打檔」【置於疾

管署網頁(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感染

管制及生物安全/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

業/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登打及列印轄區內

受查機構查核結果。查核成績計算(登打檔可自動計算)方式如下： 

1.達 C 以上比率=[評分等級為「C」、「B」、「A」之項目數/實際查

核項目]*100% 

2.達 B 以上比率=[評分等級為「B」、「A」之項目數/實際查核項

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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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達 A以上比率=[評分等級為「A」之項目數/實際查核項目]*100% 

(二)各地方主管機關最遲應於實地查核作業完 2 週內將「查核結果」

(附件 9)和「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情形一覽表」(附件 10，填

寫「step1 各地方主管機關提供」欄位)函知受查機構(函文範例

如附件 11)，「應改善事項」請受查機構限期改善；「建議」請受

查機構參酌辦理。 

(三)受查機構若於查核表之「受查機構回饋意見」欄位填寫未能與查

核成員達成共識之查核結果事項，地方主管機關應提供書面答復，

必要時可請查核委員提供意見，惟查核成績不予修改。 

(四)受查機構若發現地方主管機關函知的「查核結果」和「應改善事

項及建議執行情形一覽表」內容與實地查核當日取得之查核表內

容不同或有疑義時，應於地方主管機關訂定之限期內申復；地方

主管機關於重新進行內容核對和確認後，應函知受查機構申復結

果。除成績計算或繕打有誤外，查核成績不予修改。 

(五)各地方主管機關應於開始查核後的每月 15 日將已完成之「查核

結果登打檔」與「查核表第三聯」一併提交轄屬疾管署區管制中

心，最遲應於 12 月 15 日前全數完成。疾管署區管制中心應確認

轄區各地方主管機關提報資料之完整性及正確性，並於 12 月 31

日前將轄區「查核結果登打檔」提交感管組。 

七、後續追蹤輔導及複查 

(一)請各地方主管機關自行訂定轄區受查機構改善情形回復截止日

期，並進行後續追蹤輔導。 

(二)請各受查機構於截止日期前，填寫「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情形

一覽表」之「step2 機構填寫」欄位，並提交紙本及電子檔予轄

屬地方主管機關。 

(二)受查機構查核成績「達 C 以上比率」未達 60%者，須由地方主管

機關加強追蹤輔導及複查，必要時可聘請查核委員協助進行，複

查應於 12 月 20 日前完成。 

(三)前項追蹤輔導結果，請地方主管機關填寫於「應改善事項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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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情形一覽表」之「step3 各地方主管機關填寫」欄位，並登

打 「 複 查 結 果 登 打 檔 」， 該 檔 案 置 於 疾 管 署 網 頁

【(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感染管制及

生物安全/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請自行下載。 

(四)各地方主管機關應於 107 年 1 月 10 日前將「應改善事項及建議

執行情形一覽表」電子檔及「複查結果登打檔」提交轄屬疾管署

區管制中心備查，疾管署區管制中心應確認轄區各地方主管機關

資料提報之完整性及正確性，並於 107 年 1 月 20 日前將前述資

料提交感管組。  

八、疾管署及各區管制中心諮詢窗口 

諮詢單位 姓名 聯繫電話 

疾管署感管組 沈昱均/詹宜娟 02-23959825 分機 3865 

台北區管制中心 劉美玲 02-85905000 分機 5015 

北區管制中心 李和欣 03-3982789 分機 124 

中區管制中心 彭若瑄 04-24739940 分機 215 

南區管制中心 邱文賢 06-2696211 分機 206 

高屏區管制中心 黃靖惠 07-5570025 分機 621 

東區管制中心 余幸璇 03-8223106 分機 210 

  



10 
 

柒、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時程表 

 

 
3 月 20 日前 

地方主管機關製作「106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

管制查核名單確認表」提交疾管署區管制中心 

3 月 31 日前 

疾管署區管制中心確認名單後，提交感管組 

地方主管機關訂定日期前 

受查機構填寫完整自評表及電子檔並繳交地方

主管機關 

4 月 20 日前 

地方主管機關對受查機構自評表進行稽核，並

提交掃描檔予疾管署區管制中心備查 

107 年 1月 20 日前 

疾管署區管制中心確認地方主管機關提報之資

料，並提交「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情形一覽

表」電子檔及「複查結果登打檔」予感管組 

107 年 1月 10 日前 

地方主管機關提交「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情

形一覽表」電子檔及「複查結果登打檔」予疾

管署區管制中心備查 

12 月 31 日前 

疾管署區管制中心確認地方主管機關提報之資

料，並提交「查核結果登打檔」予感管組 

12 月 15 日前 

地方主管機關完成全部「查核結果登打檔」與

「查核表第三聯」之提交 

12 月 20 日前 

地方主管機關完成全部複查作業 

地方主管機關訂定日期前 

1.受查機構填復「應改善事項

及建議執行情形一覽表」 

2.對查核結果有疑義之受查機

構進行查核結果申復 

實地查核完成 2 週內 

地方主管機關將「查核結

果」、「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

情形一覽表」函知受查機構 

查核日期前 1 週 

地方主管機關寄送「實地查核

行程表」、「受查機構自評表」

及相關參考資料予查核委員 

查核日期前 2 週 

地方主管機關函知受查機構 

實地查核作業開始前 1 週 

地方主管機關以電郵送「感染

管制查核行程總表」予疾管署

區管制中心備查，疾管署區管

制中心以電郵送感管組 

每月 15 日 

地方主管機關提交已完成之

「查核結果登打檔」與「查核

表第三聯」予疾管署區管制中

心 

5 月至 11 月 

地方主管機關辦理查核作業之排程、通知及

進行實地查核 

實地查核作業進行 

實地查核作業排程 

地方主管機關與查核委員聯

繫，確認排程後函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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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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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 

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基準 
105 年 6 月訂定 

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1.感染管制品質改善 

1.1 前次評

鑑有關

感染管

制項目

建議事

項改善

情形 

1. 針對前次評鑑有關感染

管制項目之應改進事項

擬訂具體改進措施。 
2. 確實執行，並有成效或說

明無法達成改善目標之

原因。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 與主任(院長)現場會談。 
2. 檢閱改善情形之相關文件。 
3. 檢視各相關建議是否依建議改善。 

4. 請主任(院長)或指定主管說明改進

內容及成效。 

N/A.不適用。 
E.完全不符合第 1 項 

D.第 1 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 1 項 
B.符合第 1 項，且第 2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1. 無法改善事項不能影響服務對象

