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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院所之感染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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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隨著人口老化伴隨慢性病的增加，對於中醫門診使用量也隨之增

加。在全球傳統醫學策略推行下，發展多元化之中西醫合作、中醫預防醫學與養

生保健服務，是現代中醫學的趨勢。而如何能夠提供且落實安全的就醫環境，避

免發生交互感染是重中之重。以中醫醫療院所提供的醫療、保健服務為中心，參

循西醫推行的感染管制措施，因地制宜加以修訂措施，妥善利用中、西醫之長

處，對病人健康照護服務、醫療品質提升具有加乘效用。建立一套中醫感染管制

措施，以落實各項感染控制措施，列入評鑑基準與查核的標準，將有助於發展國

家衛生保健與疫病防疫，是值得感染管制與中醫領域關注的議題。（感控雜誌 

2019:29:17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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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據內政部最新公布的統計資

料，2018 年台灣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
口總計 343.3 萬人，佔 14.6% [1]，已
達高齡社會門檻的 14% 紅線。2026 
年時，更將成為超高齡社會  (超過 
20%) [2]。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與老
化，慢性病盛行率也隨之增高；2013 

年國民健康署 65 歲以上長者罹患慢
性病的統計，具一項者占 86.3%、
二項以上者占 68.6%、3 項以上占 
47.3%，預防保健服務利用人數達 
883,840 [3]。2015 年調查 50 歲以上
中老年人「過去ㄧ年內，中醫門診利

用情形之百分比」占 24.5%，65 歲以
上中老年人占 19.2% [4]，值得注意
的是人口的結構改變，對於中醫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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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也隨之改變。在政府推行健全中

醫健康照護人力政策下，2018 年醫
院附設中醫部門家數 110，成長率達 
36%，醫學中心附設中醫部門家數共
有十五家[5]，顯見中西醫合療已成
為趨勢。

全球在傳統和補充醫學都有顯

著和穩定的發展，自 1999 年具有傳
統醫學政策的會員國數只有  25 個
國家，在 2012 年已達 69 個國家；
執行監管草藥的會員國在 1999 年只
有 65 個國家，到 2012 年已達 119 
個國家，針刺療法原本是中醫的一

個特色，但現在已在世界各國廣泛

使用，根據  2012 年統計全球已有
超過  80% 國家認可使用針灸療法 
(acupuncture)，目前共有 173 個國家
或區域使用針灸，而東亞各國更廣泛

使用傳統醫療，台灣與韓國，為全球

唯二將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皆納入全

民健保體系，並有完整醫學教育、醫

藥法規的國家。

不論在台灣、韓國、日本、香

港，乃至於全球各國，世界各地對於

發展中醫不遺餘力，就診的需求量也

越來越大，所以，探討中醫醫療院所

的感染管制措施刻不容緩，目前國內

對相關政策的訂定由不同的主管機關

制訂，彼此各有所長，本篇主要就世

界衛生組織公布的傳統醫學策略、國

內的政策與現況，進行歸納與整理，

期待能給予各醫院在中醫政策制訂參

考的方向。

世衛組織傳統醫學策略

2014~2023 年世界衛生組織傳
統醫學策略第二版 (第一版為 2005 
年公告)  是設計來幫助各國決定如
何能做到最好的健康促進  (hea l th 
promotion)，並且保護希望從產品、
實務和從業人員當中得到利益的消費

者，這涉及兩個關鍵步驟[6]：
1. 通過確認被使用的傳統和補

充醫學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T&CM) 形式，了解誰在使
用，探索使用的原因並確定目前和未

來的需求，會員國根據國情確定、

並更充分理解傳統和補充醫學。實質

上，各國須建立本國關於傳統和補充

醫學的國家形象。

2. 會員國應當考慮到該國情況，
針對符合該國人民健康需求與選擇傳

統和補充醫學形式，制定政策、法規

和指引。會員國之間可能會存在共同

的問題和優先重點排序，但必須針對

各自國家的需求確定國家的做法。顯

然，這將受限於現有的法律、傳統和

補充醫學的文化信念以及監督各種產

品、實務和從業者的機構。透過圍繞

三項策略目標組織其活動，會員國可

實現上述此二關鍵步驟：

(1) 經由適當的國家政策建立，
積極管理傳統和補充醫學的知識庫。

(2) 經由監管產品、實務和從業
者，加強傳統和補充醫學的品質保證

以及安全性、適當使用和有效性。

(3)  藉由把傳統和補充醫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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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適當納入保健服務以及自我健康

