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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論 

SARS 疫情過後，基於保障病人安全，防範機構內感染，疾病管制局積極推動

傳染病防治法修正，強化院內感染控制之相關規範，依據傳染病防治法（附件 1，

p24）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修訂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措施查核辦法（附件 2，

p35），明文規定醫療機構應執行之感染控制措施及主管機關執行查核之標準，於 97

年 1月份公告實施： 

 

一、查核目的 

（一）藉由感控專家之查核，協助提供醫院感染控制作業之相關建議。 

（二）落實院內感染監測、傳染病通報與隔離治療及院內感染控制預防措施等工

作，及早警覺院內感染事件之發生，達成有效防範於未然之效果，以提升

醫院感染控制品質及執行效率。 

（三）提升醫界對感染控制之重視，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並提供醫院同仁安全的

工作環境。 

 

二、辦理機關 

（一）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之

措施、主管機關之查核基準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 

（二）縣市衛生局（地方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轄區內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措

施之作業情形；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協助或進行查核。 

（三）協辦單位（99 年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品質提升計畫委託單位：財團法人

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以下簡稱「醫策會」）協助上述查核作業之行

政業務執行。 

 

三、辦理年度 

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措施之查核，每年舉行一次；必要時，得增減之。 

 

四、查核對象 

依醫療法規定申請設置之綜合醫院、醫院、專科醫院、慢性醫院、精神科醫

院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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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核委員 

99 年度得由疾病管制局聘請相關機關代表或專家學者擔任查核委員，每家醫

療機構至少遴派感染症專科醫師及感染管制師背景之查核委員各 1 名進行實

地查核。 

 

六、查核內容 

依據疾病管制局訂定之「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

（附件 3，p39）辦理。 

 

七、查核作業排程方式 

（一）由疾病管制局及協辦單位依各縣市衛生局確認提送之轄區內查核醫院名

單，並配合衛生署衛生醫療業務聯合訪查作業原則進行排程抽籤： 
作業類型 訪查項目 

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 
精神科醫院及精神科教學醫院評鑑 
精神復健機構評鑑 
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人體試驗/研究倫理委員會訪查 

合併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行程

（本年度申請評鑑之醫院） 

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 
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人體試驗/研究倫理委員會訪查 
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訪查作業 
母嬰親善醫療院所認證 
99 年癌症診療品質認證 
一般護理之家評鑑 
精神護理之家評鑑 

衛生醫療業務聯合訪視行程 
（本年度未申請評鑑之醫院） 

醫療法人訪查計畫 
 

（二）依據衛生署衛生醫療業務聯合訪查作業原則，進行排程結果通知： 

1. 併同醫院評鑑行程：依據醫院評鑑保密原則，於實地查核 10個工作天

前始進行通知。 

2. 衛生醫療業務聯合訪視行程：排程抽籤作業完成後，公佈年度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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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細節，則須依衛生署聯合訪查作業原則執行。 

（三）實地查核： 

1. 依據查核排程抽籤結果，並配合醫療業務聯合訪查各作業時間點，由

協辦單位於實地查核日程前 10個工作天函知受查醫院當週查核日期、

查核行程、協助/配合事項及後續聯絡方式。 

2. 由協辦單位進行查核委員聯繫及後續行程安排。 

3. 實地查核進行程序： 

(1) 人員介紹及查核流程說明。 

(2) 醫院簡報。 

(3) 實地查核作業。 

(4) 查核人員資料整理與討論。 

(5) 查核人員與院方意見交流。 

4. 實地查核時間安排： 

醫院規模（以總病床數計） 查核時間 

1. 99床（含）以下 130-170分鐘 

2. 100至 249床 160-200分鐘 

3. 250至 499床 190-230分鐘 

4. 500床（含）以上 230-270分鐘 

備註：含分院或不相毗鄰院區之醫院，實地查證時間得視需要延長

30分鐘（不含交通時間）。 

八、實地查核日期 

配合衛生署衛生醫療業務聯合訪查時程。 

 

九、查核成績核算及查核結果核定原則 

依「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成績計算方式」、「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缺

失及建議事項登打原則」進行成績核算、查核缺失及建議事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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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查核結果 

（ㄧ）查核結果由各縣市衛生局進行查核成績核算、缺失及建議事項製作，並於

當年度實地查核作業完成後 2週內將查核結果（含成績、缺失及建議事項）

函知轄區內受查醫院。 

（二）各縣市衛生局應限期要求轄區內受查醫院針對查核「缺失事項」回復改善

情形，並針對轄區醫院查核缺失事項之改善情形進行後續追蹤或輔導作

業；另，各縣市衛生局應提供轄區醫院查核建議事項，以利其參酌辦理，

衛生局可視情況進行輔導。 

 