之照護。 

2. 尚未接受評鑑之機構，本項不適

用。 
3. 前次評鑑未有應改進事項之機構，

本項評「A」。 
 

2.人員管理 

2.1 工作人

員定期

接受健

康檢查

情形 

1. 新進工作人員健康檢查

傳染病項目包含：胸部 X
光及糞便檢查(阿米巴痢

疾、桿菌性痢疾、寄生蟲) 
且有紀錄，及 B 型肝炎抗

原抗體報告。 

2. 在職工作人員每年接受

一次胸部X光檢查且有紀

錄。 

文件檢閱 
1. 檢閱健康檢查報告書及相關處理紀

錄。 

2. 工作人員包括自行聘用、兼職、外包

以及報備支援之人力。 
3. 新進工作人員應於到職日前繳交健

康檢查報告。 
4. 外勞檢查時間點依勞工主管機關規

定辦理。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1. 資料應依照個資法保密。 
2. 新進工作人員健康檢查以到職日

前 3 個月內之報告為主。 

3. 在職人員在同一負責人的機構轉

換執業地點，視為新進工作人員。 
4. 供膳人員指在廚房準備或協助準

備膳食之人員。 
5. A 型肝炎若為首次檢驗，建議檢驗

IgM 及 IgG 兩種項目。IgM 抗體為

A 型肝炎急性期之診斷依據，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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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3. 廚工及供膳人員除上述

檢查項目外，每年另須增

加 A 型肝炎、傷寒(糞便

檢查)及寄生蟲，且有紀

錄。 

4. 了解健康檢查報告並對

於檢查異常值之項目，有

追蹤輔導措施。 

IgM抗體陽性表示目前為急性A型

肝炎感染，應依規定通報，暫時停

止接觸食物至完成治療。若 IgG 抗

體陽性，則表示曾經感染 A 型肝炎

或曾經打過 A 型肝炎疫苗，具有免

疫保護力。若兩者皆陰性，建議施

打 2 劑 A 肝疫苗。依疾管署肝炎

防治委員會決議，提供抗體陽性或

疫苗接種證明，以後可免再檢驗該

項目。 
6. 建議實習期達 3 個月以上之實習

人員做健康檢查。 
7. 健康檢查應於可核發合法檢驗報

告的機構辦理。 

8. 外包及報備支援人員可請所屬單

位提供健康檢查資料。 
9. 健康檢查異常值之追蹤輔導措施

應確實執行。 

2.2 服務對

象健康

檢查及

健康管

理情形 

1. 服務對象入住前應提供

體檢文件，傳染病檢查項

目包括胸部Ⅹ光及糞便

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

文件檢閱 
入住時應有最近 3 個月內 X 光檢驗報

告；阿米巴痢疾及桿菌性痢疾須在入住

前 1 星期內檢查，或安排區隔 1 週，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2 項，且

第 3 項部分符合 

1. 服務對象入住前體檢項目若有任

一項未完成，則評分評為「E」。 

2. 服務對象若由其他類似機構轉入，

亦須有合於效期內的入住前體檢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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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痢疾及寄生蟲感染須檢

驗陰性)，並有完整紀錄。 

2. 服務對象每年接受 1 次胸

部Ⅹ光檢查，並有完整紀

錄。 

3. 針對個別檢查結果進行

追蹤處理與個案管理。 

觀察有無腸道傳染病疑似症狀，經檢驗

確認無虞後，才入住一般住房。 
A.完全符合 

2.3 服務對

象及工

作人員

接受疫

苗注射

情形 

1. 依規定繕造、提報流感疫

苗等預防接種名冊，

並配合政策施打疫苗。 
未施打疫苗者之原因，留

有紀錄。 
2. 具有鼓勵服務對象與工

作人員接種疫苗之策

略。 

文件檢閱 

1. 檢閱預防性疫苗接種紀錄(接種清冊

應載明全機構人員施打情形)。 
2. 檢閱教育訓練資料或文宣品等。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且施

打率達 70% 

B.符合第 1, 2 項且施

打率達 80% 
A.符合第 1, 2 項且施

打率達 90% 

1. 未施打疫苗的原因，包括經醫師

評估不適合接種者(如對蛋白質或

疫苗其他成份過敏等)。 
2. 機構需有宣導活動且有實際與具

體之鼓勵策略，如教育訓練、提

供宣傳文宣等。 
3. 施打率計算對象為(a)服務對象、

(b)直接照顧服務對象之工作人員

及(c)醫事人員。 
4. 施打率公式=(a+b+c)之實際接種

人數/[(a+b+c)之總人數-不適合接

種人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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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2.4 新進工

作人員

職前訓

練情形 

1. 新進工作人員至少接受 4
小時感染管制職前訓

練。 
2. 新進工作人員之職前訓

練，應於到職後 1 個月

內完成。 
3. 對於訓練有效益評量，

包含測驗或心得報告。 

文件檢閱 
檢閱辦理新進工作人員職前訓練之項

目、內容及紀錄。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 2 項，且

第 3 項部份符合 

A.完全符合 

1. 工作人員接受感染管制教育訓

練可包含機構內及機構外訓

練，課程應與感染管制相關。  
2. 建議新進人員優先學習課程

如： (1)長期照護機構手部衛

生及隔離措施； (2)群聚感染

之偵測與處理； (3)疥瘡之預

防與感染管制措施； (4)呼吸

道感染 (含 TB、流感 )、不明

原因發燒之預防與感染管制措

施； (5)泌尿道與腸胃道 (含諾

羅病毒、阿米巴痢疾、桿菌性

痢疾 )感染之預防與感染管制

措施。  

3. 政府部門及衛生單位數位學習

網 (如行政院公務人力發展中

心「e 等公務園」等 )錄製之感

染管制相關課程亦可列計，但

須提出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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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2.5 在職教

