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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環境中之行動裝置與微生物傳播

劉瑋琳　張瑛瑛　張育菁　陳宜君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感染管制中心

隨著時代變遷、全球逐步走向資訊化的環境，手機已成為每個人生活中不可

或缺且貼身密切接觸的物件。台灣的醫療系統順應時代潮流跟著資訊化，在邁向

智慧醫療的過程中，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因可即時獲取及記錄病人資訊，

是醫療人員極佳的輔助工具。但醫療環境中充滿許多肉眼不可見的微生物，如未

落實手部衛生，碰觸過病人或其周遭環境的雙手後續再使用行動裝置，也未定期

清潔該電子設備，都極有可能使其存有傳播致病菌、對自身健康產生危害或進而

引發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潛在風險。最重要的是，須落實手部衛生五時機，以減

少手機污染的風險，並搭配定期替手機執行適當清潔消毒的措施。（感控雜誌 

2021:31:13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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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們生活的環境中充滿了微生

物，而致病菌並非只會出現在病人所

處的醫療環境中 (如醫院、診所等)，
在公共場所 (如學校、賣場、大眾運
輸系統上等) 也可能存有其蹤跡。為
保持自身及家人健康，養成良好的清

潔及手部衛生習慣相當重要。手機在

個人的生活中是必備物件，集聯絡、

資訊瀏覽及傳遞、行事曆提醒、日常

生活消費等功能於一身，現代人對手

機的依賴極深，甚至會將其帶至廁所

及浴室，此行為已含有微生物潛存風

險；且使用手機時會與眼、鼻、口、

手等部位有近距離接觸，或是用餐時

又持續使用該未經清潔的手機，上述

行為將成為微生物入侵人體的快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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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路徑[1]。對於在醫療院所中工作
的人員，有些人雖未進入醫療區域，

但仍可能接觸到沾染院內感染相關微

生物的環境，若未落實手部衛生，

將微生物再經由雙手傳遞至其他病人

及其環境，嚴重的話可能使病人引發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進而影響到病人

安全。因手機常置放於身上、個人背

包或提袋中，雖會使用手機來處理公

務，但被視為私人物品，醫療工作者

極易忽略其成為微生物載體的風險，

為避免手機成為醫院內微生物傳播的

工具，故藉此提醒醫療人員應維持良

好的手部衛生遵從性及須定期清潔個

人頻繁使用的行動裝置[2,3]。

出現於行動裝置上之微生物

手機裝置上的電池在使用或充電

時會產生溫度，在此溫度範圍內 (常
見充電溫度為 20~45℃)，手機對微
生物來說是適宜繁殖增生的環境；加

上現代人機不離身的使用習慣，讓手

機成為微生物附著的溫床[1,4]。微生
物除了藉由雙手接觸直接傳播之外，

也能因雙手觸摸過帶有微生物的環境

及物品，間接傳播到其他地方。大部

分的微生物，對健康人來說不會引發

感染或產生嚴重危害，但若傳播到免

疫功能不佳與身體皮膚屏障受損者身

上，極有可能發生感染及危害病人安

全，若是手機上沾染到具抗藥性之微

生物，並在工作時傳播至病人區，不

僅增加病人治療的困難度，工作結束

後更隱含將致病菌傳播到家庭、社區

的風險[5]。
文獻結果顯示，研究的實驗室人

員及醫療人員的手機有較高比例其表

面含有微生物，被檢測出的細菌包括

為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S t a p h y l o c o c c u s  a u re u s  (亦有測
出抗藥性之  methic i l l in- res is 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 MRSA)、
Bacillus spp.、Micrococcus species、
Pseudomonas species、腸道菌 (包
括 Escherichia coli、Enterobacter 
cloaceae、Klebsiella pneumoniae) 
等，也曾發現黴菌  (Molds )  及病
毒 (腺病毒、流感病毒)。同一支手
機的培養結果，可能同時存有一種

或多種微生物，許多手機上存留的

大多數微生物對健康人不會造成危

害，但亦有文獻提到，微生物如 
Escherichia coli、Pseudomonas species 
或 Staphylococcus aureus 可能導致免
疫不佳病人引發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6,7]。且在醫療院所工作的人員，視
其工作範圍與病人區接觸的程度，手

