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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人員脫除個人防護裝備 
污染程度調查

陳佳聘1　諶欣瑜1　陳孟清1　王復德1,2,3　陳瑛瑛1,3

臺北榮民總醫院　1感染管制室　2內科部感染科
3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個人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在人類與傳染病戰爭
中，是保護醫療人員最佳利器。但值得注意的是，脫除防護裝備過程存在風險，

可能造成工作人員皮膚或工作服受污染。本研究藉由 PPE 穿脫訓練中加入螢光
乳模擬污染物質附著情境，以了解脫除 PPE 後人員皮膚及工作服污染狀況。
2017~2021 年共 499 人參與螢光檢測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205 人、PGY 訓練醫
師 294 人)，其中 192 人至少發生 1 處 (含) 以上部位污染，污染率 38.5%。比
較醫療網支援人員與 PGY 訓練醫師 PPE 脫除後結果，PGY 訓練醫師污染率顯
著低於醫療網支援人員 (p < 0.001)。醫療網支援人員工作年資 6~10 年發生污
染最高 (72.7%)，進一步比較有污染組及無污染組，無污染組中有負壓隔離病室
工作經驗 (21.4%) 及曾接受雙層 PPE 穿脫訓練 (72.7%) 比例較高，但未達顯著
差異 (p > 0.05)。2020~2021 年 COVID-19 疫情爆發期間，PGY 訓練醫師脫除 
PPE 污染率明顯較疫情前降低 (p < 0.001)。污染部位前三位為手部 38.4%、頭
髮 19.7%、頸部 (含下巴) 17.5%。脫除過程中至少出現 1 次 (含) 以上錯誤動作
佔 29.1%，其中以脫除外層隔離衣及外層手套出現錯誤佔最多 (27.3%)。因此定
期且持續提供教育訓練熟練技術，透過有效檢測工具將原本看不見的「污染」視

覺化呈現，以提升穿脫正確性；本研究可提供教學者作為課程設計安排及學習者

重要參考。（感控雜誌 2021:31:269-282）

關鍵詞： 個人防護裝備、脫除、污染、螢光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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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來新興或再浮現傳染病來

勢洶洶，加上國際間旅遊、商業活動

等交流頻繁，增加疫情防堵困難性。

對於站在第一線照護病人的醫療人員

而言，更是必須隨時面對照護傳染

病病人所帶來的威脅與挑戰，及面

臨可能染病風險甚至失去生命。2003 
年台灣面對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來襲，短短數個月內造成國
內經濟、社會秩序與醫療體系嚴重

衝擊，為保全醫療體系，疾病管制

署在 SARS 之後，建置感染症防治醫
療網 (2007 年更名「傳染病防治醫療
網」，簡稱醫療網)，全台劃分六網
區，各區指定應變醫院集中收治新興

傳染病病人，及支援合作醫院提供專

業醫療諮詢與支援，每年依規定辦理

應變演練、人員教育及個人防護裝備

實務穿脫訓練等，以期有效面對新興

傳染病之挑戰[1]。為使醫療機構落
實做好平時整備，疾管署要求各院門

診、急診、加護病房及負壓隔離病房

等單位至少每年 1 次辦理防護裝備實
際穿脫教育訓練，以加強工作人員熟

悉度[2]。
個人防護裝備  ( P e r s o n a 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在人類與
傳染病戰爭中，一直是保護醫療工

作人員的最佳利器。PPE 最早起源
可追溯至 18 世紀前，中世紀瘟疫醫
師戴著鳥嘴面罩、皮衣和黑色長袍

照護感染病人，阻斷可能的傳播風

險[3]。1970~1980 年代美國陸續推
動醫療照護人員使用手套、隔離衣

等防護裝備照護愛滋病、B 型肝炎
等傳染性病人，以降低職業暴露風

險[4]。直到現在，尤其在 COVID-19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疫情期
間，PPE 的使用已相當普遍且有明
確規範[5]。台灣學者在 2003 年即制
定雙層防護裝備穿脫步驟流程，包

含 N95 口罩、綁帶式外科口罩、全
身式防護衣、ㄧ般隔離衣、雙層手

套、防護面罩或護目鏡、髮帽、雙層

鞋套，提供醫療照護人員照護 SARS 
病人時的完整保護[6,7]。近期西班牙
研究調查急診、加護病房等第一線

照護 COVID-19 病人的醫療照護人員 
SARS-CoV-2 血清抗體陽性率與非第
一線人員相似，第一線照護人員在高

風險環境下並沒有增加感染機率，分

析主要原因之一為適當使用 PPE 降
低風險[8]。

理想的防護裝備可以避免具感

染性體液或飛沫顆粒等病原體沾染

於體表或黏膜，並且提供適當的透

氣性[9]。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不正
確方式脫除受污染的 PPE 時，會造
成工作人員皮膚或工作服污染[10]。
多篇研究顯示在 SARS、伊波拉病毒
感染、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

症等新興傳染病流行期間，醫療照

護人員因沒有使用 PPE 或脫除 PPE 
過程不適當而感染[11-13]；近 17 年
來，傷亡人數慘重的莫過於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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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肆虐全球的 COVID-19 疫情，截至 
2021 年 9 月 25 日，美國醫療照護人
員共 559,211 人感染，造成 1,775 人
死亡[14]，其中不適當使用個人防護
裝備亦為感染 COVID-19 職業風險因
素之一[15]。更有研究直指污染經常
發生在脫除隔離衣及手套時[16,17]。
因此，正確使用及依步驟穿脫 PPE 
是所有醫療照護人員非常重要的學習

課題。

本研究團隊自 2017 年起在每年
常規 PPE 穿脫訓練中加入螢光乳模
擬污染物質附著情境，主要目的為利

用螢光在一般光源下不可見的特性深

入了解工作人員脫除 PPE 後身體及
工作服污染狀況，並透過螢光檢測燈

檢測將污染視覺化立即反饋結果強化

學習印象，且分析脫除步驟常見錯誤

與污染部位，作為未來 PPE 教育訓
練課程設計及教材參考，以提升醫療

照護人員穿脫正確性。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醫院為北部某醫學中心，

科別包含內科、外科、胸腔科、婦產

科等，總病床數約 3,000 床，設置有
一般病室、普通隔離病室及負壓隔離

病室等。研究對象為 2017 至 2018 年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支援人力之醫師、

護理師、藥師等及 2019 至 2021 年
起第一年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post-
graduate year training, PGY 訓練) 醫

師，以上人員經同意後納入檢測對

象。2020 年起因 COVID-19 疫情，
暫停醫療網支援人力實體課程。

二、研究工具

(一) 個人防護裝備穿脫及實務訓
練問卷

收集研究對象過去個人防護裝備

使用經驗及相關工作經驗。問卷包含

個人基本資料 (性別、職稱、工作年
資、隔離病室工作經驗)、個人防護
裝備使用經驗等。

(二) 個人防護裝備穿戴及脫除步
驟評核表

評核 PPE 穿戴及脫除位置 (清潔
區、隔離室、前室和共同前室)，及
其相對應穿脫之裝備、步驟及每一脫

除步驟必須做到重點事項，依操作步

驟勾選正確及提醒後做到；提醒後做

到表示動作錯誤。

(三) 螢光乳液 (GlitterBug potion, 
OnSolution Pty Ltd, Australian)

依產品仿單適用於手部衛生教

育訓練，對人體無危害。塗抹於手

上後在一般光源下不可見，使用特

殊光源螢光檢測燈 (UVA lamp, Brevis 
Corporation, Salt Lake City, USA) 在暗
室可見清晰之螢光反應，用以模擬照

護病人過程手套受微生物污染情境。

(四) 螢光檢測結果人形圖紀錄表
經檢測出現螢光反應視為脫除

過程中遭受污染，由觀察員圈選於紀

錄表受污染處，分類部位為頭髮、臉

部、頸部、胸部、後背、手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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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臀部、大腿、小腿及鞋子。

三、防護裝備穿戴及脫除訓練場地

場地設置導入動線概念，劃分清

潔區、隔離室、前室、共同前室 (緩
衝區) 4 區，每一區張貼雙層個人防
護裝備穿脫步驟流程圖[7]。訓練場
地旁教室以遮光窗簾阻擋光線並關燈

設置暗室，由觀察員以螢光檢測燈檢

測研究對象身體或工作服有無殘存螢

光反應。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前瞻性觀察研究 
(prospective observation study)，藉由
教育訓練過程觀察研究對象對於 PPE 
穿戴及脫除步驟之正確性及污染狀

況。

PPE 穿脫步驟檢視員及螢光反
應觀察員均由感染管制師擔任，感染

管制相關工作年資平均 9 年。教育訓
練前檢視員依「個人防護裝備穿戴

及脫除步驟評核表」共識討論以達判

定一致性；螢光檢測則由相同觀察

員執行。教育訓練課程講師由感染管

制相關工作年資平均 11 年之感管師
擔任，實體課堂講授 PPE 使用注意
事項，包括各項裝備 (N95 及外科口
罩、手套、護目鏡及面罩、隔離衣及

全身式防護衣) 使用重點、常見脫除
錯誤樣態等，講授時間 20 分鐘，並
加入由研究醫院自行製作之 PPE 穿
脫動畫影片「護身服全攻略-進出移
動迷宮 (隔離區)」(10 分鐘)，輔助說

明標準步驟，再由感管師現場實際示

範。

所有研究對象皆需參加實體講

授課程，課程結束後，依序至訓練場

地實際操作，檢視員以一對一方式觀

察穿脫步驟，發現錯誤動作 (外層隔
離衣、綁帶式外科口罩脫除順序錯誤

等) 立即提醒更正。
研究對象完成雙層防護裝備著

裝後，由檢視員按壓一次螢光乳液於

外層手套上，雙手搓揉 15 秒或至微
乾，模擬手套受微生物污染情形，隨

後依研究醫院制定之「雙層個人防護

裝備穿脫步驟流程圖」脫除。脫除完

畢後，進入暗室由觀察員以螢光檢測

燈檢測螢光反應並紀錄於人形圖紀錄

表；檢測結果由觀察員立即回饋。

五、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  Microsoft Excel 及 
PSPP 軟體進行分析與檢定。描述統
計以頻率、百分比、中位數與範圍等

呈現分佈情形。類別變項則以 Chi-
square test 檢定；污染率計算以每位
出現 1 次 (含) 以上污染部位，判定
為污染人數；污染率 (%)＝(污染人
數 /觀察人數)*100。連續變項則採 
Mann-Whitney U test，檢定結果以 p 
< .05 判定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結　果

2017~2021 年同意參與 PPE 脫除
後螢光檢測共 499 人，女性佔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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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人)，職稱別以醫師 70.1% (350 
人) 佔最多、其次為護理師  24.4% 
(122 人)、其他醫事人員 5.4% (27 
人)。2017~2018 年醫療網支援人員
共 205 人，以女性 75.1% (154 人) 和
護理師 59.5% (122 人) 佔最多；工作
年資中位數 7.5 (0.5~38) 年，以 3~5 
年佔 28.3% (58 人) 最多，曾有負壓
隔離病室工作經驗者其年資中位數為 

3.3 (0.4~37.9) 年，69.3% 曾接受雙層
個人防護裝備穿脫訓練。2019~2021 
年 PGY 訓練醫師共 294 人，男性佔 
57.8% (170 人)，無工作年資者佔多
數 94.6% (278 人)、5.4% (16 人) 年資
不滿 1 年，均無普通隔離病室或負壓
隔離病室工作經驗，也未曾接受雙層

個人防護裝備穿脫訓練 (表一)。 
脫除防護裝備後身體或工作服至

表一　基本屬性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第一年畢業後一般 

變項
 支援人員 醫學訓練醫師 

p 值 n = 205 n = 294
 人數 (%) 人數 (%) 
性別 (女) 154 (75.1) 124 (42.2) < 0.001
職稱   < 0.001
　　醫師 56 (27.3) 294 (100) 
　　護理師 122 (59.5) 0 (0) 
　　其他醫事人員 27 (13.2) 0 (0) 
工作總年資 [中位數 (全距)] 7.5 (0.5~38) 0.4 (0.1~0.8) < 0.001
　　無 0 (0) 278 (94.6) 
　　< 1 年  6 (2.9) 16 (5.4) 
　　1~2 年 17 (8.3) 0 (0) 
　　3~5 年 58 (28.3) 0 (0) 
　　6~10 年 33 (16.1) 0 (0) 
　　> 10 年 91 (44.4) 0 (0) 
工作經驗   
　　曾在普通隔離病房 (是) 96 (46.8) 0 (0) < 0.001
　　曾在負壓隔離病房 (是) 47 (22.9) 0 (0) < 0.001
曾在負壓隔離病房工作年資 [中位數 (全距)] 3.3 (0.4~37.9) 0 < 0.001
　　無 158 (77.1) 294 (100) 
　　< 1 年 8 (3.9) 0 (0) 
　　1~2 年 8 (3.9) 0 (0) 
　　3~5 年 11 (5.4) 0 (0) 
　　6~10 年 11 (5.4) 0 (0) 
　　> 10 年 9 (4.4) 0 (0) 
曾接受雙層防護裝備穿脫訓練 (是) 142 (69.3) 0 (0) < 0.001
註：Chi-Squar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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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發生 1 處 (含) 以上部位污染共 192 
人，污染率 38.5% (192/499)，其中醫
療網支援人員 117 人，污染率 57.1% 
(117/205)；PGY 訓練醫師 75 人，污
染率 25.5% (75/294)，均以污染部位 
1 處佔最多。比較醫療網支援人員與 
PGY 訓練醫師螢光檢測，PGY 訓練

醫師污染率顯著低於醫療網支援人力 
(p < 0.001) (表二)。另外，醫療網支
援人員工作年資 6~10 年發生污染最
高 (72.7%)；污染率最低為年資不滿 
1 年者。而 PGY 訓練醫師在無工作
經驗者污染率為 24.8%、年資不滿 1 
年者污染率為 37.5% (圖一)。

表二　防護裝備脫除後污染情形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第一年畢業後一般

變項
 支援人員 醫學訓練醫師 

p 值
 n = 205 n = 294
 人數 (%) 人數 (%) 
　無污染 88 (42.9) 219 (74.5) < 0.001
　有污染# 117 (57.1) 75 (25.5) 
　　污染部位 1 處 60 (51.3) 41 (54.7) 
　　污染部位 2 處 32 (27.4) 20 (26.7) 
　　污染部位 3 處 20 (17.1) 10 (13.3) 
　　污染部位 4 處以上 5 (4.3) 4 (5.3) 　

註：Chi-Square Test
#：出現 1 次 (含) 以上污染部位，判定為污染人數；污染率 (%) = (污染人數/觀察人數)*100。

圖一　不同工作年資脫除防護裝備污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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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比較醫療網支援人力有

污染與無污染兩組，負壓隔離病室

工作經驗有污染組 (21.4%) 較無污染
組 (25.0%) 低，曾接受雙層 PPE 穿
脫訓練在有污染組 (66.7%) 亦較無污
染組 (72.7%) 低，但均未達顯著差異 
(p > 0.05)。另在性別、職稱、工作年
資、普通隔離病室工作經驗皆無統計

上差異 (p > 0.05) (表三)。2020 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疫情前 (2019 
年) 參與螢光檢測共 83 人、污染率 
71.1%，疫情期 (2020~2021 年) 檢測 
211 人，污染率顯著降低為 7.6% (p < 
0.001) (表四)。

脫除防護裝備後螢光檢測結果共

發現 320 處污染，常見污染部位前三
位為手部 38.4%、頭髮 19.7%、頸部 
(含下巴) 17.5%。手部污染最多為手

表三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支援人力防護裝備脫除污染分組比較

 有污染# 無污染#

變項 n = 117 n = 88 p 值
 人數 (%) 人數 (%)
性別 (男) 29 (24.8) 22 (25.0) 1.000a

職稱   0.895a

　　醫師 29 (24.8) 24 (27.3) 
　　護理師 73 (62.4) 54 (61.4) 
　　其他醫事人員 15 (12.8) 10 (11.3) 
工作總年資 [中位數 (全距)] 9 (0.5~35) 6 (0.5~38) 0.422b

工作經驗   
　　曾在普通隔離病房 (是) 55 (47.0) 41 (46.6) 1.000a

　　曾在負壓隔離病房 (是) 25 (21.4) 22 (25.0) 0.615a

　　曾在負壓隔離病房工作年資 [中位數 (全距)] 5.4 (0.4~37.9) 3.3 (0.4~16.3) 0.593b

曾接受雙層防護裝備穿脫訓練 (是) 78 (66.7) 64 (72.7) 0.364a

註：a. Chi-Square Test；b. Mann-Whitney U test
　　# 污染指脫除個人防護裝備後，經螢光檢驗發現有殘存螢光反應

表四　COVID-19 疫情前與發生時第一年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醫師污染率比較

 COVID-19 疫情前 COVID-19 疫情期 
p 值

變項
 2019 年 2020~2021 年

 n = 83 n = 211
 人數 (%) 人數 (%) 
防護裝備污染# 59 (71.1) 16 (7.6) < 0.001
註：Mann-Whitney U test
　　#  污染率 (%) = (污染人數/觀察人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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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30.9%)、其次為手指 (23.6%)、指
縫 (20.3%)；頸部污染以後頸最多 (圖
二、圖三)。

個人防護裝備穿戴及脫除步驟評

核表共 18 個脫除步驟，共評核 499 
人，29.1% (145 人) 在脫除過程中至
少出現 1 次 (含) 以上錯誤動作，其
中以脫除外層隔離衣及外層手套出現

錯誤佔最多 (27.3%)，其次為脫外科
口罩佔 14.0%，接下來為脫除髮帽錯
誤佔 13.0%，脫除全身式防護衣錯誤

佔 12.8%，脫除護目鏡或面罩時碰觸
污染面佔 11.4% (表五)。

討　論

正確使用防護裝備可以保護醫

療照護相關人員，減少感染風險。然

而，在本次研究中發現有 29.1% 參與
人員在脫除 PPE 過程中出現 1 次 (含) 
以上錯誤動作，再以螢光檢測脫除 
PPE 後人員皮膚及工作服污染情形，

