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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定義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定義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定義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定義

及所造成的影響及所造成的影響及所造成的影響及所造成的影響



Definition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定義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定義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定義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定義

• Health 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HCAI)

– Also referred to as “nosocomial”

or “hospital” infection 

• “An infection occurring in a 
pati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are in a hospital or other 
health-care facility which was 
not present or incubating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 This includes infections acquired 
in the health-care facility but 
appearing after discharge, and 
also occupational infections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of 
the facility”

病人在院內接受醫療照護病人在院內接受醫療照護病人在院內接受醫療照護病人在院內接受醫療照護

時受到的感染時受到的感染時受到的感染時受到的感染，，，，並因感染的病並因感染的病並因感染的病並因感染的病

原體或其毒素而導致的局部或原體或其毒素而導致的局部或原體或其毒素而導致的局部或原體或其毒素而導致的局部或

全身性全身性全身性全身性不良不良不良不良反應反應反應反應，，，，此感染在入此感染在入此感染在入此感染在入

院時未發生或未處於潛伏期階院時未發生或未處於潛伏期階院時未發生或未處於潛伏期階院時未發生或未處於潛伏期階

段段段段。。。。



全球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全球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全球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全球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

� 在全球有數百萬計的病人獲得醫療照護相關在全球有數百萬計的病人獲得醫療照護相關在全球有數百萬計的病人獲得醫療照護相關在全球有數百萬計的病人獲得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感染感染感染

� 在已開發國家中約有在已開發國家中約有在已開發國家中約有在已開發國家中約有5-10%的病人受到感染的病人受到感染的病人受到感染的病人受到感染

� 在開發中國家其感染比率約為已開發國家的在開發中國家其感染比率約為已開發國家的在開發中國家其感染比率約為已開發國家的在開發中國家其感染比率約為已開發國家的
2-20倍倍倍倍，，，，約為約為約為約為25%

� 加護病房感染率約為加護病房感染率約為加護病房感染率約為加護病房感染率約為30%，，，，死亡率約為死亡率約為死亡率約為死亡率約為4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WHOWHOWHOWHO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http://www.who.int/gpsc/en/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造成的影響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造成的影響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造成的影響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造成的影響

� 使疾病更嚴重使疾病更嚴重使疾病更嚴重使疾病更嚴重

� 延長住院天數延長住院天數延長住院天數延長住院天數

� 長期失能長期失能長期失能長期失能

� 增加死亡率增加死亡率增加死亡率增加死亡率

� 增加額外經濟負擔增加額外經濟負擔增加額外經濟負擔增加額外經濟負擔

((((醫療費用醫療費用醫療費用醫療費用))))

� 增加病人及家屬的增加病人及家屬的增加病人及家屬的增加病人及家屬的

經濟負擔經濟負擔經濟負擔經濟負擔



台灣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台灣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台灣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台灣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

醫學中心醫學中心醫學中心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區域醫院區域醫院區域醫院

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33.5%33.5%33.5%33.5% 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37.5%37.5%37.5%37.5%

血流感染血流感染血流感染血流感染30.1%30.1%30.1%30.1% 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26.4%26.4%26.4%26.4%

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17.9%17.9%17.9%17.9% 血流感染血流感染血流感染血流感染23.3%23.3%23.3%23.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疾病管制局疾病管制局疾病管制局 2009200920092009年台灣院內感染監視系統分析報告年台灣院內感染監視系統分析報告年台灣院內感染監視系統分析報告年台灣院內感染監視系統分析報告



台灣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影響台灣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影響台灣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影響台灣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影響

醫學中心醫學中心醫學中心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區域醫院區域醫院區域醫院

延長的住院天數延長的住院天數延長的住院天數延長的住院天數 19.219.219.219.2天天天天 20.120.120.120.1天天天天

增加額外的費用增加額外的費用增加額外的費用增加額外的費用 5,3355,3355,3355,335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5,0585,0585,0585,058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增加病患死亡風險增加病患死亡風險增加病患死亡風險增加病患死亡風險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感染控制雜誌感染控制雜誌感染控制雜誌感染控制雜誌 第十八卷第十八卷第十八卷第十八卷 第四期第四期第四期第四期 醫院感染成本支出醫院感染成本支出醫院感染成本支出醫院感染成本支出



