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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科人員水痘感染群聚事件：
某區域醫院復健科處置經驗
戴淑娟1

邱蘭1 呂嘉峰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水痘 (Varicella) 為水痘帶狀疱疹
病毒 (varicella-zoster virus, VZV) 引
起之高傳染性疾病，水痘主要是經由
皮膚直接接觸、飛沫或空氣傳染，接
觸到得帶狀疱疹患者之水疱，也可以
造成傳染。此外，也可被經由被水疱
液和黏膜分泌物污染的器物間接傳
染。2019 年 9~10 月間某區域醫院復
健科治療室發生水痘感染群聚事件，
1 名實習生及 1 名復健治療師感染水
痘，對該科室之侵襲率 5.4%；經感
染管制室介入調查，推測本案為連續
性感染事件，且水痘病毒屬於空氣、
飛沫及接觸傳播，可透過共同工作
環境 (治療室及辦公室) 傳播的機率
高；另水痘在出疹前 5 天到所有病灶
結痂前都具傳染力，尤其在出水痘疹
前之際的傳染力最高，初步推估實習
生在出疹當天仍在科室實習，導致復
健師遭受到傳染的機會甚高。協助單
位執行必要之感管措施包括 1.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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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暫停照護病人、返家居家隔離直
到水疱結痂後再返院照護病人。2. 水
痘之潛伏期為 14~21 天，接觸者須
自主健康監測 21 天，維持個人及環
境衛生，勤洗手、佩戴口罩，並避免
群聚吃飯 (保持社交距離)，如有出現
異常症狀，須立即通報單位主管及本
室，並就醫。3. 復健科人員共計 37
人，扣除兩名感染者外，其餘 35 人
中有 8 人未感染過水痘或不清楚是否
感染過，須密切觀察這些人員健康
狀況。4. 持續追蹤最大兩倍潛伏期
(42 天)。此事件發生，不能排除與同
仁對水痘-帶狀疱疹病毒知識認知不
足、缺乏警覺性所致，持續追蹤至
11 月 12 日無新增個案，宣告結案。

事件緣由
9 月 14 日下午 6:31 接獲復健科
通報，1 名實習生感染水痘，已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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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隔離在家中直到全身水皰結痂
後，於 9 月 23 日返回實習；10 月 5
日再接獲復健科通報 1 名復健師感染
水痘，感染管制室立即介入疫情調查
及感染管制措施。

疫情描述
一、科室背景介紹
復健科位於本院 3 樓 C 區，有 2
個門診診間、11 個治療室空間 (包含
1 個電療室、1 個水療室、2 個運動
治療室、2 個語言治療室、2 個職能
治療室、1 個物理治療室、1 個日常
生活治療室、1 個感覺統合治療室)。
復健科成員共有 37 人，包含醫
師 3 人、治療師 18 人、診間護理師
2 人、專科護理師 3 人、實習生 11
人。
治療室主要接受門診及住院病人
復健，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及下午時
段，每周一、三、五晚上時段；每天
服務人次大約 350 人次 (包含電療、
運動治療、職能治療)。
二、疫情調查
(一) 個案調查
案一 (指標個案) 為復健科實習
生，7 月 13 日開始來院實習，實習
內容主要為物理復健治療部分，於 9
月 14 日發病，自訴發病前 1~2 週因
為實習作業關係，每日只有在實習單
位及住所往返，未外出遊玩，也沒接
觸過有水痘症狀的人；而學生表示 7

月 23 日起曾密切協助一名帶狀皰疹
發病後期已結痂之住院病人，該病人
經皮膚科醫師確認已無傳染性。
案二 (員工) 為本院復健治療
師，9 月 30 日上班時出現頭痛症
狀，10 月 2 日出現皮膚紅疹身上水
皰，曾至診所就診，診斷疑似水痘，
10 月 5 日症狀加劇再至診所確診水
痘，適逢中秋連假，未再接觸其他同
仁，繼續居家隔離至全身水疱結痂，
才可返院工作。
(二) 接觸者免疫力調查
復健科成員共計 37 人 (含 2 名
個案)，案2 確診後，針對全科人員
進行調查，其中 20 人表示曾經感染
過、1 人感染史不明，5 人表示未感
染過。
(三) 環境調查
工作地點：復健科位於本院 3 樓
C 區，有 2 個門診診間、11 個治療
室空間 (包含 1 個電療室、1 個水療
室、2 個運動治療室、2 個語言治療
室、2 個職能治療室、1 個物理治療
室、1 個日常生活治療室、1 個感覺
統合治療室)。
工作場所皆設有酒精乾洗液設
備，工作人員及門診、住院病人復健
治療時皆須配戴口罩。各治療室每日
固定進行環境清消 1 次。
三、感染源推測
經由現場疫調發現案一與案二雖
無師生接觸，但都屬於運動治療，兩
人分屬上下午時段使用共同空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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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病毒屬於空氣、飛沫及接觸傳播，
可透過共同工作環境 (治療室及辦公
室) 傳播的機率高；另水痘在出疹前
5 天到所有病灶結痂前都具傳染力，
尤其在出水痘疹前之際的傳染力最
高，初步推估實習生在出疹當天仍在
科室實習，導致復健師遭受到傳染的
機會甚高。
四、介入措施及防治作為
本次群聚事件疫情流行期間，感
管人員除了進行相關疫調外，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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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及聯合醫院感染管制手冊
規範之水痘帶狀疱疹病毒感染管制措
施執行。
(一) 隔離 (確定個案處置)：出現
症狀之同仁可視病情立即就醫採取隔
離措施，或在家自行隔離。水痘目前
並非須強制隔離之法定傳染病，因此
罹患水痘未能符合給予公假規定，惟
為使個人能儘速康復及避免傳染給他
人，仍應請病假在家休養，直到全身
的水疱均完全結痂變乾為止。並應保
持室內空氣流通，遵循呼吸道衛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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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禮節，不得已必須出入公共場所
時，應配戴口罩並穿著長袖衣物。
(二) 感管措施：落實配戴口罩及
手部衛生，接觸疑似個案時應穿隔離
衣、戴手套。尤其在處理病人之皮疹
及呼吸道分泌物時具高度傳染力更應
小心處置。懷孕之工作人員無論是否
罹患過水痘或接種疫苗，應避免照顧
水痘病人。
(三) 環境清消：運動治療室環境
立即全面清消，並每日落實各治療室
環境清消作業至少一次，容易手部接
觸的桌面、手把等環境，應加強清消
頻率。
(四) 接觸者健康監測：接觸者須
自主健康監測 21 天，維持個人及環
境衛生，勤洗手、佩戴口罩，並避免
群聚吃飯 (保持社交距離)，如有出現
異常症狀，須立即通報。
(五) 曝觸者，原則上於暴露後
96 小時內經醫師評估後給予水痘免
疫球蛋白，或 72 小時內注射水痘疫
苗，可預防感染或是減輕疾病。免疫
功能差的人、孕婦、預定在三個月內
有可能懷孕之婦女、未經治療的開放
性肺結核病人以及對疫苗成分曾有
過敏反應者等，均不適宜給予水痘疫
苗。
(六) 雖然帶狀皰疹傳染性較水
痘低，但接觸到得帶狀疱疹患者之水
疱，也可以造成傳染，因此發病期之
個案，應暫停復健，避免造成傳染之
虞。
(七) 10 月 8 日下午召開院內緊

