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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因應院內發生 COVID-19 確定病例之 

應變處置建議 

鑒於國內已出現 COVID-19 感染病例時，醫院可能發生病人在入

院後才被通報確診為 COVID-19 個案，或是被通報確診的工作人員曾

在發病後仍有出勤等情形。為降低病毒在醫院內傳播的風險，爰訂定

本應變處置建議，提供醫院據以參考訂定院內應變計畫，並進行相關

演練，以確保於狀況發生時能及時因應，保障病人及工作人員的健康。 

壹、 名詞定義 

一. 指標個案： 

(一) 入院後才被通報之 COVID-19 確定病例，且所屬病房/單

位內無其他流病相關的已知個案。或 

(二) 被確診為 COVID-19 之工作人員，於發病後仍有出勤者，

且所屬病房/單位內無其他流病相關的已知個案。 

二. 接觸者： 

(一) 曾經在無適當防護下，2 公尺內近距離接觸指標個案者*。 

(二) 與指標個案同病室之其他病人及陪病家屬。 

*適當防護之說明，請參閱本署訂定之「醫療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三. 指標病房/單位： 

指標個案於發病後至被隔離/轉出前，曾工作過、入住過、或接

受檢查治療過之病房/單位。 

四. 風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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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與未被隔離之確定病例，『同時段』待在指標病房/單位

的常駐工作人員(至少工作過 1 班 8 小時)，或病人(無論停

留時間長短)。 

(二) 『同時段』說明如下表： 

指標個案

有無症狀 
起始日 迄日* 

有 

指標個案發病前 2

日，於該病房/單位工

作、入住或接受檢查

治療$之首日。 

該病房/單位所有確

定病例，均被隔離或

離開該病房/單位(如

停止工作或轉出)。 

*如後續被採檢者未有任何 1 人檢出陽性，以指標個案被隔離/轉出

/停止工作日為迄日；如有後續被採檢者檢出陽性，則以該病房/單

位最後 1 例確定病例被隔離/轉出/停止工作日為迄日。 
$
如指標病房/單位為門診或檢查室等非住院單位，則 『同時段』係

指前述起迄日期間，確定病例有在該單位候診與接受檢查治療期

間。 

五. 風險對象健康監測/隔離期： 

(一) 工作人員： 

1.  自所屬指標病房/單位所有確定病例*被隔離或離開(如

停止工作或轉出等)次日起 14 天；或 

2.  與所屬指標病房/單位所有確定病例最後一次接觸之

次日起 14 天。 

(二) 病人： 

1.  自所屬指標病房/單位所有確定病例*被隔離或離開(如

停止工作或轉出等)次日起 14 天；或 

2.  病人本身轉出所屬指標病房/單位次日起 14 天。 

*如後續被採檢者未有任何 1 人檢出陽性，以指標個案被隔離/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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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14 天為健康監測/隔離期；如後續被採檢者被檢出陽性，

則以該病房/單位最後 1 例確定病例被隔離/轉出次日起 14 天為健

康監測/隔離期。 

六. 全院加強監測期： 

(一) 所有陽性確定病例被隔離或離院(如停止工作或轉出等)次

日起 14 天。 

(二) 若該醫療機構擁有複數院區或多棟院區大樓，則可依傳染

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關指示，選擇應納入

全院加強監測之區域範圍。 

貳、 院內確定病例之接觸者匡列、採檢送驗及風險對象造冊作業 

一. 接觸者匡列、採檢送驗及風險對象造冊作業執行方式，請參見

表 1，惟因實際狀況可能會有多樣性的情境，故得依醫院轄屬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關裁示處理。 

二. 未取得指標病房/單位接觸者全部檢驗報告前，該病房/單位暫

不可收治新病人，且住院中病人暫不可出院。 

三. 院內確定病例之接觸者若為：醫院工作人員、住院中病人、及

高回診頻率單位*病人時，這三類對象均應採檢送驗。 

(一) 送驗名單應標示高風險人員，提醒實驗室優先進行檢驗。

前述高風險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執行會引發飛沫微粒醫療

處置(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s, AGP)的人員、確定

病例的主護、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照顧服務員、或同病

室病人等。 

(二) 接觸者於採檢完成後應依規定進行居家隔離，隔離期間若

有出現疑似症狀應依通報病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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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量醫院病人抵抗力弱，感染後可能發展為重症的風險較

