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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學中心精神科急性病房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之感染管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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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迄今影響全球醫療系統超過二年，隨病毒株不斷變

異及高度傳染力，致我國發生多起醫療機構院內感染。精神科病房環境為封閉且

病人認知理解力欠佳，執行防疫實屬極大考驗，故制定一套符合實務感染管制措

施有其重要性。本文以臺灣某醫學中心急性精神科病房為例，透過跨領域團隊合

作精神融入感染專科之護理思維，於單位內啟動「急性精神科病房-防疫應變小
組」，並以加強工作人員及住院病人的健康管理、精神科病房感染管制作為為主

軸，設計系列防疫作為，如：落實手部衛生與呼吸道衛生、設置工作人員個人防

護裝備穿脫區域、環境清潔感染管制作業為核心，期望藉此經驗，為其他精神醫

療機構傳染病感染管制指引。（感控雜誌 2022:32: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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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回 溯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肺

炎  ( C o r o n a v i r u s  d i s e a s e  2 0 1 9 , 
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 疫情席
捲全球，威脅了人類的健康與福祉，

全球確診病例來到 2.52 億人次且死

亡人數高達 510 萬以上[1]。新冠肺
炎為一高度傳染性疾病，自 2019 年
底於中國武漢地區出現諸多不明肺炎

感染之病人，經初步流行病學調查，

目前已知傳播方式為：近距離接觸感

染者咳嗽、打噴嚏所產生之大飛沫、

氣溶膠 (aerosols) 或接觸被汙染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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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表面所致人傳人的情況，途徑為：

飛沫傳播 (droplet transmission)、空氣
傳播 (airborne transmission) 與環媒傳
播 (fomite transmission)，發病潛伏期
為 1~14 天且發病前 2 天即可能具傳
染力，主要臨床症狀為發燒、乾咳及

倦怠感且約 30% 病人會出現呼吸急
促，甚至可能出現嗅覺或味覺之感知

覺異常狀況[2-5]。 
我國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出現

第一例境外移入確診案例 (confirmed 
case from abroad)，另於 1 月 28 日
出現第一例本土確診案例 (domestic 
confirmed case)，為境外移入所致家
庭群聚感染，疾病管制署為防止疾病

擴大進入社區，有效切斷疾病傳播

鏈，起初推動邊境及登機檢疫措施，

限制外籍人士入境，並擬訂「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全方位因
應指引」，如：防疫旅館、社區管

理、公眾集會、大眾運輸、大型營業

場所、社交距離、生活防疫指引等

[6]。上述措施在疫情前期有效阻斷
及控制境外移入案例，但醫療機構

內部是否有完善感染控制作業值得

探究，鑒於今年 2021 年 1 月 12 日某
地區醫院，發生新冠肺炎院內感染 
(nosocomial infection) [7]及鄰近國家
之精神醫療機構出現群聚感染狀況，

促發筆者省思，精神專科照護處境於

封閉性環境中，倘若不慎出現群聚感

染，將產生傳播感染鍊不易控制之情

形，現本土研究鮮少提及精神專科感

染管制作為，故本文闡述以跨領域團

隊合作思維，召集各專科專家於病房

內組成「急性精神科病房-防疫應變
小組」，設計精神科病房感染管制作

為，以下將以時序方式詳述系列感染

管制作為予以參酌。

從 SARS 疫情中奠基之 
防疫應變政策

西元  2 0 0 3  年，我國處遇嚴
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之肆虐，
以致經濟和醫療莫大的衝擊，當時院

內感染造成醫療體系超載負荷狀況產

生，故突顯醫療機構感染管制作為之

重要性，更促使全台機構對傳染性疾

病照護及防護之省思，時過 17 年，
我國迄今處遇新冠肺炎，由政府端統

籌並採取公開透明化、即時發布相關

疫情訊息及防護指引，徹底展現了

「圍堵」及「減災」併重的策略性政

策，一同守護前線醫療體系使之提高

照護能量。除此之外，更強化早期監

測與篩檢、謹慎之國內外境內進出管

制、隔離之防疫觀點，並依疾病嚴重

度予以分級、分流及分艙概念收治，

最終減少傳播，予維護醫療體系持續

性運轉之效能[8-11]。

精神專科醫療防疫重要性

當今世界於新冠肺炎肆虐下，長

期照護及精神醫療機構之病人極需重

視及提出討論，老年人因患有多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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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倘若感染此傳染病後，所引發