全球醫療機構最常見的感染部位全球醫療機構最常見的感染部位全球醫療機構最常見的感染部位全球醫療機構最常見的感染部位

� 泌尿泌尿泌尿泌尿道感染道感染道感染道感染：：：：34%

� 外科部位感染外科部位感染外科部位感染外科部位感染：：：：17%

� 血血血血流流流流感染感染感染感染：：：：14%

� 肺炎及肺炎以外之下呼吸道肺炎及肺炎以外之下呼吸道肺炎及肺炎以外之下呼吸道肺炎及肺炎以外之下呼吸道感染感染感染感染：：：：1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WHOWHOWHOWHO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http://www.who.int/gpsc/en/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

� 以美國為例以美國為例以美國為例以美國為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每年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每年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每年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每年約
為為為為5-6%(1.7million patients)

� 死亡率死亡率死亡率死亡率：：：：3.6%(約約約約99,000 deaths)

� 增加約增加約增加約增加約4.5億美元的醫療費用億美元的醫療費用億美元的醫療費用億美元的醫療費用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WHOWHOWHOWHO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http://www.who.int/gpsc/en/



Most frequent sites of infection 

and their risk factors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spiration
Nasogastric tub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epressants
Antibiotics and anti-acids
Prolonged health-care facilities stay
Malnutrition
Advanced age
Surgery
Immunodeficiency

13%

BLOOD INFECTIONS

Vascular catheter
Neonatal age
Critical care
Severe underlying disease

Neutropenia

Immunodeficiency

New invasive technologies
Lack of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14%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Inadequate antibiotic prophylaxis
Incorrect surgical skin preparation

Inappropriate wound care
Surgical intervention duration

Type of wound
Poor surgical asepsis

Diabetes
Nutritional state

Immunodeficiency
Lack of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17%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Urinary catheter
Urinary invasive procedures

Advanced age

Severe underlying disease

Urolitiasis
Pregnancy

Diabetes

34%

Most common 
sites of health care-
associated infection 
and the risk factors 

underlying the 
occurrence of 

infections

LACK OF 
HAND 

HYGIENE



Prevention of HCAI 

– Validated and standardized prevention 

strategies have been shown to reduce HCAI

– At least 50% of HCAI could be prevented 

– Most solutions are simple and not resource-

demanding and can be implemented in 

developed, as well as in transition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t2：：：：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主要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主要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主要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主要的

傳播方式傳播方式傳播方式傳播方式



手手手手--------傳播病菌傳播病菌傳播病菌傳播病菌5個個個個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Germs 

present on 

patient skin 

and 

immediate 

environment 

surfaces

病原菌出現在病原菌出現在病原菌出現在病原菌出現在

病人皮膚或周病人皮膚或周病人皮膚或周病人皮膚或周

遭環境遭環境遭環境遭環境

Germ transfer

onto health-

care worker’s 

hands

病原菌傳播到病原菌傳播到病原菌傳播到病原菌傳播到

醫療照護人員醫療照護人員醫療照護人員醫療照護人員

的手上的手上的手上的手上

Germs 

survive on 

hands for 

several 

minutes

病原菌在手上病原菌在手上病原菌在手上病原菌在手上

存活數分鐘存活數分鐘存活數分鐘存活數分鐘

Suboptimal or 

omitted hand 

cleansing 

results in 

hands 

remaining 

contaminated

因為醫療照護因為醫療照護因為醫療照護因為醫療照護

人員沒有確實人員沒有確實人員沒有確實人員沒有確實

的洗手的洗手的洗手的洗手，，，，使病使病使病使病

原菌仍然存留原菌仍然存留原菌仍然存留原菌仍然存留

在手上在手上在手上在手上

Contaminate

d hands 

transmit

germs via 

direct contact 

with patient 

or patient’s 

immediate 

environment

不乾淨的手去不乾淨的手去不乾淨的手去不乾淨的手去

碰觸其他病人碰觸其他病人碰觸其他病人碰觸其他病人

或病人週遭環或病人週遭環或病人週遭環或病人週遭環

境境境境

1 2 3 4 5



Step1Step1Step1Step1：：：：病原菌出現在病人皮膚或周遭環境病原菌出現在病人皮膚或周遭環境病原菌出現在病人皮膚或周遭環境病原菌出現在病人皮膚或周遭環境

