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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 引發了本世紀最大規模人類與病
毒的戰疫。針對疫情控制，如同群突

發或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異常增加的調

查，皆需及時發現、即早介入並落實

多面向策略，才可獲得較好的控制，

其中疫情調查在阻止疾病持續擴散，

扮演重要角色[1]。自 2019 年 12 月
從中國武漢傳出疫情以來，台灣靠邊

境管制及精準防疫一直守得很好。未

料，到了 2021 年 4 月中旬起，北台
灣陸續有數起群聚感染，隨後進入社

區感染。這波疫情突如其來且來勢洶

洶；當然，醫院首當其衝，社區陽

性個案增加，醫院感染風險加倍；此

刻，在醫院內發現陽性個案時，精準

的疫調尤其重要，以避免院內傳播。

回想，2020 年 3 月 11 日接獲本
院第1位住院病人陽性報告的消息，
當下可說是晴天霹靂，不敢相信！數

秒後才回過神來，趕緊將已訂好的

「確診個案處置流程」翻開，開始分

工執行各項作業，雖有些忙亂，但仍

在感管室全體動員下，各司其職，依

照流程逐步處理完成，包括採檢及安

置匡列人員到清空的病房隔離等，雖

然檢體最後經疾病管制署 (CDC) 確
認為假陽性，著實虛驚一場，但也是

最逼真的一場無預警應變演練，此事

件，拉開了本院 COVID-19 疫情調查
的序幕。

疫情調查經驗分享與傳承

本院感管師秉持著柯南「大膽

假設、小心求證」的精神進行平日的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調查或偶發的群突

發事件，多年來經歷過大大小小的實

務調查經驗不計其數，如病房多重抗

藥性菌異常增加時，主動發現並進行

調查及環境採檢，實地走訪及查核發

現防護漏洞及環境清潔未落實，及時

介入感染管制策略，同時與部科及病

房共同研擬內部監測機制，並嚴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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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執行，得以成功阻斷疫情；又曾

