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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進行嚴密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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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北部某醫學中心呼吸照護病房發生包含病人及醫療相關工作人
員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COVID-19) 群聚事件，亦是台灣首次呼吸照護病房發
生 COVID-19 的群聚事件。自 5 月 23 日至 6 月 15 日，確診病例 12 人 (病人 1 
名、7 名陪病者、4 名照服員)。臨床表現除了發燒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外，33% 
(4/12) 為無症狀確診者，增加控制疫情擴散的困難度。藉由即時鑑別出指標個
案、全面篩檢與嚴密監測、及早的集中安置照護 (Cohorting care) 與隔離措施、
落實手部衛生和個人防護裝備配戴與相關教育訓練、加強環境清消，使疫情於不

關閉病房的情況下獲得控制。希望藉由此事件的經驗，作為長照機構或相關醫

療單位日後因應 COVID-19 群聚事件發生時之參考。（感控雜誌 2022:32:141-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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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武漢報導首
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 (SARS-CoV-2) 的案例。它引
起冠狀病毒-19 (COVID-19)，造成目
前全球緊急的公共衛生情况[1-2]。世
界衛生組織於 2020 年 3 月 11 日宣布 
COVID-19 為大流行病[3]，影響幾乎
世界所有的地區和國家，截至 2022 
年 3 月為止，在全球造成超過 4.6 億
的感染確診和 600 萬人死亡[4]，使
得醫療保健系統不堪負荷。此病在美

國專業護理設施和長期照護機構，

都造成嚴重的擴散與群聚感染。根

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的
統計數據，截至 2022 年 2 月 10 日為
止在美國的養老院及長照機構中大

約有 942,792 個確診病例，進而導致 
148,612 人死亡 (死亡率 15%) [5-8]。

2020 年，台灣透過政府適當的
公共衛生政策、嚴格的邊境管制、詳

細和完整的接觸者追蹤，以及強制隔

離措施，快速地因應此 COVID-19 大
流行。也因此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相

對較少。在 2021 年 5 月中旬，雙北
地區 (臺北市、新北市) 陸續發生感
染來源不明的病例及群聚事件，政府

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加嚴、加大

限制措施，以因應疫情擴大及防範大

規模社區傳播的發生[9]。
台灣北部某醫學中心，於流行

疫情期間負責 COVID-19 病人的治

療，各單位設施包含呼吸照護病房 
(Respiratory care ward, RCW)，都實
施了一些預防感染的策略。首先，醫

療人員每日檢查並評估所有病人及住

民的健康狀况 (包含一般活動情況、
食慾、體溫和相關的呼吸道及腸胃道

症狀) [10]。第二，嚴格執行醫療人
員及工作人員的手部衛生和監控外科

口罩佩戴遵守的情况。第三，禁止一

切不必要的探視，且所有病床病人都

被間隔適當距離，工作人員每天進行 
2 次嚴格的環境清理，並由感染管制
人員定期監測，視情況調整或加強環

境清消。最後，所有醫療及工作人員

都被要求每天記錄並回報旅遊史、接

觸史和是否有群聚情況[10]。
在醫療或健康照護相關單位產

生的 COVID-19 群聚，往往會導致受
影響的病房或甚至整個醫院關閉。在

前述 COVID-19 傳播的預防策略下，
2020年期間並無相關院內傳播或群聚
感染的情況發生。第一例呼吸照護病

房 (RCW) COVID-19 群聚事件發生
在台灣北部某醫院之呼吸照護病房，

而當時台灣的社區傳播情況亦正在

加劇中。在此，我們藉由分析此一事

件，在沒有關閉病房的情況下，提升

嚴格的感染管制措施及醫療照護的質

量，並成功防止疫情的擴散與進展。

材料與方法

一、背景介紹與研究設定

研究單位為北部 1,900 床之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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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包含 RCW 床數 40 床，為附
近社區提供亞急性醫療、呼吸機依賴