育訓練

計畫訂

定及辦

理情形 

1. 訂定員工感染管制在

職教育訓練計畫，依服

務對象及工作人員需求

安排相關課程。 
2. 每位工作人員每年至少

接受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4 小時；專責人員每年至

少接受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8 小時。 
3. 機構內辦理教育訓練

應有評值。  

4. 訂有工作人員參與機

構外各類教育訓練辦

法。  

5. 參與各類機構外教育

訓練之人員應有心得

報告。  

文件檢閱 
1. 檢閱辦理在職教育之項目、內容及

紀錄。 
2. 對員工受訓資料之檢視以查核

當日仍在職之員工為準。  

3. 護理人員雖已受 6 年 120 小時

之教育訓練，惟每年仍應有至

少 4 小時之感染管制在職訓

練。  

E.未完全符合第 1, 2
項 

D.符合第 1, 2 項 
C.符合第 1, 2 項及第

3-5 項之其中 1 項 

B.符合第 1, 2 項及第

3-5 項之其中 2 項 

A.完全符合 

1. 工作人員接受感染管制教育訓

練可包含機構內及機構外訓

練，課程宜針對機構感染管制

需求或機構常見之傳染病

(如：結核病、流感 )進行學

習。  
2. 政府部門及衛生單位數位學習

網 (如行政院公務人力發展中

心「e 等公務園」等 )錄製之

感染管制相關課程亦可列計，

但須提出證明文件。  

3. 機構內辦理教育訓練之評值，

應有測驗。  

3.環境管理 

3.1 機構環

境清潔

及病媒

防治措

施情形 

1. 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

且無異味，並有紀錄。 

2. 每 3 個月機構內外環境

消毒 1 次並有紀錄。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1. 檢閱清掃、消毒、害蟲防治、檢討

改進等相關紀錄。若工作外包，請

提供合約。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2,3 項（無

委外之機構評為 A） 

1. 查看機構住房及公共空間是否通

風良好，無異味。 

2. 紀錄明列環境清消日期、區域、

消毒藥品名稱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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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3. 有具體杜絕蚊蟲害之防

治措施及設施，如紗窗、 

紗門等。 
4. 委外清潔公司作蚊蟲害

防治，應有佐證文件。 

2. 實地察看內外環境及設施。 
3. 環境消毒作業可自行進行，亦可委

外進行，惟均需有消毒紀錄資料可

查證。 

A.完全符合 3. 內部環境清潔、消毒之區域包括

整個機構住房、活動區、用餐區

等。 
4. 應使用標示「環境用藥」字樣之

環境衛生用殺蟲劑、殺鼠劑。 

5. 應清除病媒蚊孳生源 

4.防疫機制建置 

4.1 防疫機

制建置

情形 

1. 機構應指派符合資格之感

染管制專責人員，負責推

動機構內感染管制相關工

作。 

2. 服務對象體溫每日至少測

量 1 次，工作人員體溫每

週至少測量 1 次，且有完

整紀錄。 
3. 呼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

病、不明原因發燒及群聚

感染事件應訂有作業流程

及通報辦法且依規定按時

通報(即依「人口密集機

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

項」規定按時上網登

載)。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現場抽測 
實地察看 

1. 專責人員資格如下： 
(1) 專科以上學校醫學、護理、公共衛

生、復健及其他相關系、所、學位

畢業，並具一年以上感染管制工作

經驗或曾接受至少二十小時感染

管制課程。 

(2)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接受至少二

十小時感染管制課程，並具一年以

上感染管制工作經驗。 

(3)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曾接受至

少三十小時感染管制課程，並具二

年以上感染管制工作經驗。 

E.未完全符合第 1-6

項 
D.符合第 1-6 項 
C.符合第 1-6 項及第

7-9 項其中 1 項 
B.符合第 1-6 項及第

7-9 項其中 2 項 

A.完全符合 

1. 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應

包含咳嗽監測。 
2. 參與「105 年長照機構手部衛生活

動專案」之機構，本項第 4 點視為

符合。 
3. 口罩指：一般醫用面(口)罩、外科

手術面(口)罩或外科手術 D2 防塵

面(口)罩。 
4. 防疫物資儲備量估算，範例可至疾

管署網站參考。 

5. 感染性垃圾桶不能使用搖擺式上

蓋。 
6. 感染管制措施指引相關資訊可至

疾管署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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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4. 配置洗手設施及實施手部

衛生作業。 

5. 實施訪客管理，並有紀

錄。 
6. 管理防疫物資，並有紀

錄。 
7. 管理器材及醫療用品。 
8. 訂有服務對象疑似感染傳

染病之轉介送醫流程，並

有紀錄。 
9. 制定感染管制計畫確實執

行並定期更新。 

2. 檢閱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體溫紀錄

表，是否依規定量測體溫及有否異

常。 
3. 檢閱通報作業流程，訪談工作人員

是否熟悉通報流程，以口述或實際

操作電腦。 
4. 洗手設施及手部衛生： 
(1) 每間房室有洗手設施，包含(乾)洗

手液且在效期內，並實地察看其設

施。 
(2) 公共區域(如：餐廳、廁所等)張貼衛

生宣導品或警語，並設置洗手設

施。 
(3) (乾)洗手液若分裝使用，原則上效

期以 1 個月為限。 
(4) 抽測工作人員是否正確執行洗手

步驟。 

(5) 檢核人員於洗手五時機：接觸服務

對象前、執行清潔或無菌操作技術

前、暴露體液及血液風險後、接觸

服務對象後及接觸服務對象周遭

環境後之洗手時機正確性。 
5. 訪客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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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1) 能依據不同疫情(機構內發生疫情

或配合政府發布疫情警示等)訂定

規範，如探訪時間、體溫監測、詢

問 TOCC (旅遊史、職業史、接觸

史、群聚史) 及注意事項等。 

(2) 填寫訪客紀錄單，建議登記探訪日

期、訪客姓名、連絡電話、被探訪

者(服務對象)之姓名、房號或床號、

雙方關係、訪客有無傳染病症狀及

症狀描述等，並保存完整。 
(3) 提供手部衛生設備，訪客探訪前後

均應洗手，必要時戴口罩。 
6. 防疫物資管理： 
(1) 防護裝備物資(如：口罩、手套等)應

定期檢視有效期限並有紀錄，且儲

放於通風場所。 
(2) 物資有適當儲備量(即至少為該機

構有疑似感染傳染病或發生疫情

時，足夠轉送服務對象或工作人員

至醫院之使用量，由機構依實際管

理作業自行評估一星期需求量) ，
並應製作庫存量報表。 

7. 器材及醫療用品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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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1) 換藥車上應備有蓋之感染性垃圾