Lancet Infect Dis 2004



Step2Step2Step2Step2：：：：病原菌傳播到醫療照護人員的手上病原菌傳播到醫療照護人員的手上病原菌傳播到醫療照護人員的手上病原菌傳播到醫療照護人員的手上

Lancet Infect Dis 2004



Step3Step3Step3Step3：：：：病原菌在手上存活數分鐘病原菌在手上存活數分鐘病原菌在手上存活數分鐘病原菌在手上存活數分鐘

Lancet Infect Dis 2004

30303030分鐘後分鐘後分鐘後分鐘後



Step4Step4Step4Step4：：：：因為醫療照護人員沒有確實的因為醫療照護人員沒有確實的因為醫療照護人員沒有確實的因為醫療照護人員沒有確實的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使病原菌仍然存留在手上使病原菌仍然存留在手上使病原菌仍然存留在手上使病原菌仍然存留在手上

Lancet Infect Dis 2004



Step5Step5Step5Step5：：：：不乾淨的手去碰觸其他病人或病人不乾淨的手去碰觸其他病人或病人不乾淨的手去碰觸其他病人或病人不乾淨的手去碰觸其他病人或病人
週遭環境週遭環境週遭環境週遭環境，，，，導致病人間交叉感染導致病人間交叉感染導致病人間交叉感染導致病人間交叉感染

Lancet Infect Dis 2004



經由以上五個步驟經由以上五個步驟經由以上五個步驟經由以上五個步驟
會使得醫療照護相會使得醫療照護相會使得醫療照護相會使得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的病原菌傳關感染的病原菌傳關感染的病原菌傳關感染的病原菌傳
播到另一個病人身播到另一個病人身播到另一個病人身播到另一個病人身
上上上上，，，，造成醫療照護造成醫療照護造成醫療照護造成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相關感染相關感染相關感染



Part3：：：：

手部衛生和預防醫療照護手部衛生和預防醫療照護手部衛生和預防醫療照護手部衛生和預防醫療照護

相關感染相關感染相關感染相關感染



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預防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 制定一套標準有效降低感染的預防策略制定一套標準有效降低感染的預防策略制定一套標準有效降低感染的預防策略制定一套標準有效降低感染的預防策略，，，，
可以預防至少可以預防至少可以預防至少可以預防至少30%30%30%30%以上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以上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以上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以上的醫療照護相關感染

� 手部衛生清潔是標準化的預防程序中主要手部衛生清潔是標準化的預防程序中主要手部衛生清潔是標準化的預防程序中主要手部衛生清潔是標準化的預防程序中主要
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亦為最有效的方式亦為最有效的方式亦為最有效的方式亦為最有效的方式



SENIC study: Study on the Efficacy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Control

>30% of HCAI are preventable 

With infection 

control

-31%
-35%-35%

-27%
-32%

Without 

infection 

control

14%
9%

19%

26%

18%

LRTI SSI UTI BSI Total

Relative change in NI in a 5 year period (197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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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ey RW et al. Am J Epidemiol 1985



為何要維持手部清潔為何要維持手部清潔為何要維持手部清潔為何要維持手部清潔????

– Any health-care worker, caregiver or person 

involved in patient care needs to be 

concerned about hand hygiene

– Therefore hand hygiene concerns you!

– You must perform hand hygiene to:

– protect the patient against harmful germs carried on 

your hands or present on his/her own skin

– protect yourself and the health-care environment from 

harmful germs



洗手五時機洗手五時機洗手五時機洗手五時機

接觸病接觸病接觸病接觸病

人前人前人前人前

執行乾淨執行乾淨執行乾淨執行乾淨////無菌無菌無菌無菌

操作技術前操作技術前操作技術前操作技術前

接觸病人後接觸病人後接觸病人後接觸病人後

接觸病人接觸病人接觸病人接觸病人

周遭環境後周遭環境後周遭環境後周遭環境後

曝觸病人曝觸病人曝觸病人曝觸病人

體液風險後體液風險後體液風險後體液風險後



Hand hygiene and glove use

– The use of gloves does not replace the need 

to clean your hands! 