重症及死亡風險更高[12]。而精神科
病人相較於一般人於認知功能部分缺

陷以致溝通困難，難意識到身體上的

症狀，進而影響遵守預防措施的確實

性[13]，若未及時偵測到感染的發生
其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如何降低該

群體病人感染之風險須慎重省思。

綜觀我國精神醫療體系，目前

雖尚未發生精神科醫療機構群聚感染

事件，但精神科病人通常需較長時間

住院治療、照護環境較為侷限多採用

公共用餐區、團體治療室及浴室等，

護理模式別具獨特性，而急性期病人

可視為高度被傳染之危險群體，因精

神狀態欠穩、洞察力不佳且治療處置

多以團體方式進行，使增加近距離接

觸，若未確實採取感染管制作為則會

提高致病風險[14]。 
以鄰近國家精神醫療院所為

例，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Central 
Disaster Management Headquarters) 曾
於 2020 年 2 月 20 日新冠肺炎定期報
告中，提及慶尚北道清道郡某醫院之

精神科住院病房出現群聚感染狀況，

至 3 月 30 日該醫院確診數達 133 人
[15]，由此可做為借鏡，審慎精神科
感染管制作為有其十足重要性存在。 

建構感染管制作為之重要觀點

醫療從業人員在提供病人照護

的同時，面對新冠肺炎傳播的風險

相對提升，而造成院內感染的三大

要素包含：感染源 (來自病人、工作
人員、訪客等)、宿主及傳播途徑等
[16]，故需建構病人分流、工作人員
健康管理、住院病人健康管理、陪探

病管理、教育訓練與衛教宣導及標準

防護措施 (如：手部衛生、呼吸道衛
生與咳嗽禮節、環境清潔消毒)，以
預防致病原藉由感染者、環境等因素

傳播，以維護醫療場域正常運作[17-
19]。

精神科病房對新冠肺炎 
感染管制措施之文獻回顧

精神科急性病房因病人特性及其

環境設置的因素，使得在處遇感染管

制作為將面臨諸多挑戰，因此如何持

續在照護中維繫具有治療且安全性之

環境予以持續治療，此處以文獻回顧

方式來探索合宜之對應防護作為，以

下逐一呈現其建議：首先為確認入院

者健康無虞，故由 Chen et al. (2020) 
建議可採取反轉錄酶-聚合酶鏈反應
檢測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及監測體溫正
常，方可辦理住院[20]。針對住院環
境評估，由 Huang et al. (2021) 指出，
有效避免新冠肺炎之傳播關鍵可採取

「分艙分流」，使減少全體間交互感

染以致罹病，可分為「新入院病人觀

察區」、「疑似接觸者隔離區」和

「一般病人區域」。除此之外，進行

全面性的疫情調查，落實 TOCC 問診
含：旅遊史 (travel history)、職業史 

16

感染控制雜誌

精神科新冠肺炎之感染管制作為



(occupation)、接觸史 (contact history) 
和群聚史 (cluster)。然則，倘若病人
因精神症狀影響未能配合疫調者，另

可藉由國家健康保險管理局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所提
供之資料，查找到病人兩週內的旅遊

史[21]。近觀精神科對新冠肺炎防疫
文獻，Hsu et al. (2021) 闡述病人因疾
病對於遵囑性不佳，可透過持續性衛

生教育介入，如：重複教學及示範口

罩正確配戴方法，並重申手部衛生及

適切之社交互動距離等，以達完善的

防疫[22]。
專業之醫護人員部分建議，

Yang et al. (2020) 闡述可藉感染管制
專家給予專業知能補充，使人員在整

體自我健康防護意識得以提升，以維

繫感染控制品質，如：每日進行自我

體溫監測及評估感染風險，對於臨床

作業流程另可以線上視訊會議進行滾

動式修正[23]。彙總上述防護作為，
可見涵蓋病人端、醫療人員端及環境

端外，本文藉上述文獻探討內容為執

行基礎，另啟動防疫應變小組使疫情

資訊快速更新，擬定防疫管理作業規

範等逐一呈現某醫學中心精神科急性

病房管染管制作為。

精神科病房系列感染管制作為

對 2021 年 1 月份，我國桃園某
醫療機構發生新冠肺炎群聚感染事件

後，以臺灣某醫學中心急性精神科病

房感染管制作為為例，整體系列性防

疫作為為主軸，內容除再次強化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所制定「精神醫療

機構因應 COVID-19 感染管制措施指
引」並以對應時序性策略，進行詳盡

闡述：

一、設置新冠肺炎即時訊息聯絡網

本院於新冠肺炎疫情之初，於 
2020 年 1 月 3 日成立 COVID-19 防
疫應變指揮中心，1 月 4 日架設院
內網頁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專區」，強化「即時」疫
情資訊的傳遞，將相關資訊歸納整

