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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病人安全，醫院器械使用及管理愈趨重要，歐美先進國家均已建立實

證依據的措施及指引；而根據近年來我國疾病管制署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結果

發現，在器械之清潔與消毒滅菌作業，仍有許多值得改善之處。我們知道醫療品

質即使在有限資源下仍要提供最佳照護，而醫院醫療器材清潔消毒滅菌作業品質

更是改善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之根本之一。本內容主要引用 2017 年亞太供應中
心醫療器材清潔消毒滅菌作業指引，對於器械再處理流程與監控、定期及新品滅

菌品質確效、滅菌物品儲存、儀器設備及執行等內容進行介紹，如供應中心規格

設計規範、病房使用後醫材送至供應中心的處理、收集、運送、污物接收區的清

潔和去污、清潔區器械的檢查、準備和包裝、滅菌區的滅菌品質監測和測試、無

菌物品儲存區的無菌儲存、發送和產品回收、文件記錄保存、供應中心人員資格

和持續教育課程、健康管理等，期藉此以提昇醫療機構之醫療品質。（感控雜誌 

2018:28:77-87）

關鍵詞：醫院供應中心、醫療器材、感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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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應國內各級醫院評鑑及鑑於

病人安全，醫院器械使用及管理愈

趨重要，近年有關病人安全及院內

感染的議題，其中滅菌品質的保證

亦在此議題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臨床上一旦使用了滅菌不完全之

醫療器械時，即可能導致病人發生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進而影響病人

安全等嚴重後果，因此包括美國、

加拿大、澳洲等國，均已制訂符合

其國內之滅菌監測建議，歐美醫療

機構及醫療器材製造廠共同遵守的

滅菌標準為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ANSI/AAMI)。惟根
據近年來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結

果發現，各級醫院供應中心及使用

中小型滅菌鍋之單位，在器械之清

潔與消毒滅菌作業，仍有許多值得

改善之處。再加上國際醫療照護物

料管理學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ealthcare Central Service Materiel 
Management, IAHCSMM) 亦指出對於
器械再處理流程與監控、定期及新品

滅菌品質確效、滅菌物品儲存、儀器

設備及執行單位要安排專責人員執行

操作與監測等評核內容，因此建立醫

院供應中心醫療器材清潔消毒滅菌作

業，己是刻不容緩。

政策或法令依據

供應中心的重要性在近幾年雖

然有越來越受重視，但是供應中心相

關作業指引僅有疾病管制署 2010 年
修訂的「滅菌監測感染管制措施指

引」，內容僅有針對醫材滅菌相關處

理措施的建議[1]，未對供應中心的
作業流程、全面品質監控作相關規

範。

供應中心的品質，僅在醫院評鑑

中的感染管制章節 (2.7.2-確實執行衛
材之清潔，消毒，滅菌及環境清消) 
中受到監督與考核。在緊湊的評鑑下

並無法對供應中心作全面性的考核，

部份醫院在成本與設備考量下，仍可

見到作業未全面的落實，供應中心並

未受重視也是問題之一。

文獻探討

有鑒於近年國際上因醫療儀器

/器械及內視鏡清潔不徹底所造成的
病人感染事件頻傳[2,3]。歐美亞太等
先進國家均已針對醫療儀器/器械或
軟式內視鏡建立或更新具實證依據

的措施及指引[4-6]或技術手冊[7]；
新發表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與亞太感染管
制學會 (The Asia Pacific Society of 
Infection Control, APSIC) 指引都建議
蒸氣滅菌時，生物指示劑的監測應該

至少每天進行一次，遇有植入物鍋次

時則應每鍋次監測[4-5]，此與國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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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週最好每天進行的頻率實有所差