– You should remove gloves to perform hand 

hygiene, when an indication occurs while 

wearing gloves

– You should wear gloves only when indicated 

(see the Pyramid in the Hand Hygiene Why, 

How and When Brochure and in the Glove 

Use Information Leaflet) – otherwise they 

become a major risk for germ transmission



Compliance and professional activity

– At the University Hospitals of Geneva, compliance with 

hand hygiene was higher among midwives and nurses, 

and lower among doctors.

Nurse Nurse aide 
& student

Midwife Doctors Others Total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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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tet D, et al. Ann Intern Med 1999



Compliance and health-care facility department

– At the University Hospitals of Geneva, the lowest compliance

with hand hygiene was observed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where patients at highest risk of infection are admitted.

Pediatrics Medicine Surgery Obs/Gyn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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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的遵從性手部衛生的遵從性手部衛生的遵從性手部衛生的遵從性

– 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醫療機構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醫療機構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醫療機構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醫療機構，，，，手部衛生的遵手部衛生的遵手部衛生的遵手部衛生的遵

從性皆小於從性皆小於從性皆小於從性皆小於40%1

– 最主要的原因包括最主要的原因包括最主要的原因包括最主要的原因包括(醫療人員的說法)：：：： 2

�工作太忙工作太忙工作太忙工作太忙

�皮膚不適皮膚不適皮膚不適皮膚不適

�已經有使用手套已經有使用手套已經有使用手套已經有使用手套

�忘記了忘記了忘記了忘記了
1Pittet and Boyc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2001;
2Pittet D, et al. Ann Intern Med 1999



Part4：：：：

WHO手部衛生執行方法與工具手部衛生執行方法與工具手部衛生執行方法與工具手部衛生執行方法與工具



手部衛生方法手部衛生方法手部衛生方法手部衛生方法 & & & & 減少細菌數目減少細菌數目減少細菌數目減少細菌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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溼洗手溼洗手溼洗手溼洗手

乾洗手乾洗手乾洗手乾洗手

Pittet and Boyc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2001

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
� more effective

� faster
� better tolerated



FINAL VERSION

May 2009

ADVANCED DRAFT

April 2006

WHO Guidelines on 
Hand Hygiene in Health Care

WHO所制定所制定所制定所制定
的醫療照護中的醫療照護中的醫療照護中的醫療照護中
手部衛生指引手部衛生指引手部衛生指引手部衛生指引



WHOWHOWHOWHO醫療照護中醫療照護中醫療照護中醫療照護中手部衛生手部衛生手部衛生手部衛生

執行策略執行策略執行策略執行策略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指指指指引引引引

知識 行動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WHOWHOWHOWHO五大策略擴大舉辦五大策略擴大舉辦五大策略擴大舉辦五大策略擴大舉辦

WHO所制定的醫療照所制定的醫療照所制定的醫療照所制定的醫療照
護中手部衛生指引護中手部衛生指引護中手部衛生指引護中手部衛生指引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評估與評估與評估與評估與
回饋回饋回饋回饋

工作場所工作場所工作場所工作場所
標示標示標示標示

創造院內創造院內創造院內創造院內
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文化
風氣風氣風氣風氣

系統上系統上系統上系統上
改變改變改變改變



WHO所制所制所制所制
定的醫療照定的醫療照定的醫療照定的醫療照
護中手部衛護中手部衛護中手部衛護中手部衛
生指引生指引生指引生指引

1系統上改變系統上改變系統上改變系統上改變
廣設院內各單位洗手用品與設備廣設院內各單位洗手用品與設備廣設院內各單位洗手用品與設備廣設院內各單位洗手用品與設備，，，，使得到使得到使得到使得到
WHO推動醫療照護人員在每一個病人照護區推動醫療照護人員在每一個病人照護區推動醫療照護人員在每一個病人照護區推動醫療照護人員在每一個病人照護區
皆可方便取得酒精性乾洗手液之目標皆可方便取得酒精性乾洗手液之目標皆可方便取得酒精性乾洗手液之目標皆可方便取得酒精性乾洗手液之目標