高，故被列為接觸者之醫院第一線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建

議於居家隔離期滿後進行採檢，然不需等待檢驗結果陰性，

即可返回上班，惟應依循「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自主健康管

理期間返回工作建議」所載相關注意事項。 

*高回診頻率單位指單位內半數以上病人的回診頻率達每週3次(含)

以上，如：血液透析、定期復健等單位。 

四. 進行疫調時，若接觸者與指標個案最後一次接觸時間已超過 14

天，可依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關指示，決

定該類接觸者之追蹤處理方式。 

(一) 參考案例：病人於 1/29 至急診就醫，1/30 轉入 A 病房，

2/10 轉入 B 病房；2/19 確診，當日病人轉入隔離病房並

開始進行疫調。 

(二) 針對疫調時，與指標個案最後一次接觸時間已超過 14 天

之接觸者，考量最長間隔為 21 天，經衛生主管機關請示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裁示如下： 

疫調當時接觸

者有無症狀 

接觸者身分類別 

已出院病人 住院中病人 工作人員 

無症狀 解除追蹤 
採檢 1 次， 

陰性解除追蹤 

暫停上班，採

檢 1 次，確認

陰性才可上班 

有症狀 依通報病例辦理 

 

五. 若院內發生之指標個案感染來源不明，為追查其感染來源及可能影

響範圍，應配合衛生主管機關進行溯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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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依據接觸者檢驗結果，採取感染管制措施 

一. 依據接觸者篩檢結果，後續須採行的感染管制措施包括「擴大

採檢」、「關閉病房/單位」、「環境清消」、「健康監測/居家隔離」

等項目，請視其病房/單位內所有新增確定病例之人數及該病房

/單位之屬性，遵循表 2~5 之相對應建議，採行感染管制措施。 

(一) ICU/病房接觸者或風險個案檢驗結果後續處理建議請參

見表 2。 

(二) 急診接觸者或風險個案檢驗結果後續處理建議請參見表 3。 

(三) 高回診頻率單位接觸者或風險個案檢驗結果後續處理建

議請參見表 4。 

(四) 門診/健檢/衛教等單位接觸者或風險個案檢驗結果後續處

理建議參見表 5。 

二. 若院內接觸者或風險對象經採檢後成為確定病例之累計人數≧

2 人，且涉及的病房/單位超過 1 個時： 

(一) 應將「全院加強監測」納入「擴大採檢」之執行策略，方

式如下： 

1.  於「全院加強監測期」內，無症狀且非風險對象之工作

人員，不須採檢。 

2.  於「全院加強監測期」內，有症狀且非風險對象之工作

人員，由醫師評估是否循「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COVID-

19 擴大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辦理。 

3.  於「全院加強監測期」內，非風險對象之病人，建議仍

先依循現行「COVID-19 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個案處

理流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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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該醫療機構擁有複數院區或多棟院區大樓，則可依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關指示，選

擇應納入全院加強監測之區域範圍。 

(二) 「關閉病房/單位」、「環境清消」、「健康監測/居家隔離」

等其他感染管制策略，請各病房/單位視其病房/單位內之

新增確定病例人數及病房/單位屬性，分別依表 2~5 辦理。 

三. 若依表 2、3 之建議而須執行「關閉病房/單位」措施時，應規

劃一專屬收治病房為指定病房，供指標病房之病人轉出安置；

若無法立即設置指定病房，則於規劃設置期間，指標病房病人

之安置，得依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裁示處理。 

四. 為評估病人環境中 COVID-19 之汙染情形及確認環境清消之

效果，得依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關指示，

於環境清消前後進行環境採檢，以作為感染管制措施之參考。 

五. 考量醫院若發生確定病例時，可能會有多樣性的情境，故除依

據本應變處置措施參考應用外，得依醫院轄屬傳染病防治醫療

網區指揮官裁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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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處置作業流程 

處置作業流程略如下圖，詳細感染管制措施內容請參見表 2~5。 

 