距。

問題狀況或發展需求

綜觀以上，供應中心面臨的問

題是人員訓練不足，影響器材品質及

病人安全，致使器械維修成本提高，

人員易受針扎傷害風險。未有全面性

的作業流程指引可提供為工作依據。

目前的醫院評鑑並無法全面監測作業

安全及服務品質。因此本文特別介紹 
2017 年亞太感染管制學會無菌醫材
供應模範醫院評鑑標準條例，讓大家

暸解亞太地區供應中心硬體及軟體感

染管制措施內容，藉此期待能與國際

接軌提昇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醫院供應中心執行策略感染管制

措施

有關醫院供應中心執行感染管制

措施內容，共分九部份進行介紹，如

基本原則、供應中心規格設計規範、

病房送至供應中心之感染管制措施、

供應中心汙染區之感染管制措施、清

潔區之感染管制措施、滅菌區之感染

管制措施、無菌物品儲存區之感染管

制措施、文件記錄保存、供應中心人

員資格、健康管理等[4,8-11]：

一、基本原則

供應中心之規劃應符合消毒運

作及感染管制的需求，才能有效控制

污染區、清潔、滅菌物品儲存區之維

持及效果。其相關感染管制措施基本

原則，說明如下：(一) 制定供應中心
工作規範，如器械、包盤製作等的清

洗、消毒有一定之流程可依循。(二) 
注重滅菌鍋之維護，定期做滅菌效

果鑑定，確保滅菌之完全。(三) 環氧
乙烷 (Ethylene Oxide) 氣體滅菌每一
鍋次都應做生物培養測試，每種測試

都需有記錄，建議依院評規範保存四

年備查。(四) 滅菌鍋次的運作過程表
及機器的運作記錄表，建議依院評規

範保存四年備查。(五) 每一滅菌鍋都
應備修護保養記錄表，每日做滅菌鍋

之檢點並記錄以確保其可安全使用。

(六) 使用消毒物品之單位人員，應有
防止消毒品污染之觀念，滅菌物品需

在有效日期內使用，對過期或發現未

達滅菌效果物品要加以回收、丟棄或

再處理。(七) 所有回收器材皆應視為
感染性物品處理。(八) 工作人員需按
各醫院之員工健康檢查規則辦理，定

期接受體檢。(九) 寄消單位送代消物
品至供應中心消毒時，需遵循寄消品

滅菌前準備標準作業規範辦理。(十) 
工作人員之工作服裝依不同工作區而

有相關之標準防護穿著。(十一) 提供
人員感染管制及消毒滅菌相關資訊，

推行在職教育訓練課程。(十二) 環境
衛生管理方面，有在使用時，所有的

工作檯面、儀器表面應至少每天以醫

院核准的清潔劑清潔和消毒劑進行清

潔消毒；地板至少應每天進行清潔；

水槽應至少每班次進行清潔，並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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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增加頻率；清洗內視鏡和呼吸器

器材的水槽於每次使用後清潔。

二、供應中心規格設計規範措施

因供應中心是醫療機構無菌物品

的主要提供單位，因此其規劃應合乎

消毒運作及感染管制的需求，才能有

效控制污染區、清潔區、打包區、滅

菌物品儲存區之維持及效果。

規格設計方面，美國建築公會建

議清洗區採負壓，每小時空氣交換次

數至少 6 次。美國醫療器材促進發展
協會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AAMI) 則
建議去污染區之空氣交換次數每小時 
10 次；而滅菌鍋設備 (維修) 區則為
負壓、空氣交換次數每小時 10 次，
其他相關說明見表一。