圖二　個人防護裝備脫除污染部位分布

圖三　螢光反應如紅圈處，左至右依序為手背、手指、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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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污染率為 38.5%。回顧文獻，
Kwon 等以螢光乳及噬菌體塗抹於受
試者手掌、腹部和腳踝以追蹤 PPE 
脫除後污染狀況，不論是單層 PPE 

(手套、隔離衣) 或照護伊波拉病毒感
染之雙層 PPE (雙層手套、防水隔離
衣及圍裙、PAPR 及面罩式頭套、鞋
套)，發現脫除後都出現污染反應，

表五　雙層防護裝備脫除步驟常見錯誤前 5 名

每項目觀察筆數：499 次
脫除步驟項目 正確做法[7,25] 錯誤樣態 錯誤筆數 (%)
外層隔離衣及

外層手套

➢脫左手外層手套 (由手套外側脫
除，不可碰觸內側)，以左手 (相
對乾淨) 解開頸後帶子

➢右手 (污染) 從左肩開始脫隔離衣 
(碰觸隔離衣外層)，邊脫邊將污
染面包在裡面，再脫右手外層手

套 (與脫除隔離衣同時或由手套
內側脫除不碰觸外側)

1. 脫除外層手套時碰觸內
層手套

2. 未脫除外層手套直接碰
觸頸後隔離衣帶子

順序錯誤，外層手套碰觸

內層全身式防護衣

136 (27.3)

外科口罩 先解開下側綁帶再解開上側綁帶，

以抓住綁帶方式脫除口罩，不碰觸

口罩外側污染面 (避免碰觸臉部及 
N95 口罩)

1. 解開綁帶順序錯誤，先
解開外科口罩上側綁

帶再解開下側綁帶

2. 碰觸口罩外側污染面

70 (14.0)

髮帽 身體微向前彎頭微低，之後將髮帽

由側面卸下。避免碰觸或拉扯到防

護衣頭套。

1. 脫除方向錯誤，朝臉部
方向脫除

2. 手套碰觸全身式防護衣
頭套

65 (13.0)

連身式防護衣 將內層手套微微下拉，將防護衣拉

鏈拉下，雙手將防護衣頭套往上提

往後放，從肩膀處往下脫除，由內

向外捲，動作輕緩

1. 拉下全身式防護衣拉鏈
時碰觸頸部皮膚

2. 防護衣頭套往上提往後
放，從肩膀處往下脫

除時，手套碰觸頭髮

或工作服；頭髮碰觸

防護衣套外層

64 (12.8)

防護面罩或護

目鏡

抓住頭帶，由頭後方向前脫除 (遠離
身體方向)，避免碰觸面罩之前側污
染面

碰觸面罩污染面 57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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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雙層 PPE 者有 44% 出現污染且 
100% 在脫除過程中至少出現 1 次錯
誤[18]。2017 年有學者在美國醫院進
行模擬研究，將螢光粉塗抹於測試場

地，受試者穿戴 PPE 後進入場地操
作平時照護病人行為，脫除 PPE 後
螢光檢測發現不管是簡易型 PPE (手
套、隔離衣等) 或雙層 PPE (照護伊波
拉病毒感染病人之裝備)，污染率高
達 79%，且 97% 脫除過程中至少出
現 1 次污染動作[19]。由於不同文獻
在防護裝備選用組合、檢測工具、研

究設計等皆不盡相同，與本研究結果

一樣都發現程度不一的污染狀況，但

無法比較污染率高低。

進一步以工作年資來看污染率分

布，本研究發現工作年資 6~10 年及 
10 年以上者污染率最高，而年資不
滿 1 年及無工作經驗之 PGY 訓練醫
師污染率最低。此一現象在 Guo 等
以自行脫除及依照該國疾管管制中心

建議之脫除 PPE 方式，比較 3 種隔
離衣材質對環境及身體污染影響的研

究中亦有類似發現，年資介於 16~20 
年或大於 20 年之資深人員，其手部
污染率顯著高於資淺者 (p < 0.05)，
研究者認為可能與資深人員憑著過去

殘留腦海中的經驗脫除隔離衣有關，

在經過適當教育訓練後，手部污染明

顯改善[20]。有學者提出，隨著時間
推移，可能無法回想起正確 PPE 脫
除方式與順序，因此建議加強教育訓

練，可以螢光劑模擬微生物污染狀

況，提供直接可視的污染，以提升工

作人員 PPE 正確穿脫執行能力[21]。
鄭等探討國內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護

理人員對新型流感防護遵從性之相關

研究發現，工作年資未滿一年與 10 
年以上，其防護遵從性量表分數較工

作年資 1~3 年、4~6 年或 7~9 年人員
高[22]；本研究結果發現，在醫療網
支援人員中，在無污染組別其工作年

資中位數較低 (6 年 vs. 9 年)，但無統
計上顯著差異 (p = 0.422)，與鄭等研
究結果不同，可能原因為鄭等研究採

問卷方式進行，然而新型流感防護遵

從性量表分數越高，不一定能代表人

員實際穿脫防護裝備時的污染狀況，

且鄭等研究結果也顯示護理人員對於

新型流感知識與防護遵從性間無顯著

相關性 (Pearson’s r = -0.18) [22]，此
外，該篇研究未敘明人員是否有負壓

隔離病室工作經驗或曾接受雙層 PPE 
訓練等。

而醫療網支援人員中，在無污

染組中曾經有負壓隔離病室工作經驗

及曾接受雙層 PPE 穿脫訓練的比例
較高，推測可能與本研究醫院負壓隔

離病房每半年定期提供雙層 PPE 穿
脫實務訓練有關，且每年辦理新興傳

染病動線演練，相較一般病房人員

有較多機會複習 PPE 穿脫技術，因
此脫除 PPE 後自身污染情形較少。
美國研究發現曾接受疾病管制中心脫

除防護裝備步驟訓練之醫護人員較未

接受訓練的人員污染率低 (18.9% vs. 
60.0%, p < 0.001)，並在訓練 1 個月
和 3 個月後仍保持較低污染率 (兩個

278

感染控制雜誌

個人防護裝備脫除污染調查



時間點污染率均為 12.0%，與訓練前
相比 p < 0.001) [16]，顯見持續接受
教育訓練之重要性。

本研究發現在  2020~2021 年 
COVID-19 疫情爆發期間，PGY 訓練
醫師脫除 PPE 污染率明顯較疫情前
降低 (p < 0.001)，推測可能與疫情期
間醫護人員隨時面對真實存在病毒的

威脅，更加謹慎小心使用防護裝備避

免自身感染有關。在影響醫療照護相

關工作人員遵循感染管制措施研究中

提及，當知道有同事或病人被感染或

擔心自己或他人可能有被感染風險，

都會促使醫療照護人員更加遵守相關

措施[23]。
儘管使用適當的 PPE，但感染最

大風險可能與人員不正確地脫除 PPE 
導致自我污染有關。本研究採用雙層

防護裝備，一般而言，污染應被阻擋

於外層，但脫除 PPE 後螢光檢測在
最內層的皮膚及工作服仍發現污染，

經由分析脫除步驟發現最常見錯誤為

脫除外層手套時碰觸內層手套、未脫

除外層手套直接碰觸頸後綁帶、或脫

除外層隔離衣過程中手套碰觸內層全

身式防護衣 (27.3%)。本研究中外層
手套上塗抹螢光乳模擬污染物質，污

染可能經由上述錯誤動作帶入內層裝

備甚至是自身工作服或皮膚。Kang 
等研究亦有類似發現，以紫外線燈 
(UVA lamp) 觀察每一脫除步驟，脫
除外層手套後，相對乾淨之內層手套

隨著每次碰觸受污染裝備會增加手

套污染情形[24]。依臺灣疾管署建議

[25]，脫除手套標準建議先以一手抓
起另一手手套接近腕部外側，將手套

以內側朝外方式脫除，已脫除手套的

手，將手指穿入另一手手套腕口內側

脫除手套，而在本研究及 Phan 等文
獻中皆有發現動作錯誤造成手部污染

情形[26]。
頸部 (含下巴) 及頭髮亦是本研

究常見污染部位，觀察學員操作步

驟發現脫除外科口罩解開帶子順序

錯誤，先解開外科口罩上側綁帶再

解開下側綁帶 (14.0%)；導致污染面
碰觸內層全身式防護衣頸部或胸前位

置，而在脫除全身式防護衣常見錯

誤 (12.8%)，以拉下拉鏈時手套碰觸
頸部皮膚，以上動作都可能將污染帶

至頸部。另外，在頭髮污染部分，推

測可能是脫除髮帽時內層手套碰觸全

身式防護衣頭套 (13.0%) 而將手套上
污染物轉移至頭套，進而在脫除防護

衣頭套時，頭髮碰觸防護衣頭套外層

或手套碰觸頭髮造成污染。韓國研究

也有同樣觀察結果，戴著手套不易找

到全身式防護衣拉鍊並將其拉下，及

防護衣頭套導致頭髮污染，學者建議

頭套可完全翻轉或折疊，也可加戴內

層髮帽避免頭髮碰觸[12,24]。筆者建
議除了在脫除區張貼清楚的脫除步驟

海報外，可以加掛全身鏡以利工作人

員在脫除時自行查檢。另外，提醒工

作人員脫除 PPE 時動作需輕柔勿急
躁，勿碰觸內層工作服或自身皮膚，

勿碰觸眼口鼻；脫除防護裝備存在污

染風險，本研究以手部污染最為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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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脫除後務必執行手部衛生。

結　語

2020 年起因 COVID-19 疫情影
響，停辦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支援人

力實體訓練課程，此限制影響後續

資料收集，未來恢復實體課程後可再

追蹤醫療網支援人力經疫情洗禮，

PPE 脫除後污染率之變化。本研究發
現醫療照護人員在脫除 PPE 時存在
一定程度污染自身風險，不論對象工

作年資、隔離病室工作經驗或教育訓

練經驗等，都有可能發生污染。因此

定期且持續不斷的提供教育訓練熟練

技術，透過有效的檢測工作將原本看

不見的「污染」視覺化呈現，加深學

習印象。特別是在 COVID-19 疫情期
間，各院成立專責病房收治疑似或確

診 COVID-19 病人，需要大量非負壓
隔離病室人力進入專責病房照護病

人，在進入專責病房執勤前皆應再次

接受防護裝備實務穿脫教育訓練課

程，重複練習 PPE 穿脫步驟，以提
升穿脫正確性；本研究可提供教學者

作為課程設計安排及學習者重要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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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Healthcare Workers’
Self-Contamination During Removal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Chia-ping Chen1, Shin-Yu Chen1, Meng-Ching Chen1, Fu-Der Wang1,2,3, Yin-Yin Chen1,3

1Infection Control,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3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To prevent disease transmission in healthcare settings,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must be used correctly by healthcare workers (HCWs) to prevent 
exposure and the transport of pathogens to their skin and clothing. PPE reduces but 
does not eliminate the risk of skin and clothing contamination with pathogen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frequency and sites of contamination of the skin and 
clothing of HCWs. They performed simulations of contaminated PPE removal with 
fluorescent lotion on the gloves. During the simulations, 192 of the 499 (38.5%) 
HCWs contaminated their skin or clothing with fluorescent lotion, and 145 (29.1%) 
had one or more lapses during doffing. Among them, most of the lapses occurred 
when removing the outer layer gown and outer layer gloves (27.3%). The hands 
(38.4%) were most frequently contaminated during PPE doffing simulations, 
followed by hair (19.7%) and neck including the chin (17.5%). Senior staff (6~10 
or > 10 years of experience) had more significant contamination than junior staff (< 
1 year of experience) (p < .05). Our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for designing PPE 
education and implementing PPE training protocols.

Key words: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doffing, contamination, fluor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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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傳染性疾病： 
後疫情時代的問題與挑戰

陳伯亮1,2　詹宇鈞3,4　王復德1,5,6

臺北榮民總醫院　1內科部感染科　3病理檢驗部微生物科　5感染管制室
2國立台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4公共衛生研究所　6醫學院

自西元 2000 年以來，人類社會遭遇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與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 等新型冠狀病毒的侵襲，
在醫療、公共衛生等各層面皆造成莫大的負擔，尤其以 SARS 對我國造成的影
響最為巨大；SARS 改變我國在傳染病防治上的策略，我國也因此有更多經驗
面對 2019 年 12 月開始造成世界大流行的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面對 SARS-CoV-2，我國以嚴格的邊境管制、
人流管制、非藥物性介入措施、醫療機構感染管制措施等成功控制國內疫情，後

期搭配治療藥物與疫苗等藥物性介入措施嘗試控制國內的疫情；但面對可能流行

性感冒化的 SARS-CoV-2，如何在藥物及非藥物性介入措施的輔助下逐步讓社會
回歸正常運作是後疫情時代各國急欲解決的問題；而我國在 SARS-CoV-2 發生
率極低的狀況下，季節性呼吸道病毒感染亦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感控雜誌 

2021:31:283-291）

關鍵詞： 新冠病毒、感染控制、非藥物性介入措施、季節性呼吸道病毒

DOI: 10.6526/ICJ.202112_31(6).0002

前　言

回首過去，人類社會每數十年

就會遭受新興傳染病的侵襲，這類的

新興傳染病往往造成數以萬計的人

類感染和死亡；舉例 1918 年至 1919 
年間爆發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西班

牙 260,000 人及美國超過 67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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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更造成全球死亡人數超越第一

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1,2]。爾後，流
行性感冒病毒並未從人類社會中消

失，相反地則是漸漸融入人類社會且

週期性地出現，亦即所謂的「地區

性流行」，當每段時間感染人數高

於往年疫情時便是「流行」；當流

行性感冒病毒因為亞型變異而人類

尚在無抗體的狀況下，便可能造成

「全球性的大流行」，諸如 1957 年
的 H2N2 及 1968 年的 H3N2 便是最
好的例子；另外，某些在禽鳥間流行

的流行性感冒病毒，因為有著高毒性

與致命性，人類可能因為接觸而造成

感染，諸如 2003 年的 H5N1 和 2013 
年的 H7N9，雖未造成大流行，但也
讓醫療及公共衛生相關單位戒慎恐懼

[3]。
於 2003 年，東亞以中國廣東省

為首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亦即

我們熟知的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該次疫情造成中
國廣東、香港與我國數百人感染，其

中更造成我國 346 位感染者中的 73 
位病人死亡，11 位為醫院的醫護人
員和清潔人員[4,5]；當時的疫情衝擊
我國醫療與公共衛生體系，也迫使我

國著手重整國家面對新興傳染病的體

制和政策，以應付爾後可能出現的新

興傳染性疾病。

於  2019 年末，在中國湖北省
武漢市爆發了不明原因的肺炎且造

成了大規模的感染和死亡；爾後在

科學家的努力下，確定造成今天

全球大流行的病毒為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其所造成的疾病
也被稱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期初，中國官方和學
者皆認為感染者與當地海鮮市場有密

切的接觸史或與相關的接觸者有密切

的關係，因此中國學者 2020 年 3 月
於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刊登的文章中

將未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第一個病人

定義為零號病人；然而就文章圖表的

時間軸分析，該位零號病人與第二

位確診的病人已相隔 10 天[6]，大於
我們當時所認知該病毒的潛伏期 (5.2 
天) [7]，因此該病毒真正的來源為何
仍有待科學進一步的溯源和分析。

時至今日，COVID-19 已造成全
球上億人感染，數百萬人死亡，全世

界也疲於應付緊接而來的變種病毒，

試圖確保各國的醫療與公共衛生體系

不會崩潰。台灣亦無法從這場全球的

疫情中免除，第一例境外移入案例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發現後，我國憑藉
著 2003 年 SARS 的經驗，在 SARS-
CoV-2 流行初期，雖然以各種方式阻
隔病毒進入台灣，但截至 2021 年 8 
月仍有兩次主要的疫情爆發，第一次

多以國外入境的感染者居多，而第二

次則出現大量的本土確診個案；流行

初期我們致力於防堵與消滅病毒，但

當消除病毒的機率大幅下降且走向流

行性感冒病毒化時，我們也必須和其

他國家一樣開始思考如何在後疫情時

代和病毒共存？如何開始從防堵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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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如何降低疾病所導致的住院和

重症比例，而非一味著重於降低感染

比例，甚或希望長期歸零感染？如何

看待感染者康復後核酸檢驗可能陽轉

的狀況？以及其他非 SARS-CoV-2 的
呼吸道病毒感染所造成的影響？

疫情前期

承襲 2003 年 SARS 疫情的經
驗，台灣於 2020 年初對於中國湖北
省武漢市爆發的不明原因肺炎便有高

度的警戒，並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將 
COVID-19 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並開始整備如口罩等相關防疫物資

和發放口罩給一般民眾使用；隨著疫

情的升溫，我國政府於 2020 年 2 月
升級口罩政策，提供大眾運輸司機口

罩配戴，於 2020 年 3 月則提高民眾
可以購買的口罩數量以應付接踵而來

的疫情，並於 2020 年 5 月開始提供
幼兒尺寸的口罩以供國內幼兒配戴

[8]。
邊境管制方面，於疾病爆發初

期，對於中國湖北省入境的旅客便實

施控管，並於 2020 年 1 月底開始暫
停所有中國湖北省的旅遊和旅客入

境，並限制防疫醫療物資的出口；

同時，於 2020 年 2 月開始也陸續將
各國旅遊警示調整為一級，於 2020 
年 3 月 21 日開始，我國中央疫情指
揮中心將全球疫情建議等級調整為一

級，並要求國外入境的旅客必須完成

檢疫才能回到社區[8]。

醫療院所方面，我國各級醫療

院所也在疫情前期開始整備物資，訂

定相關防疫規定，並成立專責病房以

照顧感染者；而因應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要求，各級醫療院所於 2020 年 
4 月 3 日起實施門禁管制，且非特殊
情況不得前往醫院探病；這樣政策在 
2020 年 5 月底台灣無新增個案後才
於 2020 年 6 月 19 日放寬[8]。