管理，以促進全民健康。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是台灣政

府在 2025 年之前推展衛生福利施政
藍圖[7]，其中第二篇重塑健康服務
體系／第五章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

系／第五節發展中醫健康照護目標，

提及健全安全、有效之優質中醫醫療

照護服務環境，所使用的策略包括：

一、健全中醫健康照護人力

(一) 推動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
訓練、中醫住院醫師訓練與發展試辦

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兼顧培育具有全

人醫療能力與專科特色之中醫師。

(二 )  辦理中醫臨床技能測驗
中心計畫，建置中醫臨床客觀技

能評估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方式，培育臨床
優良師資，提升臨床訓練品質。

(三) 辦理中醫護理人員教育訓練 
(台灣中醫護理學會開設七科 9 學分
課程)，提供護理人員中醫之基本及
進階護理訓練，落實辨證施護，提升

護理照護品質。

(四) 推動中醫醫療團隊成員教、
考、訓、用培育制度。

二、促進多元化中西醫合作服務

(一) 推動中西醫合作照護，發展
中醫日間照護、中醫參與長期照顧服

務及中醫參與戒毒治療等多元服務模

式。

(二) 輔導教學醫院逐步完備中醫
多元照護團隊量能與發展特色，持續

辦理中醫醫療機構 (部門) 評鑑與輔
導，保障民眾醫療服務品質。

三、推動中醫預防醫學與養生保健

服務發展

(一) 建立民俗調理人員職能基
準、技能檢定標準與考試，制定民俗

調理業專法，結合產業與教育資源，

完備教考訓用人才培育，由衛生福利

部與勞動部共同管理提升民俗調理服

務品質。

(二) 發展中醫健康預防醫學，應
用於預防疾病與改善體能。

此外，目前台灣 (參酌中國中醫
法、韓國韓醫藥育成法) 正進行推動
「傳統醫藥發展法」，將我國法律規

定故有疆域之傳統醫藥相關事務，包

含中醫藥、草藥、民俗調理、藏醫

等，皆納入規範，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與量能。

執行中醫感染管制政策法源依據

醫療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醫院

應建立醫療品質管理制度，並檢討評

估。為提升醫療服務品質，中央主管

機關得訂定辦法，就特定醫療技術、

檢查、檢驗或醫療儀器，規定其適應

症、操作人員資格、條件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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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應辦理醫院評鑑。