呼吸照護，以及長期照護的護理之家

服務。大多數 RCW 病人都有潛在性
復雜性的疾病，例如因慢性呼吸衰竭

或阻塞性肺病，需要持續使用呼吸機

氧氣支持的病人；他們通常行動不便

或臥床，或患有末期腎臟疾病需透析

治療、心血管疾病，並且有其他醫療

需求，例如需靜脈注射藥物或抗生素

治療。病人主要從重症加護中心和呼

吸照護中心轉入。單位工作人員由 
2 名呼吸治療師、1 名專科護理師、
4 名清潔工、19 名陪病者、3 名服務
人員、8 名照服員、2 名醫師和 20 名
護理師組成。在這個 COVID-19 群聚
感染的研究中，總共納入 39 名 RCW 
的病人，且前瞻性地分析  SARS-
CoV-2 RT-PCR 的檢測結果與個體的
接觸史和呼吸道症狀的關係。此外，

我們還探討此群聚事件和病房環境的

關聯，包括樓層和房間位置。在這項

研究中，與 COVID-19 確診病人在同
一個房間被定義為「密切接觸」。

二、RCW 中首位 COVID-19 確診指
標個案

第一個確診 COVID-19 的指標
個案是一名 71 歲的照服員，她於 5 
月 15 日至 21 日在 RCW 中服務和移
轉病人。此期間與這位照服員同住並

於某醫學中心擔任護理師的女兒因發

燒於 5 月 21 日被疾病管制署證實為 
COVID-19 確診者，而該名照服員則

被列為居家隔離對象。2021 年 5 月 
23 日該照服員出現咳嗽和肌肉痠痛
到急診室就診，而即時的 RT-PCR 檢
測也在當天證實確診。在確認感染

後，感染管制中心立即介入，提供 
RCW 採取相對應的感染管制措施，
對病房內有接觸史、發燒或呼吸道症

狀的病人密切監控，旨在評估和防止

相關群聚的擴散。

由感染管制專家蒐集所有醫

療病歷記錄數據，針對  R C W  中 
COVID-19 群聚事件進行集中安置照
護 (Cohorting care)，評估及比較病
史、症狀和其他醫療層面。

三、檢體樣本蒐集和檢測

對 RCW 中的所有人員實施鼻咽
拭子的 RT-PCR 檢驗。SARS-CoV-2 
RT-PCR 檢測為針對套膜 (Envelope) 
和 RNA 依賴性 RNA 聚合酶 (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病毒基
因進行。單一步驟即時反轉錄酶聚

合酶連鎖反應 (One-step real-time RT-
PCR) 使用先前設計的引物和探針序
列，實驗程序和結果解釋已在先前

描述[11]。簡言之，單一步驟即時
反轉錄酶聚合酶連鎖反應在 Rotor-
Gene Q real-time PCR 機器 (Qiagen, 
Hilden, Germany) 上進行，熱循環條
件如下：在 50℃環境設定下進行反
轉錄 10 分鐘後於 95℃設定下進行 2 
分鐘，然後再經 95℃下 5 秒及 58℃
下 30 秒進行 50 個循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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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一、COVID-19 感染群聚調查
感染管制中心通報呼吸照護病

房 COVID-19 確診病例後，立即對病
人和工作人員進行接觸者追蹤、監測

和篩檢。從 2021 年 5 月 24 日開始，
前瞻性地評估和分析 RCW 中人員的 
SARS-CoV-2 RT-PCR 檢測、接觸史
和呼吸道症狀的結果。當日對 97 人
進行首次廣泛性的 COVID-19 普篩，
包含呼吸治療師、病人、專科護理

師、清潔人員、陪病者、服務人員、

照服員、醫生和護理師，在 5 月 24 
日及 26日分別有 1 名陪病者確診。
在 5 月 27 日對 88 人進行普篩後第一
次採檢，結果發現 1 名病人、1 名陪
病者和 1 名照服員檢測呈現陽性反應
確診。該名需呼吸機氧氣供應支持的

病人，後續移轉至醫院負壓隔離加護

中心做治療。照服員和陪病者則移轉

至 COVID-19 專責病房進行隔離與治
療。在 5 月 29 日因 1 名照服員有發
燒的症狀，進而對 12 名密切接觸者
實施評估，並進行第二次採檢而篩

檢出 1 名照服員確診，便立即將其移
轉至專責病房隔離治療。5 月 30 日
對 75 人進行第三次採檢，4 名陪病
者和 1 名照服員陽性確診，立即安排
至專責病房隔離治療。此外，我們