隨著第一波疫情於 2020 年 5 月
趨緩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提供防

疫新生活等相關準則給民眾參考，放

寬國內防疫等相關規定，並於 2020 
年底開始為國內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進行臨床試驗，以應付未來可能的疫

苗需求[8]。

非藥物性介入措施

於  COVID-19  疫情期間，除
了對於確診者的醫療照護和藥物

治療外，非藥物性介入措施  (non-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s) 亦
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口罩的佩戴和

推廣一般酒精洗手或乾洗手更為重

要；根據台灣大學陳怡諠博士和方啟

泰教授的數理模型研究預測，如果完

全不考慮要求配戴口罩，即使接觸

者的追蹤比例大於 90%，COVID-19 
的 R0 值仍然無法被控制在 1 以下；
但如果國內 75% 以上的人民能夠配
戴口罩，無論接觸者追蹤比例為何，

R0 值皆可以有效被控制在  1 以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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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仍以飛沫為主要傳染途徑的 
SARS-CoV-2，在國家與社會有高度
共識與配合下，除了邊境與醫療院所

嚴格管制外，實行戶外配戴口罩和酒

精洗手、環境消毒成為台灣防疫成功

的關鍵之一。

疫情後期與挑戰

然而，即便有嚴格的邊境和醫療

院所管制，與國民在非藥物性介入措

施上的高配合度，面對國外從未緩解

的疫情與病毒變異株的產生，台灣在 
2021 年 5 月掀起一波本土的疫情，
在短短 3 個月內即累積上萬名本土確
診個案與數百人死亡[10]；疫情以臺
北市和新北市為中心蔓延，雙北地

區在 2021 年 5 月 15 日升級為三級警
戒，全國亦於同年 5 月 19 日升級至
三級警戒；而這波疫情中流行的病毒

株以 Beta 英國變異株為主。因應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全國各級醫療

院所也在這波疫情之中迅速整備，提

供最大醫療量能；以臺北榮民總醫院

為例，本院為 COVID-19 專責和重症
指定醫院，在這波疫情期間，配合國

家政策提供全院總床位數一成的病床

收治確診個案[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研究統計，流

行初期所流行的病毒株已被變異株取

代，目前世界上的流行病毒株多數以

印度發現的 Delta 變異株為主，其傳
染力比原先武漢所發現的 Alpha 病毒
株更高，其 R0 值經分析更高達 5.8 

以上[11]。因應 Delta 變異株，我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於 2021 年 6 月 27 
日起也要求所有國外入境的旅客至集

中檢疫所進行檢疫隔離措施，且需要

經過核酸檢測為陰性後才能返回社區

[8]；但在如此嚴格的隔離檢疫政策
下，仍有零星的 Delta 變種病毒經由
境外悄悄進入社區造成屏東等地群聚

感染。

另外，疫苗注射也成為後疫

情時代控制疾病的重要方式之一；

台灣目前進口的疫苗為  ChAdOx1 
( A s t r a Z e n e c a )、m R N A - 1 2 7 3 
(Moderna) 與 BNT162b2 (BioNTech) 
三種國際認證的疫苗，以及台灣自行

研發的 MVC-COV1901 (高端疫苗)；
儘管以腺病毒為載體的 AstraZeneca 
疫苗在研究報告上的疫苗抗體產生

效力低於後兩者  mRNA 疫苗，但 
AstraZeneca 疫苗仍為世界上 120 個
國家以上所接受且對防止住院及重

症效果仍佳；不過，根據最新英

國研究結果顯示，完整施打兩劑 
AstraZeneca 疫苗後能降低 79% 的 
Delta 變異株感染者出現症狀，更能
降低 96% 的 Delta 感染者變成重症個
案[12]。

面對 COVID-19，困難與挑戰從
前期的防堵轉到疫情後期的減災和預

防重症個案產生，正如同我們過去數

十年來防止流行性感冒重症個案；而

其中一個關鍵就是疫苗接種的比例，

如何消除我國國民對於疫苗廠牌的迷

思、疫苗猶豫與疫苗短缺等，進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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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疫苗施打率，都是當前政府必須解

決的問題；另外，在各國開始討論恢

復正常生活時，我們也勢必得回答以

下問題：「目前流行的病毒所造成的

感染是否有較高的住院或重症比例？

疫苗的注射是否能夠有效降低重症和

住院比例？在 COVID-19 疫苗注射後
的死亡率是否高於流行性感冒所造成

的死亡率？最後，我們社會能接受的 
COVID-19 死亡率在廣泛疫苗施打後
為多少？」例如流感死亡率約千分之

一至萬分之五，為醫療量能可負擔範

圍。目前 COVID-19 未施打疫苗前死
亡率約 2% 至 5%，若因疫苗施打後
可將死亡率降至千分之三至五，為醫

療量能可負擔範圍，是否可以接受？

在能夠理性和清晰的回答上述問題

後，我們才能有機會開始討論各國熱

議的問題：與病毒共存。

確診者、復陽與再感染

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如何看

待康復後的確診者。一個新興傳染性

疾病爆發初期，在對疾病未知的恐懼

驅使下，各國政府或社會都可能以極

端的方式來隔絕感染者以預防疾病的

散播；但醫療上與公共衛生上的問題

解決後，緊接而來的問題是如何看待

確診者與康復者，這個族群的人最常

面臨的除了自身對於疾病的恐懼與身

體機能的衰退外，還得面對周遭環境

對於他們的標籤化與排擠，最有名的

例子便是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IV) 感

染者，而這樣的例子尤其在近期台灣 
Delta 變異株感染者身上更為常見。

另外，對於確診者康復後核酸

檢驗復陽也是目前各大醫療院所面臨

的問題之一；面對核酸檢驗復陽的個

案，除了確診者內心的煎熬外，醫療

機構或公共衛生體系也可能需要耗費

相當的人力和物力進行疫情調查、匡

列、篩檢，對於接觸者也著實是另一

種心理的負擔；根據研究顯示，有許

多個案在兩次核酸檢驗為陰性解除隔

離後，經過一段時間再次進行核酸檢

測卻可能得到陽性的結果；如此狀

況，需要仔細分析個案是否是前次感

染未痊癒？再次感染？或是殘陽現象

但不具傳染力？因此，如果在確診者

康復後的檢驗又呈現陽性，則必須評

估病人是否又出現症狀？或是檢測到

的病毒為死病毒及其殘存的遺傳物質

片段？抑或是先前兩次檢測陰性的結

果為偽陰性[13]？目前，亦有研究結
果顯示 SARS-CoV-2 在人體的脫落期
間 (viral shedding) 可長達 83 天，因
此如果病人大於這個時間又出現症狀

且再次呈現陽性反應，則要考慮是再

次感染的可能[14]。
面對確診者檢驗復陽的狀況，臨

床上除了必須審慎再評估上述可能原

因和確認檢驗結果外，同時也必須確

認檢驗的方式與檢驗的參考值是否相

同？是否是因為方式與參考值改變而

導致報告改變？再者，面對康復者，

如核酸檢驗再為陽性，其 Ct 值與病
毒量是否能造成疾病傳播，也有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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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上述所有原因

有待日後更多經驗與統計資料以釐

清，我們才能減少病人與接觸者不必

要的恐慌與資源的耗費。

COVID-19 疫情之下的 
其他呼吸道感染

從  2 0 1 9  年底開始，因應 
COVID-19 疫情，各國耗費大多數醫
療資源與社會成本在 COVID-19 的防
堵、治療與預防上，也實行了各種

不同的非藥物及藥物介入性措施來

控制疾病，但也著實排擠了其他疾

病的資源和照顧量能；然而，疫情

期間鑑別季節性呼吸道病毒感染與 
SARS-CoV-2 感染著實重要，除了可
以節省醫療量能外，更可以專注對抗 
COVID-19 疫情；而在不同強度的介
入性措施下，季節性的呼吸道病毒，

諸如流行性感冒病毒、腸病毒等發生

率也可能隨之改變；以臺北榮民總醫

院為例，在高強度的非藥物性介入措

施實行後，從 2020 年 6 月後就無確
診的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個案，其他

套膜性的呼吸道病毒陽性率也隨之下

降；反觀腸病毒等不具套膜之呼吸道

病毒，其陽性率卻未因為口罩或酒精

洗手等非藥物性介入措施實行後而下

降 (如圖一)，這顯示可能以目前對抗 
COVID-19 的非藥物性介入措施和酒
精洗手無法有效去除非套膜性病毒的

汙染[15]；另外，整體季節性呼吸道
病毒陽性率隨著 2020 年 5 月第一波
疫情緩解後有隨之上升的趨勢，這個

現象也是值得醫療院所注意和預防。

結　語

COVID-19 疫情衝擊全世界的醫

圖一　臺北榮民總醫院季節性呼吸道病毒陽性率，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 (陳伯亮，
2021 歐洲病毒醫學會年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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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與公共衛生體系，台灣在高強度的

非藥物性介入措施、邊境管制、醫療

機構管控與國民的高度配合下在疫情

中有非常亮眼的表現；但面對疾病流

行性感冒化與經濟等問題下，除了常

規的感染管制措施和確診者治療外，

提供足夠的疫苗，釐清國民對於疫苗

品牌的迷思、疫苗猶豫和提高疫苗覆

蓋率，分析疫苗施打與病毒株的住院

與重症比例的關係，正確傳遞疾病資

訊給民眾和妥善處理感染者相關議

題，與理性和社會溝通由防堵轉向減

災的可能性也極為重要；另，醫療院

所之感染管制人員在疫情期間也長時

間處於高工時及高壓力的工作環境中

貢獻心力，因此除上述醫療與防疫相

關問題亟需解決外，醫療院所員工之

心理及精神健康也必須受到重視；防

疫本就為高度複雜的議題，在能妥善

討論與處理相關議題後，我們才能面

對後疫情時代的各種問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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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t Infectious Diseases:  
Challenges of the Late-Pandemic Era

Andrew Po-Liang Chen1,2, Yu-Jiun Chan3,4, Fu-Der Wang1,5,6

1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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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Taipei, Taiwan
4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Yang-Ming Chao-Tu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5Infection Control,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6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Yang-Ming Chao-Tu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The novel coronaviruses, such as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in 2002 and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in 2012, assaulted human 
societies. Such emergent infectious diseases impacted medical, public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s and led to significant burdens, and SARS led to notable 
changes in Taiwan's 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from SARS, Taiwan deals with the SARS coronavirus 2 (SARS-CoV-2) pandemic 
through high-level border control, infectious control measures, and other non-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Taiwan officials attempt to control the epidemic 
by combining pharmacologic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however, how to balance 
disease control and restore the operations of our society through such interventions 
under the endemic-toward SARS-CoV-2 is the main task for most countries. 
Moreover, seasonal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because of the 
low incidence of SARS-CoV-2 infection in Taiwan

Key words: COVID-19, infection control,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seasonal respiratory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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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來變去的新型冠狀病毒

黃鈴茹1,2,3,5　詹宇鈞4,5　王復德2,3,5

臺北榮民總醫院　1內科部一般內科　2內科部感染科　3感染管制室　4病理檢驗部
5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新型冠狀病毒的高傳染力改變了全球的醫療生態，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目

前雖已有疫苗可以施打，但新型冠狀病毒本身具有高度變異性，使目前現行可用

的治療與疫苗在將來是否仍具相同的效果打上一個問號，為了使病毒株的命名與

易於監測全球病毒株的演化變異，學術界發展了 PANGO network 的命名系統，
同時對於可能造成疾病表現不同的變異株發出警示，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為了方便討論則將重要的病毒變異株重新用希臘字母來命
名，目前現有的重要變異株有 Alpha, Beta, Gamma 與 Delta，這些病毒株在傳
染力與疫苗的保護力皆與最早的病毒株不同，本文將就已發表的文獻資料做簡單

的介紹。（感控雜誌 2021:31:292-298）

關鍵詞：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變異株

DOI: 10.6526/ICJ.202112_31(6).0003

前　言

2019 年底新型冠狀病毒出現在
全球人類的生活，新型冠狀病毒全名

為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其
所引起的疾病稱為  C o r o n a v i r u s 
D i s e a s e - 2 0 1 9，英文簡稱為 
COVID-19，臺灣法定傳染病則將其

命名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

狀病毒屬冠狀病毒科 (Coronavirinae) 
之 beta 亞科 (betacoronavirus)，為有
外套膜之單股正鏈  RNA 病毒，而 
RNA 病毒具有高度變異性[1]，本文
將就現有的高關注變異株 (Variant of 
concern, VOC) 與疫苗的效益做簡單
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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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的命名

RNA 病毒具有高度變異性，由
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使病毒

的變異性開始累積，當累積的變異造

成病毒重要結構的改變，尤其是結合

位點改變，將影響疫苗與藥物治療

的效力，因此學術界發展了 PANGO 
network 的命名系統，提供病毒株變
異的情況與全球流行狀態[2]，而當
病毒株的變異導致疾病發生率上升或

毒力上升或現有的公衛手段與治療效

果變差時，此變異株則定義為高關注

變異株 (Variant of concern, VOC)，而
世界衛生組織為了方便討論將這些高

關注變異株的病毒株重新用希臘字母

來命名。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則根據基

因變異的情況將其分為需留意變異株 
(Variant of Interest, VOI)，此類變異株
為新的變異株，其後續的影響可能較

小或未知，部分變異株在發現的早期

屬於此類，隨著時間與更多的資料顯

示如其變異所造成的影響可能擴大則

更改類別為類別為 VOC，目前在報
章雜誌所提的變異株如 Delta 病毒大
多屬於此類。如病毒的變異程度進一

步造成現有的疫苗與藥品無效或臨床

表現大幅改變則會改變類別為高衝擊

變異株 (Variant of High Consequence, 
VOHC)，所幸目前尚未有變異株屬
於高衝擊變異株，表一為現有的高關

注變異株[3]。

表一　高關注 (Variant of concern, VOC) 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

世界衛生 PANGO  胺基酸 變異株最早出現 被發現為高變異病毒株

組織命名 lineages 突變位點 的時間與地點 或值得注意的病毒株時間

Alpha B.1.1.7 +S#:484k 英國, 2020 年 9 月 2020/12/18
  +S#:452R
Beta B.1.351 +S#:L18F 南非 2020 年 5 月 2020/12/18
 B.1.351.2
 B.1.351.3
Gamma P1 +S#:681H 巴西 2020 年 11 月 2021/1/11
 P1.1
 P1.2
Delta B.1.617.2 +S#:417N 印度 2020 年 10 月 VOI*: 2021/4/4
 AY.1   VOC+:2021/5/11
 AY.2
Modified from https://www.who.int/en/activities/tracking-SARS-CoV-2-variants/
VOI *：Variant of Interest, 值得注意的病毒株
VOC +：Variant of concern, 高關注病毒株
+S #：指棘蛋白 (spike protein) 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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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苗

疫苗的研發時間長，當發生重

大事件時如要完成完整的臨床試驗才

允許藥物或疫苗的上市將緩不濟急，

因此世界衛生組織設有緊急授權使

用辦法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當疫苗研發至第三期臨床試
驗中期時可提供資料供世界衛生組

織審查，現行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截

至 2021 年 6 月 1 日為止皆未正式取
得藥證，共有 BNT/輝瑞疫苗、牛津 
AstraZeneca 疫苗、嬌生 AD26 疫苗、
默德納疫苗、科興疫苗與國藥疫苗通

過世界衛生組織審查獲得緊急授權使

用，而 BNT/輝瑞疫苗則在 2021 年 8 
月 23 日取得美國藥證，可提供給 16 
歲以上的人口接種，本文所提到的疫

苗比較呈現在表二，各疫苗對變異株

疫苗效力的研究整理於表三。

一、Alpha (B.1.1.7) Variants (英國
株)
最早在 2020 年 9 月開始出現在

英國，後續的研究顯示其傳染力增

加 50% [4]，根據英國在 2020 年 11 
月到 2021 年 2 月的資料庫分析顯示 
Alpha 變種株所造成的死亡風險較
高，尤其在年長者[5]，70~84 歲的男
女死亡率在非變異株由 4.7% 與 2.9% 
上升到 7.2%~19%，牛津 AstraZeneca 
疫苗第二、三期臨床試驗執行時正

逢 Alpha 變異株在英國盛行率增加，
分析此臨床試驗的資料顯示 Alpha 變
異株在有症狀的感染者其疫苗保護

力 (clinical efficacy) 為 70.4%，在非 

表二　新冠肺炎疫苗 (製作於2021/8/20)

商品名 Vaxzeria
Comirnaty  
(復必泰)

Spikevax Covovax CoronaVac

通用名稱 牛津  
AstraZeneca  
疫苗

BNT/輝瑞疫苗 默德納疫苗 Novavax 疫苗 科興疫苗

開發者與

藥廠

英國牛津大學

與阿斯特捷利

康藥廠 

德國 BioNTech, 
上海復星醫藥, 
輝瑞藥廠

美國默德納藥廠

與美國國家過敏

和傳染病研究所

美國 Novavax 
藥廠

Sinova 科興藥廠

研發時的

代碼

ChAdOx1 BNT-162b2 mRNA-1273 NVX-
CoV2373

CoronaVac

疫苗種類 腺病毒載體疫

苗

mRNA 疫苗 mRNA 疫苗 重組蛋白疫苗 去活化疫苗

通過 WHO 
緊急授權

的時間

2021/2/16 2020/12/31 2021/4/30 尚未取得授權 2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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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變異株的保護力為 81.5%，本
研究族群因無重症病人因此無法評估

對重症病人疫苗保護力的差異[6]。
根據義大利的觀察研究顯示在 2021 
年 2 月到 2021 年 5 月 Alpha 變異株
為主要流行株，比率從 2021 年 2 月
的 70% 上升到 2021 年 5 月的 97%，
在這期間醫療人員無接種兩劑 BNT/
輝瑞疫苗後有症狀的新冠肺炎的發生