機會有不同程度的微生物依附風險，

而使用抗菌產品進行簡單的清潔後，

超過六成手機上的移生微生物菌落

數降至 0，其中腸道菌更是能夠達到 
100% 消除[5,7-9]。

行動裝置之清潔方式

現代人幾乎手機不離身，定期

清潔頻繁使用的手機等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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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此物件成為微生物的隱形傳

播來源。文獻中提到的有效抗菌作

法包括使用 70% 酒精、漂白水、含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或 triclosan (三
氯沙) 等產品進行清潔，若只用衣服
或未加消毒液的紙巾等物品擦拭手機

表面，雖可去除表面髒污，但並無法

有效去除微生物，而使用清水或生理

食鹽水擦拭的清潔效果也相對較差。

目前亦有手機製造商研發於螢幕上覆

蓋銀離子塗層，藉由離子釋放來干擾

微生物增生，提升手機之抗菌效果；

或是使用 UV 光短時間地照射行動裝
置以進行殺菌[7,8]。

手機雖然是醫療人員的醫療輔

助用品，但因其未被歸納為醫院內部

之醫療財產，故沒有相關之清潔流程

規範；且電子產品有其精密設計，不

論使用液狀或膠狀清潔產品，將有損

壞手機螢幕及外殼材質風險，有人因

此不願進行清潔；亦有人擔心抗菌產

品中的成分或機器會對人體產生危害

[9]。總結來說，以 70% 酒精徹底清
潔手機是相對來說較為安全、快速且

便利的方式[7]。雖然多數的醫療人
員已具備手機有微生物傳播風險的認

知，但實際上會執行手機清潔者仍佔

少數。在此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並非

使用抗菌產品清潔之後，就能達到一

勞永逸的殺菌效果，除了要改變個人

清潔習慣、落實手部衛生五時機，且

要喚起醫療人員對維持手機清潔的

注意，才能共同維護乾淨的醫療環境

[5]。

手部衛生及行動裝置清潔之執行

時機

雙手是病菌散播的重要途徑，

正確的手部衛生技術可以有效移除皮

膚上的暫時性菌叢，而住院中病人身

上帶有的皮膚菌叢 (如 Pseudomonas 
species 或 Staphylococcus aureus 等) 
與一般民眾可能不同，有引發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的潛在風險。微生物會在

病人活動時移生到其周遭或接觸過的

環境，醫療人員頻繁在病人區中執行

治療，不可避免一定會碰觸到病人及

其周遭環境，若未執行手部衛生，微

生物即藉由醫療人員的雙手傳播，會

導致其他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染病或產

生交叉傳染，故在醫療環境中，落實

手部衛生能有效阻斷微生物傳播，

是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基本措施

[10,11]，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在醫療機構中，除了護理師之

外，許多職別的醫療人員並非固定於

特定單位，可能在不同的單位執行醫

療行為，如醫師可於數個同專科病房

探視自己的病人、呼吸治療師於多種

科別之加護病房調整病人的呼吸器設

定，或是放射師連續至病房及加護病

房替病人照 X 光等。一旦手機成為
微生物的運送載體，就有可能突破病

房間的屏障界線，擴大病菌的傳染範

圍[9]。缺乏對微生物散播的認知及
手部衛生遵從性不佳，都是造成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的重要原因[3]。即使
是放在每天都清洗的制服口袋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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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視病人時有比較大的機會將手機暴