1針對新檢出之陽性個案，仍應依現行規定逐例進行接觸者匡列採檢送驗及風險對象造冊作業。 
2
若單位為門診/健檢/衛教等單位，則以是否陽性個案數是否>2 例為切點；該單位陽性個案數為 1-2 例時，循
「否」之辦理流程，該單位陽性個案數3 例時，循「是」之辦理流程。 

3若院內接觸者或風險對象累計確診個案數≧2 人，且涉及的病房/單位超過 1 個時，除針對風險對象擴大採檢外，
應進行「全院加強監測」。 

 

醫院發生 COVID-19 確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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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醫院發生 COVID-19 確定病例之接觸者匡列與採檢送驗及風險對象造冊作業 1 

工作項目 

指標個案/院內接觸者或風險對象確診陽性個案身分類別 

病人 

工作人員 
住院病人 

非住院病人 

(急診病人或門診/透析/復健/健檢等單位病人) 

接觸者匡列 

與採檢送驗 2 

(一) 匡列期間與範圍 

確定病例自發病前 2 日，至被隔離/

離開前，曾入住或接受檢查治療之所

有病房/單位(指標病房/單位)。 

(二) 對象 

1. 住院中之同病室病人及其於上述匡列

期間之陪病家屬 3。 

2. 未採取適當防護之直接提供照護 4的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5。 

3. 確定病例於上述匡列期間曾前往接受

檢查治療之單位，其接觸者匡列原則

請參考右欄「非住院病人」辦理。 

(一) 匡列期間與範圍 

1. 急診：確定病例自發病前 2 日，至被隔離/離開

前，於急診(指標單位)候診與接受檢查治療期間
7。 

2. 門診/透析/復健/健檢等單位：確定病例自發病前

2 日，至被隔離/停止到單位接受檢查治療前，曾

於該單位(指標單位)候診與接受檢查治療期間 7。 

(二) 對象 

1. 確定病例病床週圍 2 公尺內病床之病人及其於上

述匡列期間之陪病家屬 3。 

2. 未採取適當防護之直接提供照護 4的醫療照護工作

人員 5。 

3. 除前述 2 種狀況外，曾在未佩戴口罩情況下，與

確定病例有近距離(<2 公尺)接觸者 4；或與未佩戴

口罩之確定病例有近距離(<2 公尺)接觸者 4。 

(一) 匡列期間與範圍 

確定病例自發病前 2 日，至被隔離/離

開前，曾工作過的所有病房與單位(指

標病房/單位)。 

(二) 對象 

1. 曾被確定病例照護過 4的病人及其於上

述匡列期間之陪病家屬 3。 

2. 除前述狀況外，曾在未佩戴口罩情況

下，與確定病例近距離接觸(<2 公尺) 