調查藥廠注射用生理食鹽水污染導致

血液培養陽性增加事件 (2015 年 4~5 
月)，成功釐清感染源，有效控制病
原持續傳播，在在累積了疫情調查的

實力及能量。

疫情調查是一個非常複雜及眾

多細節不容忽略的過程，從獲知陽性

報告 (個案) 那一刻起，有一連串事
情等著完成，所有步驟要盡快且正

確。其中事發單位的配合也很重要，

必須在第一時間提供正確資訊，事關

能否正確匡列，將該隔離人員適當安

置以避免第二波傳播；因此，作業

系統化是必要的，所有人員 (感管師
及臨床人員) 依流程一步一步、先後
順序、按步就班執行。感管室發展出

「COVID-19 確診病例演練」劇本，
將情景及流程、表單融入劇本中，包

括確診病例情境、處置重點 (啟動各
項措施：確診個案轉專責病房、傳染

病通報、接觸者/風險對象調查、工
作人員人力安排、人員安置、環境清

潔消毒、病房門禁管制等)，劇本公
告網頁供各單位參照，並與演練單位

共同討論與擬定單位內處置和工作安

排。

感管師依事先規劃的疫情調查

工作分配表，各自分頭同步執行任務 
(含通報、聯繫、收集資料等)，有些
過程仍需往返好幾回，如資料完整性

確認及最後研判結果等。以下簡要經

驗分享疫情調查五部曲，各步驟仍需

不斷滾動調整。

首部曲：速報、速轉、速隔離

疫情調查的中心思維就是「阻斷

傳播鏈！」，獲知陽性報告第 1 件時
間先通知該單位所有人員暫停移動：

1. 進行法定傳染病通報同時先將
個案轉送負壓隔離病室隔離，鄰床病

人及家屬轉送專責病房隔離，該病室

暫停使用，關閉房門等待清潔消毒。

2. 同病房其他病人暫停檢查、轉
出/出院、會客。

3. 工作人員暫停工作，戴 N95 
移動至有廁所的獨立空間 (單位固定
地點或單位外特定場所) 等待採檢。

4. 已返家的工作人員待在家裏 1 
人 1 室等待後續處理。

二部曲： 
即早匡列，快速、謹慎、有效率

疫調最重要是快、準，即早匡列

避免擴散，單位主管最了解員工狀況

及容易連絡到人員；因此，單位必須

立即提供接觸者名單，同時聯繫名單

內人員 1 小時內完成暴觸者表單，為
求效率 e 化以下作業：

1. 格式化 e-mail 信件內容，可同
時通知確診個案行經單位之主管，包

含所有與接觸者造冊所需內容及附件 
(表單、QR code 等)。

2. 一表多用並格式化暴觸表單：
接觸者名單產出後將依不同需求及使

用目的提供單位主管、人事室、職安

室及衛生單位；因此，感管師歷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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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訂，考量使用者角度及適用性，

過程中請臨床人員試填並提供意見，

製訂出統一 Excel 格式表單。
3. 暴觸表單採線上填報，感管室

製作 QR code 供主管以 line 傳送讓同
仁立馬接收並填報，線上填報資料可

即時下載彙整，節省了資料收集及轉

貼作業時間；格式化資料井然有序、

清楚分類，利於後續風險判定與採檢

作業儘速進行。

4. 特別製作工作人員關懷叮嚀 
QR code，內容提醒如採檢、居家隔
離及自我健康管理注意事項及諮詢電

話等，降低同仁在等待過程中的不安

情緒。

三部曲：研判風險

接觸者/風險對象的研判頗有難
度，乃重要任務之一，研判居家隔

離、自主健康管理或自我健康監測，

關乎隔離的強度，稍有不慎可能造成

防疫破口。此時，感管師對疫情的了

解及接觸者資料的完整性至關重要，

將影響研判結果。感管師需先確認個

案 S-TOCC [症狀 (S)、旅遊史 (T)、
職業別 (O)、接觸史 (C)、是否群聚 
(C)]、居住地區 (最近疫區)、Ct 值、
可傳染期、暴觸地點  (依情景著適
當防護裝備)、距離、時間、處置行
為；並收集風險因素如近距離用餐、

開會、交班、密閉空間等，再如柯南

般將以上資料抽絲剝繭理出頭緒；然

而，有時需要再回頭確認暴觸者的防

護裝備及風險行為，方能提供完整資

料來做研判。

疫情高峰時期，衛生局人員已無

暇處理研判作業，而由防疫醫師或疾

管署台北區管制中心人員協助，到後

來社區個案越來越多，防疫醫師授權

由本院感染科醫師來研判暴觸者的風

險等級；因此，感管師又多了一個角

色—協助醫師研判風險對象。研判作

業點點滴滴如下：

1. 擬訂一致性研判標準：為達各
醫師之研判一致性，感管室依 CDC 
「院內發生確定病例之處置建議」及

過去防疫醫師研判之實務案例，再經

與感染科醫師討論後，訂出研判準則

供醫師們依循。

2. 因關乎人員隔離影響到單位人
力，提醒事發單位必須正確且如實填

寫「工作人員暴觸調查表」，感管師

才能提供完整資訊給醫師判定風險，

以免影響風險判定及個人權益，造成

不必要的困擾。

3. 國內多家醫院院內群聚感染，
工作人員被匡列隔離人數增加，而

影響醫院運作，時逢疫苗開打，故 
CDC 公告「依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提
前返回工作建議」；爾後，本院經判

定為居家隔離之工作人員，由單位主

管依單位人力等現況綜合評估，彈性

採用提前返回工作建議。

四部曲：員工安置

為避免掛萬漏一，本院疫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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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條件從嚴，幾次工作人員擴大採

檢動輒 50~60 人，工作人員安置於
特定場地 (大講堂)，感管室會以人數
多寡來安排坐位，如每人間隔 3 排，
同排只坐 2 人 (避免上廁所還要借過) 
等。疫情初期 (2020 年 3 月) 尚無抗
原快篩或 POCT 檢驗，等待過程漫
長難熬，所幸當時長官們前往心靈關