2 教育訓練課程教育訓練課程教育訓練課程教育訓練課程
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定期舉辦教育訓練，，，，以提高醫療照護人員手部以提高醫療照護人員手部以提高醫療照護人員手部以提高醫療照護人員手部
衛生認知衛生認知衛生認知衛生認知

3評估與回饋評估與回饋評估與回饋評估與回饋
執行手部衛生稽核及認知評估執行手部衛生稽核及認知評估執行手部衛生稽核及認知評估執行手部衛生稽核及認知評估，，，，並將結果回饋並將結果回饋並將結果回饋並將結果回饋
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各單位

4工作場所標示工作場所標示工作場所標示工作場所標示
以海報以海報以海報以海報、、、、廣播廣播廣播廣播、、、、電子看板等方式電子看板等方式電子看板等方式電子看板等方式，，，，宣導並提醒宣導並提醒宣導並提醒宣導並提醒
大家洗手大家洗手大家洗手大家洗手

5創造院內安全文化風氣創造院內安全文化風氣創造院內安全文化風氣創造院內安全文化風氣
增加病人參與及持續推動全院手部衛生增加病人參與及持續推動全院手部衛生增加病人參與及持續推動全院手部衛生增加病人參與及持續推動全院手部衛生



Part5：：：：

在醫療照護時如何執行手部衛生在醫療照護時如何執行手部衛生在醫療照護時如何執行手部衛生在醫療照護時如何執行手部衛生



洗手五時機洗手五時機洗手五時機洗手五時機

接觸病接觸病接觸病接觸病

人前人前人前人前

執行乾淨執行乾淨執行乾淨執行乾淨////無菌無菌無菌無菌

操作技術前操作技術前操作技術前操作技術前

接觸病人後接觸病人後接觸病人後接觸病人後

接觸病人接觸病人接觸病人接觸病人

周遭環境後周遭環境後周遭環境後周遭環境後

曝觸病人曝觸病人曝觸病人曝觸病人

體液風險後體液風險後體液風險後體液風險後





正確乾洗手正確乾洗手正確乾洗手正確乾洗手

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

20–30 秒秒秒秒



正確溼洗手正確溼洗手正確溼洗手正確溼洗手

溼洗手溼洗手溼洗手溼洗手

40-60 秒秒秒秒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 & & & 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

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 ++++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 = = = 乾淨的雙手乾淨的雙手乾淨的雙手乾淨的雙手

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 ++++ 沒有洗手沒有洗手沒有洗手沒有洗手

= = = = 汙染的雙手汙染的雙手汙染的雙手汙染的雙手



• When indications for gloves use and hand hygiene apply 
concomitantly

– Regarding the "before” indications, hand hygiene should 
immediately precede glove donning, when glove use is 
indicated

1 22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 & & & 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



• When indications for gloves use and hand hygiene apply 
concomitantly
– Regarding the indications "after", hand hygiene should 

immediately follow glove removal, when the indication 
follows a contact that has required gloves

1

2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 & & & 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 & & & & 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使用手套

使用手套

脫除手套

清潔雙手

再次使用

乾淨手套



選擇洗手的方式有兩種選擇洗手的方式有兩種選擇洗手的方式有兩種選擇洗手的方式有兩種

�當沒有明顯可見之髒污或血當沒有明顯可見之髒污或血當沒有明顯可見之髒污或血當沒有明顯可見之髒污或血、、、、體液污染體液污染體液污染體液污染
時時時時，，，，可使用可使用可使用可使用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清潔清潔清潔清潔雙雙雙雙手手手手

�如有明顯可見之髒污或血如有明顯可見之髒污或血如有明顯可見之髒污或血如有明顯可見之髒污或血、、、、體液污染體液污染體液污染體液污染時時時時，，，，
應使用應使用應使用應使用肥皂肥皂肥皂肥皂或或或或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性洗手劑清潔清潔清潔清潔雙雙雙雙手手手手



