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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某老人養護所中心 Norovirus 引起腹瀉群聚事件調查 

陳彥伶 1、莊苹 2 

1.臺北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2.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摘要 

2006 年 11 月 15 日下午臺北市某老人養護所中心出現住民不明原因腹

瀉、嘔吐與發燒等症狀的群聚感染事件。採集 8 名病例及 3 名無症狀廚工之

細菌肛門拭子和糞便檢體各 11 件送至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檢

驗。11 件糞便檢體中，有 4 件驗出 Norovirus，分屬 2 名住民及 2 名工作人

員，檢出率達 36.3％。自 11 月 15 日執行病患隔離、環境與設備消毒及人員

管制等防治措施後，11 月 19 日起不再有新增病例，於 11 月 29 日結束疫情

後續追蹤。 

關鍵字：諾羅病毒、嘔吐、腹瀉 

緣起  

近年來，諾羅病毒（Norovirus）群突發已成為醫院院內感染的重要問題

〔1〕2006 年國內諾羅病毒引起腹瀉群聚事件有增多的趨勢。行政院衛生署

之症狀系統腹瀉監測資料顯示，72 件群聚事件中有 61 件群聚事件證實是由

諾羅病毒引起〔2〕。其引起的群突發流行常見於護理之家、醫院、精神病院、

殘障教養院、長期照護機構等人口密集機構〔3〕。諾羅病毒感染，是一種病

毒性腸胃道感染，容易在秋冬流行；主要的症狀包括：噁心、嘔吐、腹瀉、

腹痛、痙攣與發燒等，病毒能夠長時間存活在糞便或嘔吐物中，處理不當除

了污染環境及相關設施外，在人口密集機構容易引起大規模感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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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1 月 15 日下午，疾病管制局接獲臺北市衛生局疾病管制處通

知，臺北市某老人養護中心多名住民發生不明原因腹瀉、嘔吐與發燒症狀。

因此，派員進行相關的疫情與流行病學調查，調查目的為了解疫情規模、傳

染途徑、致病原及協助防治措施以避免疫情擴散。 

調查場所介紹 

某老人養護中心以收容失智老人為主。其建築物共三樓層，而群聚事件

發生在機構之二樓。二樓共有 64 床，現收容 60 名住民。床位分別為單人房

8 間、雙人房 8 間及四人房 4 間，每間房間約住 1~4 名，以護理站為中心分

為藍區與粉區。藍區為收容男性住民而粉區則收容女性住民。每一區均設有

餐廳、活動區、走道、公共廁所亦為住民平日的活動範圍。 

機構內設一具飲水機，於 2006 年 9 月 31 日更換過濾心及檢測，其報告

為無異常。住民每人一個水杯，無標上個人姓名，水杯一天高溫消毒 2 次。

住民之三餐由此機構設置之廚房提供，並在配膳間分發。配膳間環境清潔、

明亮、通風良好，餐盤及餐具每人一副，但並非個人固定使用，每餐使用後

均會高溫消毒。自群聚事件發生後，有症狀之病例暫改為使用紙餐盒至疫情

結束止。 

每一間房間均設有浴廁，但住民多使用護理站二側之公共浴廁。實際觀

察住民如廁後，並未確實清洗雙手。而無自理能力者，都必須透過病服員加

以協助處理。 

工作人員共 25 名，分別為主任 1 名、護理人員 10 名，護理人員每三班

各 1 名，服務員 15 名，白天 5 名，小夜 2.5 名，大夜 2 名。另有清潔工 2 名，

廚工 3 名。除了 1 名護理人員及 2 名病服員有腹瀉症狀，其餘工作人員表示

都無類似症狀。 

疫情規模 

此腹瀉群聚事件之病例定義為凡於 11 月 10 日之後出現主要症狀為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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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嘔吐、腹瀉、腹痛、發燒，至少一種者為收案條件。截至 11 月 15 日為

止，符合病例定義共 8 名。分別為 5 名住民、1 名護理人員及 2 名工作人員，

都來自粉區。其症狀以腹瀉比率最高（100％）、嘔吐其次（12.3%），總侵襲

率為 13.3％（8/60）。此 5 名住民病例中，4 名共同居住在 202 房、1 名住於

208 房。她們和 1 名護理人員及 2 名病服員，全為女性病例，年齡分佈在 60~90

歲間。 

傳染途徑 

根據 8 名病例之發病日繪製流行曲線圖（圖一）所示。11 月 12、13 日

呈現陡升陡降且向右偏斜、單一坡峰分佈，是共同感染的特徵。但此期間前

後均有零星的發病住民，疑似有人傳人的模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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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臺北市某老人養護中心腹瀉嘔吐群聚流行趨勢圖 