懷、提供熱便當、院方緊急清空一

個病房安置同仁，感管室安排動線引

導同仁入住，同時房間內準備好貼心

盥洗包，讓同仁們感受到「家」的溫

暖。

本土疫期爆發 (2021 年 5 月)，
需隨時到院處置及疫調，感管師開始

排班白 8-8 及夜 8-8，24 小時在院服
務不打烊，隨著社區陽性個案增加，

住院病人、門急診病人或者工作人員

時有確診，經疫調後採檢及匡列居家

隔離之工作人員也隨之增加。等待檢

驗結果尚無法返家同仁，不管白天或

深夜感管師協助連絡安排單人宿舍休

息，需居家隔離工作人員 (無法返家 
1 人 1 室或不願返家隔離) 入住改建
之微負壓病室，但因陸續將規劃為防

疫專責病房收治病人，院方考量安全

性及體恤同仁辛勞，與北投某防疫旅

館接洽統一安排工作人員入住，費用

由醫院支付，同仁在舒適環境下好好

休息充電，返回工作崗位又是一條好

漢！

最終曲：環境清消

疫情期間總務室可說是包山包

海，大大小小環境相關事宜全賴阿信

般的清潔人員，SARS-CoV2 病毒可
在環境停留一段時間，因此，清潔消

毒在阻斷傳播鏈佔非常重要的地位，

感管室只要�動疫情調查，總務室是

必通知的單位，不管有沒有匡列接觸

者，確診者足跡肯定是要消毒的。

舉凡接觸者所經、所接觸之處，如病

房病室內、配膳間、會談室、復健

用具、輪椅、便盆椅；門急診掛號/
繳費櫃台、診間、候診區、自動繳費

機、採檢區等，加上轉送病人電梯、

救護車及集體採檢後的大清消，都靠

清潔人員的協助。

感管室非常重視清潔人員的安

全，規定清潔人員進入隔離病室比照

醫療人員穿著防護裝備，終期清潔消

毒必須經病室足夠換氣次數後進入；

也特別針對特殊清潔班舉辦教育訓

練，提升正確防護裝備穿脫及漂白水

泡製技能。為確保照護環境無病毒殘

留，確診病人出院後及例行性針對急

診、專責病房等進行環境採檢，包

括 ATP 值 (潔淨程度) 及 SARS-CoV-2 
RT-PCR，以保護工作人員的安全。 

結　語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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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平日有計畫且持續進行感染管制監

測，包括全院感染率異常單位監測及

每週各病房相同菌株增加、抗藥性菌

株異常增加、流感個案增加等調查，

反覆不斷的訓練及汲取實務調查經

驗，奠定良好疫情調查基礎；台灣在

今年 (2021) 4 月華航機師群聚到 5 月
社區爆發疫情，社區或醫院內發生多

起群聚感染事件，而本院感管師在這

段時間及時疫情調查共 100 多起，匡
列人數逾 2 千 5 百人，採檢逾 900 人
次，無人暴觸後陽性，也無院內群聚

感染發生，顯見感染管制成效。雖然

疫調背後所花費的時間及壓力無法言

語，感管師曾經在辦公室徹夜未眠，

盡心盡力奮戰不懈，24 小時服務不
打烊，半夜接獲實驗室陽性報告或臨

床單位的電話也是日常，但想到守住

院內疫情的同時，也成功阻隔了社區

再傳播的機會，能為社會盡一分心，

仍感安慰。

國內疫情暫時趨緩，但國外疫

情仍險峻，變種病毒肆虐全球，鄰近

國家紛紛在近日破千例確診，許多疫

苗接種率較台灣高的國家仍然受疫情

復燃所苦，防疫之路尚在途，確實的

疫調、檢疫，以及全民配合防疫，才

是穩定疫情的關鍵。因此，我們仍

不能掉以輕心，全院做好各項防疫措

施，詢問 S-TOCC、上班全程戴好口
罩、5 時機洗手、勿摸眼、鼻、口！
繼續守好最基本的防線，一起走完 
COVID-19 的嚴峻考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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