醫療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二條：

醫院依醫療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所定

醫療品質管理制度，至少應包括下列

事項：一、醫療品質管理計畫之規

劃、執行及評估。二、醫療品質教育

訓練。三、院內感染管制制度。四、

設有醫事檢驗及血庫作業部門者，其

作業品質管制制度。五、病人安全制

度。六、人員設施依醫療機構設置標

準規定，實施自主查核制度[9]。

國內中醫感染管制措施與 
評鑑查核作業現況

依據中醫醫療院所安全作業參考

指引[10]、中醫醫院評鑑基準[11]、
中醫醫療院所加強感染控制查檢所提

及的感染管制措施[12]，提出中醫相
關感染管制措施建議。

一、人員規範

(一) 中醫醫事人員需具有感染管
制相關訓練認證 (修習六學時以上感
染管控相關學分)，課程內容應含暴
露病人血液、體液及尖物扎傷預防追

蹤及標準作業程序，並定期接受繼續

教育。

(二) 罹患法定傳染性疾病之員
工，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予以休假。

二、標準防護措施

(一) 手部衛生

1. 應具備充足且適當之洗手設
備：流動式水源  (如以感應式，或
肘、腳、膝碰觸式之自來水)、肥皂
或抗菌洗手液。

2. 備有酒精性乾洗手液。
3. 指甲尖端長度不超過 0.5 公

分，且不應穿戴人工指甲或其它指甲

裝飾物。

4. 訂有洗手標準作業程序之衛教
單或海報。

5. 備有酒精性乾洗手液或肥皂或
抗菌皂。

6. 洗手時機：
(1) 接觸病人前。
(2)  執行清潔／無菌操作技術

前：分發食物、調配藥物或針灸治

療、放血前。

(3) 暴觸病人體液風險後；針灸
治療後。

(4) 接觸病人後。
(5) 接觸病人週遭環境後。
(二) 個人防護裝備
1. 工作人員於中醫醫療院所內，

應穿著工作服。

2. 口罩：應備有外科手術級以上
口罩，供中醫醫事人員及需要之病人

使用。當疾病屬於飛沫傳染，與病人

密切接觸時 (距離少於一公尺)，使用
至少外科口罩以上等級口罩；當疾病

藉空氣或細小飛沫傳播，形成較遠距

離 (距離大於一公尺以上) 傳播時，
進入病室工作人員應至少外科口罩以

上等級口罩 (視疾病種類調整)。應避
免自己的手接觸口罩，以避免經由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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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接觸的傳播。口罩應充分蓋住口、

鼻，且以使用一次為原則，若潮濕、

污染時，應立即更換。

3. 手套：應使用拋棄式消毒手
套，工作時若戴手套，兩個案之間應

洗手，脫除手套時亦應洗手。

4. 隔離衣：當接觸的病人，可能
會使衣物遭感染性分泌物和排泄物污

染時、隔離之病人或大範圍的傷口或

燒傷傷口時，應該穿著無菌隔離衣，

長度應完全覆蓋工作服或長及膝處。

隔離衣之正面及背面、腰部和肘部以

下視為污染區。脫下時應將污染區包

於內面，穿著時以穿一次即更換為原

則。

5. 備有護目鏡、臉部防護具，供
需要時使用。

三、無菌衛材與器材規範

(一) 聽診器、拔罐杯、刮痧板、
紅外線等與病人身體接觸之器材，均

應於使用前後依廠商建議使用適當清

潔劑、消毒劑執行清消作業，並留有

紀錄。

(二) 調劑設施應定期清潔並留有
記錄 (包含：分包機、稱藥容器、湯
匙、刮杓等)。

(三) 治療具法定傳染病之病人
時，應使用拋棄式器材。

(四) 包藥器材：每次分包藥材後
應清潔乾淨，每週至少清洗一次。

(五) 無菌衛材在使用前應注意有
效期限，存放溫度維持在 18~24℃，
相對濕度保持在 35~70%，以避免濕

氣在包內凝集使微生物入侵生長形成

染污，且留有紀錄備查。

(六) 常見無菌拋棄式衛材：針灸
針具 (毫針、三稜針、耳針)、棉棒、
酒精棉片，儲存時應離地 20~25 公
分，天花板 45 公分，牆壁 5 公分，
以減少外來濕氣。

四、侵入性治療操作規範

常見技術如針灸、拔罐、穴位埋

線⋯⋯等。

(一) 醫師應先將手洗淨，用 75% 
之酒精擦拭或戴上無菌手套。

(二) 依外科無菌技術執行以 75% 
之酒精由內往外將病人施針之局部皮

膚消毒。

(三) 使用拋棄式毫針，需注意針
的無菌保存期限，以使用時才拆封為

原則。

(四 )  拔火罐療法：一般留置 
10~15 分鐘，如發現瘀血皮膚變白或
褐現象，表示即將要出水泡，應立即

起罐，以避免水泡形成；若有燙傷

或是水泡，則以一般外科消毒傷口方

法給予適當敷料覆蓋，以防化膿感染 
[13]。

(五) 穴位埋線法：全程依照無
菌原則進行，醫師戴上無菌手套與

口罩。穴位埋線後 8 小時內埋線部位
勿碰水 (如淋浴或泡澡)，以預防感染
[14]。

五、環境清潔

(一) 每天開診前及結束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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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0.05% 漂白水 (1:100，500 ppm) 清
潔診間及治療室所有檯面、桌面、床

位、門把及廁所內及周邊設施並留有

紀錄，管理權責單位應定期、不定期

稽核。

(二) 空調設備：應保持治療環境
空氣流通，定期檢查空調設備，指定

專人保養維護及定期更換過濾濾網並

作紀錄。

(三) 飲水設施：定期保養維護、
更換濾心、檢驗微生物並作紀錄。

(四) 飲用水應遵行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所訂定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

