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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0 年  COVID-19 疫情重創
許多國家，特別是在感染管制指引

具有標竿地位的美國。一篇針對 
APIC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s in 
Infection Control & Epidemiology) 成
員回溯調查疫情爆發最初 9 個月的感
受，感染管制人員深刻體認到快速變

化的疫情與政策指引不明確，以及工

作人員對防護知識不足與提供的防護

裝備不夠等問題，增加醫院工作人

員感染風險與工作負荷[1]。我國因
為 2003 年 SARS 抗疫經驗累積與平
日整備，在 COVID-19 疫情發生後，
各項關鍵防疫及時介入和持續滾動增

修與執行[2,3]，得以讓醫院因應一開
始變化莫測的疫情危機和成功面對今 
(2021) 年數波國內社區疫情衝擊。
SARS-CoV-2 病毒造成全球大流行，

其不斷變異與快速傳播力特性，可想

而知緊盯疫情變化滾動修訂各項防疫

規定應是經常之事。細數我疾病管制

署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發布第一篇
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之新聞稿至

今 (2021 年 9 月 30 日)，已傳遞高達 
1,300 多篇 COVID-19 相關訊息；而
提供醫院工作人員依循的「致醫界通

函」包含了通報定義、治療指引與防

護提醒等也發送達 60 篇。此外在疾
管署網頁設立的「COVID-19 防疫專
區」隨著疫情變動，「朝令夕改」更

是家常便飯，見怪不怪；舉例此專區

中設有「醫療照護機構感染管制相關

指引」，目前公告 48 大項內容提供
醫療機構 (含長照機構) 依循，所有
內容滾動修訂不計其數，數算其中的

「醫療機構因應 COVID-19 感染管制
措施指引」更新達 11 次之多，還有
網頁專區的「重要指引及教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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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報定義、治療指引、確診個案處

置⋯等等訊息也隨時變動著。

面臨此不斷變動的重要訊息或

指引，如何及時與有效傳遞到忙於病

人照護的臨床醫護人員，以及相關決

策與執行單位落實，著實考驗在這段

疫情期間疲於奔命的感染管制人員。

遙望疫情盡頭好似忽遠又忽近，然回

首這 2 年，我們確實也累積了不少能
量，此刻分享身為感染管制一員，我

們如何精準掌握與快速傳遞訊息，盡

心為防疫把關。

疫情爆發下感染管制師的日常

本院感染管制室具備專業、嚴謹

與務實，每位成員平時透過制度化任

務編組，分層負責各項感染管制與防

疫業務之擬定、運作、追蹤、管理，

從中累積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從 
2003 年 SARS 抗疫到之後的 H5N1、
H1N1、H7N9、Ebola、MERS、Zika 
等新興傳染病挑戰下，我們一步一腳

印穩健運行，每一次的整備過程，使

自我專業越加成長與茁壯。

COVID-19 疫情下的日常忙碌非
凡！感染管制室同仁面對來自四面八

方應接不暇的諮詢與提問，從清晨到

日落，甚至半夜值班手機不曾間斷的

被追問著；如何通報與採檢？隔離與

解除隔離作業為何？病人是否可以就

醫、檢查、住院或手術？該如何就

醫、到哪裡看診？工作人員是否戴 
N95 較安全？防護裝備究竟要穿幾層

才夠保護力？要怎麼穿與如何脫才安

全⋯？辦公室幾乎被淹沒在此起彼落

的詢問與同仁們回應聲浪中！而且問

題不斷的重覆，2021 年 5 月國內社
區疫情嚴峻期間，值班手機平均每日

高達 71 通以上的詢問或討論 (不含上
班桌上電話處理)，可以想見的忙碌
景象啊！負責專責病房的同仁也早已

不見蹤影，原來正如火如荼地和單位

討論規劃動線中！醫療照護人員對此

新興傳染病之疑惑與擔憂，迫切想知

道如何才能保護自己、病人及醫院每

一個體與環境。因此，感染管制室所

有成員更加團結應戰每一天，忙著收

集資料、分析疫情、掌握時事、了解

動態，全力配合國家政策，唯一共同

目標就是將此詭譎多變的 RNA 病毒
收服鎮壓，找出致勝關鍵一一擊破。

抗疫至今六百多天的日子，本院

防疫團隊在院長領導下，縝密籌劃、

細心運作，建構超級防護網，維護醫

院安全，滴水不漏；而感染管制室全

體同仁在王復德主任領導下，秉持

「精準防疫」核心目標，兢兢業業守

護每一道防疫關卡，從規劃具實證基

礎的感染管制政策，到考量臨床實務

後發送的疫情報導，在在展現本室穩

健紮實的用心態度。

感染管制政策 你我安全守門員

本院制定有 8 章 81 節感染管制
政策，每年辦理新興傳染病應變演練

並進行相關政策審視、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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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 COVID-19 疫情爆發，感
染管制室立即啟動分工模式，收集相