合，如：疫情新知、疾病管制署宣導

素材、相關教育訓練等類別，提供院

內員工有一便利取得資訊之渠道，並

使用醫院設計通訊軟體 APP 同時宣
達病房最新因應策略及調整後臨床作

業流程，若針對臨床照護作業疑慮，

可跨專業諮詢感染科及查詢全院護理

類相關資訊規章，以確保臨床作業執

行正確及安全 (圖一)。

二、形成「急性精神科病房-防疫應
變小組」

以跨領域專業團隊邀請：精神

專科醫師、感染專科醫師、專責感管

師、精神急性病房護理長各一名及兩

名精神科資深護理師，形成應變小

組，固定召開防疫會議及參酌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精神科醫療

機構因應 COVID-19 感染管制措施指
引」進行防疫措施擬定，逐一分析病

房可能隱藏之危機，並以加強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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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住院病人的健康管理、精神科病

房感染管制作為為主軸呈現，以下可

見本病房於 2019 迄今感染管制作為
之時間軸展現，見圖二。

三、加強工作人員健康管理

以醫院開發手機應用軟體 APP 
為監測工具，人員於工作日需每日自

我體溫監測並鍵入軟體中，若出現咳

嗽、喉嚨痛、發燒 (耳溫大於 38℃) 
或上呼吸道症狀等，應立即通報單位

主管，並採取防護措施及儘速就醫，

不得出勤，單位需協助調動人力出

勤；軟體可回顧近三個月體溫變化。

人員前往不同科別或行政部門時需

落實「實聯制」以做到全面地檢視人

員前往不同單位的足跡，達到當疫情

擴散時有效匡列。非固定病房之醫療

照護人員，如：工務人員和外包業務

廠商，需於病房會客區先行掃描 QR 
Code 填寫 TOCC 史，確認 Google 表
單無誤後方可進入病房。

四、病房內照護分艙分流

隨社區感染於我國肆虐，經「急

性精神科病房-防疫應變小組」研擬
對應防護措施，暫緩精神科人員跨區

或跨病房支援，以降低不同病房間交

互感染情況發生。將新入院病人視為

高度風險個案，惟本病房於本院規劃

為綠區 (暫無疑慮之病人)，考量空間
設置因素，無法完全區隔空間，故於

圖一　設置新冠肺炎即時訊息聯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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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本病房 2019~2021 年感染管制作為之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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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管控原則下彈性調整，新病人需