動線設計方面，以功能性工作

動向設計清楚劃分汙染區和清潔區 
(例如以物理性的牆壁)。物品傳遞交
換，可使用傳送窗以避免走廊穿梭，

且不可開著。污染區、清潔區及滅菌

物品儲存區應有獨立空間，入口與出

口分開。各區應有明顯標誌，工作人

員避免在各區互相穿梭，以減少相

互污染。但門可自由關閉，且沒有門

檻，以免造成工作人員使用工作推車

時推車顛簸或物品撒落。

環境設計方面，在污染和清潔區

具溫度和溼度監測控制且每天進行監

測並有記錄。天花板是光滑的表面且

不會脫落纖維或脫屑的成分，地板材

質需可耐每日清洗及防滑。

三、病房送至供應中心之感染管制

措施

由開刀房、病房、門診區和其他

部門送抵供應中心的物品處理。

(一) 物品使用後送供應中心前，
應將可重複使用的物品與廢棄物區

分。污染的拋棄式物品 (含尖銳物品) 
依醫療廢棄物處理。醫材的重覆使用

在販售時，會附有如何適當清洗和

滅菌的說明書，務必遵循製造商說明

處理。拋棄式醫材的製造商並沒有

數據可以判斷該器材是否可以被清洗

乾淨、材質是否可以耐熱或消毒或

滅菌，或在使用一次或多次後是否精

密機械部位或電子零件可維持正常功

能。(二) 使用後醫材器械如果無法馬
上送至供應中心，器械上嚴重的髒污

需在原使用場所時移除；例如手術室

及病房單位器械使用後應做初步處理

表一　供應中心汙染區、清潔區、無菌儲存區空調設備建議

工作空間 與鄰近區域的 最低與戶外 最低之 所有室內空氣 空氣循環 濕度 (%) 溫度℃
 壓力關係 每小時換氣次數 總換氣數 直接排出戶外
汙染區 相對負壓 2 6 是 否 無需求 22~26
清潔區 相對正壓 2 4 無需求 否 最多 60 22~26
無菌儲存區 相對正壓 2 4 無需求 無需求 最多 60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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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送供應中心。另外建議髒的 (或汙
染) 物品應保持潮濕 (如可使用濕毛
巾、酵素泡沫或噴劑等輔助品)。(三) 
使用防穿刺、不會洩漏的安全專用容

器盛裝髒污器械及運送時使用。(四) 
於運送髒污器械應避開人潮走動眾多

之處 (如大眾空間等)，運送車應覆蓋
且避免物品掉落情形 (如運送車有保
持密閉的門)。如果可能建議有專用
的電梯直接送達供應中心汙染物品接

收區。如果有在大樓與大樓間運送污

物，亦應有上述的防範措施。

四、供應中心汙染區之感染管制措

施

執行重點主要是清潔和去汙過

程、器械再處理流程等，說明如下：

(一) 對所有清潔和去污過程應
有適當的政策和步驟，如有工作規範

和工作操作技術標準說明以供遵循。

(二) 有關清潔劑和消毒劑的使用。建
議執行清潔時器械需依據廠商說明書

拆卸，讓所有器械表面露出得以充份

清潔；對於清潔劑的使用亦需根據廠

商說明書正確稀釋比例和溫度等。清

潔劑或酵素清潔劑，應和欲清洗的醫

療器材相容。超音波清潔劑溶液應有

特定的更換頻率，或需要時就儘速更

換，清洗消毒機的最後一道沖洗用水

必須是經處理過的水 (去離子水、蒸
餾水或逆滲透水 (Reverse Osmosis，
又稱 RO 水)。另外消毒劑和最終滅
菌之化學物質應根據廠商說明書使

用，例如使用環氧乙烯消毒劑遵守廠

商說明書作登記列管。(三) 機械式清
洗設備應在安裝時，以及每週 (最好
每天) 進行清潔監測並記錄。自動洗
滌消毒機採雙門式，清洗消毒後自動

輸送至打包區，減少工作人員來回走

動及污染的機會。(四) 刷子及清潔用
具建議為拋棄式；如果是重複使用，

至少每天要消毒或滅菌一次，如每個

班下班前刷子清洗後以 500 PPM 漂
白水泡 20 分鐘。(五) 回收污染之器
械應有專用車運送。(六) 嚴格管制人
員之進出，非該區人員或專用車不得

進入，以避免擴大污染。工作人員進

入本區域應穿戴完整防護裝備，護目

鏡式口罩、隔離帽、PVC 手套、隔
離衣、防水圍裙、及專用工作鞋等防

護裝備。

五、清潔區之感染管制措施

執行重點主要是物品分類、檢查

和包裝等項目，說明如下：

(一) 器械檢查部份：1. 應以具
光源的放大鏡以供檢查器械，檢查器

械重點為是否有裂縫或損壞，注意平

的表面是否有生鏽、斑點、腐蝕、毛

邊、裂口、破裂或掀開。2. 確認器械
損壞情形，如切剪的邊緣銳利、可動

零件移動滑順不卡住，此時須將器

械停止繼續供應，以便維修或更換。

3. 器械在清潔後或滅菌前是否需潤
滑，應遵守製造廠商的說明指示。4. 
器械如何進行清潔認證，可以肉眼檢

查及結合其他方法 (例如三磷酸腺苷 
(ATP)、蛋白質殘留等) 來評估器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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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管腔清潔度；例如 ATP 進行監
測，單位每週抽樣一次，包含洗滌機