急會議，針對案件進行初步分析報告
討論，主席裁示：
(1) 相關科室務必每日兩次回報
員工及病人之健康狀況，如有異常症
狀立即通報。
(2) 橫向報告聯合感管委員會主
席，尋求專業協助建議。
(3) 所有人員工作時務必配戴口
罩、勤洗手、避免群聚吃飯 (保持社
交距離)。
(4) 感染科協助疫調及感染管制
措施追蹤。
(5) 10 月 12 日通報衛生局表示
兩位個案皆已痊癒，應持續環境清消
及密切追蹤接觸者健康狀況直到兩倍
潛伏期才可結案。
(八) 10 月 8 日電話向聯合感管
委員會主席報告此次事件，建議事項
如下：
(1) 密切追蹤高風險同仁症狀 (年
齡層在 40 歲以下未感染過水痘者，
尤其是 20~30 歲年齡層)。
(2) 針對有傳染性個案，務必審
慎評估復健可行性，避免導致可能造
成感染之風險。
(3) 該單位再出現 1 位新增案
例，必須暫停業務。
(4) 持續追蹤有無新增個案，必
須追蹤 2 倍潛伏期才可結案。
(九) 持續追蹤單位同仁健康狀
況，依據群聚事件結案標準，須從最
後一個發病日起監測 2 倍潛伏期未有
新案才可結案。
(十) 此事件於 11 月 12 日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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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後宣告結案。
五、建議與討論
水痘 (Varicella) 為水痘帶狀疱疹
病毒 (varicella-zoster virus, VZV) 引起
之高傳染性疾病，初期 (紅疹出現前
1~2 天) 包含輕微發燒 (37.5~39℃)、
疲倦、食慾不振、頭痛及肌肉或關節
痠痛等症狀，之後皮膚開始出現紅
疹，漸發展成紅丘疹、水泡疹、膿泡
疹而後結痂，由臉、頭皮往軀幹四肢
延伸，全身性皮疹逐漸快速顯現隨後
變成水疱，最後留下粒狀痂皮 (通常
約於二至四星期內痊癒)。帶狀疱疹
(Herpes Zoster)：在水痘復原之後，
藉潛伏於寄主的神經節中，以避免
被免疫系統摧毀。當宿主免疫力減弱
時，病毒便會活化並沿著其分布的神
經皮節散布，造成帶狀疱疹，俗稱皮
蛇 (shingles)。而帶狀疱疹後的神經
痛亦相當惱人。
水痘主要是經由皮膚直接接觸、
飛沫或空氣傳染，接觸到得帶狀疱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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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之水疱，也可以造成傳染。潛
伏期 (Incubation period)：10~21 天，
一般為 14~16 天。可傳染期 (Period
of communicability) 則由出紅疹以前
5 天起 (通常為前 1~2 天) 到所有病灶
結痂為止，在病人出現水痘疹前之際
的傳染力最高；帶狀疱疹患者的傳染
力可持續到水疱出現後 1 週。
本事件初期，懷疑病毒可能為
帶狀泡疹復健病人傳染給實習生 (案
一)，不過經由皮膚科確認帶狀泡疹
復健病人痂皮早已結痂無傳染性，案
一有可能在其他未知明的環境中遭受
到感染，進而在實習環境中透過空氣
及接觸傳播傳染給不具抗體的復健師
(案二)。
藉由此事件後，重新檢討除針對
高風險單位之新進人員及實習生需做
職前水痘抗體檢測外，另編列預算分
批完成在職人員水痘抗體檢測，針對
不具保護力之人員進行疫苗施打，以
避免造成群聚事件發生，保障工作人
員及病人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