於單獨病房觀察兩週不跨區活動，由

固定資深護理人員集中照護，清楚規

範人員進出護理站、穿脫個人防護裝

備動線與清潔區，規劃一般病人活動

區域，減少病房內部病人群聚風險疑

慮。

五、住院病人健康管理流程

1. 衛教與協助病人落實防疫原
則：

精神專科從業人員除做好自我

管理，針對病人亦有強化防疫認知之

必要，以達到雙方彼此的保護，故於

病房廣播系統設定三餐用餐及口服給

藥處置前，予提醒「落實洗手之時

機」、「進行活動時，需保持合宜社

交距離」、提醒正確佩戴及定期更換

「醫用口罩」等內容宣導，以提升精

神科病人在「生活防疫原則」遵守

性。

2. 收治新病人管理作業規範：
2021 年 5 月 14 日我國疫情嚴峻

故開始實施「醫療營運降載」，本院

暫緩門診收治住院病人，並統一由急

診室先行確認體溫及 TOCC，如評估
精神科住院必要，則照會精神科醫

師，經診視確認有無立即住院治療急

迫性，如有則需完成生理抽血、胸部 
X 光、體溫及接受 PCR 檢查陰性後
方可收治，並於精神科病房內單獨病

房觀察兩週，以確認病人安全。

3. 住院病人健康管理：
病人每日早晚監測體溫 (有無耳

溫大於 38℃) 並進行問診，確認若出
現呼吸道或類似新冠肺炎症狀則通報

疑似新冠肺炎並予以採檢作業準備，

若篩檢結果陰性，則續原病房治療。

在精神科團體治療及用膳，則配合我

國政令規定進行，減少參與人數 (空
間人數≦5 人)，及增加團體治療場
次，兼顧病人團體治療之需要及達安

全社交距離之原則，避免飛沫傳播疑

慮。

六、陪病防疫管理流程

如評估病人需「陪病者」協助

日常照護，則需於急診進行 PCR 篩
檢，持陰性報告後才可陪病，照護

過程中如有更換陪病者則需自費檢

驗 PCR 且再次取得結果陰性方可更
換，並配合衛生政策每日固定時間，

發放免費醫用口罩提供陪病者佩戴；

每日監測體溫及 TOCC 史、監測有無
呼吸道及類流感、類新冠肺炎症狀。

最後，進入病房前室後，再次確認陪

病者，體溫及 TOCC 並輸入於護理作
業系統中。

七、其他防疫原則

1. 落實手部衛生與呼吸道衛生：
於工作環境中增設「感應式酒精

洗手器節點」及標示落實手部衛生步

驟，並由「急性精神科病房-防疫應
變小組」中，兩名精神科資深護理師

不定時稽核手部衛生執行確實性；工

作人員用餐時，採一人一室及分批分

流進行，過程中不與他人交談，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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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沫傳播之疑慮，使用桌子前後皆需

確實以 75% 酒精消毒。
2. 設置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穿

脫區域：

先行知悉醫院感染控制之穿脫

個人化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規範，依照接觸病
人之嚴重程度區分為紅、黃及綠區；

紅區 (屬於已確診新冠肺炎之專責病
房)、黃區 (有呼吸道症狀或疑似新
冠肺炎病人) 及綠區 (暫無疑慮之病
人)。然而，精神科病房於本院屬於
「綠區」，隨著疫情再次竄升及有無

症狀病人之虞慮，故針對新入院之病

人提高防護意識，建立個人化防護裝

備穿脫區域，每班消毒環境，並標示

清楚穿脫步驟標語及流程海報，強化

人員執行確實性，並由小組人員不定

時稽核。

3. 環境清潔感染管制作業：
由清潔人員每日早晨進行常規環

境清潔消毒，加強經常接觸性之環境

及設備清潔，如：護理站、電話、鍵

盤、滑鼠、車類手把、觸碰螢幕、儀

器設備等，以稀釋次氯酸鈉 (sodium 
hypochlorite) 之 1,000 ppm 進行清潔
消毒作業，泡製方法為 1 mL 的 5% 
次氯酸鈉加入 49 mL 的清水稀釋。
若為肉眼可見之血液、體液、排泄、

嘔吐、呼吸道等分泌物汙染處，則需

以即棄式布類，沾濕高濃度次氯酸鈉 
5,000 ppm 擦拭後，立即丟棄於感染
性垃圾桶。

結論與建議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長達近兩年之

久，精神專科臨床實務中，精神科醫

療從業人員本專精於病人精神症狀之

評估及照護，鮮少接觸相關感染管制

作為，我國現尚未見精神醫療機構群

聚事件，但礙於精神科乃屬多元複雜

之專科且合併多元複雜影響因素如：

封閉式的活動空間、諸多的團體活

動、治療課程及病人在認知理解程度

較為欠佳等，倘若輕忽感染控制及未

有妥善的防疫策略，將可能產生快速

傳播及難以想像的嚴重後果。

本文分享臺灣某醫學中心精神科

急性病房現況感染管制作為，包含：

成立具有跨專科的「急性精神科病

房-防疫應變小組」並與院內專責感
管單位，滾動式擬定符合時勢現況之

策略，期望此經驗，建立安全的感染

管制作為，以降低精神科病房群聚發

生之可能性，作為未來其他醫療院所

參考，間接可減緩精神科醫療從業人

員對於應變疫情之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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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Control Procedures for COVID-19 
in the Acute Psychiatric Ward: Experiences 

from a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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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wo years, global medical systems have been impact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pandemic. During this period, the virus has undergone 
several mutations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infectious, leading to multiple cases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Implementing COVID-19 
prevention measures in psychiatric wards is a challenging task because of the closed 
environment of the ward and the compromised cognitive function of its patients.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a set of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uit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andemic, especially focusing on infection 
control. In this pilot study, an Acute Psychiatric-Ward Pandemic Response Tea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nursing standards of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control department in the acute 
psychiatric ward of a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The team worked to enhance health 
management of the medical staff and inpatient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ensuring 
more precise infection control in the psychiatric ward and construing a series 
infection prevention procedures. The article describes implementing hand hygiene 
and respiratory hygiene, setting up areas for staff to put on and take of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environmental cleaning, and infection control opera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ese experiences could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other psychiatric 
institutions that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the effects of the pandemic.

Key words: COVID-19, Acute Psychiatric Ward, Infection Control

23

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第三十二卷一期

王士娟、林均穗、葉家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