清洗及手洗。(二) 準備和裝配部份：
1. 在處理和裝配器械以備滅菌時，必
須保護精細和尖銳器械，同時兼顧滅

菌劑可滲透尖端保護器。2. 可張開式
的器械 (如剪刀、止血鉗) 以未鎖、
打開的姿勢固定。3. 多零件的器械在
滅菌前要拆卸，確定所有的零件能輕

易的以無菌技術拿取及安裝。4. 對於
管腔器械：先去除通條/塞子，如導
管、針頭、管子。5. 複雜器械 (空氣
動力式，內視鏡等有管腔或管道者) 
則依據廠商說明書進行準備。6. 以不
掉棉絮的吸收物料放置在器械盤中以

利乾燥。器械盤的底層或其他可吸收

物質可用來減輕潮濕的困擾。7. 彎盆
部份：應採漸進式大小的彎盆其直徑

應相隔 1 吋，使用不掉棉絮的吸收物
墊在彎盆之間，打包的彎盆組不應

超過 7 磅 (3 公斤)。8. 硬式器械盒含
器械不應超過 25 磅 (11 公斤)。(三) 
包裝部份：1. 打包材料應在室溫 (攝
氏 20~22.7℃)、相對濕度 30~60% 下
放置至少 2 小時 (此為必要條件，以
容許蒸氣滅菌和避免乾熱)。打包材
料應定期檢驗是否損壞 (如破洞、斑
點、沾染)。包巾應合大小，但不可
太緊或有拉痕出現。2. 有關紙或塑膠
管袋，只能在塑膠面做標示。打包部

份：只寫字在包外化學指示帶或黏貼

的標籤上。3. 網狀孔盤、無孔盤等，
在每次使用前必須檢查以確認邊緣不

尖銳、沒有裂縫或網狀層出現鬆動。

4. 除了滅菌指示帶，其他種膠帶或其
他安全別針、繩、紙夾、釘書針或其

他尖銳物都不應用於打包綑綁。5. 應
頻繁地對熱封口機進行查證和確效測

試。6. 清洗後之器械經檢查、分類，
再依規定的包裝方法打包，在包裝前

確認器械是乾淨且乾燥的。

六、滅菌區之感染管制措施

滅菌品質監測遵循廠商規範辦

理，執行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監

測之滅菌品質監測，滅菌鍋維修保養

監測及器械清潔等項目，說明如下：

(一) 遵守製造商對滅菌循環參
數說明的指示辦理。(二) 裝載滅菌鍋
應遵守滅菌鍋廠商的使用說明書，重

點如下：1. 將相同滅菌參數的類似物
品聚集在一起。2. 滅菌鍋台車: 注意
每包間留有空間、不可過度裝載、包

裝不可接觸鍋壁。3. 混合鍋次-金屬
物品放置在台車時，要放在布品和管

袋之下 (避免冷凝水滴落到下方的滅
菌包)。4. 硬底的鍋, 碗狀品，盤，以
邊緣站立並放置相同方向。5. 硬式器
械盒: 堆疊會影響空氣的抽除，遵守
器械盒廠商的說明指示。在卸載前，

門可以在滅菌完成時稍為打開 (維持
某段時間)。6. 鍋次內含物：應該不
可以看到有液體或水滴 (濕的物品應
視為是污染的，即便沒有接觸)，如
果有液體或水滴應重新處理再打包滅

菌。7. 滅菌的物品要維持在台車上至
少冷卻 30 分鐘，在冷卻過程中不能
接觸，建議可在裝載車上標註「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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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的標示。8. 將台車放置在低人員
流動區域，不可接近空調或冷空氣的

