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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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