接觸者 4；或與未佩戴口罩之確定病例

有近距離(<2 公尺)接觸者 4。 

風險對象造冊 (一) 指標病房中，曾與未被隔離之確定病

例，『同時段』待在該病房的常駐工

作人員(至少工作過 1 班 8 小時)，或

在院病人 6(無論入住之時間長短)。 

(二) 『同時段』定義如下： 

1. 起日：指標個案自發病前 2 日，入

住該病房之首日。 

2. 迄日：該病房所有確定病例，均被

隔離或離開該病房。 

(三) 確定病例於上述匡列期間曾前往接受

檢查治療之單位，其風險對象造冊原

則請參考右欄「非住院病人」辦理。 

(一) 指標單位範圍中，曾與未被隔離之確定病例，『同

時段』待在該單位的常駐工作人員(至少工作過 1

班 8 小時)，或病人 6(無論停留時間長短)。 

(二) 『同時段』定義如下： 

1. 起日：指標個案自發病前 2 日，於該單位接受檢

查治療之首日。 

2. 迄日：該單位所有確定病例，均被隔離或離開該

單位。 

3. 前述起迄日期間，確定病例有在該單位候診與接

受檢查治療期間 7。 

(一) 指標病房/單位範圍中，曾與未被隔離

之確定病例，『同時段』待在該病房/

單位的常駐工作人員(至少工作過 1 班

8 小時)，或病人 6 (無論入住或停留之

時間長短)。 

(二) 『同時段』定義如下： 

1. 起日：指標個案自發病前 2 日，於該

病房/單位工作之首日。 

2. 迄日：該病房/單位所有確定病例，均

被隔離或離開該病房/單位。 

備註：1.醫院發生 COVID-19 確定病例，可依本表建議進行確定病例之接觸者匡列、採檢送驗及風險對象造冊作業，惟因實際狀況可能會有多樣性的情境，故得依醫院
轄屬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關裁示處理。 2.院內確定病例之接觸者若為：醫院工作人員、住院中病人、及高回診頻率單位病人，這三類對象均應採檢
送驗。其中，高回診頻率單位係指單位內半數以上病人的回診頻率達每週 3 次(含)以上，如：血液透析、定期復健等單位。 3.若接觸者為非在院之病人或陪病家屬，除
高回診頻率單位病人仍由院方追蹤處理外，病人名單應造冊提供衛生主管機關追蹤調查。  4.係指累計照護或接觸時間超過 15 分鐘、或執行會引發飛沫微粒的醫療處置
(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s, AGP)等。 5.指標病房/單位內工作人員除主治醫師及主護的護理人員外，包括提供其他各類服務的工作人員，例如：呼吸治療師、放
射師、醫檢師(含檢驗室檢體處理人員)、營養師等各類醫事人員、社工人員、照服員/看護、清潔人員、洗髮人員…等(含代班人員)。 6.若風險對象為非在院之病人或陪病
家屬(陪病累計 8 小時以上)，除高回診頻率單位病人仍由院方追蹤處理外，病人名單應造冊提供衛生主管機關追蹤調查。 7.候診時間與接受檢查治療期間可依醫院實務
運作及相關資訊研判，例如，以醫院資訊系統指標個案於急診看診時間前 30 分鐘起算至轉入病房/單位或離開急診 30 分鐘後止、復健病人開始復健治療前 30 分鐘起算
至當日療程結束後 30 分鐘止等。義，將「曾在未佩戴口罩情況下，與確定病例近距離接觸(<2 公尺)超過 15 分鐘的工作人員」納入接觸者匡列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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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ICU/病房接觸者或風險對象檢驗結果後續處理建議 

感染管制

措施 

院內接觸者或風險對象確診陽性個案數 

0 人 1 人 ≧2 人 

擴大採檢 1 

無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全面採檢 1 次，

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在院病人：全面採檢 1

次，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全面採檢 1 次。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在院病人： 

全面採檢 1 次。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三) 全院加強監測 6： 

1. 無症狀非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不須採檢。 

2. 於全院加強監測期間，有症狀者，由醫師評估是否循「醫療

照護工作人員 COVID-19 擴大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辦理。 

關閉 ICU/ 

病房 2 

否 否，但暫停收治新病人，至擴大採檢結果均為陰

性後才可恢復收治。 
是 7。 

(一) 儘可能安排將病人全數轉出，ICU/病房清空關閉。 

(二) 若病人無法轉出，可繼續安置於目前病房，並安排 1 人 1 室。 

(三) 在病人全數轉出前，因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須居家隔離

停止工作，故應由支援工作人力進駐，且穿戴之 PPE 須比照照

護確定病例。 

(四) 須待全病房清空並完成終期清消後，才可恢復收治。 

環境清消 2 確定病例居住病室與活動空間終期清消 確定病例居住病室與活動空間終期清消 清空後全病房進行終期清消 7 

健康監測
3/居家隔離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4 

1. 健康監測期間，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 

2. 健康監測期間若出現症狀應停止上班，並依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COVID-19 擴大採檢及個

案處理流程」辦理。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在院病人 4 

1. 健康監測期間無感染症狀者：可於目前所處單

位/病房繼續住院，工作人員依標準防護措施

照護穿戴 PPE。病人可辦理轉出或出院。 

2. 健康監測期間有症狀者：感染管制措施比照確

定病例執行，並循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1 次 5；

檢驗陰性後依標準與飛沫防護措施照護。 

(三) 若接觸者或風險對象後續採檢新增陽性確診個

案，應依累計確診人數調整相關感染管制措施。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4 

1. 健康監測期間，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 

2. 健康監測期間若出現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解除隔離後仍建議停止上班至發病次日起