關感染管制建議，檢視現有政策之適

用性，系統性規劃有關工作人員防

護、病人動線、訪客管理、環境與用

物清潔消毒等可行措施，進行跨部科

討論、制定標準化作業流程與公告執

行，走動式訪查稽核、分析問題並滾

動修訂。防疫初期對此 SARS-CoV-2 
病毒傳播途徑尚未完全清楚之際，疫

情指揮中心隨時滾動修正各項規範與

指引，為不放過每一則疫情資訊，

圖一　流程制定-實證、跨部科、在院化

圖二　感染管制政策精雕細琢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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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失每一項公告指引，行政組每日

早晚緊盯疾病管制署網頁，當發現

有新的公告指引，必立即下載並展開

評讀與討論，也上網搜尋美國、歐洲 
CDC 指引、MMWR、SCI 文獻等實
證，再斟酌醫院特性和臨床需求後，

儘速產出適合之政策指引，這來回過

程，常常迫於防疫時效，大夥兒忙到

深夜是常有的事，本院副院長就曾在

會議中轉達關心「深夜 11 點多感染
管制室燈火通明⋯」~，這幾乎是嚴
峻疫情下的感染管制室日常；努力擬

定政策，再交組長協助審視修正後，

再修改、再審視，最後提交王主任確

認與指示公告執行，這樣的運作模式

不斷循環，持續進行。細數制修訂的

感染管制政策超過一百五十餘次，每

一歷程皆為團隊盡善盡美的演出，只

為安全守護你我。

防疫措施即時掌握 傳遞訊息零時差

未發生 COVID-19 疫情的感染
管制室日常，行政組每週 2 次查詢疾
病管制署網站傳染病疫情資訊及感染

管制訊息，摘要周知本室同仁，每 2 
週或視疫情狀況統整重要防疫訊息發

送全院個人信箱宣導。2019 年 12 月
底中國大陸傳出數起不明肺炎病例，

2020 年 1 月 2 日本室即展開吹哨行
動、啟動備戰信號，以全院個人信

箱傳遞疫情訊息和防疫措施提醒，歷

圖三　討論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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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6 百多天的日子，經由個人信箱發
送防疫訊息高達 350 多件，是我們每
天追著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跑、盯著

疾病管制署網頁走，不錯放任何第一

手疫情訊息，迅速整理、分類、歸納

的心血。此刻的我們化身為媒體工作

者，詳實報導與傳遞指揮中心防疫要

點，就在一鍵按下送出瞬間，期待全

院工作人員能將目光停駐在感管室精

心整理的疫情報導內容，哪怕只有瞬

間關注，只要獲得本室想要傳達的一

絲防疫重點就已滿足。除了全院個人

圖四　感染管制疫情報導 傳遞訊息零時差

圖五　院內 COVID-19 專區公告即時資訊

326

感染控制雜誌



信箱疫情報導，更建置 COVID-19 網
頁專區，各類病人收治、動線規劃、

防護措施、風險個案管理⋯等資訊分

類與完整收錄於此，提供全院工作人

員即時查詢，方便使用，更是感染管

制室同仁回答臨床提問時的好幫手，

引導人員查詢與下載使用。

結　語

明確清楚的感染管制政策，提供

全院工作人員依循，穩定所有的焦慮

與不安；公開透明的資訊為防疫成功

關鍵因素之一，可利用多元管道及時

公布、澄清與宣導，本次防疫過程感

染管制人員盡力做到了。COVID-19 
突襲，打亂所有的日常運作，回首最

該感謝參與 2003 年 SARS 戰疫前輩
們所累積的實力，以及歷年面對新興

傳染病之應變演練與規劃，得以在此

次忙亂戰疫中從容以對。分享此文記

錄下感染管制人員防疫日常，相信盡

心努力的你們也有同樣心情寫照；政

策擬定與訊息傳遞平時雖非感染管制

核心要務，但疫情期間卻發揮其必要

功能，而這些都是你我平日累積的能

力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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