率為有接受二劑疫苗注射的醫療人

員 2.6 倍[7]。卡達在 2020 年底開始
進行大規模的疫苗施打，所施打的

疫苗為默德納疫苗，在 2021 年 3 月
至 2021 年 5 月卡達所流行的病毒株
有 10% 為 Alpha 變異株，有 64.4% 
為 Beta 變異株，針對此期間進行匹
配檢測陰性病例對照試驗顯示完成兩

劑默德納疫苗注射 14 天後其對 Alpha 
病毒株新冠肺炎感染的保護力可達 
100%，而合併計算 Alpha 與 Beta 
變異株的新冠肺炎重症保護力可達 
83.5% [8]。以色列為最早開始大規模
接種 BNT-162b2 疫苗的國家，觀察
期間其主要流行病毒株為 Alpha 變異
株，其衛生單位觀察到當 60 歲以上
的人口疫苗覆蓋率達 50% 以上後，
此年齡層的罹病率也大幅下降[9]，
這兩個觀察性研究間接反映  BNT-
162b2 對 Alpha 變異株具有保護力。

二、Beta (B.1.351, B.1.351.2, 
B.1.351.3) (南非株)
最早在  2 0 2 0  年  1 0  月南非

出現，其傳播力增加  5 0 %，牛津 

表三　新冠肺炎疫苗保護力研究

疫苗 研究方式 對象 病毒株 疫苗保護力 研究位置 Reference
BNT162b2 檢測陰性病

例對照試驗

有症狀的感染 Alpha
Delta

93.7%
88%

英國 [15]

ChAdOx1 檢測陰性病

例對照試驗

有症狀的感染 Alpha
Delta

74.5%
67%

英國 [15]

mRNA-1273 匹配檢測陰

性病例對照

試驗

新冠肺炎感染

嚴重的新冠肺炎

疾病

Alpha
Beta
(Alpha+Beta)

100%
96%
83.5%

卡達 [8]

mRNA-1273 
or BNT-162b2

全國性的個

案對照研究

新冠肺炎感染 Alpha
Beta

84%
74%

法國 [12]

Sinovac 匹配檢測陰

性病例對照

試驗

> 70 y/o, 
有症狀的感染

須住院的感染

因新冠肺炎死亡

Gamma 41.6%
59%
71.4%

巴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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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aZeneca 疫苗在南非的研究指出
接受過牛津 AstraZeneca 疫苗兩劑的
病人抽取抗體進行中和性抗體試驗，

顯示對 Beta 株其中和性抗體的表現
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同時分析其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保護力僅 10.4% 
[10]，研究中無受試者罹患重症，
因此無法評估對重症的保護力。而 
NVX-CoV2373 疫苗在南非所做的臨
床試驗分析其對 Beta 變異株的疫苗
保護力為 51% [11]，在法國的經驗
中，完成 mRNA 疫苗兩劑後對 Beta 
變異株疫苗保護力為 77% [12]，在卡
達的經驗中，完成 mRNA-1273 兩劑
疫苗後對 Beta 病毒株的疫苗保護力
為 96% [8]。

三、Gamma (P1, P1.1, P1.2) (巴西
株)
最早在 2020 年 10 月巴西出現，

其傳播力較高，並未造成疾病嚴重程

度的改變，但有研究指出其傳染性較

高，較容易有重複感染的情況，巴西

自 2021 年 1 月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疫
苗接種，主要接受的疫苗為科興疫

苗與牛津 AstraZeneca 疫苗，施打的
對象主要為 70 歲以上的長者，期間
巴西所流行的病毒株為 Gamma 病毒
株，根據 Julio Croda 等人的研究發現
施打科興疫苗 2 劑 14 天後對有症狀
的染疫者疫苗保護力為 41.6%，對需
要住院的感染者疫苗保護力為 59%，
對於重症死亡者疫苗保護力為 71.4% 
[13]。

四、Delta (B.1.617.2, AY.1, AY.2) 
(印度株)
最早在 2020 年 9 月印度出現，

傳播力強，為之前病毒變異株的  2 
倍，部分的研究指出對於未接受疫苗

的病人其疾病嚴重程度較大，接受

疫苗注射的病人感染後雖能使傳染的

時間縮短但仍有造成群突發的事件

產生，BNT-162b2 疫苗的中和性抗體
研究顯示針對 Delta 病毒其中和性抗
體反應有下降的現象[14]，英國最近
的研究指出，完成兩劑疫苗注射，

BNT-162b2 或 ChAdOx1 後對有症狀
的感染者 Delta 病毒的保護力分別為 
88% 與 67% [15]。

感染管制措施

目前針對不同變異株的新冠肺

炎感染者的感染管制措施原則是一致

的，在醫院端要落實分艙分流人員管

理，減少不必要的醫療訪視，在高風

險單位的工作人員如急診，專責病房

則要加強個人防護，在社區端個人則

要注意勤洗手、戴口罩、維持社交距

離，對於有疑似症狀的病人要篩檢，

對於有感染風險 (如確診者的接觸者) 
要遵守感染風險追蹤管理機制。

疫苗對不同變異株的保護力雖有

不同，對於有症狀的感染者現有通過

緊急授權的疫苗都有不同程度的保護

力，部份研究顯示疫苗對不同變異株

仍有重症的保護力，且就已經大規模

施打疫苗的國家來看，即便流行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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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已有變異，新冠疫苗施打的普及率

對疫情的控制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結　語

新型冠狀病毒具高度變異性，降

低病毒的傳播有助於減少病毒變異株

的產生，現行已獲世界衛生組織緊急

授權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針對 Alpha, 
Gamma, Delta 變異株疫苗仍具保護
力，雖目前國內疫苗覆蓋率有逐步增

加，但院內感染管制措施與個人防疫

作為仍不應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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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SARS-CoV-2 variants on 
COVID-19 vaccine efficacy

Ling-Ju Huang1,2,3,5, Yu-Jiun Chan4,5, Fu-Der Wang2,3,5

1Division of Gener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Medicine,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2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3Infection Control,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4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5National Yang-Ming Chao-Tu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hanged all aspects of our lives. As SARS-CoV-2 
viruses spread worldwide, they constantly change through mutations in their genetic 
codes. SARS-CoV-2 variants were classified as variant of interest (VOI) and variant 
of concern (VOC) by the US CDC. In this article, the current important variants and 
their impact on COVID-19 vaccine efficacy ar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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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兒童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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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　1兒童醫學部兒童感染科　2內科部感染科　3感染管制室
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自 2019 年 12 月起，SARS-CoV-2 快速席捲全球，影響甚鉅。以全球的統
計數據來看，兒童病人確診人數約佔全體人數 15%。確診病童多以無症狀或輕症
為主，重症比例約為 0.7%。即便多屬輕症，兒童確診者仍具有相當的傳播力，
因此受到特別重視。針對兒童的感染管制措施主要是「停課」及「兒童疫苗」，

然而，這些措施對兒童的個人效益可能不大 (因為重症率低)，在外部效益 (對社
會的好處) 與對兒童的個人壞處 (例如停課造成停學、疫苗副作用) 之間，如何平
衡，將會是公共衛生的大難題。（感控雜誌 2021:31:299-305）

關鍵詞： 兒童新冠肺炎、疫苗、停課

DOI: 10.6526/ICJ.202112_31(6).0004

前　言

2019 年 12 月，一個全新的冠
狀病毒自中國武漢發跡，以肺炎之

姿迅速席捲全球。2020 年 2 月 11 
日，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將該病毒所造
成的病症命名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而後，國際病毒

分類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 將該病毒命
名為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2020 
年 3 月 11 日，WHO 宣布疫情已達
全球大流行 (pandemic)。截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全球確診人數已達 
242,999,714，死亡人數 4,938,464；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 C e n t e r s  f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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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Control, CDC) 截至目前統
計指出，小於 18 歲的確診人數約佔 
13~15% [1]。然而，因為兒童病人多
以輕症或無症狀為主，這些數據有可

能被低估。本文將先描述兒童新冠肺

炎的臨床特性，借此引入感染管制在

兒童族群的特殊性。

兒童新冠肺炎的臨床特性

依據美國統計顯示，所有年齡

層的兒童都有可能得到 COVID-19，
且發生率隨著年齡上升[2]。在大流
行初期，由於停課的效果，大部分病

童感染源主要來自家庭暴觸，學校

群聚風險較低。在台灣，截至 2021 
年 10 月 11 日，小於 20 歲的確診者
只佔 7%，原因可能是台灣尚未發生
大規模學校群聚。病童的症狀表現

與成人的差異在於較多無症狀感染

或症狀程度較輕微；一篇系統性回

顧文獻統計，15% 確診病童為無症

狀，42% 為輕度 (mild)，39% 為中
度 (moderate，定義為肺炎但無低血
氧)，2% 為重度 (severe，定義為低
血氧之肺炎)，0.7% 為重症 (critical，
定義為併發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呼

吸衰竭或休克)，0.08% 死亡[3]。兒
童輕症比例較成人高的原因有各種說

法：第一，目前重症普遍被認為是導

因於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然而，兒童在面
對病毒感染時，較弱的免疫反應可能

使他們免於重症；第二，因為兒童

呼吸道的病毒受體「血管收縮素轉

化酶 2 接受器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 receptor)」表現較少，故不
易被感染；第三，兒童體內存在較多

抗體，可能有交叉保護作用[4,5]。
兒童感染 COVID-19 最常見的

症狀是發燒及咳嗽。如果將病人分

成 0~9 歲及 10~19 歲，各個症狀的
發生率如表一。其他較少見的症狀

包括結膜炎、急性膽汁淤積、皮疹

表一　兒童 COVID-19 症狀發生率

                          0~9 歲                         10~19 歲
發燒 46% 發燒 35%
咳嗽 37% 咳嗽 41%
喘 7% 喘 16%
肌肉痛 10% 肌肉痛 30%
流鼻水 7% 流鼻水 8%
喉嚨痛 13% 喉嚨痛 29%
頭痛 15% 頭痛 42%
噁心/嘔吐 10% 噁心/嘔吐 10%
腹痛 7% 腹痛 8%
腹瀉 14% 腹瀉 14%
嗅味覺喪失 1% 嗅味覺喪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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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一個特殊的皮疹表現發生在遠

端腳趾，俗稱 COVID toe (如圖一)，
但專一性不高[6,7]。病童中重症的比
例不高，但已有相當多研究試圖找

出重症的危險因子，這些危險因子

包括：肥胖 (定義為身體質量指數大
於該年齡該性別的第 95 個百分位)、
先天性心臟病、慢性腎病、鐮刀型

貧血、糖尿病、氣喘、慢性肺病、

癌症、嚴重基因異常疾病 (例如唐氏
症)、嚴重神經疾病[3,8,9]。此外，
兒童 COVID-19 有一個表現相當特
殊，特稱「小兒多系統發炎症候群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 MIS-C)」，通常發生在感染

圖一　COVID toe

表二　MIS-C常見症狀

症狀 發生率

發燒 (通常 4~6 天) 100%
腹痛、嘔吐、腹瀉 60~100%
紅疹 45~76%
結膜炎 30~81%
黏膜炎 27~76%
神經症狀 (頭痛、嗜睡、混亂) 29~58%
呼吸道症狀 (喘、咳嗽) 21~65%
肌肉痠痛 8~17%
四肢末端腫脹 9~16%
淋巴結腫 6~16%
MIS-C: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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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3~4 週，亞洲國家極罕見，MIS-C 
的常見主訴，如表二[10,11]。

垂直傳染的部分，確診母親有

可能透過產前或產中將病毒傳給新生

兒。依據美國 CDC 大規模統計，垂
直感染發生機率約為 2.6%，而且多
數染病新生兒的母親是在接近生產時

確診的。另外一種傳染方式是產後的

接觸傳染，傳染途徑主要經由飛沫傳

播，而透過母乳傳染的機率不高。新

生兒受感染後大部分為無症狀或輕

症，重症的比例不高[12]。

感染管制在兒童族群的重要性與

難處

在爆發大流行初期，各國對於

兒童族群首要方針即是停課 (school 
closure)。在台灣，這個方法也是以
往對付腸病毒及流行性感冒的重要利

器，以台北市為例，當三天內同一班

級有兩名以上學生經醫師臨床診斷為

感染流感時，建議該班停課五天。然

而，COVID-19 與腸病毒或流行性感
冒有個最大的不同處，那就是它對成

人健康影響遠大於對兒童的影響。即

便是具高度傳染力的 Delta 變異株，
至 2021 年 9 月為止，美國 CDC 還
無法確認該變異株造成的兒童重症率

是否較高[13]。COVID-19 對兒童的
健康危害低，但兒童染疫後仍具傳染

力。疫苗雖能有效降低病毒傳播力，

但目前台灣只核准 12 歲以上能施打
新冠肺炎疫苗。此外，幼兒不管在校

園或是遊戲場所，都很難維持社交距

離，兩歲以下兒童更是經常無法佩戴

好口罩。綜上所述，凸顯感染管制在

兒童族群的重要性，但也顯示可能面

臨之困難處。停課或施打疫苗對兒童

本身的健康效益不大 (因為染病嚴重
度低)，但這些措施所能帶來的外部
效益 (對社會的好處) 與對兒童的個
人壞處 (例如停課造成停學、疫苗副
作用)，如何平衡，將會是公共衛生
的大難題。

停課與復課

疫情初期，停課是各國控制感

染的重要手段。疫苗涵蓋率達標後，

各國逐漸開始面臨如何復課的困難。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停課對於疫情的

控制結論不一。2020 年 7 月，一篇
美國研究指出，停課後新冠肺炎的發

生率及死亡率有明顯下降[14]；2020 
年 10 月在日本的研究卻發現，停課
無法降低病毒傳播[15]。不管疫情控
制效果如何，停課所帶來的問題卻不

容小覷：停課加劇了教育不平等，偏

鄉硬體設備缺乏，想學習的兒童也沒

辦法學習；即使設備充足，線上學習

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有些弱勢族群

的兒童，因為沒有營養午餐，無法溫

飽；家庭暴力的問題無法透過學校監

測被發現。雖然台灣沒有相關的統計

數據，但這些問題已被廣泛報導。疫

情趨緩後，復課 (school reopening) 勢
在必行，但相應的措施應立即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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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CDC 制訂了一系列指引，規範
定期篩檢、口罩、社交距離、手部衛

生、室內通風等相關措施[16]。台灣
在 2021 年 9 月開學之初，桃園某中
學以及新北某幼兒園相繼出現確診兒

童，雖各自有檢討之處，但中央與地

方政府的迅速行動，以及政府強制全

面戴口罩的規定，讓疫情不至擴大。

當一個國家疫苗涵蓋率達標後，校園

防疫可說是 COVID-19 的終局之戰。

兒童 COVID-19 疫苗

面對嚴峻的疫情，疫苗被認為

是控制全球疫情的重要武器。最初

的人體試驗始於 2020 年 3 月，WHO 
於 2020 年 12 月起陸續核准各家新
冠肺炎疫苗做為緊急使用。簡單比

較三大國外廠牌疫苗的效用及副作

用，如表三[17]。對於兒童族群，

各大疫苗廠商陸續將適應症擴及兒

童，各國行政機關也漸次核准使用。

2021 年 8 月，台灣食藥署核准 BNT 
及莫德納疫苗用於 12 歲至 17 歲的
兒童；走在尖端的美國 FDA，也將
在 2021 年 11 月核准 BNT 疫苗用於 
5 至 11 歲兒童。但新冠肺炎疫苗對
兒童的副作用，例如心肌炎，對兒童

而言可能得不償失。英國首席醫療

官 (Chief Medical Officers) 在 2021 年 
9 月建議政府對 12~15 歲兒童只施打
一劑 BNT 疫苗；瑞典原本只讓有慢
性肺病的 12~15 歲兒童施打疫苗，
但在 2021 年 9 月，也開放其他健康
兒童施打疫苗，原因除了預防重症，

還希望能減少因染疫而失學 (missing 
schools)。上述兩國的例子可見，對
兒童施打疫苗，需考慮各種層面的利

弊。

表三　各大廠牌疫苗之比較

疫苗名稱/ (通稱) /學名 成份 效用 副作用

P f i z e r - B i o N T e c h 
COVID-19 vaccine/
( B N T  或 輝 瑞 ) / 
BNT162b2

mRNA, 30 ug/dose 在施打第二劑

的七天後，效

力  (efficacy) 
達 95%

副作用多發生於第二

劑時，包括注射部位

疼痛、肌肉痠痛、頭

痛。嚴重副作用有心

肌炎，發生率為百萬

分之 10 至 32
Moderna COVID-19 
v a c c i n e / (莫德納 ) /
mRNA-1273

mRNA, 100 ug/dose 在施打第二劑

的 14 天後，
效力達 94%

同上

COVID-19  Vacc ine 
A s t r a Z e n e c a 或 
Va x z e v r i a / ( A Z ) / 
ChAdOx1 nCoV-19 or 
AZD1222

Viral  vector  vaccine，
含  ChAdOx1-S (腺病毒 
SARS-CoV-2 棘蛋白重組 
DNA 載體) 每個劑量不少
於 2.5×108 infectious units

在施打第二劑

的 14 天後，
效力達 70.4%

疲憊、頭痛、發燒。

嚴重副作用有血栓，

發生率為百萬分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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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隨著 COVID-19 持續對全球造成
廣大負荷，相對而言兒童病人多為輕

症，重症比例非常低，即便如此，兒

童確診者仍具有相當的傳播力。目前

針對兒童的感染管制措施主要是「停

課」、「兒童 COVID-19 疫苗的施
打」。然而，這兩項措施對兒童的個

人效益可能不大，在外部效益 (對社
會的好處) 與對兒童的個人壞處 (例
如停課造成停學、疫苗副作用)  之
間，如何平衡，是各國政府需要謹慎

評估的。

參考文獻

  1. Control CfD, Prevention. CDC COVID data 
tracker: demographic trends of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in the US reported to CDC. 2020.