桶並定期清理。 

(2) 對於沾有血液、引流液，體液之環

境及儀器，應以 500ppm 之漂白水

擦拭，並能正確調配稀釋濃度。 

(3) 物品(如無菌敷料、器械等)應經消

毒，藥品應在效期內。 
8. 服務對象疑似感染傳染病之轉介送

醫流程： 
(1) 應訂有安全防護、病人隔離、動線

清消等標準作業流程。 

(2) 送醫過程應有完整紀錄，包含症狀

描述、防護措施、收治醫院名稱及

護送人等。 

(3) 轉送疑似感染傳染病者就醫或進

行相關照護時，應視需要配帶口

罩、手套及隔離衣，做好個人防護。 

9. 感染管制計畫： 
(1) 各機構應依機構特性制定計畫內

容。 

(2) 定期更新的期限由機構自訂，至少

每年檢視或更新 1 次(須紀錄日

期)，但若遇有緊急疫情，如新型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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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感等，則需及時檢視防疫機制是否

足以因應，並做必要的更新。 

4.2 隔離空

間設置

及使用

情形 

1. 設有隔離空間且在立案

面積內，並具獨立空

調、衛浴設備及緊急呼

叫設備。 
2. 隔離空間、位置符合感染

管制相關規定。 

3. 明確規範隔離空間使用

對象，並有使用記錄。 
4. 訂有各類傳染病(應包含

呼吸道、腸胃道、皮膚

性感染等)之隔離措施標

準作業流程及服務對象

轉換之消毒流程等，並

依個案需求提供合宜的

隔離照護技術。 

文件檢閱 

實地察看 
1. 察看是否設置隔離空間；隔離空間

區域應具有良好動線管制；其輸送

之動線路徑須符合感染管制原則。 
2. 隔離床含在申請的床數中。 

3. 檢閱隔離空間使用規定，適用對象

應為新入住或疑似感染個案。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2 項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隔離空間應以單人床為主，若礙於空

間限制，可將疑似相同感染症狀之服

務對象集中照護，但須採取符合感染

管制原則的隔離措施及動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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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項目 
查核 
基準 

基準說明 評核方式/操作說明 評分標準 評量共識 

4.3 侵入性

照護之

執行情

形 

1. 訂有抽痰、換藥、換管路

等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標

準作業流程，並由護理人

員執行。 
2. 護理人員依標準作業流

程執行且技術正確。 
3. 定期稽核侵入性照護技

術之正確性 

4. 依稽核結果，有檢討及改

善措施。 

文件檢閱 
現場抽測 

現場訪談 
1. 檢閱相關技術之標準流程及稽核制

度。 

2. 抽測護理人員正確執行抽痰、換

藥、換管路等侵入性照護(其中一樣

即可)。 

3. 訪談服務對象該機構之侵入性照護

由誰執行。 

N/A.不適用 
E.未完全符合第 1, 2

項 
D.符合第 1,2 項 
C.符合第 1,2,3 項 

B.符合第 1,2,3 項，且

第 4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機構確實無執行侵入性照護技術，則

本項不適用。 

4.4 服務對

象感染

預防、處

理及監

測情形 

1. 訂有服務對象感染預防

評估措施、處理辦法及流

程並確實執行。 
2. 如有發生感染案件應逐

案及定期 (至少每半年)
進行分析、檢討並有改

善方案。 

3. 針對服務對象感染有監

測紀錄，且紀錄完整。 

文件檢閱 

現場訪談 
1. 檢視資料。 
2. 請教工作人員，如何執行。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 2 項，且

第 3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機構確實無發生感染案件，則本項第

2 點視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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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名單確認表 

106年            縣(市)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名單確認表(範例) 
 

序號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機構

性質 

立案

類別 

106年 

受查狀態 
原因 

1 〇〇老人之家 台北市〇〇區〇〇路 XX 號 A 1 1  

2 〇〇長期照顧中心 台北市〇〇區〇〇路 XX 號 B 2 1  

3 〇〇養護中心 台北市〇〇區〇〇路 XX號  E 2 3 105/11/3停業 

4 〇〇安養中心 台北市〇〇區〇〇路 XX號  E 4 2  

5 〇〇老人之家 台北市〇〇區〇〇路 XX 號 D 4 1  

6 〇〇長期照顧中心 台北市〇〇區〇〇路 XX 號 E 1 1  

7 〇〇養護中心 台北市〇〇區〇〇路 XX號  E 2 2  

8 〇〇安養中心 台北市〇〇區〇〇路 XX號  E 4 1  

       

       

       

(以上內容為填寫範例，表格如有需要請自行增加) 

轄區內確認需查核老人福利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構)計：      家 

填表人員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填表日期： 

填表說明： 

1. 地方主管機關依據機構立案資料，填寫各機構是否需進行查核、無需查核原因，並核章。 

2. 機構性質：A-公立、B-公設民營、C-財團法人、D-財團法人附設、E-私立小型。 

3. 立案類別：1-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2-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3-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

4-安養機構。 

4. 106年受查狀態：1-需進行查核、2-參與 106年評鑑無需查核、3-其他無需查核(請填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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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06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自評表 

106年老人福利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構)感染管制自評表 

填表說明 

一、 受查機構請完整填寫自評表內容，並請機構負責人及聯絡人於「請簽名」處簽名或蓋章。 

二、 查核資料以 105 年 7 月至 106 年 3 月間之狀況為填報基礎。 

三、 請參考基準說明於「自評等級」欄位勾選符合的等級（A、B、C、D、E 或 N/A），並針對該項之執行現況進行

簡單敘述；部分欄位需填入相關數據資料（如：人數、日期等）。 

四、 請於繳交日期截止前，提交自評表予地方主管機關進行確認。 

五、 機構備查文件備齊後，應於實地查核當日提出，供查核團隊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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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老人福利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構)感染管制自評表 

壹、 基本資料 

機 構 名 稱：（____________縣/市）                          

機構負責人：                    （請簽名）   職稱：           

聯   絡  人：                    （請簽名）  職稱：           

聯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電子郵件信箱： 

機構性質：□公立 □公設民營 □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附設 □私立小型 

立案類別：□長期照顧機構 (□長期照護型  □養護型  □失智照顧型)  □安養機構 

許可床數：長期照護型______床，養護型_____床(含插2管______床)，失智照顧型_______床，安養______床。 

目前收住服務對象人數：長期照護型______人，養護型______人(含插2管______人)，失智照顧型______人， 

安養______人，其他______人，總計__________人 

自評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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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查核內容 

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 
地方主管機關稽核 
(自評等級與執行狀況

簡述之完整性) 

1.1 前次評

鑑有關感染

管制項目建

議事項改善

情形 

1. 針對前次評鑑有關感

染管制項目之應改進

事項擬訂具體改進措

施。 

2. 確實執行，並有成效

或說明無法達成改善

目標之原因。 

 