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省時省時省時省時 & & & & 便利便利便利便利

•使用時應使用時應使用時應使用時應搓揉雙手搓揉雙手搓揉雙手搓揉雙手，，，，
直到酒精揮發乾掉直到酒精揮發乾掉直到酒精揮發乾掉直到酒精揮發乾掉，，，，
約約約約20202020----30303030秒秒秒秒。。。。



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酒精性乾洗手液

�可節省醫護人員往返洗手時間及增加便可節省醫護人員往返洗手時間及增加便可節省醫護人員往返洗手時間及增加便可節省醫護人員往返洗手時間及增加便

利利利利。。。。

�有明顯的髒污有明顯的髒污有明顯的髒污有明顯的髒污、、、、受到蛋白質類物質的污受到蛋白質類物質的污受到蛋白質類物質的污受到蛋白質類物質的污

染染染染、、、、或是沾到血液或體液時或是沾到血液或體液時或是沾到血液或體液時或是沾到血液或體液時，，，，應使用抗應使用抗應使用抗應使用抗
菌或不抗菌洗手乳加清水來清潔雙手菌或不抗菌洗手乳加清水來清潔雙手菌或不抗菌洗手乳加清水來清潔雙手菌或不抗菌洗手乳加清水來清潔雙手。。。。

�使用時應使用時應使用時應使用時應搓揉雙手搓揉雙手搓揉雙手搓揉雙手，，，，直到酒精揮發乾直到酒精揮發乾直到酒精揮發乾直到酒精揮發乾

掉掉掉掉。。。。



肥皂肥皂肥皂肥皂、、、、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性洗手劑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含有抗菌成含有抗菌成含有抗菌成含有抗菌成
分分分分，，，，可殺死大部分細可殺死大部分細可殺死大部分細可殺死大部分細
菌菌菌菌

•依下述正確洗手步驟依下述正確洗手步驟依下述正確洗手步驟依下述正確洗手步驟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約約約約40404040----60606060秒秒秒秒，，，，再再再再
使用乾淨的擦手紙擦使用乾淨的擦手紙擦使用乾淨的擦手紙擦使用乾淨的擦手紙擦
乾乾乾乾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使用含抗微生物製劑之皮膚消毒劑洗使用含抗微生物製劑之皮膚消毒劑洗使用含抗微生物製劑之皮膚消毒劑洗使用含抗微生物製劑之皮膚消毒劑洗

手手手手，，，，可去除或殺死暫時性微生物可去除或殺死暫時性微生物可去除或殺死暫時性微生物可去除或殺死暫時性微生物。。。。

適用情況適用情況適用情況適用情況：：：：

執行侵入性醫療行為前執行侵入性醫療行為前執行侵入性醫療行為前執行侵入性醫療行為前。。。。

照顧低抵抗力宿主前照顧低抵抗力宿主前照顧低抵抗力宿主前照顧低抵抗力宿主前((((如新生兒如新生兒如新生兒如新生兒、、、、早產兒早產兒早產兒早產兒、、、、

保護隔離之病患等保護隔離之病患等保護隔離之病患等保護隔離之病患等))))。。。。

接觸病人血液接觸病人血液接觸病人血液接觸病人血液、、、、體液體液體液體液、、、、分泌物及排泄物分泌物及排泄物分泌物及排泄物分泌物及排泄物
後後後後。。。。

照顧具有接觸傳染或多重抗藥性細菌移生照顧具有接觸傳染或多重抗藥性細菌移生照顧具有接觸傳染或多重抗藥性細菌移生照顧具有接觸傳染或多重抗藥性細菌移生

或感染病人之後或感染病人之後或感染病人之後或感染病人之後。。。。

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性洗手劑



洗手方法洗手方法洗手方法洗手方法

除去手上手錶及飾物除去手上手錶及飾物除去手上手錶及飾物除去手上手錶及飾物。。。。

以清水及肥皂抹在雙手及前臂以清水及肥皂抹在雙手及前臂以清水及肥皂抹在雙手及前臂以清水及肥皂抹在雙手及前臂，，，，保持手保持手保持手保持手
部低於手肘部低於手肘部低於手肘部低於手肘。。。。