  2. Le idman E,  Duca  LM,  Omura  JD,  e t  a l : 
COVID-19 trends among persons aged 0-24 
years-united states, march 1-december 12, 
2020.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2021;70:88.

  3. Liguoro I, Pilotto C, Bonanni M, et al: SARS-
COV-2 infection in children and newborns: a 
systematic re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s 
2020;179:1029-46.

  4. Mehta  P,  McAuley  DF,  Brown M,  e t  a l : 
C O V I D - 1 9 :  c o n s i d e r  c y t o k i n e  s t o r m 
syndromes and immunosuppression. The lancet 
2020;395:1033-4.

  5. Zimmermann P, Curtis N: Why is COVID-19 
less severe in children? A review of the proposed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ge-related difference 
in severity of SARS-CoV-2 infections.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2020;106:429-39.

  6. Stokes EK, Zambrano LD, Anderson KN, et al: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ase surveillance-United 
States, January 22-May 30, 2020.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2020;69:759.

  7. Andina D, Noguera Morel L, Bascuas Arribas 
M, et al: Chilblains in children in the setting of 
COVID 19 pandemic. Pediatric Dermatology 
2020;37:406-11.

  8. Ouldali N, Yang DD, Madhi F,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evere SARS-CoV-2 Infection. 
Pediatrics 2021:147.

  9. Bailey LC, Razzaghi H, Burrows EK, et al: 
Assessment of 135 794 Pediatric Patients 
Tested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JAMA 
pediatrics 2021;175:176-84.

10. Whit taker  E,  Bamford A, Kenny J ,  et  al :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58 children with a 
pediatric inflammatory multisystem syndrome 
temporally associated with SARS-CoV-2. Jama 
2020;324:259-69.

11. Feldstein LR, Rose EB, Horwitz SM, et al: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U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20;383:334-46.

12. Woodworth KR, Olsen EOM, Neelam V, et al: 
Birth and infant outcomes following laboratory-
confirmed SARS-CoV-2 infection in pregnancy-
SET-NET, 16 jurisdictions, March 29-October 14, 
2020.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2020;69:1635.

13. Siegel DA: Trends in COVID-19 cases, emergency 
department visits, and hospital admissions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0-17 years-United 
States, August 2020-August 2021. MMW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2021:70.

14. Auger KA, Shah SS, Richardson T,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statewide school closure and 
COVID-19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the US. 
Jama 2020;324:859-70.

15. Iwata K, Doi A, Miyakoshi C: Was school closure 
effective in mitigating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Time series analysis using Bayesian 
in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20;99:57-61.

16. Control CfD, Prevention. Guidance for COVID-19 
prevention in K-12 Schools. Retrieved July 
2021;9:2021.

17. Edwards K, Orenstein W (2021): COVID-19: 
Vaccines to prevent SARS-CoV-2 infection. U: 
UpToDate [Internet].

304

感染控制雜誌

淺談兒童新冠肺炎



Pediatric COVID-19 and Inf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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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emerged 
in late 2019 and has caused a pandemic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 known a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ccount for 
15% of all COVID-19 cases globally.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pediatric patients 
have mild to moderate illness, they are still responsible for transmission. School 
closure and vaccination are the two main methods of infection control. However, 
the optimal means of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methods remains unsolved.

Key words: pediatric COVID-19, vaccine, school 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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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台灣醫院感染管制與 
抗藥性監測管理系統分析報告－ 

地區級以上醫院實驗室通報常見致病菌
臨床菌株之抗生素感受性統計資料分析

張上淳1　吳俊賢2　王立信1　王振泰1　王復德1　吳肖琪1　呂學重1

李聰明1　莊銀清1　陳垚生1　黃高彬1　楊采菱1　張佳棋2　曾淑慧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院內感染資料分析小組　2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組

THAS 系統實驗室臨床菌株 
通報統計功能簡介

為監測醫院常見重要細菌針對特

定抗生素之感受性情形，台灣院內感

染監視資訊系統 (Taiwan Nosocomial 
Infection Surveillance System, TNIS 
System) 於 2009 年 12 月新增實驗室
菌株通報及統計功能，並自 2020 年 
2 月 4 日起改版擴充為台灣醫院感染
管制與抗藥性監測管理系統 (Taiwan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System, THAS 系統)，由醫院通報微

生物實驗室每季分離之菌株總數及對

特定抗生素藥敏測試具感受性之菌株

數 (包含院感及非院感之菌株)，藉以
瞭解全國醫院常見重要細菌之抗藥性

情形。各通報醫院可於 THAS 系統查
詢及下載自家醫院所通報資料，進行

各項分析及院內比較；並可運用本署

回饋之全國性統計結果，進行同儕比

較。

該通報功能規劃之初，係參

考美國院內感染監測系統 (National 
Healthcare Safety Network, NHSN) 
之通報項目、THAS 系統院感個案
通報情形及專家學者認定重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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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之菌種及抗生素種類，綜合

評估選定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含  Acinetobacter calcoaceticus-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omplex)、
Enterobacter cloacae、Enterococcus 
faecalis 與 E. faecium (具 Enterococcus 
分型能力之醫院 )、Enterococcus 
spp .  (不具  Enterococcus  分型能
力之醫院 )、E s c h e r i c h i a  c o l i、
Klebsiel la pneumoniae、Proteus 
mirabilis、Pseudomonas aeruginosa、
Staphylococcus aureus 等細菌，以及
對這些菌種屬重要或檢測比率較高之

抗生素作為通報項目，請醫院按季通

報實驗室分離之菌株總數及其對各項

指定抗生素藥敏試驗結果 (susceptible 
和 non-susceptible) 之菌株數，不需通
報個案明細資料。

THAS 系統採志願性通報，因此
通報醫院可以由前述列舉的菌種中，

自行選擇細菌及抗生素項目進行監測

通報；系統另設計全院、加護病房、

非加護病房、急門診、體檢等不同監

測單位選項，以及未分類、血液、尿

液等不同檢體種類，提供醫院可依該

院資料現況，擇定監測通報的範圍。

本報告分析之數據係醫院通報之全院

所有臨床檢體 (即檢體種類選擇「未
分類」) 分離菌株數及藥敏試驗結果
分布；考量在臨床實務上，抗藥性病

人經常多次採檢，若將實驗室所有的

分離菌株皆納入統計，恐會高估整體

抗藥性比率，因此請醫院通報經歸人

統計後之數值。此處所指的歸人統計

原則為：同一季期間內，由同一名病

人分離到的同一種細菌僅視為 1 筆，
不論其檢體種類、感受性檢驗結果為

何，以當季第 1 筆檢驗結果為準。此
外，因進行研究或特殊原因而進行主

動監測所分離出之菌株，不納入通報

統計。

為鼓勵各級醫院參與  T H A S 
系統實驗室菌株通報，提升資

料完整性，疾病管制署將全院

之 A. baumannii、Enterococci、S. 
aureus 菌株總數，和分別對抗生素 
imipenem、vancomycin、oxacillin 感
受性菌株數之通報，列入 2010~2011 
年醫院手部衛生認證獎補助計畫之

指標項目；目前除前述項目外，另

增加 A. baumannii 對 meropenem 以
及 K. pneumoniae 菌株總數與其對 
carbapenem 類 (ertapenem、imipenem 
和 meropenem) 抗生素藥敏試驗結果
菌株數之通報，納入醫院感染管制查

核基準之評量依據。為使全國感染管

制相關人員瞭解全國重要致病菌抗生

素抗藥性情形，遂按醫院層級彙整分

析完成本報告，惟因資料來源係由各

醫院依判讀結果進行通報，雖然判斷

標準多數係參採美國 CLSI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之
標準，但 CLSI 之判讀標準依年代有
不同的修正，各醫院所使用的藥敏測

試判定標準未必完全依據最新標準，

因此各醫院之判讀標準可能不盡相

同，故在引用本報告數據時，請將該

項因素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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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地區級以上醫院實驗室
臨床菌株監測結果 (不包含精神

科醫院及慢性醫院)

一、通報情形

本報告係針對 THAS 系統中，
精神科醫院及慢性醫院以外之地區

級以上醫院通報資料進行分析。依

據 2021 年 8 月 5 日 THAS 系統下載
資料，2019 年有 103 家 (96.3%) 區域
級以上醫院至少通報 1 種細菌對 1 種
抗生素的藥敏測試結果 (表一)。若分
醫院層級來看，醫學中心在 2019 年
維持 100% 醫院參與 K. pneumoniae、
A. baumannii、S. aureus、E. faecalis 
與  E.  faecium  之通報，區域醫院
對這  5  種菌的通報情形由高到低
分別為 95.3% (K. pneumoniae、A. 

baumannii 及 S. aureus) 與 94.1% (E. 
faecalis 及 E. faecium)，相較 2018 年
區域醫院通報率略降；而在未納入

查核基準評量依據的  4 種細菌  (E. 
coli、P. mirabilis、E. cloacae、P. 
aeruginosa)，醫學中心至少有 16 家
醫院 (72.7%) 參與通報，區域醫院
則達 73 家 (85.9%) 以上。2014 年起
本報告將地區醫院納入分析對象，

2019 年全國  325 家地區醫院中有 
220 家至少通報 1 種細菌對 1 種抗
生素的藥敏測試結果 (67.7%)，各菌
種通報率在 62.5% 以上 (表一)，其
中 K. pneumoniae、A. baumannii、
S. aureus、E. faecalis、E. faecium 之
通報率均為 62.5%，未納入查核基
準評量依據的 4 種細菌通報率介於 
64~64.9% 之間。

表一　2019 年參與 THAS 系統通報實驗室臨床菌株抗生素感受性資料醫院家數

菌種名稱 通報家數 n (%)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合計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18 (81.8) 76 (89.4) 211 (64.9) 305 (70.6)
Enterobacter cloacae 22 (100) 81 (95.3) 203 (62.5) 306 (70.8)
Enterococcus faecalis 16 (72.7) 78 (91.8) 210 (64.6) 304 (70.4)
Enterococcus faecium 16 (72.7) 73 (85.9) 208 (64) 297 (68.8)
Staphylococcus aureus 16 (72.7) 76 (89.4) 211 (64.9) 303 (70.1)
Escherichia coli 22 (100) 81 (95.3) 203 (62.5) 306 (70.8)
Klebsiella pneumoniae 22 (100) 81 (95.3) 203 (62.5) 306 (70.8)
Proteus mirabilis 22 (100) 80 (94.1) 203 (62.5) 305 (70.6)
Pseudomonas aeruginosa 22 (100) 80 (94.1) 203 (62.5) 305 (70.6)
至少通報一項菌種 22 (100) 81 (95.3) 220 (67.7) 323 (74.8)
全國醫院家數 22 (100) 85 (100) 325 (100) 4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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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表判讀說明

2019 年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及
地區醫院的實驗室臨床菌株監測結果

列表分別如表二至四：第一欄標示出

監測的菌種名稱與醫院通報的菌株

總數 (括弧內數字)，第一列至第三列
標示出監測的抗生素類別及名稱，

其他交叉欄列儲存格內，上方列的

數字代表指定菌種對應抗生素具感

受性的百分比，下方列括弧內的數

字則代表通報該菌種有該項抗生素

藥敏測試結果的菌株數佔總分離菌

株數的百分比。以表二的大腸桿菌 
(E. coli) 為例，2019 年醫學中心總計
通報分離 86,469 株 E. coli；有通報 
ampicillin 藥敏測試結果的菌株數為
通報分離菌株數的 16%，其中 24% 
對 ampicillin 具感受性，亦即有 76% 
對 ampicillin 不具感受性 (藥敏測試結
果為 intermediate 或 resistant)。其餘
細菌的藥敏測試結果判讀方式請參考

上述說明，依此類推。

三、藥敏測試結果

以感染管制查核有列入評量的 
4 個項目來看 (表二、表三、表四)，
醫學中心分離之  A. baumannii  對 
carbapenem 類抗生素的感受性較前
一年度 (2018 年) 下降 4%，區域醫院
則持平或略升 2%，地區醫院則下降 
2~4%。K. pneumoniae 對 carbapenem 
類抗生素的感受性於醫學中心較前一

年度持平或略降 1%，區域醫院略下
降 1~3%，地區醫院針對 ertapenem 

及 imipenem 感受性呈持平或略下
降 1%，對 meropenem 感受性則上
升 3%。醫學中心分離之 S. aureus 對 
oxacillin 的感受性略升 1%，區域醫
院則略降 1%，地區醫院持平；而醫
學中心和區域醫院分離之 E. faecalis 
對 vancomycin 的感受性略降 1%，地
區醫院則略升 2%；但 E. faecium 對 
vancomycin 之感受性於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分別下降 2% 與 3%，於地
區醫院則略升 1%。

2 0 1 9  年 腸 桿 菌 科 
(Enterobacteriaceae)  中，醫學中
心 E. cloacae 對 cephalosporin 類抗
生素感受性呈持平或略降  1%，對 
carbapenem 類、non-β-lactam 類
抗生素的感受性則皆為持平或略

升  1~2%；區域醫院相較前一年除
了對 ceftriaxone、carbapenem 類及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感受性下
降 1~3% 以外，對其餘 cephalosporin 
類、aminoglycoside 類抗生素感受性
呈持平或上升 1~3%；地區醫院除了
對 cefepime 感受性略升 1% 以外，
對其餘抗生素感受性皆呈持平或下

降 1~3%。此外，地區醫院分離之 E. 
coli、K. pneumoniae 和 P. mirabilis 對
表列抗生素的感受性皆低於醫學中

心和區域醫院。若由菌種來看，相

較於 2018 年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的
抗生素感受性，以 K. pneumoniae 的
差異最顯著，約 1~6%，其中，醫學
中心在 K. pneumoniae 對於 cefazolin 
及 ceftriaxone 之感受性，及區域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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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K. pneumoniae 對於 cefuroxime 
sodium 感受性皆下降 6% 為最；地
區醫院則以 A. baumannii 的差異最
大，對 piperacillin、cephalosporin 
類抗生素 (ceftazidime、cefepime)、
β-lactam/β-lactamase inhibitor 類、
carbapenem 類、aminoglycoside 類和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感受性皆下
降 1~4%。另外，比較各層級醫院進
行 E. coli, K. pneumoniae, E. cloacae 
對於 carbapenem 類抗生素藥敏試驗
時所使用的抗生素品項，醫學中心

及區域醫院以使用 ertapenem 檢測
的比率最高 (75~92%)；地區醫院則
以使用 imipenem 檢測的比率最高 
(69~76%)。

2019  年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
分離之綠膿桿菌 (P. aeruginosa) 對 
carbapenem 類抗生素的感受性相
近，介於 83~86% 之間，地區醫院
則較低，約 75~77%。P. aeruginosa 
對β-lactam 類抗生素的感受性落在 
68~87% 之間，對 Non-β-lactam 類
抗生素的感受性，除了對 amikacin 
的感受性較高，醫學中心、區域醫

院及地區醫院分別為 98%、96% 及 
91% 外，對於 fluoroquinolone 類和 
gentamicin 的感受性則依醫院層級遞
減，醫學中心和區域醫院的感受性介

於 73~90% 之間，地區醫院的感受性
明顯較低，感受性介於 50~68%。

2019 年醫學中心分離之鮑氏不
動桿菌 (A. baumannii) 對各類抗生素
的感受性較前一年度降低約 1~4%；

在區域醫院呈持平或上升  1~7%；
在地區醫院之感受性除  c o l i s t i n 
及  t igecycl ine 以外，則普遍下降 
1~4%。地區醫院分離之 A. baumannii  
對 tigecycline 的感受性較前一年度略
升 1%，至 79%；醫學中心及區域醫
院對 tigecycline 的感受性分別為 74% 
(較去年度持平) 及 79% (較去年度上
升 7%)；而對 colistin 感受性則是在
所有層級醫院皆維持在 96% 以上，
並皆呈上升情形。不過，若以特定抗

生素觀之，A. baumannii 對 imipenem 
和  meropenem 的感受性範圍落在 
21% 至 40% 間，且對各類抗生素的
感受性皆低於 THAS 系統實驗室菌株
統計功能所監測的其他革蘭氏陰性細

菌，而地區醫院的感受性又較醫學中

心及區域醫院為低。

2 0 1 9  年金黃色葡萄球菌  ( S . 
aureus) 對 vancomycin 的感受性在
醫學中心為 100%，區域醫院及地區
醫院皆為 99%，而對 oxacillin 的感
受性則分別為 52%、45% 及 40%。
有鑑於國際間對 VISA (vancomycin-
intermediate S. aureus) 和  VRSA 
(vancomycin-resistant S. aureus) 的檢
驗方法訂有明確規範，因此本報告

中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在  2019 年
分離的  S. aureus  雖有  1% 被歸為
對  vancomycin 不具感受性，但仍
待進一步了解各醫院藥敏試驗方法

及結果分布情形。為即時監測我

國對 vancomycin 感受性降低之 S. 
aureus，請各醫院倘於病人臨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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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分離出 S. aureus 且對 vancomycin 
的藥敏試驗結果為「intermediate」
或「resistant」者，請保留菌株，至
本署「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 (https://
lims.cdc.gov.tw/)」點選「非法傳送
驗」功能，以進行鑑定或抗藥性基因

檢測。

2 0 1 9  年醫學中心、區域醫
院和地區醫院所分離之腸球菌 
(Enterococcus) 中，E. faecalis 對 
vancomycin 感受性皆為 98%，與前
一年度相比，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

略降 1%，地區醫院則上升 2%；E. 
faecium 對 vancomycin 的感受性分別
為 42%、38% 及 42%，與前一年度
相比，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分別下