14 天。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在院病人 3 

1. 健康監測期間無感染症狀者：可於目前所處

單位/病房繼續住院，工作人員依標準防護

措施照護穿戴 PPE。於健康監測期間須待擴

大採檢陰性後，方可辦理轉出或出院。 

2. 健康監測期間有症狀者：依通報病例辦理。 

(三) 若接觸者或風險對象後續採檢新增陽性確診

個案，應依累計確診人數調整相關感染管制

措施。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1. 依居家隔離 8辦理；期間若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2. 被通報者若經 2 次檢驗陰性而可出院時，仍應持續居家隔

離，於隔離期滿仍建議停止上班至發病次日起 14 天。 

3. 於居家隔離期滿，建議再採檢 1 次，確認檢驗結果為陰性

後，才能返回上班。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在院病人 9 

1. 應隔離 8。 

2. 隔離期間無感染症狀者：安置於指定病房 10繼續住院；優先

入住單人病室，工作人員依標準防護措施穿戴 PPE11。於隔

離期間須待擴大採檢陰性，方可辦理出院，出院後仍須居家

隔離至期滿。 

3. 隔離期間有症狀者：依通報病例辦理。 

備註：1.風險對象全面採檢可排除之前已完成初始接觸者採檢或前次擴大採檢者。  2.考量 ICU/病房空間配置或分區區隔於醫院間各有差異，實際納入風險對象匡列、關閉 ICU/病房、
環境清消等措施的範圍可由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關評估裁示   3.應至少早晚監測體溫 1 次，加強手部衛生與呼吸道禮節、戴口罩上班等。  4.若被匡列為新增確定
病例之接觸者尚須遵循居家隔離相關規定。  5.依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後，須待檢驗結果陰性才可辦理轉出或出院，此時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穿戴之 PPE 建議先比照照護確定病例。  6.考
量陽性確診個案人數較多，可能無法完全釐清其在院內社交、生活、行動之情形，故將全院之工作人員列入擴大監測對象。  7.考量群聚事件規模較大，環境中可能遭較大量病毒染
汙，為減少環境感染源造成之院內傳染，建議清空病房進行終期消毒。  8.考量群聚事件規模較大，可能無法釐清傳染鏈及接觸情形，且環境可能有許多感染源，故將所有風險對象均
視為確定病例之接觸者。  9.將被匡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造冊，名單提供衛生主管機關追蹤調查陪病家屬(陪病累計 8 小時以上)及被匡列為風險對象之非在院之病人。  10.依該傳染病
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指示辦理；若經指示繼續安置於目前病房，則於病室完成清消且該病室病人擴大採檢結果陰性前，進入該病室之 PPE 須先比照確定病例穿戴。  11.獲知擴大採檢
結果前，照護病人時穿戴之 PPE 須先比照確定病例；檢驗為陰性者，則比照居家隔離者就醫時之建議，依標準防護措施穿戴 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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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急診接觸者或風險對象檢驗結果後續處理建議 

感染管制措施 
院內接觸者或風險對象確診陽性個案數 

0 人 1 人 ≧2 人 

擴大採檢
1
 無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全面採檢 1

次，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在院病人：全面採檢 1

次，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全面採檢 1 次。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在院病人： 
全面採檢 1 次。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三) 全院加強監測
6
： 

1. 無症狀非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不須採檢。 
2. 於全院加強監測期間，有症狀者，由醫師評估是否循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COVID-19 擴大採檢及個案處理
流程」辦理。 

關閉急診
2
 否 否，但暫停收治新病人，至擴大採檢結果均

為陰性後才可恢復收治。 
是

7
。 

(一) 儘可能安排將病人全數轉出，急診清空關閉。 
(二) 在病人全數轉出前，因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須居

家隔離停止工作，故應由支援工作人力進駐，且穿戴之
PPE 須比照照護確定病例。 

(三) 特殊狀況得依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裁示處理。 

環境清消
2
 終期清消 終期清消 清空後急診進行終期清消 

健康監測
2,3

/ 
居家隔離

2,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4
 

1. 健康監測期間，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 
2. 健康監測期間若出現症狀應停止上班，並
依「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COVID-19 擴大採
檢及個案處理流程」辦理。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在院病人
4
 