觀察到陪病者的感染率較高 (7/12，
58.3%)，因此，決定對其他 12 名未
感染的陪病者實施在家隔離措施。病

房病人的照護職責則轉由護理師代

為執行。緊接著分別在 6 月 1 日、2 
日針對 88 人實施採檢，顯示並無確
診個案。後續於 6 月 4 日、5 日、8 
日、10 日和 15 日進行的檢測結果亦
均為陰性。感染個案監測結果統計表 
(表一) 所示。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陰性 陽性

呼吸治療師 2 2 2 2 2

病人 39 38 1 2 36 36 36 35 35

專科護理師 1 1 1 1 1 1 1 1 1 1

清潔人員 4 3 3 4 1 1 1

陪病者 17 2 15 1 10 4

勤務人員 3 2 2 2 2 1 1 2 3

照服員 7 5 1 3 1 8 1 4 6 3 8 10 10

醫師 2 2 2 2 2 2 2

護理師 20 19 6 8 15 15 13 7 15 13 20

總計 95 2 85 3 12 1 70 5 20 68 21 55 19 64 74

備註: 5月25日環境採檢32點，報告皆為陰性；5月31日環境採檢36點，報告皆為陰性

第六次採檢
第七次採檢

(解隔前採檢)

6/01

N=20

6/02

N=68

6/04

N=21

6/05

N=55

6/08

N=19

6/10

N=64

第一次採檢病房普篩 第四次採檢 第五次採檢第二次採檢 第三次採檢

5/27

N=88

5/29

N=13

5/30

N=75

6/15

N=74採檢日期

5/24 - 5/26

N=97

表一　感染個案監測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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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疫情調查與處置

當照服員確認為首例 COVID-19 
陽性病例後，RCW 的所有人員都進
行 SARS-CoV-2 RT-PCR 的檢測。普
篩及第一次採檢調查中，與指標個案 
(案1) 常在同一房間的兩名陪病者 (案
2、案3) 和一名病人 (案4) 皆檢測陽
性確診；一名發燒的陪病者 (案5) 則
住在不同房間。隨著此 5 例個案確
診，定調 RCW 的群聚事件。群聚情
況延續到 5 月 27 日至 30 日期間，3 
名照服員 (案6-8) 曾與指標個案有密
切接觸，但沒有出現呼吸道症狀。

另有 4 名陪病者接受 PCR 檢測呈現
陽性，其中有兩人住在同一房間 (案
9，案10)、另兩人 (案11，案12) 則住
在不同房間，這些陪病者皆出現呼吸

道症狀。COVID-19 病例個案趨勢圖 
(圖一)，而陽性病例及指標個案的病
房位置 (圖二)。

病房採取嚴格的感管措施來控

制病毒的傳播，對沒有直接接觸過確

診 COVID-19 患者的病人，也沒有出
現任何症狀的住院病人被納入集中安

置照護。同時，與確診的 COVID-19 
病人有直接接觸的住院病人被隔離至

單人病室。在 5 月 23 日至 6 月 15 其
間進行多次全面性的篩檢，以防止病

毒的進一步擴散並阻斷無症狀傳播

的可能性。指標個案確認後，針對呼

吸治療師、病人、專科護理師、清

潔工、陪病者、服務人員、照服員、

醫師和護理師進行採檢，提供 594 個
呼吸道檢體樣本，檢測 SARS-CoV-2 
RT-PCR。在此 98 人中，12 人 (1 名
住院病人、4 名照服員和 7 名陪病
者) 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在全面的
普查中，COVID-19 的總體陽性率為 
12.3% (12/97)。

此外，針對病房管制措施，我們

圖一　呼吸照護病房 COVID-19 陽性個案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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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照護病房COVID-19陽性個案趨勢圖

病人 照服員 陪病者

人數

2nd採檢 

1st採檢 

病房普篩 

3rd採檢

5/31-6/13 無新增感染個案，6/15 解除隔離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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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所有會客，將床位重新安排並間

隔適當的距離，區分出可能汙染區與

未遭受汙染區域。確診病人被轉移到

總院的專責隔離病房接受進一步照護

和治療。停止收治新病人入院，採取

只出不進的管制措施，並避免病房病

人轉換床位。必要時，針對疑似感染

者執行單人病室隔離照護，及早阻絕

病毒傳播可能性。

飲食方面，採取固定勤務送發個

人餐點給病人及陪病者的作法，避免

共食情況；且落實間隔適當的用餐距

離，並於餐畢盡速戴上口罩。而醫療

相關人員則採取分時段分別用餐，並

保持適當距離避免互相接觸。衛浴方

面，病人及陪病者皆固定使用所處病

圖二  感染個案床位配置圖

25 26 29 30 33 35 52 53 57 58

隔離房 儀器置放室

23 27 28 31 32 36 51 55 5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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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

