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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COVID-19 在 2020 年引起全世
界大流行，對於第一線臨床同仁特

別是照顧確診的重症 COVID-19 病
人，其身體及精神上都承受極大的

壓力，其傳染途徑主要藉由近距離

的飛沫及接觸傳染[1]，在無法完全
排除 SARS-CoV2 具有空氣傳播能力
下，且消化道內視鏡檢查皆視為氣

霧生成醫療處置 (aerosol-generating 
procedures) [2]，醫護人員在過程中可
能會有吸入氣霧化病毒或是接觸到病

人血體液，增加感染的風險，仍建議

採取較高規格的空氣防護措施[3]。
因此，於執行內視鏡前，需進行妥

善的規劃，包含執行地點的動線安

排、醫護人員個人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再教育、
執行內視鏡檢查所需的儀器設備、檢

查後進行內視鏡再處理所需的用物及

設備、環境清消及廢棄物處理等，皆

須事先規劃及演練，以順暢流程並避

免感染的發生。在此分享一位確診 
COVID-19 重症病人負壓隔離病房於
執行內視鏡檢查治療時，在感染管制

相關措施準備及內視鏡採檢結果的經

驗，提供讀者參考。

背　景

本院為台北市傳染病防治醫療

網重度收治應變醫院，此為一位 54 
歲 COVID-19 確診病人，入住疫病專
責加護病房負壓隔離病室，因多重

器官衰竭，插管接受呼吸器、裝置

葉克膜體外維生系統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及持
續性血液透析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CVVH) 治療，因胃排
空慢、消化狀態差，欲進行內視鏡鼻

十二指腸管 (nasoduodenal tube,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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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放。

在執行內視鏡檢查前，由醫療

團隊召集團隊成員開會討論，成員包

含：病人主治醫師、住院醫師、護理

長、執行內視鏡檢查醫師、內視鏡科

組長，討論事項內容包含：病人檢查

的適應症、病房單位可提供的資源、

設備等，之後由內視鏡科團隊與感染

管制護理師共同討論執行檢查的流程

動線、執行檢查過程的個人防護裝

備、內視鏡再處理流程的地點等，以

及感染管制相關的建議措施。

感染管制相關措施

一、檢查地點的安排及動線規劃

因病人為 COVID-19 確診重症
病人，裝置葉克膜體外維生系統及持

續性血液透析治療，為減少病人運送

及造成疾病傳播的風險等，依據指引

[4,5]執行內視鏡檢查地點於原加護病
房負壓隔離病室執行檢查，因病室空

間有限，故預留一間鄰床病室做為準

備室，放置檢查所需的物品及儀器。

因考量使用後的內視鏡再處理流程，

執行檢查的時間安排於當天最後一

台檢查[6]，檢查完畢後直接於病室
內進行內視鏡前置清洗及手工清洗流

程，再將內視鏡帶回內視鏡中心清洗

間，進行後續處理。有關個人防護裝

備穿脫流程於適當地點放置流程圖及

監視器對講系統，適時給予提醒，以

避免環境及人員之汙染，確保醫療作

業之安全，並於檢查結束後，單位提

供醫護同仁盥洗空間，更換新的工作

服衣褲再離開單位[2]。

二、醫護人員個人防護裝備

執行內視鏡檢查為暴露於氣霧

產生的高風險侵入性檢查，醫護人員

應穿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以降低病

菌傳播的風險，本院依據中央疫情流

行指揮中心建議之個人防護裝備，訂

定個人防護裝備穿脫流程，因應此次

檢查流程，選擇的個人防護裝備包

含：高效過濾性口罩 (N95 口罩)、連
身型隔離衣及防水隔離衣、髮帽、護

面板、雙層手套、鞋套[7]，考量此
次內視鏡檢查因內視鏡技術師須於執

行檢查後於病室內進行內視鏡的手工

清洗，故著連身隔離衣外，穿著雙層

防水隔離衣進入病室，建議醫護人員

在穿戴個人防護裝備前將個人物品移

除，例如項鍊、手錶、名牌等物品。

在實際進行檢查前，依據本院

個人防護裝備穿脫流程，重新檢視並

制訂符合此次檢查流程的個人防護

裝備的穿脫步驟，安排欲進入病室

執行內視鏡檢查之醫護人員以情境模

擬方式，進行實際穿脫個人防護裝

備演練，再次以個人防護裝備穿脫程

查檢表確核人員的執行情形，並給予

回饋。進入隔離病室檢查前，藉由夥

伴系統 (buddy system) 一一確核人員
個人防護裝備穿戴情形，因內視鏡技

術師穿著連身隔離衣及雙層防水隔離

衣，故協助確認其在穿著個人防護裝

備後能不影響治療活動；在檢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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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內視鏡技術師先脫除外層防水隔