露於病人區，故會導致微生物移生；

手機雖放在背包、提袋等距離病人區

比較遠的地方，若是沒有定期進行適

當的清潔，只要工作時有接觸到醫療

環境、下班後又使用手機，仍然可能

受到微生物移生染污[6]。某些人會
習慣將手機帶進廁所、甚至在如廁中

使用，此舉會增加微生物附著於行動

裝置上的風險，若未進行清潔步驟，

又接續發生一邊進食、一邊使用手機

的行為，微生物將有機會藉此進入人

體中，可能造成影響自身健康的後果

[1]。若已於醫療院所工作一整天或
如廁後，當需要使用自己的手機等行

動裝置前先執行手部衛生，不論方式

為濕洗手或乾洗手，都需確實搓揉充

足的手部衛生秒數及正確搓揉方式，

才能達到最好的清潔雙手效果。

討　論

現今之醫療機構，針對會使用

於病人身上之醫療儀器，除了評估感

染風險，也需建立管理措施，包括

醫療儀器使用後，需先進行清潔消

毒、再接續給其他病人使用等，以避

免致病菌藉此傳播給其他病人。但

對於醫療人員每天隨身攜帶的手機及

平板電腦等，尚無相關清潔及消毒規

範，個人可能因此忽略維持其清潔的

重要性。若隨身物品沾染到醫療區域

的微生物，在醫院中會有傳染給免疫

不全病人或是將病菌帶入開刀房、加

護病房、骨髓移植病房等的風險，後

續亦會產生將致病菌傳入社區的隱憂

[3]。
此外，醫療人員習慣將手機或平

板電腦帶在身上或放置於工作車上，

方便於探視病人時可即時記錄、查詢

病人相關病況，觀察其使用行為，可

能順手將行動裝置放在病床上、或在

接觸病人及其環境後接著使用；或休

息期間將行動裝置帶入廁所內，但忽

略浴廁中也會存在病菌，使用後只清

潔雙手、但卻沒有清消行動裝置。上

述情境都是微生物傳播至乾淨區的隱

形危險行為，且部分人員對於使用

消毒液來清潔消毒科技產品，有擔

心損害電子功能 (如面板) 的疑慮。
若藉由行動裝置傳播的微生物是新

興傳染性疾病 (如 COVID-19 之新型
冠狀病毒) 或是針對廣效性抗生素具
有拮抗性基因之抗藥性細菌 (如帶有 
Klebsiella pneumonia carbapenemase 
的腸道菌)，將引發更無法預期的醫
療災難。

張貼海報宣傳為極佳的教育手

法之一，可有效加強醫療人員清潔行

動裝置的概念，正確清潔動作的執行

率也在觀看海報後有所提升，但須搭

配良好的手部衛生習慣，才能阻斷微

生物的散播[2,8]。有鑑於目前醫療環
境中存有許多抗藥性細菌及新冠肺炎

疫情尚未平息，開始有第一線醫療人

員認知到行動裝置是傳播的高風險載

體，在醫療環境中會將手機裝在夾鏈

袋內使用，如此可避免直接接觸到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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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環境，並定期使用酒精清潔消毒夾

鏈袋外層。

結　語

為避免行動裝置成為傳播微生

物的載體，醫療人員應加強宣導認

知，了解定期手機清潔的重要性，在

醫療照護區落實接觸隔離措施及環境

清潔，手部衛生則是大家最為熟知但

也最容易忽略遺漏的重點，如有效執

行的話，可以杜絕微生物藉由雙手傳

播至其他物體。若在接觸病人後、確

實執行手部衛生再使用手機，可降低

在手機上存有抗藥性微生物的風險，

如個人清潔衛生習慣不佳，其接觸過

的周遭物品，將可能導致格蘭氏陽性

菌留存其上[12]。建議各院應加強宣
導，隨身攜帶之私人物品定時清潔消

毒的重要性 (如手機等)，必要時提供
相關消毒液以供使用，進而提升遵從

性。

現今手部衛生已列入醫療人員必

須學習的感染管制基礎教育項目，藉

此加強醫療人員的認知程度，但提升

手部衛生的遵從性將持續是感染管制

的重要議題。微生物的散播不會只限

制於病人區內，也會經由病人及主要

照顧者的雙手傳遞至公共區 (浴廁、
共用冰箱、飲水機等)，不僅是醫療
人員，也應將阻斷微生物傳播及落實

手部衛生的觀念推廣到病人及主要照

顧者，醫療人員若正向給予病人及主

要照顧者衛教與指導，透過適當的教

育訓練及實際操作，能使其有更強烈

的動機，一起落實手部衛生，以維護

病人安全及乾淨的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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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devices in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Microorganisms

Wei-Lin Liu, Yin-Yin Chang, Yu-Ching Chang, Yee-Chun Chen

Infection Control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Cell phones are indispensable personal objects in modern life. Mobile devices 
are instrumental to smart health and treatments. Healthcare workers can acquire 
information of vital signs and patient condition and make medical decisions rapidly 
in emergent situation using mobile devices. However, numerous microorganisms 
are invisible in the medical environment. Their transmission may occur after direct 
or indirect contact between healthcare worker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These 
microorganisms move to the hands, body surface, or mobile devices, which are 
frequently used. If healthcare workers ignore hand hygiene and adequate cleansing 
of mobile devices, microbes can spread and cause hospital-associated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ith immune deficiency. Good compliance with hand hygiene and regular 
cleaning of mobile devices are crucial for reducing the risk of transmission.

Key words: mobile device, cell phone, microorg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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