1. 健康監測期間無感染症狀者：可於目前所
處單位/病房繼續治療，工作人員依標準防
護措施照護穿戴 PPE。病人可辦理轉出或
出院。 

2. 健康監測期間有症狀者：感染管制措施比照
確定病例執行，並循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1 次
5
；檢驗陰性後依標準與飛沫防護措施照護。 

(三) 若接觸者或風險對象後續採檢新增陽性確診
個案，應依確診人數調整感染管制措施。 

(一)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4
 

1.健康監測期間，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 
2.健康監測期間若出現症狀依通報病例辦
理。解除隔離後仍建議停止上班至發病
次日起 14 天。 

(二)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在院病人
4
 

1.健康監測期間無感染症狀者：可於目前
所處單位/病房繼續治療，工作人員依
標準防護措施照護穿戴 PPE。於健康監
測期間，須待擴大採檢陰性後，方可辦
理出院或轉院。 

2.健康監測期間有症狀者：依通報病例辦
理。 

(三)若風險對象新增陽性確診個案，應依確
診人數調整感染管制措施。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1. 依居家隔離

7
辦理；期間若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2. 被通報者若經 2 次檢驗陰性而可出院時，應持續居家
隔離，於隔離期滿仍建議停止上班至發病次日起 14
天。 

3. 於居家隔離期滿，應再採檢 1 次，確認檢驗結果為陰
性後，才能返回上班。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在院病人
9
 

1. 應隔離
8
。 

2. 隔離期間無感染症狀者：需/已住院者應安置於指定病
房

10
繼續治療；優先入住單人病室，工作人員依標準

防護措施穿戴 PPE
11
。於隔離期間須待擴大採檢陰性，

方可辦理出院，出院後仍須居家隔離至期滿。 
3. 急診病人若無須住院者，應安置於獨立空間等待採檢
結果，陰性者方可出院居家隔離。 

4. 隔離期間有症狀者：依通報病例辦理。 

備註：1.風險對象全面採檢可排除之前已完成初始接觸者採檢或前次擴大採檢者。 2.考量急診空間配置或分區區隔於醫院間各有差異，實際納入風險對象匡列、關閉急診、環境清消等措施的範圍可由傳染

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關評估裁示。 3.應至少早晚監測體溫 1 次，加強手部衛生與呼吸道禮節、戴口罩上班等。 4.若被匡列為新增確定病例之接觸者尚須遵循居家隔離相關規定。 5.依社區

監測通報採檢後，須待檢驗結果陰性才可辦理轉出或出院，此時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穿戴之 PPE 建議先比照照護確定病例。 6.考量陽性確診個案人數較多，可能無法完全釐清其在院內社交、生活、行動之情

形，故將全院之工作人員列入監測採檢對象。 7.考量群聚事件規模較大，環境中可能遭較大量病毒染汙，為減少環境感染源造成之院內傳染，建議清空急診進行終期消毒。 8.考量群聚事件規模較大，可能

無法釐清傳染鏈及接觸情形，且環境可能有許多感染源，故將所有風險對象均視為確定病例之接觸者。 9.將被匡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造冊，名單提供衛生主管機關追蹤調查陪病家屬及被匡列為風險對象之

非在院之病人。 10.依該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指示辦理。 11.獲知擴大採檢結果前，穿戴之 PPE 先比照照護確定病例；檢驗為陰性者，則比照居家隔離者就醫時之建議，依標準防護措施穿戴 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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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高回診頻率單位 1接觸者或風險對象檢驗結果後續處理建議 

感染管制措施 
院內接觸者或風險對象確診陽性個案數 

0 人 1 人 同一單位陽性人數≧2 人 

擴大採檢 2 無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全面採檢 1 次，

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全面採檢 1 次，有症

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全面採檢 1 次。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二) 全院加強監測 7： 

1. 無症狀非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不須採檢。 

2. 於所有確定病例被隔離或離開(如停止工作或停止

至單位就診等)次日起 14 天內，有症狀者，由醫

師評估是否循「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COVID-19 擴

大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辦理。 

(三)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全面採檢 1 次，有症狀依通

報病例辦理。 

暫停單位業務 3 應暫停至該單位完成終期清消後，才可恢復運作。 應暫停至該單位完成終期清消後，才可恢復運作。 (一) 應暫停至該單位擴大採檢結果確認且完成環境終期

