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學生對感染管制認知與意向改善 
之相關因子探討

醫學生對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知

識往往比其他醫療照護人員少。法國

有學者調查醫學生對於隔離防護措施

的認知程度。包括對醫院病原菌的認

知、疫苗接種情況、曾參加過醫療照

護相關感染課程，及有住院或罹患慢

性疾病的親人等，評估醫學生對感管

的認知。

2012 年一至六月間，在 Necker-
Enfants Malades，位於巴黎的 650 床
教學醫院，對醫學生執行 1 小時的醫
療照護相關感染講座課前及課後測

驗。評分計算方式如下：隔離防護措

施認知 6 分，常見病原菌認知 6 分。
評為「優」的結果為高於中位數分

數，「差」的結果是低於中位數分

數。

總共有 174 名學生完成課前測
驗，81 名學生完成課後測驗。整體
研究族群的對感染管制知識是相對

低的。得分的中位數在上課前調查

問卷是 5 分，在得「優」的學生中，
59 位學生 (33.9%)得分高於平均值 
(6 分)。課後的調查問卷得分中位數
是 6.4 分，48 位學生 (59.2%) 有高於
平均值的得分。上課後的得分顯著

高於上課前分數 (odd ratio: 3.181，
95% CI, 1.645~6.151; P < 0.001)。在
隔離防護知識方面學生整體認知良好 
(65% 回答正確)。值得注意的是，手
部衛生問題，上課前有 88.5% 的答對
率，上課後有 92.6% 的答對率。相對
之下，只有 6 名學生 (3.4%) 知道常
見院內病菌如何散播。

在單變量分析，有一個親人住院

或正在接受慢性疾病追蹤、接種流感

疫苗，和曾在加護病房或感染科病房

工作，具有較好結果的顯著因子。在

多變量分析，得分高的學生背景因素

與學習年資 (在醫院工作時間越長得
分越高) 和曾接受流感疫苗等因素有
關。

這項研究突顯在法國醫學生對感

染管制領域整體知識欠缺。醫學生在

醫療單位提供醫療照護和技術操作；

因此可能成為潛在的傳播者。有研究

顯示醫療照護人員比輔助醫療人員執

行手部衛生的遵從性低。研究發現單

一講座可以提高醫學生知識；然而可

能僅在短期有效。在單變量分析中發

現，在加護病房或感染科病房工作者

有較好的成績；對於醫學生來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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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醫師為榜樣的監督下，可以提高

醫學生對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敏感

性。研究也發現分數較高的學生，為

有親人住院或因慢性疾病在追蹤，及

曾接受流感疫苗者。這些數據反映了

一個事實，這些學生對於衛生議題比

較關心。由醫學生做為秘密觀察員審

視手部衛生順從性，提高醫學生對手

部衛生的重視及落實洗手遵從度。

【譯者評】如果醫學生對於院

內感染認知不足，可能致使自己及被

照護者落入感染的風險中。事實上醫

學生有良好的學習力，只要詳加教導

及提醒，對於相關感染管制措施便能

有好的警覺性。此研究調查一群醫學

生，給予上一堂醫療照護相關感染講

座，對感管的認知顯著提升，且有某

些相關背景的學生表現更為良好，

有更多相關醫療經驗的人分數顯著較

好。然而，此研究只注意到醫學生的

認知，但對實際臨床有無確實落實手

部衛生、感管原則，則沒有進一步調

查，可能會發生學生知道相關感染管

制知識，實際上卻沒有落實行為。

這也是在醫院工作的每一位主治醫

師、住院醫師需要以身作則，在見實

習醫學生面前，落實手部衛生、感管

原則，以提升醫學生對於感染管制和

預防的知與能，減少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高雄長庚醫院  陳志和/郭光哲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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