□N/A.不適用 

□E.完全不符合第 1項 

□D.第 1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 1項 

□B.符合第 1項，且第 2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機構備查文件： 

 前次評鑑感染管制資料 

 改善事項相關文件 
 

1. 前次評鑑日期：_______ 

2. 前次評鑑結果：_______ 

3. 有關感染管制項目建議事項共

_____項。 

4. 已完成改善_____項；尚未完

成改善_____項；無法改善

_____項。 

5. 執行簡述： 

 

□填寫完整 

2.1 工作人

員定期接受

健康檢查情

形 

1. 新進工作人員健康檢

查傳染病項目包含：

胸部 X 光及糞便檢查

(阿米巴痢疾、桿菌性

痢疾、寄生蟲) 且有

紀錄，及 B 型肝炎抗

原抗體報告。 

2. 在職工作人員每年接

受一次胸部 X 光檢查

且有紀錄。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機構備查文件： 

 新進人員名單及體檢紀錄 

 在職人員名單及體檢紀錄 

 廚工及供膳人員體檢紀錄 

1. 新進人員_____人。 

2. 新進人員進行完整健檢且於到

職日前繳交報告者_____人。 

3. 在職人員(含廚工及供膳人

員)： 

自行聘用_____人 

兼職_____人 

外包_____人 

報備支援_____人 

共計_______人。 

□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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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 
地方主管機關稽核 
(自評等級與執行狀況

簡述之完整性) 

3. 廚工及供膳人員除上

述檢查項目外，每年

另須增加 A 型肝炎、

傷寒(糞便檢查)及寄

生蟲，且有紀錄。 

4. 了解健康檢查報告並

對於檢查異常值之項

目，有追蹤輔導措施。 

 追蹤輔導措施相關文件 
 

定期進行胸部 X 光檢查者

_____人 

4. 廚工及供膳人員定期進行完整

健檢者______人 

5. 健檢報告有異常值者______人 

6. 追蹤輔導情形簡述： 

 

 

7. 其他： 

 

 

2.2 服務對

象健康檢查

及健康管理

情形 

1. 服務對象入住前應提

供體檢文件，傳染病

檢查項目包括胸部Ⅹ

光及糞便檢查(阿米

巴痢疾、桿菌性痢疾

及寄生蟲感染須檢驗

陰性)，並有完整紀

錄。 

2. 服務對象每年接受 1

次胸部Ⅹ光檢查，並

有完整紀錄。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2 項 

□B.符合第 1,2 項，且第 3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機構備查文件： 

 新入住名單及健檢紀錄 

 收住服務對象定期健檢紀錄 
 

1. 查核資料期間新入住服務對象

_____人；入住前已提供完整

體檢報告者______人 

2. 入住前未驗阿米巴痢疾或桿菌

性痢疾者_____人；入住後安

排區隔補驗者______人 

3. 目前收住服務對象______人，

定期進行胸部 X 光檢查者

_______人 

4. 健檢報告有異常值者______人 

5. 追蹤處理情形簡述： 

 

 

□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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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 
地方主管機關稽核 
(自評等級與執行狀況

簡述之完整性) 

3. 針對個別檢查結果進

行追蹤處理與個案管

理。 

6. 其他： 

 

 

2.3 服務對

象及工作人

員接受疫苗

注射情形 

1. 依規定繕造、提報流

感疫苗等預防接種

名冊，並配合政策

施打疫苗。 

未施打疫苗者之原

因，留有紀錄。 

2. 具有鼓勵服務對象與

工作人員接種疫苗之

策略。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且施打

率達 70% 

□B.符合第 1, 2 項且施打

率達 80% 

□A.符合第 1, 2 項且施打

率達 90% 

 
機構備查文件： 

 全院流感疫苗接種名冊，

未施打者應註明原因 

 鼓勵措施相關文件 
 

1. 服務對象總人數_____人，已

接種流感疫苗者_____人，不

適合接種者_____人 

2. 機構所屬直接照顧服務對象之

工作人員總人數____人，已接

種流感疫苗者_____人，不適

合接種者_____人 

3. 機構所屬醫事人員總人數

______人，已接種流感疫苗者

_____人，不適合接種者_____

人 

4. 流感疫苗施打率______% 

5. 鼓勵策略簡述： 

 

 

6. 其他： 

 

 

□填寫完整 



29 
 

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 
地方主管機關稽核 
(自評等級與執行狀況

簡述之完整性) 

2.4 新進工

作人員職前

訓練情形 

1. 新進工作人員至少

接受 4 小時感染管

制職前訓練。 

2. 新進工作人員之職前

訓練，應於到職後 1

個月內完成。 

3. 對於訓練有效益評

量，包含測驗或心得

報告。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 2項，且第

3項部份符合 

□A.完全符合 

 
機構備查文件： 

 訓練相關紀錄 
 

1. 查核資料期間，新進人員

______人 

2. 至少接受 4 小時感染管制職前

訓練者______人 

3. 於到職後 1 個月內完成訓練者

_______人 

4. 職前訓練有效益評量者

_______人 

5. 其他： 

 

 

□填寫完整 

2.5 在職教

育訓練計畫

訂定及辦理

情形 

1. 訂定員工感染管制在

職教育訓練計畫，依

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

需求安排相關課程。 

2. 每位工作人員每年至

少接受感染管制教育

訓練 4 小時；專責人

員每年至少接受感染

管制教育訓練 8 小

時。 

3. 機構內辦理教育訓練

應有評值。 

□E.未完全符合第 1, 2 項 

□D.符合第 1, 2 項 

□C.符合第 1, 2 項及第 3-

5 項之其中 1 項 

□B.符合第 1, 2 項及第 3-

5 項之其中 2 項 

□A.完全符合 

 
機構備查文件： 

 在職教育訓練計畫 

 相關訓練記錄 
 

1. 工作人員______人 

2. 感染管制在職教育訓練： 

已完成每年 4 小時者_____

人； 

已完成 3 小時者______人； 

已完成 2 小時者______人； 

已完成 1 小時者______人； 

專責人員已完成______小時。 

3. 機構內辦理教育訓練共_____

場，有評值場次_____場 

4. 參與機構外教育訓練者共

______人，有心得報告者

______人 

□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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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 
地方主管機關稽核 
(自評等級與執行狀況

簡述之完整性) 

4. 訂有工作人員參與機

構外各類教育訓練辦

法。 

5. 參與各類機構外教育

訓練之人員應有心得

報告。 

5. 訓練計畫及辦法簡述： 

 

 

6. 其他： 

 

3.1 機構環

境清潔及病

媒防治措施

情形 

1. 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

境且無異味，並有紀

錄。 

2. 每 3 個月機構內外環

境消毒 1 次並有紀

錄。 

3. 有具體杜絕蚊蟲害之

防治措施及設施，如

紗窗、 紗門等。 

4. 委外清潔公司作蚊蟲

害防治，應有佐證文

件。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2,3 項(無委

外之機構評為 A) 

□A.完全符合 

 
機構備查文件： 

 環境清潔及消毒紀錄 

 工作委外佐證文件(選) 
 

1.  