22 19 18 15 13 10 9 6 5 1

11

21 20 17 16 12 11 8 7 3 2 會議室

案1 照服員(指標個案)常與 案2、案3、案4(病人) 同一房間 協助照護 病人(死亡)

案1 照服員(指標個案)與 案6、案7、案8 有密切接觸史 陪病者

案9、案10 為同一病房
案 5、案11、案12 分別為不同病房，可能因與其他陪病者或照服員接觸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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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案3

5/27

案5

5/30

案9

5/30

案10

5/30

案11
5/30

案12

5/27

案4

圖二　感染確診個案床位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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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浴厠，並備妥稀釋後的漂白水或

酒精，落實每次使用後清消。

除上述之處置、即時介入監測

及多次採檢，以及病房相關管制措施

外，其他管制措施包含如：加強稽核

手部衛生和個人防護裝備配戴落實情

況、增設洗手點及確保消毒液充足、

COVID-19 相關感染管制及臨床知識
教育訓練，以及加強環境清消頻率由

每日一次增為兩次等，並在採取集中

安置照護 (Cohorting care) 而不關閉病
房的情況下，成功遏止疫情擴散。

三、確診病人、照服員及陪病者症

狀及預後情況

一名需呼吸機依賴之確診病例 
(案4) 與指標個案有密切接觸。胸部 
X 光影像學檢查顯示雙側肺部多發性
毛玻璃樣病灶，雖然病人並無任何症

狀，其仍被移轉到專責負壓隔離加護

中心接受治療，但 14 天後死亡。所

有其他呼吸機依賴的病人仍持續接受

集中安置照護 (Cohorting care)，在未
關閉病房的前提下，採取每 2~3 天
對人員實施 RT-PCR 檢測進行密切監
測。倘若關閉病房，所有呼吸機依賴

的病人將被轉移到加護中心，這將對

加護中心的照護構成沉重的負擔。指

標個案和其他十個確診病例於專責病

房治療並隔離 2 週。在此期間，病人
沒有任何後遺症或併發症。確診病例

的臨床資料 (表二) 所示。台灣 RCW 
發生 COVID-19傳播所致群聚感染事
件此乃是第一次被報導，病房採取嚴

格的感管措施來控制病毒的傳播。住

院病人與確診的指標個案接觸者需至

少在原病房隔離三週。於 5月 23 日
到 6 月 15 日進行病房全面的病毒監
測，通過嚴密的管理來防止病毒進一

步傳播。在各項感管措施介入下，後

續對所有病人、醫療人員和陪病者等

工作人員採檢皆為陰性。

表二　感染確診個案一覽表

個案號 採檢日期 症狀 Ct 值 性別 年齡 類別

個案1 5 月 23 日 咳嗽 15 女 71 歲 照服員

個案2 5 月 24 日 喉嚨沙啞、喉嚨搔癢 18 女 49 歲 陪病者

個案3 5 月 26 日 發燒、喉嚨痛 18 女 25 歲 陪病者

個案4 5 月 27 日 無 16 女 88 歲 病人

個案5 5 月 27 日 發燒 15 女 63 歲 陪病者

個案6 5 月 27 日 無 19 男 65 歲 照服員

個案7 5 月 29 日 無 17 女 34 歲 照服員

個案8 5 月 30 日 無 15 女 49 歲 照服員

個案9 5 月 30 日 發燒 21 女 32 歲 陪病者

個案10 5 月 30 日 發燒、頭暈 18 女 40 歲 陪病者

個案11 5 月 30 日 發燒、頭痛 17 女 33 歲 陪病者

個案12 5 月 30 日 發燒 29 女 37 歲 陪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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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 COVID-19 指標個案接觸後
感染率

自 2021 年 5 月 23 日起，總共
造成 12 人確診 (1 名病人、7 名陪病
者和 4 名照服員)。主要在病房協助
工作的照服員為最常見的感染族群 
(4/8，50.0%)；第二常見感染族群為
陪病者 (7/19，36.8%)，可能與個人
防護裝備配戴不周全有關。病人較低