清消後，才可恢復運作 8。 

(二) 特殊狀況得依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裁示處理。 

健康監測 3,4/ 

居家隔離 3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1. 健康監測期間，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 

2. 健康監測期間若出現症狀應停止上班，並依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COVID-19 擴大採檢及

個案處理流程」辦理。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 

1. 名單造冊，通知病人進行健康監測。 

2. 進行病歷註記：若病人於健康監測期間住院

或返診，提醒醫護人員注意。 

3. 健康監測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無症狀者：可

維持常規治療，工作人員依標準防護措施照

護穿戴 PPE。 

4. 健康監測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有症狀者：由

醫師評估是否循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5；檢驗

陰性或經評估後未採檢者，依標準與飛沫防

護措施照護。 

(三) 若接觸者或風險對象後續採檢新增陽性確診個

案，應依確診人數調整感染管制措施。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6 

1. 健康監測期間，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 

2. 健康監測期間若出現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解

除隔離後仍建議停止上班至發病次日起 14
天。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 6： 

1. 名單造冊，請病人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2. 進行病歷註記：若病人於健康監測期間住院或

返院門診，提醒醫護人員注意。 

3. 健康監測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無症狀者：可

維持常規治療，工作人員依標準防護措施照護

穿戴 PPE。 

4. 健康監測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有症狀者：依

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5；檢驗陰性後依標準與飛

沫防護措施照護。 

(三) 若接觸者或風險對象新增陽性確診個案，應依確

診人數調整感染管制措施。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1. 依居家隔離 9辦理；隔離期間若有症狀依通報病

例辦理。 

2. 被通報者若經 2 次檢驗陰性而可出院時，仍應持

續居家隔離，於隔離期滿仍建議停止上班至發
病次日起 14 天。 

3. 於居家隔離期滿，應再採檢 1 次，確認檢驗結果

為陰性後，才能返回上班。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 

1. 名單造冊，依居家隔離 9辦理。 

2. 進行病歷註記：若病人於隔離期間住院或返院門

診，提醒醫護人員注意。 

3. 隔離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無症狀者：可維持常規

治療，工作人員依標準防護措施照護穿戴 PPE10。 

4. 隔離期間若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備註：1.單位內半數以上病人的回診頻率達每週 3 次(含)以上，如：血液透析、定期復健等單位。 2.風險對象全面採檢可排除之前已完成初始接觸者採檢或前次擴大採檢者。 3.實際納入風險對
象匡列、業務暫停、環境清消等措施的範圍可由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關評估裁示。 4.應至少早晚監測體溫 1 次，加強手部衛生與呼吸道禮節、戴口罩上班等。 5.依社區監測
通報被採檢後，於得知檢驗結果前，須留在家中，不可外出；此期間若病人有必須外出就醫之需求(如：洗腎等)，應先聯絡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安排就醫事宜，病人於就醫時，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穿
戴之 PPE 建議先比照照護確定病例。 6.若被匡列為新增確定病例之接觸者尚須遵循居家隔離相關規定;  7.考量陽性確診個案人數較多，可能無法完全釐清其在院內社交、生活、行動之情形，故
將全院之工作人員列入監測採檢對象。 8.考量群聚事件規模較大，環境中可能遭較大量病毒染汙，為減少環境感染源造成之院內傳染，建議暫停單位業務暫停至該單位擴大採檢結果確認且完成
環境終期清消後，才可恢復運作；。 9.考量群聚事件規模較大，可能無法釐清傳染鏈及接觸情形，且環境可能有許多感染源，故將所有風險對象均視為確定病例之接觸者。 10.考量群聚事件規
模較大，風險對象成為確定病例之風險較高，故獲知擴大採檢結果前，穿戴之 PPE 建議比照照護確定病例；檢驗為陰性者，則比照居家隔離者就醫時之建議，依標準防護措施穿戴 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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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門診/健檢/衛教等單位接觸者或風險對象檢驗結果後續處理建議 

感染管制措施 
院內接觸者或風險對象確診陽性個案數 

0 人 1-2 人 同一單位陽性人數≧3 人 

擴大採檢
1
 無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全面採檢 1 次，有症

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全面採檢 1 次。有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二) 全院加強監測
6
： 