氣流。9. 快消品項：是要立即使用且
不可存放之後使用的。(三) 物理性監
測、化學性監測、生物性監測：1. 查
證滅菌循環的參數有符合滅菌鍋的報

表數據。將最低溫度和滅菌時間圈起

後，進行簽名並加上確認時間。2. 抽
真空鍋於第一個滿鍋前，每天執行 
Bowie-Dick 測試。3. 在 攝氏 132~134 
ºC，滅菌 3.5~4 分鐘進行 Bowie-Dick 
測試。在空鍋下ㄧ個鍋測試ㄧ次記錄

結果。4. 包外化學指示劑 (指示帶，
指示標籤) 是黏在滅菌包裝上。5. 包
內化學指示劑 (第 4-6 級) 放置在每包
內滅菌劑的滲透最挑戰的地方。(若
是硬式器械盒，根據廠商對化學指示

劑放置位置的指示)。6. 植入物：以
含有生物指示劑和第五級化學指示劑

的 2 號 PCD 包 (說明：國際通稱 PCD
「過程挑戰包」，即國內舊稱「生

物測試包」(Process Challenge Device, 
PCD)) 進行監測。植入物應等到生物
指示劑結果知曉後才發放，除非是緊

急狀況。7. 非植入物：可額外以符合 
AAMI ST79 的 PCD 包進行監測。包
含：生物指示劑、生物指示劑加第五

級化學指示劑、第五級化學指示劑。

(PCD：使用為 FDA 認可的市售 PCD 
或 AAMI 16 條毛巾包)。8. IUSS (立
即使用蒸氣滅菌/快消)：以第五級包
內化學指示劑放在最難滅的地方進

行滅菌監測。9. 滅菌鍋效能測試須使
用含生物指示物 (Biological Indicator, 

BI) 的 PCD 每天進行 (滅菌鍋有開
鍋的那天)。滅菌鍋大於 2 立方英尺
者：將含 BI 的 PCD 放在有物品要滅
菌的第一鍋次 (放在滅菌台車底層，
排水口上方。使用市售 FDA 核准的
含 BI 的 PCD 包或符合 AAMI 的 16 
條毛巾包。(四) 生物指示劑測試組/
對照組和結果。1. 蒸氣：每天使用生
物指示劑 (有使用滅菌鍋的那天)。氣
體式滅菌 (例如 EO、H2O2)：生物指
示劑應每鍋使用。2. 滅菌鍋品管測
試：當滅菌失敗而原因無法馬上辨別

時、滅菌鍋大維修後，空鍋下以 BI 
PCD 執行 3 次測試。如果是抽真空
鍋，在空鍋下進行 Bowie-Dick  測試 
3 次。3. 滅菌鍋維修保養：滅菌鍋的
排水口每天檢查髒污並去除。滅菌鍋

外部和內部表面要定期清潔。

七、無菌物品儲存區之感染管制措

施

執行重點主要是包括無菌儲存和

發送、滅菌物品回收之追蹤管理等項

目，說明如下：

(一) 無菌儲存部份：對滅菌包的
儲存、處置、輪替和標示有制訂好的

政策和措施。管制無菌儲存區的人員

進出。儲存區溫度一般小於 24℃，
且相對濕度不超過 70%。無菌物品
應離地面至少 20~25 公分 (8~10 英
吋)，離灑水噴頭至少 45 公分 (18 英
吋)，離外牆至少 5 公分 (2 英吋)。運
送的外紙箱/容器和瓦楞紙箱不可做
為無菌儲存區內使用的容器。層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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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台車的底部在層架底部和地板間

應有物理性隔離。醫療/手術物品，
包含硬式器械盒，不能臨近或放在水

槽下方、水管下方或任何可能使它們

變潮濕的地方。物品只能儲存在專

用的層架，櫃子和台車。(二) 發放部
份：物品要依先進先出 (First In First 
Out, FIFO) 的原則發送。使用前先以
肉眼檢查包裝的完整度及標示。運送