消毒日期 消毒區域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2. 機構內蚊蟲防治措施及設施簡

述： 

 

 

3. 相關工作是否委外？  □是 

□否 

4. 執行簡述： 

 

 

□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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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 
地方主管機關稽核 
(自評等級與執行狀況

簡述之完整性) 

4.1 防疫機

制建置情形 

1. 機構應指派符合資格

之感染管制專責人

員，負責推動機構內

感染管制相關工作。 

2. 服務對象體溫每日至

少測量 1 次，工作人

員體溫每週至少測量

1 次，且有完整紀

錄。 

3. 呼吸道傳染病、腸道

傳染病、不明原因發

燒及群聚感染事件應

訂有作業流程及通報

辦法且依規定按時通

報(即依「人口密集

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

注意事項」規定按時

上網登載)。 

4. 配置洗手設施及實施

手部衛生作業。 

5. 實施訪客管理，並有

紀錄。 

□E.未完全符合第 1-6 項 

□D.符合第 1-6項 

□C.符合第 1-6項及第 7-9

項其中 1項 

□B.符合第 1-6項及第 7-9

項其中 2項 

□A.完全符合 

 
機構備查文件： 

 專責人員名單及工作項目 

 體溫監測記錄 

 作業流程及通報辦法 

 訪客記錄單、管理規範 

 防疫物資管理記錄 

 轉介送醫流程及記錄 

 感染管制計畫 
 

1. 機構之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符

合資格條件第_____款。 

2. 服務對象體溫監測頻率為

_____日_______次；工作人員

_____日_____次 

3. 依 規 定 上 網 通 報 時 間 為

____________________ 

4. 查核資料期間內曾通報：□上

呼吸道感染 □咳嗽持續三周 

□類流感  □每日腹瀉三次

(含)以上 □不明原因發燒 □

其他_______，共______人；□

無 

5. 機構內住房數量______，住房

洗手設備數量 ______(濕式

______ 乾式_______) 

6. 現行訪客紀錄單記載項目： 

□備有訪客管理規範 □日期 

□訪客姓名 □聯絡方式 □被

探訪者姓名 □房號或床號 □

雙方關係 □訪客有無傳染病

症狀  □症狀描述  □其他

_____________ 

□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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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 
地方主管機關稽核 
(自評等級與執行狀況

簡述之完整性) 

6. 管理防疫物資，並有

紀錄。 

7. 管理器材及醫療用

品。 

8. 訂有服務對象疑似感

染傳染病之轉介送醫

流程，並有紀錄。 

9. 制定感染管制計畫確

實執行並定期更新。  

7. 防疫物資 

品項 數量 到期日 

   

   

   

8. 查核資料期間內，因疑似傳染

病轉介送醫者共_______人 

9. 感染管制計畫最近更新或檢視

日期為_____________ 

10. 其他： 

 

 

4.2 隔離空

間設置及使

用情形 

1. 設有隔離空間且在立

案面積內，並具獨立

空調、衛浴設備及緊

急呼叫設備。 

2. 隔離空間、位置符合

感染管制相關規定。 

3. 明確規範隔離空間使

用對象，並有使用記

錄。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2 項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機構備查文件： 

 隔離空間使用相關規定及記錄 

 各類傳染病隔離措施 

 服務對象轉換消毒流程 
 

1. 機構內隔離床共_____床 

2. 入住隔離空間者共_____人(疑

似傳染病_____人，確診

______人，新入住服務對象

______人，其他______人) 

3. 其他： 

 

□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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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 
地方主管機關稽核 
(自評等級與執行狀況

簡述之完整性) 

4. 訂有各類傳染病(應

包含呼吸道、腸胃

道、皮膚性感染等)

之隔離措施標準作業

流程及服務對象轉換

之消毒流程等，並依

個案需求提供合宜的

隔離照護技術。 

4.3 侵入性

照護之執行

情形 

1. 訂有抽痰、換藥、換

管路等侵入性照護技

術之標準作業流程，

並由護理人員執行。 

2. 護理人員依標準作業

流程執行且技術正

確。 

3. 定期稽核侵入性照護

技術之正確性 

4. 依稽核結果，有檢討

及改善措施。 

□N/A.不適用 

□E.未完全符合第 1, 2 項 

□D.符合第 1,2 項 

□C.符合第 1,2,3項 

□B.符合第 1,2,3 項，且

第 4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機構備查文件： 

 標準作業流程 

 稽核表單或辦法 

 檢討改善措施 
 

1. 有鼻胃管護理服務需求者____

人 

2. 有尿管護理服務需求者____人 

3. 執行侵入性照護技術之護理人

員人數______人 

4. 侵入性照護技術稽核頻率為

____________________ 

5. 檢討改善情況簡述： 

 

 

6. 其他： 

 

 
111 

□填寫完整 

4.4 服務對

象感染預

1. 訂有服務對象感染預

防評估措施、處理辦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項 

1. 查核資料期間內，服務對象感

染案件數為_________件 

□填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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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基準 基準說明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 
地方主管機關稽核 
(自評等級與執行狀況

簡述之完整性) 

防、處理及

監測情形 

法及流程並確實執

行。 

2. 如有發生感染案件應

逐案及定期 (至少每

半年)進行分析、檢

討並有改善方案。 

3. 針對服務對象感染有

監測紀錄，且紀錄完

整。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 2 項，且第

3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機構備查文件： 

 評估措施、處理辦法及流程 

 服務對象監測記錄 

 檢討改善方案 
 

2. 檢討改善情況簡述： 

 

 

3. 其他： 

 

    地方主管機關 

稽核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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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06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行程總表 

106年           縣(市)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行程總表(範例) 

機構名稱 實地查核日期 查核委員 
地方主管機關 

聯絡人（分機） 

〇〇老人之家 106年○月○日 
吳○○ 

張○○ 
○○○（○○○） 

〇〇長期照顧中心 106年○月○日 張○○ ○○○（○○○） 

〇〇養護中心 106年○月○日 吳○○ ○○○（○○○） 

〇〇安養中心 106年○月○日 陳○○ ○○○（○○○） 

〇〇老人之家 106年○月○日 陳○○ ○○○（○○○） 

〇〇養護中心 106年○月○日 張○○ ○○○（○○○） 

    