1. 無症狀非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不須採檢。 
2. 於所有確定病例被隔離或離院(如停止工作或轉
出等)次日起 14 天內，有症狀者，由醫師評估
是否循「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COVID-19 擴大採
檢及個案處理流程」辦理。 

暫停門診/健檢
/衛教諮詢等單
位業務

2
 

應暫停至該單位完成終期清消後，才可恢復運
作。 

應暫停至該單位擴大採檢結果確認且完成環境終期
清消後，才可恢復運作。 

(一) 應暫停至該單位擴大採檢結果確認且完成環境終
期清消後，才可恢復運作

7
。 

(二) 特殊狀況得依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裁示處
理。 

健康監測
2,3

/ 
居家隔離

2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1. 健康監測期間，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 
2. 健康監測期間若出現症狀應停止上班，並
依「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COVID-19 擴大
採檢及個案處理流程」辦理。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 
1. 進行病歷註記：若病人於健康監測期間
住院或返診，提醒醫護人員注意。 

2. 健康監測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無症狀
者：可維持常規治療，工作人員依標準
防護措施照護穿戴 PPE。 

3. 健康監測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有症狀
者：由醫師評估是否循社區監測通報採
檢

4
；檢驗陰性或經評估後未採檢者，

依標準與飛沫防護措施照護。 
(三) 若接觸者或風險對象新增陽性確診個

案，應依確診人數調整感染管制措施。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5
 

1. 健康監測期間，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 
2. 健康監測期間若出現症狀依通報病例辦理。
解除隔離後仍建議停止上班至發病次日起 14
天。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
5
： 

1. 進行病歷註記：若病人於健康監測期間住院
或返院門診，提醒醫護人員注意。 

2. 健康監測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無症狀者：可
維持常規治療，工作人員依標準防護措施照護
穿戴 PPE。 

3. 健康監測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有症狀者：依
社區監測通報採檢

4
；檢驗陰性後依標準與飛

沫防護措施照護。 
(三) 若接觸者或風險對象新增陽性確診個案，應依

確診人數調整感染管制措施。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1. 依居家隔離

8
辦理；隔離期間若有症狀依通報

病例辦理。 
2. 被通報者若經 2 次檢驗陰性而可出院時，仍應
持續居家隔離，於隔離期滿仍建議停止上班至
發病次日起 14 天。 

3. 於居家隔離期滿，應再採檢 1 次，確認檢驗結
果為陰性後，才能返回上班。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
5
： 

1. 名單造冊，通知病人進行健康監測。 
2. 院方進行病歷標註，若病人住院中或於健康監
測期間返院門診，提醒醫護人員注意。 

3. 健康監測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無症狀者：可維
持常規治療，工作人員依標準防護措施照護穿
戴 PPE。 

4. 健康監測期間有症狀者：住院者依通報病例辦
理。返診未住院者依社區監測通報辦理

4
，檢

驗陰性後依標準與飛沫防護措施照護。 

備註：1.納入擴大採檢之風險對象僅限工作人員，風險對象全面採檢可排除之前已完成初始接觸者採檢或前次擴大採檢者。 2.實際納入風險對象匡列、業務暫停、環境清消等措施的範圍可由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或衛生主管機關評估裁示。  3.應至少早晚監測體溫 1 次，加強手部衛生與呼吸道禮節、戴口罩上班等。 4. 依社區監測通報被採檢後，於得知檢驗結果前，須留

在家中，不可外出；此期間若病人有必須外出就醫之需求(如：洗腎等)，應先聯絡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安排就醫事宜，病人於就醫時，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穿戴之 PPE 建議先比照照護確定病例。 

5.若被匡列為新增確定病例之接觸者尚須遵循居家隔離相關規定;  6.考量陽性確診個案人數較多，可能無法完全釐清其在院內社交、生活、行動之情形，故將全院之工作人員列入監測採檢對

象。  7.考量群聚事件規模較大，環境中可能遭較大量病毒染汙，為減少環境感染源造成之院內傳染，建議暫停單位業務暫停至該單位擴大採檢結果確認且完成環境終期清消後，才可恢復運

作。 8.考量群聚事件規模較大，可能無法釐清傳染鏈及接觸情形，且環境可能有許多感染源，故將所有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均視為確定病例之接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