離衣，接著進行內視鏡手工清洗流

程，完成內視鏡手工清洗後，再脫除

內層防水隔離衣，並攜帶經手工刷洗

後的內視鏡準備出隔離病室，在前室

脫除連身型隔離衣及個人防護裝備。

有關脫除個人防護裝備流程，於病室

及前室內貼有個人防護裝備穿脫流程

圖，供人員在進出隔離室可以依照流

程操作，並藉由單位提供之隔離病室

監視器及對講系統 (圖一)，依步驟提
醒同仁在脫除個人防護裝備的注意事

項，建立同仁在穿脫防護裝備流程中

的信心，於過程中如有自我汙染之

虞，提醒同仁執行手部衛生，以確保

同仁於過程中免於感染維護工作職場

安全。

三、內視鏡及內視鏡主機準備

相關儀器設備的準備，事先規劃

並列出所需物品清單，並一一核對，

使在準備物品時減少疏漏。

將乾淨的內視鏡裝至專用的運送

容器中，運送至病人病室單位，檢查

過程中建議使用的物品盡量使用單次

性醫材。內視鏡主機事先以拋棄式透

明塑膠套包覆主機外觀 (圖二)，減少
內視鏡主機於病人檢查過程中血體液

暴露，以利檢查結束後的清潔。

四、內視鏡再處理流程

目前雖沒有資料支持在執行內視

鏡再處理時必需於負壓環境執行，但

為避免原有內視鏡檢查單位環境汙染

及人員處置時之感染風險，完成內視

鏡前置清洗後，一併於負壓隔離病室

內執行內視鏡手工清洗，此次選用內

視鏡清洗盒為長 56.5 cm 寬 37 cm 高 
24 cm，單次使用後即丟棄 (圖三)。
手工清洗也依據指引選擇浸泡於酵素

清潔劑下執行手工清洗，以防產生氣

霧微粒造成的風險[7]，使用過後的

圖一 利用監視器及對講系統提醒人員感管
相關措施

圖二 拋棄式透明塑膠套包覆主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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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經前置清洗、手工清洗後，

放入事先準備好的感染性醫療廢棄物

塑膠袋，再將其攜出置入專用的密封

運送盒 (圖四)，由內視鏡技術師親自
運送回內視鏡中心清洗間，進行後續

處理，使用後的運送盒以當天泡製的 
1,000 ppm 漂白水稀釋液進行擦拭。

自 動 化 內 視 鏡 再 處 理 機 
(automatic endoscope reprocessor, 
AER) 的部分，為避免造成內視鏡清
洗間的污染，故將其中一台自動化內

視鏡再處理機移動至單獨區塊，並進

行空間之簡易區隔 (圖五)，再將手工
清洗後的內視鏡放入自動化內視鏡再

處理機進行高層次消毒作業。

五、執行檢查後內視鏡主機及環境

清潔

內視鏡主機事先施予屏障保護 
(barrier preotection)，以拋棄式塑膠
套包裹於外層，以利於檢查結束後清

潔，於檢查結束後，在病室內先拆除

拋棄式塑膠套，將使用後的內視鏡主

機推至前室，使用當天泡製的 1：50 
(1000 ppm) 漂白水稀釋液進行擦拭
[8]，再推至準備室徹底清潔後，使
用紫外線燈照射消毒。

執行檢查後，因周圍環境、床邊

恐有被唾液、體液因噴濺而污染枕頭

及周邊醫療儀器表面，檢查結束後，

請原單位受過訓練、有經驗的清潔人

員立即執行周邊環境進行清潔及消

毒。

圖三 單次使用內視鏡清洗盒

圖四 將經手工刷洗的內視鏡置於專用運送
盒，立即由專人運送回內視鏡清洗間

圖五 將內視鏡清洗機空間進行空間簡易區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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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及內視鏡主機採檢結果

