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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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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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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 his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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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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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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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