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並留有檢查

紀錄表 (包含定期保養檢查、更換濾
心、檢驗微生物)。

六、非醫療用物處理

(一) 提供孩童玩具，定期清洗和
消毒玩具的紀錄表。

(二) 訂有布類製品送洗規範與紀
錄表。

七、廢棄物處理

(一) 中醫醫療院所內應訂有廢棄
物處理流程，依感染 (紅色專用塑膠
袋) 及非感染性廢棄物分類處理並有
明顯標示，備有合格廢棄物處理業者

處理紀錄。

(二) 廢棄針處理：使用過後的針
具不回套、將用過的針立即處理放置

於有感染性廢棄物標誌之防穿刺黃色

的針器收集盒，以預防針扎。

(三) 訂有感染性廢棄物委託或

交付環保署認定之感染廢棄物公司之

合約書；沾血棉球及有分泌物傷口敷

料：沾過病人體液的棉花、衛生紙、

手套等，丟置於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標

誌之紅色專用塑膠袋中，常溫貯存者

以一日為限，5℃以下冷藏貯存者應
於七日內，交由委託之合格處理廠商

清運並代為處理。

(四) 工作人員清洗、處理醫療器
械或廢棄物，均應穿戴手套。

八、預防呼吸道感染及咳嗽衛生

(一) 張貼咳嗽衛教海報 (內容應
包括)：

1. 當咳嗽或打噴嚏時 -用衛生紙
遮掩他們的口鼻。

2. 使用完畢後將衛生紙丟進垃圾
桶。

3. 並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後執
行手部衛生。

(二) 備有口罩，提供給咳嗽病人
和陪病者、訪客。

1. 若病人具有疑似或確定呼吸道
感染，在候診區應與ㄧ般非感染病人

隔離。

2. 機構所產生廢棄物符合為環保
署所定義的感染性生物醫療廢棄物，

應提供免觸碰開啟的腳踏式垃圾桶。

3. 對於疑似或確定呼吸道感染的
病人，有提供呼吸道衛生的衛教並留

有紀錄。

九、疑似或確定法定傳染病人處理

1. 遇有疑似法定傳染病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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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其境外移入史、職業史、接觸

史及過去病史，並通報並依規定主動

向衛生主管機關通報及轉診，相關資

料留有紀錄備查。

2. 診治疑似法定傳染病之病人
後，應立即在病人接觸的環境表面消

毒後方可恢復門診。

十、員工保健

1. 應執行員工體溫監測，若發燒
或體溫異常，應適當調整休假。

2. 在注意員工個人隱私下，對於
可能罹患傳染病留有紀錄本，使用於

需要執行疫情調查時。

3. 訂有員工保健計畫表 (提供預
防接種、體溫監測及胸部 X 光等必
要之檢查或防疫措施)。

討　論

以中醫醫療院所安全作業參考

指引為藍本，和中醫醫院評鑑基準、

中醫醫療院所加強感染控制查檢相比

較，發現不論是哪一個組織所規範的

中醫感染管制措施都明確將「手部衛

生」列為其中，這與世界衛生組織所

提出「手部衛生的任務是減少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清潔的照護就是安

全的照護」[15]，不謀而合，而執行
手部衛生的五大策略為[15]：

一、系統性改變：建立必要的

手部衛生設備，使醫療人員能夠實施

手部衛生。如，每個病床床尾增設乾

洗手液；發放工作人員隨身酒精瓶以

增加便利性。二、教育訓練：對所有

醫療人員提供有關手部衛生的教育訓

練，包括洗手五時機和正確的洗手步

驟。三、評估及回饋：對醫療人員稽

核手部衛生、手部衛生設備，以及醫

護人員的相關觀念和知識，並將稽核

結果回饋單位進行改善。四、工作場

所的標示：可用來提醒醫護人員有關

手部衛生的重要性、手部衛生五時

機，及正確的洗手步驟。五、創造院

內安全文化風氣：機構內安全風氣的

形成主要就是要創造一個重視病人安

全與手部衛生的環境，在所有推行手

部衛生的期別中，病人安全風氣的塑

造都是基本的，尤其在活動推行的初

期必須付出相當的心力，去創造機構

推行手部衛生的動機[16]。
中醫評鑑的標準有提及掌握醫

院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但以目前台灣

各醫院所統一使用的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監測定義 Surveillance Definitions 
for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為
美國疾病管制局 2017 年所公告的版
本，此定義將病人感染日期發生在入