雙手用力摩擦搓洗雙手用力摩擦搓洗雙手用力摩擦搓洗雙手用力摩擦搓洗，，，，注意指甲內注意指甲內注意指甲內注意指甲內、、、、指指指指
尖尖尖尖、、、、指縫等處指縫等處指縫等處指縫等處。。。。

沖水後用擦手紙擦乾沖水後用擦手紙擦乾沖水後用擦手紙擦乾沖水後用擦手紙擦乾。。。。

水龍頭如以手控制者水龍頭如以手控制者水龍頭如以手控制者水龍頭如以手控制者，，，，應在洗手後以擦應在洗手後以擦應在洗手後以擦應在洗手後以擦
手紙包住水龍頭關水手紙包住水龍頭關水手紙包住水龍頭關水手紙包住水龍頭關水。。。。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 無論在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無論在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無論在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無論在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醫療照護相關感醫療照護相關感醫療照護相關感醫療照護相關感
染對病人安全與醫療費用皆造成嚴重的影響染對病人安全與醫療費用皆造成嚴重的影響染對病人安全與醫療費用皆造成嚴重的影響染對病人安全與醫療費用皆造成嚴重的影響。。。。
故如何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便成為重要的課故如何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便成為重要的課故如何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便成為重要的課故如何降低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便成為重要的課
題題題題。。。。

� 目前全世界對洗手的遵從性仍偏低目前全世界對洗手的遵從性仍偏低目前全世界對洗手的遵從性仍偏低目前全世界對洗手的遵從性仍偏低，，，，所以所以所以所以WHOWHOWHOWHO
制定了制定了制定了制定了““““洗手五時機洗手五時機洗手五時機洗手五時機””””，，，，讓醫療照護人員讓醫療照護人員讓醫療照護人員讓醫療照護人員在對在對在對在對
的時機使用正確的方法洗手的時機使用正確的方法洗手的時機使用正確的方法洗手的時機使用正確的方法洗手，，，，本院亦依循本院亦依循本院亦依循本院亦依循WHOWHOWHOWHO
手部衛生指引持續推行洗手運動手部衛生指引持續推行洗手運動手部衛生指引持續推行洗手運動手部衛生指引持續推行洗手運動，，，，希望大家都希望大家都希望大家都希望大家都
能支持並確實執行手部衛生來降低醫療照護相能支持並確實執行手部衛生來降低醫療照護相能支持並確實執行手部衛生來降低醫療照護相能支持並確實執行手部衛生來降低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關感染關感染關感染。。。。



將洗手融入您的生活將洗手融入您的生活將洗手融入您的生活將洗手融入您的生活
中中中中，，，，並隨時注意洗手時並隨時注意洗手時並隨時注意洗手時並隨時注意洗手時
機機機機，，，，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保護他保護他保護他保護他
人人人人



關心家人
從洗手做起
關心家人
從洗手做起

三軍總醫院關心您三軍總醫院關心您三軍總醫院關心您三軍總醫院關心您



全球許多國家已經著手改善手部衛生全球許多國家已經著手改善手部衛生全球許多國家已經著手改善手部衛生全球許多國家已經著手改善手部衛生

Current status, August 2009

你還在等什麼你還在等什麼你還在等什麼你還在等什麼？？？？

Countries committed from 2005 to 2009



更多資訊更多資訊更多資訊更多資訊…………

• WHO Guidelines on Hand Hygiene in Health Care (2009)

• A Guid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 Multimodal 
Hand Hygiene Improvement Strategy Hand Hygiene

• Hand Hygiene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 Visit the SAVE LIVES: Clean Your Hands website at: 

www.who.int/gpsc/5may/en/ 、http://www.who.int/gpsc/en/



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

手部衛生示範中心全球資訊網手部衛生示範中心全球資訊網手部衛生示範中心全球資訊網手部衛生示範中心全球資訊網

您洗手了沒？

謝謝聆聽謝謝聆聽謝謝聆聽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