的感染率 (1/39，2.5%) 可能是由於呼
吸機的過濾材料裝置保護所致。

五、環境清消執行情形

 接觸傳播是 COVID-19 的一個
傳播途徑。病毒可以在被汙染的表面

生存，並維持其毒性。接觸被汙染表

面的醫護人員可能會將具有感染力的

病毒轉移到身體的黏膜上，如眼睛、

鼻子和嘴巴而致病。曾有過可能因 
SARS-CoV-2 汙染醫院設施和其他區
域環境而導致 COVID-19 感染的案例
報導[12-13]。因此，我們律定一名清
潔人員接受完整教育訓練並專門執行 
RCW 環境消毒工作。除增加消毒的
頻率，由每日一次增加為早、晚各一

次，並特別針對公共區域和工作護理

站，使用酒精和 1,000 ppm 的漂白水
對病床、窗簾、床邊環境以及醫療器

材如血壓 /氧氣監測儀、心電圖監測
儀、靜脈注射幫浦、電腦鍵盤、滑鼠

和其他物品進行表面消毒。消毒前後

恪遵標準化清潔作業流程，並依循標

準防護措施，包含執行工作前後落實

手部衛生與正確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於 5 月 25 日執行環境採檢 32 點及 5 
月 31 日環境採檢 36 點，報告結果顯
示皆為陰性，而後續亦無確診病例發

生。

討　論

COVID-19 的潛伏期一般約在暴
露後 14 天內，而大多數病例在暴露
後 4 至 5 天內發生；感染後 12 天內
可出現症狀，但有一定比例的感染是

無症狀的[5,14-16]。在 12 個感染病
例中，4 個是無症狀的 (33%)，8 個
出現發燒和上呼吸道感染症狀。由

於這種情況，進行普遍的篩檢以控制 
SARS-CoV-2 在呼吸照護病房的傳播
是很重要的。所有病人、醫療人員和

環境都經過採檢進行 RT-PCR SARS-
CoV-2 的檢測，為控制疫情而實施的
一項重要政策。

充分感染控制政策下的集中安

置照護 (Cohorting care) 有助於防止 
COVID-19 在長期照護病房的傳播，
包含呼吸照護病房。集中安置照護是

指依據住民原先所在的位置，評估其

感染風險，在群聚爆發期間對他們施

行 COVID-19 檢測並實施分組分區的
照護。集中安置照護也可運用於其

他工作人員共同參與病人照護工作。

歸功於集中安置照護和積極的感染

管控政策，我們才能夠在 3 週內阻止 
COVID-19 的傳播。在發現第一個感
染病例後，醫院的感染管制中心審視

病人病歷並進行調查，以確定所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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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指標個案接觸的人。指標個案為

一名照服員，當其被確立 COVID-19 
診斷後，我們立即安排一系列的感

染管制措施，首先即對所有病房的

病人進行 SARS-CoV-2 RT-PCR 篩
檢。所有陽性病例都被收治於照護 
COVID-19 病人的專責隔離病房。在
疾病群聚爆發進行調查時，迅速識別

出感染指標個案是非常重要的。

依據疾管署公告之「醫院因應院

內發生 COVID-19 群聚事件之營運管
制措施建議」：醫院出現第 3 起以上
之群聚事件時，依流行病學調查後，

決定是否啟動「營運管制」或「清空

管制」，藉此阻絕疫情持續蔓延情

況，並保障病人及工作人員健康。而

病房「營運管制」原則為降低營運，

停止收/診治病人，「清空管制」則
是清空管制區域內病房住院病人；惟

「營運管制」啟動條件為：有任 3 個
病房/單位出現群聚事件，而「清空
管制」則需先符合營運管制之啟動條

件，又出現新增確定病例始得啟動

[17]。反觀我們呼吸照護病房的群聚
事件，雖未符合「營運管制」啟動條

件，但因當時全國疫情嚴峻，醫療量

能緊繃，感染管制專家與主管機關討

論後，仍決定暫停收治住院病人，採

取只出不進的介入措施，降低醫療量

能負荷及消彌外來感染源的可能性。

在「清空管制」方面，除了因不符合

啟動條件外，亦考量醫療量能情況，

採取集中安置照護 (Cohorting care)，
在不關閉病房且各項感染管制措施介

入下，成功控制疫情擴散。

我們試圖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

證明自 COVID-19 大流行開始以來，
醫療人員一直有充分個人防護裝備 
(PPE) 的保護，包括 N95 口罩和防護
服等[18]。倘若醫療人員確實處於感
染 SARS-CoV-2 病毒的高風險之中，
那麼對 COVID-19 的監測及篩檢應該
能夠發現工作人員中 SARS-CoV-2 的
陽性病例[19]。呼吸照護病房的監測
工作由護理長主導，負責協調和監測