此次內視鏡再處理流程依據原訂

定指引操作，為確保內視鏡再處理品

質及減輕醫護人員心理負荷，故於執

行內視鏡再處理後，進行內視鏡及內

視鏡主機進行採檢。

內視鏡於檢查結束當天完成內視

鏡高層次消毒後，進行內視鏡 SARS-
CoV2 PCR 病毒檢驗採檢，結果均為
陰性。另內視鏡主機採檢，考量在操

作內視鏡檢查過程中經常碰觸機器的

按鈕及直接接觸於病室內的地面，採

檢點包含鍵盤、滑鼠、工作桌面、電

腦開關鍵、螢幕下按鈕，連接埠及控

制面板，電線，SARS-CoV2 PCR 病
毒檢驗結果均為陰性 (表一)。

工作人員的健康管理

於 COVID-19 疫情流行期間，
參與此次 COVID-19 確診病人檢查的
同仁包含內視鏡科主治醫師、內視鏡

科技術師、單位主責醫師、護理師及

葉克膜技術師共 5 人，依據疫情變化
本院當時員工健康監測辦法，每日全

院員工體溫監測及健康監測通報，於

執行檢查後造冊管理，由單位負責人

進行健康監測，期間未發現有不適症

狀。每日健康監測的項目包含體溫、

呼吸道及腸胃道感染症狀，如咳嗽、

嗅味覺改變、連續腹瀉等徵兆，如有

異常須由單位健康監測負責人進行通

報，工作人員若出現發燒或相關症

狀，依醫師判斷進行檢驗，確認是否

有潛在 SARS-CoV-2 的感染[3]。

討　論

依據文獻建議 COVID-19 流行期
間，執行內視鏡再處理應由完成能力

考核，具相當經驗之人員操作，避免

由培訓人員和新進人員來執行[5]，
此次進行內視鏡檢查的成員分別為主

治醫師及有經驗的技術師，以利檢查

治療過程之流暢。

本院每年例行執行全院醫護同

仁情境模擬個人防護裝備之穿脫訓

練，也固定培訓個人防護裝備種子教

師，上述措施皆包括內視鏡室人員訓

練，經由此次 COVID-19 確診病人執
行內視鏡檢查過程，再次檢視防護裝

備標準流程之實用性，發現經由例行

訓練，確實可以增進人員操作熟練度

表一　內視鏡及內視鏡主機採檢結果

採檢位置 SARS-CoV2 病毒檢驗
1 內視鏡 Not detected
2 內視鏡主機之鍵盤滑鼠、工作桌面
   電腦開關鍵、螢幕下按鈕 Not detected
3 內視鏡主機之連接埠及控制面板 Not detected
4 內視鏡主機之電線 Not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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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心，並有效降低醫護人員在脫除

個人防護裝備過程中的自我汙染。此

次特別於實際執行治療前，再次進行

個人防護裝備演練，確認醫療人員個

人防護裝備穿脫流程之熟練度及正確

性，並特別著重預防於脫除時的自我

汙染，在此次過程中並未發現內視鏡

人員有執行錯誤的地方，疫情來臨時

再次顯現平時訓練的重要性。

善用個人防護裝備穿脫流程圖張

貼於病室及前室，提供醫護人員可以

依步驟進行穿脫個人防護裝備，減輕

心理負荷，該單位也有提供病室內監

視揚聲擴音系統，以利於感染管制護

理師及其他醫護團隊成員，於門外依

據現場情形隨時提醒醫護人員個人防

護裝備脫除流程的注意事項，免於脫

除防護裝備時自我汙染。

執行檢查地點的選擇於病人入住

之加護單位負壓隔離病室內進行，與

指引相同[4,5]，但對執行內視鏡檢查
的醫護人員而言，並不是在原有熟悉

的環境中執行內視鏡檢查治療，故建

議檢查室人員可提前模擬執行狀況，

並實際至單位了解環境、設備及動線

等，以利檢查流程順利進行，並為可

能會遇到的狀況預作心理準備。

有關內視鏡再處理流程，依據文

獻及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內視鏡再

處理建議作業指南」，執行內視鏡再

處理作業，採浸泡酵素清潔劑下進行

內視鏡手工清洗，以防止清洗過程中

液體噴濺及氣霧微粒產生，整個內視

鏡再處理流程未因為 COVID-19 確診

病人而特別改變操作流程[9]，於檢
查結束後，分別對內視鏡及內視鏡主

機進行 SARS-CoV2 PCR 採檢送驗，
結果均為陰性，以確認內視鏡再處理

的品質。

此次內視鏡檢查感染管制相關

準備，感染管制中心在接獲確診重症

病人須執行內視鏡檢查治療時，即與

相關單位開始規劃準備，包含檢查地

點的安排及動線規劃、醫護人員個人

防護裝備穿脫流程、內視鏡檢查設備

及再處理流程的準備，藉由查檢表的

方式做確核及事先情境模擬演練流程

以減少疏漏，另外，其他醫療團隊成

員包含醫師、護理師、葉克膜技術師

等也於過程中給予協助，發揮跨團隊

合作，才能夠順利執行此次內視鏡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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