發病原因之探討 

造成群聚腹瀉傳染途徑常見有共同感染和接觸傳染〔1〕。首先調查共同

感染的可能來源；在飲用水部份，機構各樓層各設置一台開飲機，為工作人

員與住民飲用水之唯一來源，為發病個案只有 8 名，並未涵蓋全部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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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住民，可以排除飲用水為感染原的可能性。飲食部分包含三餐與點心，

為機構內設置的廚房提供，提供範圍包括一~三樓的工作人員及住民。除此 8

位個案外，無其他樓層出現病例，且檢驗機構內的 3 名廚工 Norovirus 均呈

現陰性反應，因此排除是食物感染 Norovirus。餐具雖然並不是固定使用，但

使用後採用高溫消毒，也應不是共同感染的發生原因。 

第一病例於 11 月 10 日發病後以腹瀉照護處理，11 月 12 日同室友有   

1 名住民發病、11 月 13 日共通報 5 名病例（含 3 名住民、1 名護理人員與   

1 名病服員）。之後，則又通報 1 名照服員病例，傳染途徑為人傳人之模式。

可能原因為當腹瀉個案出現後並未警覺是 Norovirus 感染，故未適當防治，

導致疫情擴散。 

第一病例之檢驗結果 Norovirus 呈現陰性，推測造成腹瀉可能原因為其

他腸胃道疾病，或糞便檢體直到發病 11 天後才採檢送驗而造成此結果。發

病的工作人員均為照顧發病的 202 房住民，由於 Norovirus 平均潛伏期 12~ 48

小時，症狀持續時間約 12 至 60 小時，之後病患通常會迅速復原〔5〕，無法

釐清因果相關性，故無法判斷正確的感染原，只能確認為 202 房住民與工作

人員間具有相關性。而 208 房的發病住民用餐時會與 202 房同桌、發病的病

服員亦同時照顧 208 房住民，因此也造成疫情無法侷限在 202 房。基於前述

理由，推論接觸傳染可能是本次群聚事件的傳染途徑。 

檢體採集與實驗室檢驗 

11 月 15 日-11 月 20 日期間，採集 8 名病例及 3 名無症狀廚工之細菌性

肛門拭子和糞便檢體分別送至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檢驗。檢驗項

目包括霍亂、傷寒、腸炎弧菌、沙門氏菌桿菌性痢疾、諾瓦克病毒及輪狀病

毒。11 月 22、23 日檢驗結果顯示，細菌性肛門拭子檢體皆呈陰性。而 11 件

糞便檢體中有 4 件檢體驗出 Norovirus，分別為 2 名住民及 2 名工作人員，檢

出率達 36.3％。因此，研判本次腹瀉群聚事件的致病原為是 Nor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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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一、個案部分： 

1. 停用軟便劑，症狀嚴重者建議機構協助安排就醫；發病之工作人員則

安排休假。 

2. 工作人員每日三次協助發病個案雙手噴灑酒精。 

二、環境部分： 

1. 由於指標病例就醫後症狀未改善，於 11 月 15 日再次就醫診斷為腸胃

炎住院觀察 3 天。為防止疫情擴大，將發病住民活動範圍限制在 202、

208 房，並於走道使用桌椅區隔出隔離區及清潔區。將 202、208 房間

設定為污染區，並將已發病之個案限制在這二間房間。兩邊走道上用

桌椅區隔，避免無症狀之個案走進污染區（圖二）。將發病住民隔離

於寢室內，待症狀停止後觀察 6 天無症狀才可解除隔離。 

 
圖二、臺北市某老人養護所中心腹瀉、嘔吐病例分佈圖 
＊代表：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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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情流行期間機構暫時停止會客服務及團體活動。 

3. 加強環境消毒，每天至少使用稀釋後漂白水(500ppm)清潔環境二次，

漂白水消毒機構的內外環境包括：地板、桌椅、床欄、床櫃、公共區

域、廁所、個案房間、床的欄杆、手把、衣櫃表面、手把等，直到疫

情結束止。 

三、住民部份： 

1. 強調正確洗手、消毒與改善個人衛生之重要性，避免疫情持續在機構

內擴散 

2. 門前備有 75%酒精使用，醫護人員與個案於出入該門時皆應使用，以

降低交互感染。 

3. 建議於洗手檯放置稀釋漂白水桶，教導個案上完廁所後雙手進泡一

下，再回到自己的寢室。 

 施行防治措施之後，11 月 19 日起不再有新增個案，於 11 月 29 日結束

疫情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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