醫療及護理人員執行的各項感染管制

措施並與醫院感染控制小組合作，建

立管理和感染控制程序。護理長指定

一名團隊成員監測和記錄用於病人照

護的個人防護裝備。在監測期間，呼

吸照護病房中護理師的照護工作是固

定人員而不隨意更動的，而所有護理

人員都穿戴個人防護設備，並嚴格遵

守呼吸照護病房中的感染控制指引。

一名專門的清潔人員負責對病房區域

做消毒，而一名資深護理師負責培訓

其他工作人員並確保遵守所有的感染

預防措施[10]。
針對所有員工教育和審核措施如

下：應確實執行各項感管措施政策，

包括正確的洗手，正確配戴口罩和個

人防護裝備。提供足夠的防護設備，

包括 N95 口罩和防護隔離衣。提供
乾/濕洗手消毒液讓所有人員能隨時
清潔，保持雙手衛生，然後依步驟戴

上口罩、手套和防護隔離衣，而後接

觸病人實施治療照護。如果有人出現 
COVID-19 感染症狀，則應立即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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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作業，且在此期間停止一切醫療

照護行為[18]。
在監測期間，對呼吸照護病房

的所有病人和員工施行篩檢，對於 
COVID-19 病人的接觸者進行列管與
追蹤，包括在潛伏期時間內無論有無

症狀的員工或家人，強制執行居家自

我健康管理直到篩檢結果出來。有

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包括咳嗽有痰、
呼吸困難和其他上呼吸道症狀) 的病
人被安置在單一病室內，避免霧化治

療。其他病人則被要求留在自己的病

房，並減少離開自己病室的時間。由

於呼吸機中的過濾材料，所有須使用

呼吸機氧氣支持的病人皆相對受到保

護。以上作為皆為重要的感染管制措

施，可避免在感染的活躍階段產生更

多的群聚事件[20]。
根據以往的傳染病群聚經驗，包

括 SARS 和 COVID-19，我們知道陪
病者和照服員是病房和醫院中的易受

感染族群[21]。因此，密切監測他們
的體溫、症狀和工作活動經歷對減少

和預防相關感染非常重要。

結　語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藉由對
確診的病例進行及早的隔離措施，對

控制 SARS-CoV-2 在醫院病房內的傳
播非常重要。儘管較高的病毒量 (低 
Ct 值)，導致 RCW 1 名病人、4 名照
服員和 7 名陪病者被傳染致病，但 
COVID-19 亦可以無症狀傳播，其病

毒量與有症狀的病人一樣高。因此，

我們對病房裡的所有人進行篩檢，以

鑑別出無症狀確診者和其他尚未被

診斷出的陽性病例。由於他們皆可

能接觸確診的指標個案，經過積極

的監測，我們才能夠發現總共 12 例 
COVID-19 確診病例。藉由實施集中
安置照護和積極隔離措施，成功在不

關閉病房的情况下管理和控制 RCW 
的 COVID-19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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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surveillance of SARS-CoV-2 using 
RT-PCR and cohort infection control 

successfully contain outbreak of COVID-19 
in a respiratory care ward: an experience 

of a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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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VID-19 outbreak occurred in the respiratory care ward of a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in May 2021. This was also the first COVID-19 outbreak to have 
occurred in a respiratory care ward in Taiwan. The outbreak included 12 cases 
(one patient, seven caregivers, and four nurse assistants) between May 23rd and 
June 15th, 2021. Although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cluded fever and upper 
respiratory symptoms,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the infections were asymptomatic 
(4/12, 33%).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prevent the progression of an epidemic. The 
outbreak was controlled without closing the ward using the following measures: 
immediate index case identification, widespread screening and close surveillance, 
early cohorting care and quarantining, hand hygiene, the use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relat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environmental dis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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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VID-19 outbreak experience provide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long-term 
care and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Key words: COVID-19, outbreak, respiratory care ward (RCW), cohorting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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