院日前 1~2 日、入院當日到次日，稱
之為「入院時已發生的感染」，依現

存定義，有可能會因為病人未住院治

療，而無法將中醫處置後得到的感染

列入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但此類感染

確實令人擔憂，或是可能成為感染冰

山下的一角，例如曾發生私人中醫診

所「針灸埋線減重療程」，卻演變成

蜂窩性組織炎併發細菌感染，導致身

體多處膿瘍，法官認為三個月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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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醫師診治的 20 名病人中竟有 7 
人感染，感染率 35%，被合理認定消
毒不良等因素導致感染[17]。

「員工接受感染管制相關教育訓

練」為該範疇皆需要遵行的措施；教

育是個人權利與目的，而教育目的則

是扮演教育活動領航者的角色[18]；
透過學習感染管制的知識，可以避免

醫療工作人員、病人、訪客、醫療環

境間發生交互感染與預防感染傳播，

採取疾病相關的防護措施。現今各

醫院也都明文規定所需修習的感染

管制教育學分數與接受的主題 (如，
結核病防治、新興與再浮現傳染病課

程、抗生素管制)，可見透過評鑑、
計畫⋯⋯等方式，的確有助於感染管

制教育的推行。

中醫診斷疾病以望、聞、問、

切的方法，認為五臟開竅於五官，五

官內應於五臟，通過望五官可了解

一定程度的內臟病變，熟練運用望

診，對疾病整體證候的診斷方便快速

[19]，現代西醫診斷除問診之外尚有
檢驗、檢查以輔佐，特別是隨著科技

的進步多項快速檢檢驗可以在 1 小時
內就可以得到檢驗結果 (如：登革熱
快篩、流感快篩、KOH 檢驗)，這有
助於病人就醫動線的及早分流分治，

有效的做到落實隔離措施；反觀中醫

診所多較缺乏其他檢驗方式，可能容

易成為診所間傳染病交互感染或是診

所與醫院間的防疫漏洞 (如，流感、
登革熱、疥瘡)，推行中醫感染管制
措施，除了可以採用西醫執行多年的

感染措施外，也需要擬定特別適用於

中醫的政策，例如住在長期照護機構

的病人，身上有出現紅疹、特別是皮

膚皺摺處，必須要考量診脈時的皮膚

接觸需要戴手套，以避免疥瘡的傳

播、使用過的物品必須經過高溫或靜

置處理，才能給下一位病人使用或直

接採用拋棄式醫材。問診時要考量具

有發燒或接觸史、旅遊史的病人是否

為呼吸道感染的病人，特別是與飛沫

傳染的病人 (如：流感) 接觸需要至
少保持一公尺以上才能避免感染傳播

[20]。

結　語

我國一直以來的醫療模式是中

西醫雙軌並行，再加上中醫的普及性

與人口老化，不論是在預防保健或是

疾病治療都有越來越多的需求性，因

此，建置一個安全的中醫就醫環境，

是政府部門、醫療機構、就醫病人所

需努力的目標；在 SARS 風暴後，國
內政府部門也提升中醫對於傳染病防

疫的危機處理，從平日疫情準備到疫

病流行期的積極阻斷感染源與強化國

家防疫網，自 2003 年起即開始編列
防疫特別預算，於現有的衛生福利部

中醫藥司另增設「中藥藥事科」，

確保中藥相關從業者成為防疫漏洞

[21]。與我們比鄰而居的香港政府推
動醫療改革具體的策略方向和重點也

包括積極發展中醫藥[22]。在世界衛
生組織最新的傳統醫學策略、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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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 ICD-11，
也將納入傳統醫藥專章，皆是希望能

從中做到最好的健康促進、保護就醫

的病人。所以，推行中醫感染管制措

施是與世界接軌、與時俱進的健康促

進，應亦為守護病人安全的法門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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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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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in Taiwan 
have led to a surge in demand for hospital outpatient servic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nd ed., 2014-2023” has identified 
a trend in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toward developing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between integrated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ine, Chinese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Determining how best to provide and implement a safe 
medical environment to avoid cross-infection is the paramount concern in this 
scenario. Focusing on the medical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provided by Chinese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proper harnessing of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ill have synergistic effects on healthcare services for patients 
and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area of infection control in Chinese 
medicine, establishing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to be implemented and included 
in accreditation and inspection standards is critical for the improv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ealthcare and disease prevention systems.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medical institution,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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