降 2%、3%，地區醫院則略升 1%。
此外，E. faecium 對 ampicillin 的感受
性在三個層級的醫院普遍偏低，介於 
7~9%。

考量重要臨床分離菌株對於抗

生素抗藥性流行趨勢與多樣性不斷更

迭，未來將依持續監測之發現，動態

調整與分享。為使讀者能有效率地掌

握重要臨床分離菌株抗生素感受性

監測結果，現階段僅呈現本系統所監

測的 9 項菌株與兩大類 (β-lactam、
non-β-lactam) 共 23 項抗生素感受
性。綜觀上述，醫學中心部分，首要

關注 K. pneumoniae 及 A. baumannii，

近三年  K .  p n e u m o n i a e  除對於 
amikacin 感受性呈持平或略升 2% 以
外，對其餘抗生素感受性多呈明顯下

降；而 A. baumannii 對β-lactam 類、
aminoglycoside 類和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近三年內感受性皆低於 
50%，且持續呈現下降之勢。區域醫
院整體抗生素感受性大多較前一年度

提升或回升至往年水平，須關注的是 
K. pneumoniae 對於整體抗生素感受
性仍持續降低，在 cephalosporin 類抗
生素部分尤其明顯。而在整體評估分

析中，地區醫院所分離 A. baumannii 
之抗生素感受性下降幅度最為明顯，

除 colistin 及 tigecycline 外，感受性
為所有菌種中最低，且仍持續降低。

期盼本文資訊有助於各醫療團隊瞭解

全國重要致病菌抗生素抗藥性情形，

運用此統計分析，修訂合宜的院內抗

生素給藥方針，並持續審慎評估病患

之抗生素使用需求及其用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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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級醫院辛勤地參與實驗室

臨床菌株通報作業，以及院內感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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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耳念珠菌 (Candida auris)  
和全球暖化之臆測

【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台灣黴菌實驗室/華盛頓大學   
蔡芳慈／蔡德君／陳盈之／羅秀容  摘評】

此篇是分享 Casadevall 等人對
新興致病菌-耳念珠菌 (Candida auris) 
感染與全球暖化之間可能的關連

性[1]。最近 Arora, Singh [2]等人在 
mBio 發表的文章中，描述耳念珠菌
首次在印度安達曼群島海灘和鹽沼環

境中被分離，此發現協助我們瞭解具

有多重抗藥性的耳念珠菌為何在近年

來突然興起成為人類致病菌。

2011~2012 年期間醫學界意識到
來自於耳念珠菌的致命威脅，在亞

洲、非洲和南美洲均發現被感染患者

產生嚴重疾病的現象。且來自各地的

臨床菌株已表現出不同的分支型態。

更雪上加霜的是，耳念珠菌對目前主

要使用的抗黴菌藥物表現多重抗藥

性，所以耳念珠菌感染引起的死亡率

也因抗藥性而相較其他菌種高。因

此，耳念珠菌感染在黴菌感染管控上

已成為不容被忽視的議題了。接連著

就有下列疑問引起大家的重視：耳念

珠菌來自於哪裡？一個生物體如何存

在於環境？又如何成為人類致病菌？

是什麼引發耳念珠菌毒性的產生？

耳念珠菌在安達曼群島的兩種不

同環境中被分離出，顯示出該菌種具

有生態棲位，而此棲位可能是臨床分

離株的源頭。在面對環境溫度、濕度

的劇烈變化以及被其他微生物捕食的

潛在危險，迫使該物種產生毒性得以

生存。

Huber t  等人證實耳念珠菌可
生存於惡劣環境與 2 種自由生活阿
米巴 (Free-living amoebae, FLA) 有
關，將蠕形艾美球蟲 (Vermamoeba 
v e r m i f o r m i s )  和棘阿米巴原蟲 
(Acanthamoeba castellanii) 滋養體或
其培養上清液共同培養在不含有任何

營養的液態培養基，於不同時間點偵

測耳念珠菌的菌量，結果顯示 FLA 
的滋養體與上清液皆能提供耳念珠菌

存活和繁殖所需的營養。由此可見耳

念珠菌能透過 FLA 抵禦惡劣條件生
存下來並持續在環境中的傳播[3]。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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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ra 等人分別在海灘與鹽沼地也能
分離出耳念珠菌，證實該菌已具備抵

抗惡劣生存環境的條件。

藉由全基因定序 (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 證實來自海灘的分
離株與已知臨床菌株屬於相同分支，

其耐熱度與多重抗藥等特性與臨床菌

株相似，推測可能是人或動物在醫療

保健場所被耳念珠菌感染後傳播至當

地。然而遠離人類活動範圍的鹽沼地

區仍可分離出耳念珠菌，經全基因定

序結果顯示來自鹽沼的兩個分離株基

因序列相異且特性亦不相同，其中分

離株 VPCI/E/AN/176/20 對抗黴菌藥
物敏感且不易生長在超過 37℃ 的環
境下。此結果證實 VPCI/E/AN/176/20 
分離株更接近野生株，也表示 VPCI/
E/AN/176/20 是最早棲息於環境中。
另一分離株 VPCI/E/AN/175/20 則呈
現多重抗藥與不受高溫環境影響等特

性。

十幾年前 Robert 和 Casadevall 
[4]等人發現黴菌疾病較少好發於哺
乳類動物，其中推測的原因為哺乳類

動物的體溫不適合黴菌存活與繁殖，

觀察該結果與某些黴菌通過增加其

耐熱性以適應全球變暖的可能性相結

合，導致人們擔心全球暖化反而會促

使黴菌突破哺乳類動物的溫度屏障，

進而帶來新的黴菌疾病。假設 VPCI/
E/AN/176/20 較接近於臨床最早獲得
的耳念珠菌，則證明耳念珠菌本身相

較於其他黴菌具有較高的耐熱性只需

再稍微提升耐熱性即能在哺乳類體溫

下生存，由分離自鹽沼地區卻具有高

耐熱性的分離株 VPCI/E/AN/175/20 
即可證明。因此，耳念珠菌在全球不

同地區同時發生感染病例，可做為第

一個由於適應氣候變暖而突破哺乳動

物吸熱屏障的例子[5]。
耳念珠菌在環境中的發現將促使

人們積極探詢該菌種可能的棲息地並

尋找且蒐集更多的野生菌株之耐熱性

及對抗黴菌藥物的敏感性。臨床菌株

通常來自於已適應醫療環境的菌株入

侵人體，其耐熱與抗藥的特性已與原

始菌株不同。不管是驗證或辯駁耳念

珠菌與全球暖化之間關聯性，都需更

深入探索環境中的分離株以及相近的

物種，發現更多能適應哺乳類溫度之

抗藥性的耳念珠菌及包含在實驗室所

訂定的溫度下所存活的分離株。

【譯者評】根據美國 CDC 顯示
耳念珠菌引起的侵入性黴菌感染案例

不斷增加，其在臨床上陸續發現有些

分離菌株出現分別對三種常用的抗黴

菌藥物 (fluconazole, amphotericin B, 
and echinocandins) 都具有抗藥性，其
中約有 90%、30%、及 5% 耳念珠菌
分別對 fluconazole、amphotericin B、
及 echinocandins 具有抗藥性[6]。所
幸目前台灣只有一個感染個案的報導

[7]。儘管如此，我們也還是需要特
別關注此具多重抗藥性的菌種，提高

警覺隨時做好準備。

不管在醫療機構及日常生活中，

建議的主要預防感染措施為堅持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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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保持個人衛生的良好習

慣，能有效地防止傳染病傳播，減少

感染疾病的危險。除了使用肥皂及洗

手液之外，酒精類洗手液 (ABHS) 也
可有效對抗耳念珠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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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對 
美國 2020 年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影響

【臺北榮民總醫院感染管制室  廖淑媛/陳瑛瑛/王復德  摘評】

針對新冠肺炎 (COVID-19) 疫
情的因應作為，是否影響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HAI) 發生率，在全球大流
行 (pandemic) 前期所知及探討的資料
不多，本文是首篇針對全美國和特定

州於 2019~2020 疫情前及流行期間，
分析並比較不同感染部位，每季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發生率影響程度。

美國國家醫療保健安全網 
(National Healthcare Safety Network, 
NHSN) 是美國最大的 HAI 線上通報
監測系統，幾乎所有醫療機構都使用

此系統來完成地方、州或聯邦政府

對於監測通報要求；NHSN 亦提供資
料予美國聯邦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

中心 (Center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  CMS) 使用。NHSN 藉
由「標準化感染比」(standardized 
infection ratio, SIR)，衡量預防醫療
照護相關感染管制措施的成效和

進度，SIR 為觀察值與預測值之比
率 (observed-to-predicted ratio)，觀

察值即各機構通報資料；預測值為

以  2015 年資料為基準，進行統計
檢定選出 HAI 重要預測因子 (如：
機構區域別、科別、導管別⋯)  及
加權係數，分別進行各項因子加權

總計而得；SIR 若 < 1 表示優於基
準，反之則為劣於基準。此為一項

綜合性指標，可用於追踪國家、州 
或地方層級一段時間內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發生情形的比較參考[2]。由
全美國資料來看，導管相關血流感

染 (central-line–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s, CLABSI)、導管相關尿路
感染 (catheter-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CAUTI) 及依據實驗室
檢驗結果通報 (laboratory-identified 
events, LabID) 的困難梭狀桿菌感
染 (Clostridioides difficile infections, 
CDI)，在 2015 至 2019 年間皆顯示
持續且明顯下降；而實驗室檢驗結

果通報的抗甲氧苯青黴素金黃色葡

萄球菌菌血症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 lococcus  aureus  (M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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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eremia LabID events) 則自2010年
起逐年下降；但相反的，呼吸器相

關事件 (ventilator-associated events, 
VAE) 則僅有些微變化。鑑於因應 
COVID-19 疫情的措施有可能影響 
HAI 的預防和監測，NHSN 團隊分析
全國和各州的每季 SIR，以了解 2019 
至 2020 年 HAI 發生率的變化，其變
化率計算公式為 (2020 SIR-2019 SIR) 
/ 2019 SIR*100%。

在 2020 年第 1 季疫情大流行
前期，美國各醫院 HAI 發生率，除
了  VAE 外其餘是普遍下降的。隨
著疫情日趨嚴峻，第 2 季開始除了
手術部位感染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SSI) 及 LabID-CDI，其他部位 SIR 
增加 12~33% 不等；至第 3 季和第 4 
季可見 CLABSI、CAUTI、VAE 和 
LabID-MRSA 菌血症等皆呈現大幅增
加，其中 CLABSI 在所有 HAI 類型
中增幅最大 (28~47%)。這段期間住
院天數和侵入性導管裝置使用日數延

長以及額外的合併症，可能導致大流

行期間導管相關感染率上升；尤其部

分 COVID-19 患者因疾病進展呼吸型
態受影響的特點，使得 2020 年住院
和呼吸器使用量顯著增加且平均使

用天數延長，提升 VAE 的風險。另
觀察到大部分 COVID-19 住院負擔較
高的州，在 2020 年第 2 季 CLABSI 

圖一　2020 與 2019 同季別全美醫院 (acute-care hospitals) 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HAI) 標準
化感染比 (SIR) 比較，計算公式：(2020 SIR- 2019 SIR)/ 2019 SIR*100%

說明：1. CLABSI, central-line-associ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CAUTI, catheter-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VAE, ventilator-associated event; SSI,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CDI, Clostridioides difficile 
infection. 

2. 連續 2 個年度的同季別 SIR 以雙尾檢定 p ≤ .05 認定具統計上顯著差異；正負代表
增加或減少，向下箭頭和負百分比變化值表示 2020 年低於 2019 年同一季度 SIR，
反之亦然。

3. 「No change 1」表示 SIR 的變化在統計上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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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VAE 與 2019 年 SIR 相比，幾乎
都呈現具統計學意義的增加。2019 
年第 4 季與 2020 年相比，雖然由 
Staphylococcus aureus 或 MRSA 引起
的 CLABSI 比例並沒有實質變化，
但 LabID-MRSA 菌血症之 SIR 上升 
34%，人次增加達 41%，文獻指出中
心導管是 MRSA 菌血症感染重要危
險因子，推測 LabID-MRSA 菌血症
增加，可能與疫情期間中心導管置入

及照護措施不足有關。另某篇統合分

析研究發現，COVID-19 患者合併感
染，超過 25% 與 S. aureus 有關且其
中一半以上是 MRSA；S. aureus 已被
確定為 COVID-19 患者繼發性細菌感
染常見原因。然而，2020 年 NHSN 
究竟有多少 LabID-MRSA 菌血症被
通報為 COVID-19 繼發性血流感染仍
未知。疫情期間以來，對手部衛生、

環境清潔、隔離措施和個人防護設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使用的更多關注，加上持續的住院抗

生素管理計劃和門診抗生素處方顯著

下降，可能是導致 CDI 於 2020 年與 
2019 年相比 SIR 下降的相關因素。

【譯者評】COVID-19 疫情不斷
蔓延，全球已有一半以上國家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響，世界衛生組織於 
2020 年 3 月 11 日宣佈全球大流行，
這樣的疫情規模前所未見，至今仍

未完全緩解，而各地醫療機構首當

其衝面臨衝擊。截至台灣時間 2021 
年 9 月 24 日止，依據 Worldometer 

資料庫統計，全球累計確診案例

有 231,410,222 例，累計死亡案例
有 4,742,941 例，每百萬人口案例有 
29,688 例。各國累計確診案例中以美
國居首 (43,532,306 例) [3]，各地區在
不同時期經歷了住院治療病例高峰，

對急性醫療院所造成相當大的負擔，

相對衍生醫療人員配置改變、重症照

護量能加重及個人防護設備 (PPE) 調
整使用等情形。由本篇可了解曾經疫

情最嚴重的美國，其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亦受疫情影響而有明顯波動：其中

各部位導管相關感染增加，可能因感

染管制措施在執行面有所限制及面臨

挑戰造成[4]；而手術部位和困難梭
狀桿菌感染相對減少，則可能與非必

要手術及抗生素使用減少有關。

美國在去年疫情大流行期間，每

日有數以萬計個案爆增造成當地醫療

崩潰，反觀臺灣因嚴守國門、全民配

合防疫[5]，在 2020 全年度僅 802 例
確診 (含 56 例本土個案)，雖個案數
不似美國如此急遽攀升，但國內醫療

體系仍受到相當程度影響，包括醫

院營運降載、就醫型態改變 (遠距視
訊)、限制探訪陪病等。因此筆者亦
仿照此篇研究，審視台灣醫院感染管

制與抗藥性監測管理系統 (THAS) 資
料，以 2018 年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監
測定義更新年度) 為基準，下載 2019 
及 2020 年度「侵入性導管相關標準
化感染比報表」[6]，計算 2 年度之 
SIR 差異程度。與本文結果相同，以 
CLABSI 增加幅度最大，2020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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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 SIR 較 2019 年增加 16%、醫學
中心更高達 25%；CAUTI 次之，全
國增加 10%、醫學中心增加 18%；
而不同的是國內呼吸器相關肺炎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VAP) 
增加幅度並不明顯 (全國 4%、醫學
中心 1%)。惟今年度以來，我們歷經
了好幾波的本土群聚事件，至 9 月底
止確診個案數急遽增加為去年的 20 
倍達 1 萬 6 千多例 (本土案例 14,580 
例)，而此對 HAI 造成何種影響，則
有待進一步持續監測相關資料的變化

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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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基礎： 
看感染管制師如何訂政策與傳遞訊息

孫淑美1　陳瑛瑛1,3　王復德1,2,3

臺北榮民總醫院　1感染管制室　2內科部感染科
3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前　言

2020 年  COVID-19 疫情重創
許多國家，特別是在感染管制指引

具有標竿地位的美國。一篇針對 
APIC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s in 
Infection Control & Epidemiology) 成
員回溯調查疫情爆發最初 9 個月的感
受，感染管制人員深刻體認到快速變

化的疫情與政策指引不明確，以及工

作人員對防護知識不足與提供的防護

裝備不夠等問題，增加醫院工作人

員感染風險與工作負荷[1]。我國因
為 2003 年 SARS 抗疫經驗累積與平
日整備，在 COVID-19 疫情發生後，
各項關鍵防疫及時介入和持續滾動增

修與執行[2,3]，得以讓醫院因應一開
始變化莫測的疫情危機和成功面對今 
(2021) 年數波國內社區疫情衝擊。
SARS-CoV-2 病毒造成全球大流行，

其不斷變異與快速傳播力特性，可想

而知緊盯疫情變化滾動修訂各項防疫

規定應是經常之事。細數我疾病管制

署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發布第一篇
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之新聞稿至

今 (2021 年 9 月 30 日)，已傳遞高達 
1,300 多篇 COVID-19 相關訊息；而
提供醫院工作人員依循的「致醫界通

函」包含了通報定義、治療指引與防

護提醒等也發送達 60 篇。此外在疾
管署網頁設立的「COVID-19 防疫專
區」隨著疫情變動，「朝令夕改」更

是家常便飯，見怪不怪；舉例此專區

中設有「醫療照護機構感染管制相關

指引」，目前公告 48 大項內容提供
醫療機構 (含長照機構) 依循，所有
內容滾動修訂不計其數，數算其中的

「醫療機構因應 COVID-19 感染管制
措施指引」更新達 11 次之多，還有
網頁專區的「重要指引及教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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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報定義、治療指引、確診個案處

置⋯等等訊息也隨時變動著。

面臨此不斷變動的重要訊息或

指引，如何及時與有效傳遞到忙於病

人照護的臨床醫護人員，以及相關決

策與執行單位落實，著實考驗在這段

疫情期間疲於奔命的感染管制人員。

遙望疫情盡頭好似忽遠又忽近，然回

首這 2 年，我們確實也累積了不少能
量，此刻分享身為感染管制一員，我

們如何精準掌握與快速傳遞訊息，盡

心為防疫把關。

疫情爆發下感染管制師的日常

本院感染管制室具備專業、嚴謹

與務實，每位成員平時透過制度化任

務編組，分層負責各項感染管制與防

疫業務之擬定、運作、追蹤、管理，

從中累積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從 
2003 年 SARS 抗疫到之後的 H5N1、
H1N1、H7N9、Ebola、MERS、Zika 
等新興傳染病挑戰下，我們一步一腳