    

    

(以上內容為填寫範例，表格如有需要請自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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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實地查核行程通知函-查核委員(範例) 

○○縣（市）政府   函（範例） 

地址：○○○ 

傳真：○○○ 

聯絡人及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郵遞區號） 

（地址）  

受文者：如正、副本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年○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地查核行程表 

 

 

主旨：檢送本府本(106)年度○月至○月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行程資

料○份，惠請委員依行程參與，請查照。 

說明：本府將於查核日期前一週與委員確認行程安排並寄送查核相關資

料，俾利查核作業進行。 

 

 

正本：106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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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實地查核行程通知函-受查機構(範例) 

○○縣（市）政府      函（範例） 

地址：○○○ 

傳真：○○○ 

聯絡人及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郵遞區號） 

（地址） 

受文者：如正本、副本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年○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地查核行程表 

 

 

主旨：本府訂於 106 年○月○日至貴機構進行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條以及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予場所執

行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辦理，本局將安排○位查核委員進行查

核，查核行程表如附件。 

二、為利查核作業進行，請貴機構參照本年度「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

查核基準」準備簡報介紹機構現況、感染管制執行重點及前次評鑑

相關改善事項，並備齊相關書面資料，以供檢閱。 

三、本次查核作業惠請貴機構院長(主任)率員受查並說明。 

 

 

正本：受查老人福利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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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06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實地查核行程表 

106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實地查核行程表(範例) 

日期 106/○/○ 

機構名稱 ○○老人之家 

機構地址 ○○市○○區○○路○○號 

行程 

09:00 抵達○○老人之家 

09:05 →召開會前會 

09:15 →人員介紹及機構簡報 

09:30 →查核開始 

10:30 →結果整理與討論 

10:50 →查核團隊與受查機構意見交流 

11:10 →簽署查核表 

11:20 查核結束 

聯繫 

○○縣(市)政府○○局(處) ○○○ 

電話：                (查核期間聯絡手機： 09xx-xxxxxx) 

傳真： 

資料清單 
1.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自評表 

2.○○年老人福利機構評鑑(聯合稽查、督考)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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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06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表 

106年_______________縣(市)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表 

機構名稱：                                                         查核日期：     年     月     日 
 

查核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等級 

應改善事項及建議 
(評分等級為 D、E 之項目務必明確說明應改善事項並提供

改善意見；評分等級為 B、C之項目請視需要提供建議) 

1.1 前次

評鑑有關

感染管制

項目建議

事項改善

情形 

1. 針對前次評鑑有關感染管制項目之應改進事

項擬訂具體改進措施。 
2. 確實執行，並有成效或說明無法達成改善目

標之原因。 

□N/A.不適用 

□E.完全不符合第 1項 

□D.第 1項部分符合 

□C.符合第 1項 

□B.符合第 1項，且第 2項

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2.1 工作

人員定期

接受健康

檢查情形 

1. 新進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傳染病項目包含：胸

部 X光及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

寄生蟲) 且有紀錄，及 B 型肝炎抗原抗體報

告。 

2. 在職工作人員每年接受一次胸部 X 光檢查且

有紀錄。 
3. 廚工及供膳人員除上述檢查項目外，每年另

須增加 A 型肝炎、傷寒(糞便檢查)及寄生蟲，

且有紀錄。 
4. 了解健康檢查報告並對於檢查異常值之項

目，有追蹤輔導措施。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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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等級 

應改善事項及建議 
(評分等級為 D、E 之項目務必明確說明應改善事項並提供

改善意見；評分等級為 B、C之項目請視需要提供建議) 

2.2 服務

對象健康

檢查及健

康管理情

形 

1. 服務對象入住前應提供體檢文件，傳染病檢

查項目包括胸部Ⅹ光及糞便檢查(阿米巴痢

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感染須檢驗陰性)，
並有完整紀錄。 

2. 服務對象每年接受 1 次胸部Ⅹ光檢查，並有

完整紀錄。 
3. 針對個別檢查結果進行追蹤處理與個案管

理。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2 項 

□B.符合第 1,2 項，且第 3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2.3 服務

對象及工

作人員接

受疫苗注

射情形 

1. 依規定繕造、提報流感疫苗等預防接種名冊，

並配合政策施打疫苗。 
未施打疫苗者之原因，留有紀錄。 

2. 具有鼓勵服務對象與工作人員接種疫苗之策

略。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且施打

率達 70% 

□B.符合第 1, 2 項且施打

率達 80% 

□A.符合第 1, 2 項且施打

率達 90% 

 

2.4 新進

工作人員

職前及在

職教育訓

練計畫及

辦理情形 

1. 新進工作人員至少接受 4 小時感染管制職前

訓練。 

2. 新進工作人員之職前訓練，應於到職後 1 個

月內完成。 
3. 對於訓練有效益評量，包含測驗或心得報告。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 2項，且第 3

項部份符合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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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等級 

應改善事項及建議 
(評分等級為 D、E 之項目務必明確說明應改善事項並提供

改善意見；評分等級為 B、C之項目請視需要提供建議) 

2.5 在職

教育訓練

計畫訂定

及辦理情

形 

1. 訂定員工感染管制在職教育訓練計畫，

依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需求安排相關課程。 
2. 每位工作人員每年至少接受感染管制教

育訓練 4 小時；專責人員每年至少接受感染管

制教育訓練 8 小時。 
3. 機構內辦理教育訓練應有評值。  
4. 訂有工作人員參與機構外各類教育訓練

辦法。  
5. 參與各類機構外教育訓練之人員應有心

得報告。  

□E.未完全符合第 1, 2 項 

□D.符合第 1, 2 項 

□C.符合第 1, 2項及第 3-5

項之其中 1項 

□B.符合第 1, 2項及第 3-5

項之其中 2項 

□A.完全符合 

 

3.1 機構

環境清潔

及病媒防

治措施情

形 

1. 每日清掃機構內外環境且無異味，並有紀錄。 
2. 每 3 個月機構內外環境消毒 1 次並有紀錄。 

3. 有具體杜絕蚊蟲害之防治措施及設施，如紗

窗、紗門等。 
4. 委外清潔公司作蚊蟲害防治，應有佐證文件。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2,3 項(無委

