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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前因 SARS 所引起的封院
事件，在 2020 年開始因 COVID-19 
疫情，又再見到封院進而封城，導致

全世界進入另一世紀的黑死病。而這

次產生的戰役不僅僅在亞洲，連全

世界也一樣，因為遇上嚴重的傳染病

而導致鎖國和死亡。根據 2021 年 01 
月 24 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
顯示，全球 COVID-19 確診人數已達
9千萬人，死亡人數為已高達兩百萬
人；而我國的疫情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確診案例為 942 位，死亡案例有 
9 位。本單位是專責照顧 COVID-19 
病人之指定隔離醫院及應變醫院，

因應 COVID-19 疫情爆發，因此醫
院於 2020 年 11 月設立 COVID-19 病
人防疫專責病房；病床數共 14 床，
護理人員為護理長 1 人、專科護理
師 1 人及護理師 7 人。根據美國疾病
管制與預防中心公布，COVID-19 是
屬於一種冠狀病毒，會因直接接觸到

帶有病毒的分泌物或飛沫傳染為主，

病人症狀初期可能會有發燒、飲食下

降、食慾不佳、嘔吐或腹瀉等症狀，

大大影響病人身體活動及營養狀況，

導致免疫功能下降。當營養不佳或運

動不足都可能會影響免疫功能，而增

加病毒感染的罹患率或嚴重性。我國 
COVID-19 病人平均住院天數約 28 
天，每一名確診者的直接社會成本為 
210 萬元。當病人面臨 COVID-19 疾
病特性及高散播力，充足營養和運動

對於病人而言是需要的。因礙於目前

本院照護的病人皆為外國人士，隔離

過程中如何與病人進行溝通成為臨床

困境，進而導致病人對於疾病和健康

防疫知識吸收不足，容易增加住院天

數和防疫破口，甚至有院內感染之困

境，引發更進一步探討住院病人對於 
COVID-19 防疫知識的正確性，期望
藉由分析了解病人對於 COVID-19 防
疫知識正確率，以降低病人住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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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讓病人能有所依循落實安全防

護。

本院 COVID-19 病人屬性多為
輕症或無症狀病人，平均年齡層在 
22~45 歲，無任何慢性病史，所以無
服用任何藥物。因 COVID-19 需要隔
離入住。入住時醫院提供之服務包

含：1. 提醒病人測量體溫、血壓。2. 
提供餐飲。3. 定時給予物品更換床單
衣物。4. 提供消耗性個人衛生用品。
5. 垃圾清潔等服務。6. 提供活動計畫
等。為瞭解本單位病人對 COVID-19 
防疫知識和行為之現況，進行8位病
人調查，病人對於 COVID-19 防疫知
識和行為正確率有偏低情形。進而建

置 COVID-19 病人防疫知識措施，內
容包含：一、建置 COVID-19 照護指
引，於入院護理前，協助病人使用

手機下載軟體 What’s APP，讓每個
病人獨立一個群組，組內成員為單

位內工作成員、感控護理師與該病

人，以建立溝通管道。該 APP 優點
是 1. 具有個人隱私。2. 病人亦可藉
此做為主訴之管道及能給於病人在隔

離病室內人性的關懷。3. 人員可以從
中了解病人需求。根據感染管制提供

關於 COVID-19 病人的教育圖片與內
容，分別就醫療、護理與營養等層

面，提供有關 COVID-19 病人的健康
防疫認知等衛教訊息。運用 What’s 
APP 系統做內容發布傳播的平台，給
於 COVID-19 衛教，包含了醫療、自
主健康管理、運動及營養等層面。內

容為：當時 COVID-19 並沒有專門的

疫苗或特效藥，此疾病具有高度傳染

力，故必須每人單獨病室，等待體內

病毒量下降。在 COVID-19 監測，每
天測量體溫，若有任何身體不適，立

即透過 APP 告知人員及進食前後、
上廁所前後以及咳嗽後應進行肥皂洗

手或是適當用酒精性乾洗手，以維持

良好手部衛生習慣及充足睡眠。在運

動方面，某些報告顯示，中等強度運

動訓練可降低上呼吸道 (主要是病毒) 
感染的發生，讓病人可以了解運動好

處、注意事項。COVID-19 健康飲食
原則，文獻證實，蛋白質缺乏與免疫

系統功能受損有關，礙於病人宗教

信仰，營養師提供豐富蛋白質 (魚、
雞肉、雞蛋) 和三種青菜，及提供當
季水果，以增加免疫功能。二、設

置 COVID-19 衛教圖卡在入院護理時
參考文獻資料，並且將 COVID-19 相
關資料如疾病症狀、隔離須知、每日

護理需要評估之問題及關於病人民生

必需品等文字，請相關人員進行英文

及印尼文等翻譯，以達一致性。並根

據病人種族而使用之母語製作標語黏

貼病室內，例如在桌上貼標語請加強

洗手、在病室門口貼上標語：只能在

這間房間內活動，不能出門、上完廁

所請記得關門等等標語，讓病人能逐

漸養成衛生習慣。可提供圖示之資料

如海報，則能加強口頭指導的效果。

在飲食方面，貼心提醒每日需要攝取

蔬菜、水果等，進而強化其重要性。

三、擬定 COVID-19 監控檢核表，
在 COVID-19 病人住院期間需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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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觀察病人，1. 每天是否有規律
運動 2. 每日睡眠時間 3. 飲食情形 4. 
每日測量體溫 5. 手部清潔時機及步
驟 6. 配戴口罩時機 7. 隔離期間進出
與否等。過程中針對不正確者，運用 
APP 和圖卡及時給予病人說明指導
和解釋，並強調正確防疫知識，每天

白班交接時進行稽核病人執行情況，

將統計結果彙整，分析實施專案後成

效。經由介入措施執行後，結果顯

示病人對於 COVID-19 防疫知識可從 
55% 提升至 95%，COVID-19 防疫行
為也從 51% 增加至 94%，病人對於 
COVID-19 防疫知識之滿意度也高達 
92%，由此可瞭解 COVID-19 防疫知
識和防疫行為，經有正確的觀念而改

變以前錯誤的行為，達到維持良好健

康習慣。

COVID-19 病人防疫知識及防疫
行為對病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建立智慧軟體 What’s APP，關心及
關懷病人生活點滴和心情，包含線

上提供關於 COVID-19 病人防疫知
識、COVID-19 防疫行為、貼心提醒

測量體溫、血壓、在病室張貼照護

指導以及運用設備定時提醒病人運動

和隨時關心飲食情形等，且經由建

置 COVID-19 照護指引及衛教圖卡策
略後，顯示運動和三餐均衡飲食確實

有利於增強免疫力進而可以縮短病人

平均住院天數，此舉有利於醫院床位

充分利用和降低醫療成本，後續與出

院病人聯繫，已順利回到工作岡位。

顯示本措施能提升 COVID-19 病人防
疫知識及防疫行為，落實院內感染之

監控、展現團隊的人文關懷能量及實

力。後續亦可作為協助隔離/檢疫民
眾在防疫旅館、集中檢疫所或居家隔

離民眾之參考，期望經由均衡的飲食

和適當運動以增強免疫力，助於降低

感染疾病的風險。另外建議未來可針

對 COVID-19 病人的營養攝取與運動
處方的介入進行研究，以客觀、量

化、具體及可信數據做為臨床照護指

引之參考，日後相信全國醫護團隊能

上下一心、全力抗疫，一起挺過疫情

風暴，恢復以往平靜祥和之日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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