印穩健運行，每一次的整備過程，使

自我專業越加成長與茁壯。

COVID-19 疫情下的日常忙碌非
凡！感染管制室同仁面對來自四面八

方應接不暇的諮詢與提問，從清晨到

日落，甚至半夜值班手機不曾間斷的

被追問著；如何通報與採檢？隔離與

解除隔離作業為何？病人是否可以就

醫、檢查、住院或手術？該如何就

醫、到哪裡看診？工作人員是否戴 
N95 較安全？防護裝備究竟要穿幾層

才夠保護力？要怎麼穿與如何脫才安

全⋯？辦公室幾乎被淹沒在此起彼落

的詢問與同仁們回應聲浪中！而且問

題不斷的重覆，2021 年 5 月國內社
區疫情嚴峻期間，值班手機平均每日

高達 71 通以上的詢問或討論 (不含上
班桌上電話處理)，可以想見的忙碌
景象啊！負責專責病房的同仁也早已

不見蹤影，原來正如火如荼地和單位

討論規劃動線中！醫療照護人員對此

新興傳染病之疑惑與擔憂，迫切想知

道如何才能保護自己、病人及醫院每

一個體與環境。因此，感染管制室所

有成員更加團結應戰每一天，忙著收

集資料、分析疫情、掌握時事、了解

動態，全力配合國家政策，唯一共同

目標就是將此詭譎多變的 RNA 病毒
收服鎮壓，找出致勝關鍵一一擊破。

抗疫至今六百多天的日子，本院

防疫團隊在院長領導下，縝密籌劃、

細心運作，建構超級防護網，維護醫

院安全，滴水不漏；而感染管制室全

體同仁在王復德主任領導下，秉持

「精準防疫」核心目標，兢兢業業守

護每一道防疫關卡，從規劃具實證基

礎的感染管制政策，到考量臨床實務

後發送的疫情報導，在在展現本室穩

健紮實的用心態度。

感染管制政策 你我安全守門員

本院制定有 8 章 81 節感染管制
政策，每年辦理新興傳染病應變演練

並進行相關政策審視、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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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 COVID-19 疫情爆發，感
染管制室立即啟動分工模式，收集相

關感染管制建議，檢視現有政策之適

用性，系統性規劃有關工作人員防

護、病人動線、訪客管理、環境與用

物清潔消毒等可行措施，進行跨部科

討論、制定標準化作業流程與公告執

行，走動式訪查稽核、分析問題並滾

動修訂。防疫初期對此 SARS-CoV-2 
病毒傳播途徑尚未完全清楚之際，疫

情指揮中心隨時滾動修正各項規範與

指引，為不放過每一則疫情資訊，

圖一　流程制定-實證、跨部科、在院化

圖二　感染管制政策精雕細琢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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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失每一項公告指引，行政組每日

早晚緊盯疾病管制署網頁，當發現

有新的公告指引，必立即下載並展開

評讀與討論，也上網搜尋美國、歐洲 
CDC 指引、MMWR、SCI 文獻等實
證，再斟酌醫院特性和臨床需求後，

儘速產出適合之政策指引，這來回過

程，常常迫於防疫時效，大夥兒忙到

深夜是常有的事，本院副院長就曾在

會議中轉達關心「深夜 11 點多感染
管制室燈火通明⋯」~，這幾乎是嚴
峻疫情下的感染管制室日常；努力擬

定政策，再交組長協助審視修正後，

再修改、再審視，最後提交王主任確

認與指示公告執行，這樣的運作模式

不斷循環，持續進行。細數制修訂的

感染管制政策超過一百五十餘次，每

一歷程皆為團隊盡善盡美的演出，只

為安全守護你我。

防疫措施即時掌握 傳遞訊息零時差

未發生 COVID-19 疫情的感染
管制室日常，行政組每週 2 次查詢疾
病管制署網站傳染病疫情資訊及感染

管制訊息，摘要周知本室同仁，每 2 
週或視疫情狀況統整重要防疫訊息發

送全院個人信箱宣導。2019 年 12 月
底中國大陸傳出數起不明肺炎病例，

2020 年 1 月 2 日本室即展開吹哨行
動、啟動備戰信號，以全院個人信

箱傳遞疫情訊息和防疫措施提醒，歷

圖三　討論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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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6 百多天的日子，經由個人信箱發
送防疫訊息高達 350 多件，是我們每
天追著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跑、盯著

疾病管制署網頁走，不錯放任何第一

手疫情訊息，迅速整理、分類、歸納

的心血。此刻的我們化身為媒體工作

者，詳實報導與傳遞指揮中心防疫要

點，就在一鍵按下送出瞬間，期待全

院工作人員能將目光停駐在感管室精

心整理的疫情報導內容，哪怕只有瞬

間關注，只要獲得本室想要傳達的一

絲防疫重點就已滿足。除了全院個人

圖四　感染管制疫情報導 傳遞訊息零時差

圖五　院內 COVID-19 專區公告即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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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疫情報導，更建置 COVID-19 網
頁專區，各類病人收治、動線規劃、

防護措施、風險個案管理⋯等資訊分

類與完整收錄於此，提供全院工作人

員即時查詢，方便使用，更是感染管

制室同仁回答臨床提問時的好幫手，

引導人員查詢與下載使用。

結　語

明確清楚的感染管制政策，提供

全院工作人員依循，穩定所有的焦慮

與不安；公開透明的資訊為防疫成功

關鍵因素之一，可利用多元管道及時

公布、澄清與宣導，本次防疫過程感

染管制人員盡力做到了。COVID-19 
突襲，打亂所有的日常運作，回首最

該感謝參與 2003 年 SARS 戰疫前輩
們所累積的實力，以及歷年面對新興

傳染病之應變演練與規劃，得以在此

次忙亂戰疫中從容以對。分享此文記

錄下感染管制人員防疫日常，相信盡

心努力的你們也有同樣心情寫照；政

策擬定與訊息傳遞平時雖非感染管制

核心要務，但疫情期間卻發揮其必要

功能，而這些都是你我平日累積的能

力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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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管制動線設計經驗分享

諶欣瑜1　廖儀依1　陳瑛瑛1,3　王復德1,2,3

臺北榮民總醫院　1感染管制室　2內科部感染科
3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2019 年末正當大家歡慶新年，
而身為感管師的我們卻彷彿在另一

個時空，看著電視機撥放「中國大

陸傳出數起不明肺炎案例⋯」，此時

此刻手裡拿著不是肯德基，而是當

年 (2003 年) 面對 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時傳承經驗，依
循建立的根基全院啟帆應戰。

面對無聲無息的疫情侵襲，感

染管制室所有同仁更是小心謹慎，除

了外部防禦措施及內部強化措施外，

即刻須要啟動的是醫療任務，唯有良

好動線管制規劃，才能安全守護第

一線工作人員，將汙染侷限於管制區

內，避免因分區混亂導致清潔與汙染

動線交叉，造成清潔區意外受到汙染

[1,2]。感染管制動線設計蘊藏專業與
安心，可分為策略規劃、整備到防疫

演練等階段：

策略規劃 (Plan)、 
防疫整備 (Prepare)

一張完整的感染管制動線圖，除

了匡出基本的清潔與汙染區，勾勒工

作人員、病人收治與解除隔離、遺體

運送、廢棄物等動線，沿伸到要從哪

部電梯或樓梯進出？路線中會不會影

響到其他鄰近單位？需不需要繞道而

行或門禁管制？還有依照隔離病室有

無前室的硬體設置，規劃攸關工作人

員安全的洗手和防護裝備穿脫位置，

與空調氣流走向等，更貼心的是能多

替工作人員著想，如安排上班時間在

哪安全脫下口罩進食小憩？下班後在

哪洗香香再回家？或值班睏了在哪休

息瞇眼睛等？體貼地為同仁打造安全

的工作環境。如何設計出良好感染管

制動線分為 3 層面：

一、事先規劃與設計，避免徒勞無

工的工程

首先取得一張實際空間平面設

計圖，深入了解地理位置，包含所有

的出入口、病房設置、作業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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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需要細緻到清潔人員進病室會帶

幾個垃圾袋和汙衣袋進去，在哪裡做

汙物雙層包裹確保外層清潔才可攜出

病室？如果又要同時做環境清潔時步

驟該怎麼做才流暢？一路探討到垃圾

和汙衣怎麼運送到垃圾處理站或洗衣

工廠及後續如何處理等？所有作業流

程都必須掌握，並依著實務工作流程

和可能面臨的情境等，在腦海中推演

怎麼樣的動線規劃設計對第一線同仁

而言是最得心應手；為了更貼近實務

所需，透過不斷溝通，才能設計出完

整且兼具感染管制概念的動線圖，然

而，這過程中可能產出好幾個版本的

設計圖，適時的想像感管師就像是個

身價千萬的設計師也是很重要的。

二、所謂的專業，不是嘴巴說說

感染管制動線設計概念恒久不

變的是清潔與汙染動線不交叉；工作

人員進入不同區域前應於節點處進行

手部衛生 (圖一) [3]；並於規劃區域
按正確步驟脫除個人防護裝備及洗

手；但隨著資訊與新知日新月異，透

過平日累積蒐集國內外文獻與資訊的

功力，務必要在平常養成，在動線設

計時參考國內外的新建築思維 (圖二) 
亦會讓動線規劃事半功倍。

隔離病房設置重點在控制病室

內的氣流走向，以儘可能減少空氣傳

播的傳染性顆粒數量，可經由控制進

氣或排氣量，在相鄰區域之間保持不

同的壓差，因應特殊的臨床處置而

設計特定氣流走向模式，使用大風量 
(large air volumes) 稀釋傳染性顆粒或
安裝空氣過濾器，如高效率空氣微粒

子過濾網等 (high-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s, HEPA filters)，以確保在醫

圖一　病房規劃清潔、緩衝和污染區概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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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機構內人員免於交叉感染 (cross-
infection) 風險[4]。

由此可見，動線規劃內「空

調」考量是一大學問，氣流走向、

每小時換氣次數 (air changes per hour, 
ACH)，都考驗著能不能在有效的時
間內讓病毒和細菌無所遁形，換來值

得信賴的清淨空氣，避免自己太早進

入病室呼吸到還沒被抽風機抽出的

病毒和細菌；參考美國 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之「環境感染
管制指引 (Environmental Infection 
Control Guidelines)」[5]，加上工務
室的專業建議，如專責病房加裝抽

氣裝置，抽出量 1,300 m3/hr (每小時 
1,300 立方公尺)，換算成換氣量約為
每小時 20 次，所以專責病房至少須

要淨空 15 分鐘就可移除 99% 的汙染
空氣；故在各項感染管制政策內 (如
個人防護裝備使用建議、個案遺體處

理流程等) 都會加註提醒工作人員一
定要記得「終期清潔消毒或停止產

生飛沫微粒的醫療處置後，宜經過

負壓病室 15 分鐘 (ACH 20 次)~30 分
鐘 (ACH 12 次)、單人病室 46 分鐘 
(ACH 6 次) 後，再進入病室或檢查
室」這樣才安全呢！

整體而言，最完美的是在未動

工前，已良好規劃多個出入口、電梯

和路線，可以大手一揮將乾淨與汙染

動線分開，劃出工作人員和病人、遺

體、廢棄物及檢體箱放置位置與個人

防護穿脫地點等，但感管師有時面對

的是既有的舊建築，硬體空間似乎沒

圖二　新建築思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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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理想，權衡臨床使用和把握最高

原則來設計，例如只有一個出入口

時，可以考慮以「時間差」調整作業

流程，佐以行經動線管制，運送病人

後再進行清潔消毒將空間恢復為清潔

區，以因應硬體規劃限制。

三、成功的設計圖會說話

一張成功的動線設計圖 (圖三) 
是感染管制師與臨床人員和施工者最

佳的溝通橋樑，圖像傳達力讓溝通事

半功倍；當任何人看著這張圖就像立

體 3D 圖，彷彿身歷其境，光看圖就
可以清楚了解工作人員及病人走向、

防護裝備哪裡穿脫等，當然還有抗疫

不可或缺的洗手設備也是設計圖的靈

魂吶！

整合整備 (Package) 到防疫演練 
(Practice)

從 2020 年 1 月 23 日啟動第一專
責病房，所有感管師在除夕前一日不

是買年貨，而是蹲在即將收治病人的

病房內貼地板的紅色膠帶，目的是利

用顯著的標示提醒人員勿入，這些如

阿信般的苦力規劃仍在腦海中迴盪。

2021 年 5 月猶記陳時中部長宣布本
土病例破百例時，頭上似乎佈滿了烏

雲，多希望時中部長下一秒說出「語

誤，是境外移入」，但當疾管署的疾

管家 line 訊息發出指揮中心快訊時，
就知道這不是夢！

疫情迅雷不及掩耳再度來襲，在

極短的時間院方決議必須啟用半棟大

樓作為專責病房，感染管制團隊立刻

圖三　會說話的動線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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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整合規劃 5 個不同樓層的病房成一
致的動線，每一位負責專責病房的感

管師立刻回辦公室處理或遠距討論，

所有人手裡拿著病房平面圖，腦海中

都已劃出各個清潔區、隔離區等位

置，並即刻到實地踏勘，與臨床第一

線人員及工務室等跨單位溝通，當然

重要的遺體、污物與檢體運送及儀器

設備消毒等，感管師透過情境假想，

跨單位溝通，務必讓身處第一線、支

援人力或團隊能即時掌握動線及每個

位置的功能角色，讓所有踏進戰場的

人，都能事先熟悉、一遍又一遍模擬

複習病房動線與防護裝備穿脫，跨單

位一起討論汙物怎麼保持外層乾淨狀

態移出病室和病房到垃圾處理站或洗

衣工場，甚至直接把雙層屍袋和俗稱

「霹靂車」的接體車推到病房實地演

練，最後再將設備、動線、人員物

品進出、遺體及垃圾運送整合一致，

在動線圖上清楚標示，且要注意繪

製動線圖時不能遮蓋住原有設置 (如
大門)，以便與王復德主任及同仁內
部討論時，能看清原有與設計後的動

線圖比較，在符合感染管制動線原則

下，儘可能減少不必要的施工；經過

一連串反覆的踏勘、內外部溝通，到

動線圖定稿公告，目的就是要讓第一

線戰士內心安心，在外守護的戰友亦

能放心。

保護工作人員、病人與環境 
(Protect)

無論疫情有無，「感染管制」一

直是醫院最重要的基石，隨著空間背

景不同，感染管制作為也隨著調整，

但唯一不變的是原則，在「清潔汙染

不交叉」原則下，感管師化身為室內

設計師，在最低成本、最快時間內，

循著舊有建築脈絡，規劃抵禦病毒保

壘，保衛最前線的戰士，作為第一線

同仁最信賴的後盾。幾年後再回首，

全院同仁上下一心曾經並肩作戰、目

標一致，攜手守住防線，一起通過 
COVID-19 嚴峻考驗。

結　語

當疫情再起，病人確診數快速

增加並超越專責病房擴充速度，除硬

體設備準備外，一致且安全的動線設

計讓甫踏入專責病房的工作人員及支

援人員 (如麻醉醫師等)，都能準確掌
握清潔區 (著防護裝備) 與汙染區位
置。

每一張完整的動線圖，都必須

經過感染管制室所有同仁縝密的討

論，任何小細節都不可放過，包括門

的開口方向、檢體採集、醫療儀器移

出病室前的清潔消毒，及模擬洗手五

時機與步驟等。為了「精準、快速、

有效率！」除了平常一有機會就抓緊

時機向前輩們請益，亦步亦趨的累

積實戰經驗，也運用既有模版，把握

「感染管制動線設計 6 部曲原則 (圖
四)」，套入不同物件，原理不變，
擴充內容，規劃出良好的動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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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隨著一張一張的感染管制動線圖產

出⋯⋯。有一天，肯定會抓到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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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感染管制動線設計6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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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清潔消毒與採檢－ 
確認潔淨，阻斷傳播

陳清松1,3　陳瑛瑛1,4　王復德1,2,4

臺北榮民總醫院　1感染管制室　2內科部感染科　3病理檢驗部微生物科
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前　言

新冠肺炎 (COVID-19) 短短幾個
月全球肆虐，疫情稍緩，Delta 病毒
變異株又造成新ㄧ波大流行。有效

的治療藥物和疫苗研發需要較長時

間及龐大金錢成本，非藥物介入措

施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s) 如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與咳
嗽禮節、佩戴口罩、物體表面清潔消

毒、增加通風、隔離病人、避免群

聚、停止上班上課限制人員移動等，

是減緩疫情及降低疫情高峰期另ㄧ可

行方式。

COVID-19 致病源 SARS-CoV-2 
病毒是以飛沫傳染，密閉空間近距離

可經由氣溶膠 (aerosols) 傳播，氣溶
膠中 3 小時後仍能測得病毒活性，銅
表面 4 小時，紙板 24 小時，塑膠和
不鏽鋼表面則為 72 小時，環境表面

可以存活數小時到數天不等[1]。雖
然在未經處理的廢水中可發現病毒 
RNA 片斷，但沒有證據顯示廢水中
存在的病毒是具有傳染性。另外，經

由食品、食品包裝和食品處理人員、

飲用水或廢水、昆蟲叮咬等傳播方

式，也沒有案例經證實而被列為危險

因子[2]；所以，個人防護措施、落
實環境清潔降低隱形環媒 (fomite)，
可有效遏阻病毒傳播[3]。

消毒方式

使用消毒產品時，必須遵照其

使用指引，留意每種產品潛在危險。

對於高度污染的表面或材料進行消毒

時，避免使用噴霧產生氣溶膠，且應

讓消毒液在物體表面停留適當的作

用時間[4]；執行清潔消毒工作人員
應穿戴適當個人防護裝備 (手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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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隔離衣或防水圍裙、視需要使用