外之機構評為 A)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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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等級 

應改善事項及建議 
(評分等級為 D、E 之項目務必明確說明應改善事項並提供

改善意見；評分等級為 B、C之項目請視需要提供建議) 

4.1 防疫

機制建置

情形 

1. 機構應指派符合資格之感染管制專責人員，

負責推動機構內感染管制相關工作。 
2. 服務對象體溫每日至少測量 1 次，工作人員體

溫每週至少測量 1 次，且有完整紀錄。 

3. 呼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不明原因發燒及

群聚感染事件應訂有作業流程及通報辦法且

依規定按時通報(即依「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

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按時上網登載)。 
4. 配置洗手設施及實施手部衛生作業。 
5. 實施訪客管理，並有紀錄。 

6. 管理防疫物資，並有紀錄。 
7. 管理器材及醫療用品。 
8. 訂有服務對象疑似感染傳染病之轉介送醫流

程，並有紀錄。 
9. 制定感染管制計畫確實執行並定期更新。 

□E.未完全符合第 1-6 項 

□D.符合第 1-6項 

□C.符合第 1-6 項及第 7-9

項其中 1 項 

□B.符合第 1-6 項及第 7-9

項其中 2 項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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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 基準說明 評分等級 

應改善事項及建議 
(評分等級為 D、E 之項目務必明確說明應改善事項並提供

改善意見；評分等級為 B、C之項目請視需要提供建議) 

4.2 隔離

空間設置

及使用情

形 

1. 設有隔離空間且在立案面積內，並具獨立空

調、衛浴設備及緊急呼叫設備。 

2. 隔離空間、位置符合感染管制相關規定。 
3. 明確規範隔離空間使用對象，並有使用記錄。 
4. 訂有各類傳染病(應包含呼吸道、腸胃道、皮

膚性感染等)之隔離措施標準作業流程及服務

對象轉換之消毒流程等，並依個案需求提供

合宜的隔離照護技術。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 項 

□C.符合第 1,2 項 

□B.符合第 1,2,3 項  

□A.完全符合 

 

4.3 侵入

性照護之

執行情形 

1. 訂有抽痰、換藥、換管路等侵入性照護技術之

標準作業流程，並由護理人員執行。 
2. 護理人員依標準作業流程執行且技術正確。 

3. 定期稽核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正確性 
4. 依稽核結果，有檢討及改善措施。 

□N/A.不適用 

□E.未完全符合第 1, 2 項 

□D.符合第 1,2 項 

□C.符合第 1,2,3項 

□B.符合第 1,2,3 項，且第

4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4.4 服務

對象感染

預防、處

理及監測

情形 

1. 訂有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評估措施、處理辦法及

流程並確實執行。 
2. 如有發生感染案件應逐案及定期 (至少每半

年)進行分析、檢討並有改善方案。 

3. 針對服務對象感染有監測紀錄，且紀錄完整。 

□E.未完全符合第 1 項 

□D.符合第 1項 

□C.符合第 1, 2 項 

□B.符合第 1, 2 項，且第 3

項部分符合 

□A.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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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對受查機構執行感管業務之其他建議事項，

前述應改善事項與建議不必再列)： 

□無 

□建議簡述如下: 

受查機構回饋意見(請受查機構簡要描述對實地查核過

程、查核結果之意見): 

□無意見  

□意見簡述如下: 

 

查核委員簽名: 地方主管機關簽名: 受查機構代表簽名: 

註:本查核表一式 3聯，第 1聯:受查機構留存；第 2聯：地方主管機關留存：第 3聯：疾病管制署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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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06年老人福利機構機構感染管制查核結果 

106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結果 

查核日期：             

縣(市) 機構名稱 
達成比率(％) 

C 以上 B 以上 A 以上 

  ％ ％ ％ 

 查核項目 評分等級 應改善事項及建議 

1. 感染管制品質改善 

1.1 前次評鑑有關感染管制項

目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2.人員管理 

2.1 工作人員定期接受健康檢

查情形   

2.2 服務對象健康檢查及健康

管理情形   

2.3 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接受

疫苗注射情形   

2.4 新進工作人員職前訓練情

形   

2.5 在職教育訓練計畫訂定及

辦理情形   

3.環境管理 

3.1 機構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

措施情形 

 

 

4.防疫機制建置 

4.1 防疫機制建置情形 

  

4.2 隔離空間設置及使用情形 
  

4.3 侵入性照護之執行情形 
  

4.4 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處理及

監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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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達「C」以上之查核項目比率達 60%為合格標準。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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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情形一覽表 

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情形一覽表 

          縣(市)別:                               機構名稱:                                        

一、應改善事項（評分等級為勾選「D」、「E」項目之意見） 

  

Step1-地方主管機關提供 Step2-機構填寫 Step3-地方主管機關填寫 

項目 改善意見 

執行狀況 

目前執行情形（或尚未執行理由） 

成果查核 

意見 已
完
成 

執
行
中 

未
執
行 

已
完
成 

執
行
中 

未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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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評分等級為勾選「B」、「C」項目之意見，或「其他建議」） 

填表說明：1.機構應填寫紅色框內欄位，餘由地方主管機關提供與填寫。 

          2.同一查核項目內之不同應改善事項或建議須分別填列。 

          3.「其他建議」之「項目」請填入「其他」。 

機構填寫 

填表人簽章(名):                        職稱:                           連絡電話:                      

機構主管簽章(名):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Step1-地方主管機關提供 Step2-機構填寫 

項目 建議 

參酌辦理情形 

備註說明 已
完
成 

執
行
中 

未
參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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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查核結果、應改善事項及建議通知函 

○○縣（市）政府   函（範例） 

地址：○○○ 

傳真：○○○ 

聯絡人及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郵遞區號） 

（地址） 

受文者：如正本、副本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年○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6 年老人福利機構感染管制查核結果、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成果

一覽表 

 

主旨：檢送本府本(106)年○月○日至貴機構進行感染管制查核之「查核結

果」及「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情形一覽表」，請查照並依限惠復。 

說明： 

一、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條以及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予場所執

行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辦理。 

二、「查核結果」和「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成果一覽表」內容若與實地

查核當日取得之查核表內容不同或有任何疑義，請於本年○月○日

前檢附相關資料具函向本府申復。 

三、請針對「應改善事項」進行改善，「建議」則請參酌辦理，並請填具

「應改善事項及建議執行成果一覽表」，於本年○月○日前將紙本及

電子檔回復本府。 

正本：受查老人福利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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