十一、查核作業流程 

 
各縣市衛生局提報轄區內需受

查之醫院 
受查醫院參與醫院感染控制查

核作業說明會 

受查醫院填報「99 年度醫院感染

控制查核作業-醫院自評表」 
各縣市衛生局審核「99 年度醫院

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醫院自評表」

配合衛生署衛生醫療業務聯合

訪查作業原則進行排程抽籤 
♦ 併同醫院評鑑行程 
♦ 衛生醫療業務聯合訪視行程 

實地查核作業 

各縣市衛生局函送查核結果(含
成績、缺失及建議事項) 

♦ 受查醫院回復「缺失事項」之

改善情形 
♦ 受查醫院參酌辦理查核「建議

事項」 

♦ 各縣市衛生局進行追蹤/輔導
作業 

♦ 各縣市衛生局視需要進行複

查作業 

醫策會函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

作業執行情形問卷」 
受查醫院回復 
♦ 查核作業流程規劃適當性、滿

意度及改善建議 
♦ 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修訂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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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查核作業規範 

一、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 

（一）依據疾病管制局 99 年 2月 12日公佈，4月 23日更新之「99 年度醫院感染

控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附件 3，p39）進行查核。 

（二）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項目與查核基準使用說明： 

1. 本基準係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查核項目係

依據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措施查核辦法及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示

執行之防治措施研擬，並經衛生署醫院感染控制專家諮詢委員會議通

過。 

2. 依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措施查核辦法第二條之規定，本查核基準適用

醫療法規定申請設置之綜合醫院、醫院、專科醫院、慢性醫院、精神科

醫院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療機構。 

3. 醫院感染控制查核應考量醫院個別情形，選擇適當的查核項目予以評

量，99 年度查核項目共計 12大項 42目，其中包含 11項可選項目（Not 

Applicable），項目彙整如下表： 
大項 項目 可選項目註 1 新增項目註 2

1. 持續性院內感染控制品質改善 1 1 0 
2. 實行組織性的感染控制管理 6 0 0 
3. 院內感染防治規定 5 1 0 

4.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進行監測

及通報 4 2 0 

5. 發燒篩檢及發燒病人處理 2 1 0 

6.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之隔離措施與

接觸者追蹤 3 1 0 

7. 員工保護措施 4 0 1 
8. 個人防護裝備(PPE) 2 0 0 

9. 
為降低感染風險，提供安全、乾淨、

合宜的照護環境 8 3 0 

10. 醫院感染管制及傳染病教育訓練 2 0 0 
11. 危機處理 2 0 0 
12. 抗生素抗藥性管制措施 3 2 0 

項目合計 42 11 1 
註 1、可選項目計有 1.1、3.5、4.2、4.3、5.2、6.1、9.4、9.7、9.8、12.2、12.3

等項次，依據該項評分說明中「本項免填」之內容認定查核需要。 

註 2、新增項目計有 7.4一項，為採試辦方式辦理，不納入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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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核基準評量： 

(1) 針對 42項目進行評量。 

(2) 其評量等級設定原則為結構式五項式評量（A-E代表達成度），若不

適用，則以本項免填（Not Applicable, NA）表示。 

A：優。 

B：良。 

C：符合規定。 

D：應設法改善。 

E：應限期改善。 

（三）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項目與查核基準修訂說明： 
大項 項目 修訂說明 

1. 
持續性院內感

染控制品質改

善 
1 新增備註說明前次（查核）建議事項之認定原則。

2. 
實行組織性的

感染控制管理 6 

1.醫院聘任兼任感染科醫師之每週支援最低總時
數由 8小時改為 4小時，且不限定由 1人擔任(基
準 2.3)。 

2.加強人力相關之名詞解釋(基準 2.3、2.4)。 
3.「所有感染管制師每年內接受感染控制訓練，累

計學分達 20學分以上」由 A-2調整至 B-3(基準
2.4)。 

3. 
院內感染防治

規定 5 

1.「將院內感染資料通報至 TNIS系統」由 A-1調
整至 B-3(基準 3.2)。 

2.配合業務調整，刪除 98 年基準 3.4「定期上網登
錄『醫院不明原因發燒監視通報作業』系統」。

3.加強「執行成效良好」之說明(基準 3.3、3.5、3.6
等)。 

4. 