台車在底層和地板間應該要有物理性

屏障，重覆使用的覆蓋單應在每次使

用後清洗。台車使用前要進行去污並

乾燥。 

八、文件記錄保存

執行重點，說明如下：

(一) 要維持每一台機械性清洗文
件記錄 (包括監測和查證清潔過程，
例如：數據式讀取和每次的報表)。
每台滅菌鍋文件記錄的維持 (包含每
鍋次的結果，例如：監測結果、滅

菌鍋維修紀錄)。(二) 每鍋次記錄：
如批次號碼、鍋次內含物、暴露時

間/溫度、進行滅菌的工作人員、BI 
測試的結果、Bowie-Dick 測試的結
果、測試包 (PCD 包) 中化學指示劑
的結果。發現沒有反應或反應不全

的化學指示劑需向上級報告。(三) 每
一鍋次的滅菌報表須記錄：查證每次

滅菌循環的起始狀況、確認所選擇的

滅菌參數對鍋內物品是適當的、查證

有到達正確的時間和溫度、確保每鍋

次都沒有滅菌停止或警告訊號 、使
用器械追蹤系統或其他形式的電腦系

統。(四) 產品回收：政策和流程是清
楚且簡潔的。持續進行記錄，如使用

批次控制標籤，包含，滅菌鍋編號、

鍋次號碼、滅菌日期、效期、滅菌包

名稱和製作人。 

九、供應中心人員資格、健康管理

執行重點包括，供應中心主管及

技術員應有符合基本的資格認證 (如
第一種壓力容器合格証照、手術全期

護理師等)、所有的新進人員得到新
進訓練和完整的單位輪訓、所有的工

作人員至少每年有對於部門的政策和

措施的教育訓練。工作人員適當服裝

之規定具清楚明列的政策和遵守，尤

其在去污區穿著適當個人防護裝備用

具。單位內含有具滅菌再處理方面專

長的人員以及具有感染預防控制專長

的人員。

健康管理部份，員工應遵守

各醫院制定之員工健康檢查管理辦

法辦理，如供應室的特殊健康檢查 
RBC、MCV、MCHC、嗜中性白血
球等，疫苗注射，明暸血液體液/針
扎意外曝觸處理流程，手部衛生及個

人防護裝備等。

結　論

近年來  APSIC 推展  CSSD 的
優良中心計劃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並設有相關查檢表，查檢
項目涵蓋供應中心所有流程，設有強

制性條文以維持最低標準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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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國內各級醫院評鑑、感管查核

與世界主要滅菌規範連結日益加深的

趨勢，特別是實施條碼管理系統 (bar 
code system)，有助於提高醫療器材
的效能和效率，以標準化工作流程並

提高生產率[12]例如，改進庫存管理
系統，優化工作流程，可提高醫療器

材的周轉率、精簡人力需求等效益。

我國醫療器材亦需思考未來滅菌供應

改善方向及達全面性醫療品質一致，

確保病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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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7 Asia Pacific Society of Infection Control guidelines for clean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in the central sterile supply 
department (CSSD) of a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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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patients, the proper management and use of hospital 
equipment must be observed. Similar guideline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procedur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nd the US. The 
recent inspection results provided by hospitals under the Disease and Infection 
Control Center revealed that the process of cleans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of instruments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We understand that hospitals should 
provide the highest quality of care, even with limited resources. The standard of 
sterilization and infection control of medical instruments constructs the key to 
patients’ safety. To execute central sterile supply department (CSSD) infection 
control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we mainly cite the 2017 Asia Pacific Society of 
Infection Control guidelines for cleaning,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in the CSSD, including 1) facility design; 2) handling,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 of contaminated instruments; 3) cleaning and decontamination processes; 
4) instrument inspection, preparation, and packaging; 5) sterilization, monitoring, 
and testing; 6) sterile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 recalls; 7) documentation 
for each mechanical washer and sterilizer, and 8) personnel considerations. Under 
these measures, we will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issues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measures, 
thereby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medic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Hospital central sterilization supply department, Medical device and 
equipment, Inf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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