護目鏡或面罩)。常用消毒劑種類如
下：

乙醇 (ethanol)
常溫、常壓下是易燃、易揮發的

無色透明液體，俗稱酒精 (alcohol)。
作用機轉：使微生物之蛋白質產生變

性作用，殺菌速度快，但無法殺死芽

孢，屬中程度化學消毒劑；當濃度低

於 50% 以下，殺菌效果喪失很快，
最適殺菌濃度為 60~90% (v/v)，一般
使用濃度為 70% (v/v)。

氯化合物 (chlorine compounds)
環境清潔消毒經常使用包括次氯

酸鈉 (sodium hypochlorite, NaClO) 及
次氯酸 (hypochlorous acid, HClO)。

次氯酸鈉水溶液，俗稱漂

白水，固體產品成份為次氯酸鈣 
(CaOCl2)，遇水即可分解，作用與次
氯酸鈉相同。作用機轉：與微生物

之核酸及蛋白質產生氧化反應；常

用漂白水濃度為 5.25~6.15%，5,000 
ppm 以上 (1:10) 屬高程度消毒劑，
500 ppm (1:100) 為中程度消毒劑。
COVID-19 疫情期間，病人經常接
觸的表面 (如：床頭櫃、床旁桌、床
欄、及其他病室內的家俱等) 提升至
少 1,000 ppm 稀釋漂白水 (1:50) 消
毒，浴室或馬桶表面則使用  5,000 
ppm (1:10) 的稀釋漂白水，漂白水要
新鮮配製，24 小時內使用完。

次氯酸  ( hypoch lo rous  ac id , 

HClO) 有效濃度視情況而定。100 和 
200 ppm 溶液直接噴灑在禽流感病毒
後立即去活性，而 50 ppm 溶液至少
需要 3 分鐘的接觸時間；在間接噴霧
形式下，200 ppm 溶液在接觸後 10 
分鐘，禽流感病毒失去活性，而 50 
ppm 和 100 ppm 則無效能[5]。次氯
酸水不穩定不耐存放，照光容易分解

失去殺菌效果，雖然較漂白水的刺激

性低，但對皮膚及黏膜仍有刺激傷

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明

確公告，次氯酸水主要是用在環境清

潔，應該避免使用於人體皮膚上。

有些醫療儀器構造無法使用氯化

合物或乙醇消毒，依原廠商建議外，

可參考新加坡國家環境局羅列有效對

抗冠狀病毒活性成分，檢視消毒劑成

份是否含有相關消毒成分與需要作用

的時間 (如表一) [6]。

過氧化氫  (hydrogen perox ide, 
H2O2)

3% 過氧化氫屬於中程度消毒
劑，6% 穩定型的過氧化氫為高程度
的消毒劑；濃度提高到 6~25% 可作
為滅菌劑，0.5% 過氧化氫作用 1 分
鐘，可使冠狀病毒失去活性。作用機

轉：氧化反應，須貯存於不透光密閉

之容器，避免陽光照射，在低濃度下

易氧化很不穩定，新鮮溶液使用時會

立即產生氧氣氣泡。

一些國家已批准非接觸式霧化消

毒劑用於在醫療環境中，如汽化過氧

化氫 (Vaporized hydrogen per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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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灑或燻蒸對於去除未直接觸區域之

外的污染物是無效的，且對眼睛、呼

吸道或皮膚有造成傷害的風險；為了

確保工作人員和病人安全，僅建議於

病室淨空後進行，但絕對無法取代人

工終期清潔消毒程序[7]。

紫外線消毒

紫外線波長於 240~280 nm 時有
殺菌效果，一般紫外線燈波長  254 
nm，照射距離約 8 英呎 30 分鐘達消
毒效果；影響紫外線燈消毒效果的

因素：微生物種類與數量、懸浮的型

態、有機物的種類、溫濕度、距離及

波長；作用僅限空氣或環境表面微生

物，效果有一定限度，僅可作為輔助

之用，且需依可使用時數定期更換，

並定期擦拭清潔，以免影響紫外線的

穿透率及照射強度。紫外線可有效抑

制 COVID-19 病毒活性，而遠紅外線 
UVC 波長 222 nm 更能讓 COVID-19 
病毒失去活性已受到驗證，對皮膚、

眼睛和 DNA 的損害也比較小[8]，但
仍缺乏長期安全性數據。

病房淨空

飛沫微粒的排除仰賴病室內的

換氣功能，因此在停止產生飛沫微粒

的醫療處置後，靜置使殘存濃度約小

於1%後，再進行適當的環境清潔。
專責防疫病房及專責加護病房病人

出院或轉出後，病室空調持續運轉，

宜經過負壓病室30分鐘每小時換氣次
數 (Air Changes per Hour, ACH) 12~15 
次、單人病室 46 分鐘 (ACH 6 次) 
後，再進行終期消毒，以確保人員安

全 (如表二) [9] 。

表一　有效對抗冠狀病毒之消毒成分、濃度及作用時間

成分 (濃度) 作用時間 (min)
過氧化氫 Hydrogen peroxide (0.5%) 1
苯扎氯安 Benzalkonium chloride (0.05%) 10
對氯間二甲苯酚 Chloroxylenol (0.12%) 10
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銨 Didecyldimethylammonium chloride (0.01%) 1
乙醇 Ethanoll (70%) 10
碘町 Iodine in iodophor (50 ppm) 10
異丙醇 isopropanol (50%) 10
優碘 Povidone-iodine (1% iodine) 1
次氯酸鈉 Sodium Hypochlorite (0.05~0.5%) 5
亞氯酸鈉 Sodium chlorite (0.23%) 10
資料來源：The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Singap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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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採檢 確認潔淨
專責病房專人清消，腺核苷三磷

酸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檢測
即時回饋，確認清潔消毒完整性。為

確認環境是否遭受汙染，經評估後於

指標個案所在病室終期消毒後進行環

境 SARS-CoV-2 採檢，採檢位置除了
依據衛福部疾管署公告「確定病例環

境採檢病毒分布」，如：電話、床後

燈源開關、床旁桌、地板等，也檢測

移動式 X 光機和人員進出前後，以
瞭解環境中的病毒分布，更確保工作

人員防護完備及終期消毒後的環境安

全。

註：腺核苷三磷酸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存在於動物、植
物、細菌、黴菌等生物細胞中，其含

量表示環境中生物性污染物數量；經 
ATP 檢測得以確認終期消毒完整性。

疫情再起　整備再戰

今 (110) 年 5 月國內爆發社區疫
情，醫療單位配合衛生主管機關立即

規劃專責病房和啟動收治確診病人，

醫護勇於承擔照護責任，完成防護裝

備訓練，縱然專責病房增設許多防護

設施，但幾起媒體報導醫院醫護感染

事件，仍不免讓人擔憂；要讓環境安

全、人員安心，感管室再次審視環境

檢測機制：1. 無預警對專責病房護理
站 (清潔區) 進行採檢，確認潔淨程
度與 SARS-CoV-2 檢驗陰性。2. 若發
生確診個案，病房終期消毒後採檢，

檢驗合格後才能重新啟用。3. 疫情調
查需要時進行採檢。當疫情高峰時，

必須提升防疫專責病房運作效率，採

檢任務不分晝夜或是假日，一一查核

哪裡清潔消毒未落實，從天花板、空

表二　每小時換氣次數和有效去除空氣污染物所需時間

每小時換氣次數 有效排空 99% 所需時間 (分鐘) 有效排空 99.9% 所需時間 (分鐘)
2 138 207
4 69 104
6 46 69
8 35 52
10 28 41
12 23 35
15 18 28
20 14 21
50 6 8
資料來源：Guidelines for Preven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M.tuberculosis in Health-Care Settings, 
2005. p4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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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出風口到地板角落，從經常觸摸的

滑鼠、鍵盤到電話和對講機，再到休

息用餐區和值班休息室，就是要讓病

毒細菌無所遁形。一次次不厭其煩地

查核清潔人員，例如：消毒劑漂白水

如何泡製、清潔流程、消毒頻率等，

然後即時回饋並進行改善和加強清

消，守住環媒的傳播，守護醫療環境

的潔淨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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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時期的日常—疫調再疫調

黃萬翠1　陳瑛瑛1,3　王復德1,2,3

臺北榮民總醫院　1感染管制室　2內科部感染科
3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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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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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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因應 COVID-19 疫情整備作為
之復原與重建建議

陳孟清1　陳瑛瑛1,3　王復德1,2,3

臺北榮民總醫院　1感染管制室　2內科部感染科
3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前　言

2019 年 12 月底中國大陸傳出數
起不明肺炎病例，臺灣疾病管制署即

持續關注相關疫情，後續成立中央

疫情指揮中心帶領全國共同防疫。

2020 年起本院 1 月 2 日即由感染管
制室傳遞全院疫情相關訊息，並於 1 
月 6 日召開首次應變會議啟動防疫整
備，盤點防疫量能與確認病人收治等

各項流程。1 月下旬國際疫情逐漸升
溫，本院陸續啟動各項應變及管制

措施，包含門禁管制、陪探病管理、

設置獨立發燒篩檢站與專責病房、調

增防疫物資安全儲備量、嚴格執行工

作人員管理與環境清潔消毒等[1]；
應用科技與智慧化管理，如醫院入口

紅外線體溫監測、開發陪探病與洽公

預約等應用程式，民眾事先於預約系

統填寫 S-TOCC：症狀 (Symptom)、
旅遊史  ( T r a v e l  h i s t o r y )、職業

別 (Occupation)、接觸史 (Contact 
history) 及群聚情形 (Cluster) 與聯絡
訊息，系統即時透過健保 VPN 查詢
旅遊史與接觸史，自動判定符合規定

後，憑預約成功畫面及證件確認身

分後通行[2,3]。疫情期間仍然不斷創
新，各項流程依疫情發展滾動式增

修。各項管制措施耗費人力與物力，

亦影響正常醫療運作，當社區疫情趨

緩，逐步撤除各項應變及管制措施的

時機與考量，是值得深思議題。

醫院新興傳染病緊急應變指揮中

心 (HICS) 啟動與縮編時機

醫院新興傳染病緊急應變指

揮中心 (Hospital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HICS)為功能性任務編組，
緊急狀況如發生疫災時，執行緊急應

變計畫任務，由院長擔任指揮官，

HICS 架構下依四大部門分工-執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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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計畫部門、後勤部門及財務行政

部門 (圖一)，成員包含感染管制室、
醫療與行政單位，跨專業、跨單位和

跨團隊合作，評估及規劃各項政策與

流程，經防疫會議決議最佳方針策

略。指揮官得依疫情決定縮小 HICS 
編組規模，對已無執行緊急應變任務

需要之編組與人員，予以歸建；必要

之應變任務持續辦理。

整備及管制措施撤除評估

當疫災事件不再擴大或已趨緩

和，考量國內外疫情狀況、社區傳

播嚴重度  (可參考客觀數據，如疾
病有效再生數 [Effective reproduction 
number, R] 低於 1) [4]、院內篩檢與
收治業務量等，HICS 各編組可提報
防疫會議討論，決定啟動復原進度與

項目。解除處置之評估參考條件：

一、國際疫情趨勢 (如流行趨勢

圖顯示高峰期已過，確診案例呈現減

少趨勢) 與我國邊境管制政策。
二、國內疫情趨勢 (如流行趨勢

圖顯示高峰期已過，確診案例呈現減

少趨勢、連續一週新確診病例數均是

個位數)，且鄰近本院社區無群聚案
例。

三、院內篩檢與通報個案收治業

務量

(一) 本院發燒篩檢站篩檢量減
少：如每日低於前 7 天之平均值，連
續 14 天。

(二) 專責病房佔床率。
四、陪探病、門診陪同就醫與洽

公預約等系統開發與使用率。

五、常規醫療業務量：如門診人

次、一般病房與加護病房佔床率等。

六、國家政策：如陪探病管制措

施、醫療工作人員出國與公眾集會規

範等。

圖一　臺北榮總新興傳染病緊急應變指揮中心 (HICS)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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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及管制措施撤除階段建議

疫情期間復原評估階段不易界

定，部份管制措施須依照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公告疫情警戒分級、調整

醫療應變措施規範執行，如陪探病管

理等；其他措施可在鬆綁原則下進行

復原評估，如專責病房床數調整、餐

飲管理與辦理實體教育訓練等，以

新冠病毒感染潛伏期 14 天 (平均 5.2 
天；95% 信賴區間 2 至 12 天) [5,6]為
主要考量依據，分為三階段復原，每

一階段的第 8 天開始為進入下一階段
作評估。

一、第一階段：醫院內管制措施

逐步復原

國內連續 14 天新確診案例數呈
現減少趨勢，顯示國內疫情趨緩，可

評估醫院內緊急應變措施逐步復原，

如解除員工餐廳管制、恢復各會議與

教育訓練、縮編專責病房；同時可評

估調整防疫物資進貨量，避免囤積浪

費。

二、第二階段：與院外相關管制

措施逐步復原

第一階段第 8 天起再 14 天，國
內疫情趨緩且零本土感染源未明案

例，可規劃進入第二階段。此階段社

區傳播風險低，可評估與院外相關

整備逐步復原，如評估解除美食街管

制、恢復短期實見習與進修、恢復志

工服務等；評估專責病房再縮編與調

降防疫物資安全庫存量。

三、第三階段：完全復原

第二階段第 8 天起再 14 天，國
內疫情趨緩且零本土感染源未明確診

案例，可規劃進入第三階段，包含評

估解除門禁管制與體溫測量、恢復全

院陪探病、撤除發燒篩檢站與解除專

責病房任務，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公告進行完全復原。

結　語

當國內疫情獲得控制且減緩、國

家邊境管制政策運作良好、居家隔離

與檢疫者嚴格管控，且鄰近本院社區

無群聚案例，可評估醫院內防疫整備

與措施逐步恢復常規運作，降階管制

措施時機與內容經跨部科團隊討論研

擬，復原與重建工作包括逐步解除門

禁與陪探病管制、物品設備復歸、專

責單位和病房解除任務、防疫物資盤

點與再整備、彙整防疫相關支出成本

以及環境消毒與恢復等。此外，疫情

期間應用科技與智慧化管理建立良好

規範，形成醫院作業常規，後疫情時

期將持續沿用，智能管理兼顧管控到

院人數及掌握人員聯絡訊息，有助節

省人力與時間；所有復原與重建項目

措施，均須依疫情異動以評估啟動或

重新再管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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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讀者朋友們大家好，這 2 年 COVID-19 疫情肆虐，台灣經

歷數次大小不等的震撼，所幸都安然度過，值得為自己來個愛

的鼓勵 (拍拍手)。疫情稍歇，誰知新變異病毒 Omicron 出現，
又再度讓大家繃緊神經，期許累積的抗疫實力與經驗，能讓勝

利曙光早日到來。

本次期刊與 COVID-19 有關計有原著 1 篇、綜論 3 篇、新
知 1 篇以及讀者園地 5 篇；另外疾病管制署專欄和國衛院新知
各 1 篇。

原著 1 篇為「醫療照護人員脫除個人防護裝備污染程度
調查」，作者收集歷年防護穿脫教育訓練 (含應用螢光乳模
擬污染物附著情境) 資料，分析醫護人員常見錯誤與污染部
位，研究結果提供教學者安排課程及學習者重要參考，值此 
COVID-19 防疫之際，此原著讓人印象深刻。除此之外，本研
究歷程提醒身為感染管制師的你我，別辜負了日常業務收集的

一堆數據，好好整理分析讓它成為有用資訊，或許因而改善了

醫療環境，也或許啟發下一階段研究想法。

綜論3篇邀請感染科醫師分別就「新興傳染病後疫情時代
的問題與挑戰」、「變來變去的新冠病毒」、和「兒童新冠肺

炎」進行文獻整理與議題論述；作者們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快

速帶領回顧整個 COVID-19 疫情演進與發展，提醒省思疫情衍
生的課題與因應。

新知 2 篇，其一為作者導讀「美國國家醫療保健安全網分
析全美國和特定州，COVID-19 疫情前及流行期間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發生率影響程度」文章，並參考此篇研究，審視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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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感染管制與抗藥性監測管理系統資料，結果就留待讀者

親自前往閱讀。另一篇為國家衛生研究院導讀有關「環境耳

念珠菌 (Candida auris) 和全球變暖之臆測」，文章清楚描述此
細菌興起與成為人類致病菌重要性始末。此外，疾病管制署專

欄「2019 年台灣醫院感染管制與抗藥性監測管理系統分析報
告」，本次分析地區級以上醫院實驗室通報常見致病菌，臨床

菌株之抗生素感受性統計資料。

最後讀者園地 5 篇，包括 COVID-19 疫情期間感染管制師
們「訂政策與傳遞訊息」、「動線設計經驗分享」、「環境清

潔消毒與採檢」、「疫調再疫調」和「復原重建」等經驗分

享。我們記錄下防疫日常，相信所有感染管制師閱讀後會特別

有感覺，也希望能有更多同好共襄盛舉，延續更多好的經驗傳

承文章。

感染控制雜誌為提供感染管制知識重要泉源之一，更是交

流感染管制經驗的後花園，特別是新進感染管制人員們，總是

將此雜誌奉為圭臬。回首 2003 年 SARS 疫情之後，雜誌留存
相關防疫記載有限，十分可惜！適逢本院執編期刊，遂動念邀

集撰寫 COVID-19 相關防疫資訊，希望此舉達拋磚引玉之效，
挖掘更多潛水的菁英，踴躍投稿專業研究論文與各項感染管制

實務經驗分享文章，為此次防疫編歷史，寫記錄，留存與傳

承；更希望醫院及衛福部醫事司和疾管署等長官們透過這些紀

錄，了解感管師如何沒日沒夜，盡心盡力為防疫與感染管制業

務推動所做努力，進而設法改善工作上的負擔，提供實質上的

鼓勵與獎勵。 
最後，謹以此期刊致謝將於 111 年 1 月 16 日卸任的本院

感染管制室王復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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