配合主管機關

政策對傳染病

進行監測及通

報 

4 

1.一般醫院「以網路方式進行傳染病通報」由 A-2
調整至 B-3(基準 4.1)。 

2.98 年基準 10.2「有專人負責結核病衛教工作」與
基準 4.3內容連結性高，移至基準 4.4。 

5. 
發燒篩檢及發

燒病人處理 2 本大項未修正。 

6. 

疑似或確定傳

染病病人之隔

離措施與接觸

者追蹤 

3 

1.「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之隔離措施與接觸者追

蹤」 移除『法定』字樣(項次 6，基準 6.1、6.2)。
2.修訂結核病接觸者原防護裝備及病人接觸時數

之定義(基準 6.2)。 
3.原 98 年基準 6.2及基準 6.3項次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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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項 項目 修訂說明 

7. 員工保護措施 4 

1.新增基準 7.4「訂有醫療照護人員預防接種防疫

措施，並據以落實執行」，本年度採試辦方式，

不納入成績計算。 
2.酌做文字修正。 

8. 個人防護裝備(PPE) 2 酌做文字修正。 

9. 

為降低感染風

險，提供安全、

乾淨、合宜的照

護環境 

8 

1.原「C-2 加強院內工作人員手部衛生宣導」與 
「B-2 員工在職與勤前教育訓練納入手部衛生

課題」位置互調(基準 9.2)。 
2.參考WHO手部衛生指引概念，修訂醫院手部衛

生推動內容(基準 9.2)。 
3.基準 9.3「隔離病房具有區隔之空間供人員穿脫

PPE及廢棄物清理空間」：取消本項免填之選項

4.基準 9.4修訂為「負壓隔離病房區域有良好動線

管制及落實使用率通報」。 
5.加強「執行成效良好」之說明(基準 9.3、9.4、9.7
等)。 

6.原 98 年試評項目基準 9.6「供應中心人員進出、
衛材及器械搬運時，清潔區及污染區應做區隔且

動線不交叉」、基準 9.8「定期環境監測與醫材管
理機制」，本年度納入正式評核。 

7.「若有器官移植及骨髓移植等高風險病人居住的

區域，訂有院內退伍軍人病防治計畫」由 A-2調
整至 B-3(基準 9.8)。 

8.「監測內視鏡、氣管鏡室等相關器械、設備之清
洗消毒液有效濃度，並有紀錄」由 B-2調整至
C-4(基準 9.8)。 

9.酌做文字修正。 

10. 
醫院感染管制

及傳染病教育

訓練 
2 

1.98 年基準 10.2「有專人負責結核病衛教工作」，
考量結核病人之衛教與個案管理係屬連貫之作

業，移至基準 4.4。 
2.酌做文字修正。 

11. 危機處理 2 酌做文字修正。 

12. 
抗生素抗藥性

管制措施 3 
1.基準 12.3「掌握檢體的種類及區別各病房分離之

病菌」：若有 RCW設置者，亦須查核。 
2.酌做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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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核委員聘任作業 

（ㄧ）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委員由疾病管制局統籌聘任。 

（二）依據行疾病管制局 98 年 9月 14日核定之「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品質提升委

員人才庫遴選及訓練作業規範」，由各縣市衛生局、相關學協會及疾病管制

局依要點規定之資格，提出推薦名單及被推薦人基本資料。經資格審核通

過並參加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品質提升委員人才庫核心課程訓練者，納入醫

院感染控制查核品質提升委員人才庫。 

（三）本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委員，需為前述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品質提升委員

人才庫之成員，且全程參與本年度查核團隊共識會議者，始得進行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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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查醫院資料提報作業 

（一）目的：確認本年度需進行查核之醫院。 

（二）提報流程： 

1. 由各縣市衛生局提報轄區內需受查之醫院。 

2. 疾病管制局彙整衛生局提報之醫院，配合衛生署衛生醫療業務聯合訪查

作業原則進行排程。 

（三）受查醫院提報原則： 

1. 每一醫療機構代碼下之醫院，均需進行一次查核（完成一份查核表）。 

2. 同一醫療機構代碼下有不相毗鄰院區之醫院，原則上依縣市衛生局需求

進行「合併查核」或「分別查核」之提報： 

(1) 合併查核：僅需進行一次查核（完成一份查核表），可視需要（院

區數）額外延長查核時間。 

(2) 分別查核：每一院區各安排一次查核行程（個別完成一份查核表）。 

 

四、「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醫院自評表」填報作業（附件 4，p70） 

（一）目的：收集各受查醫院感控業務執行狀況，以提供查核團隊參考。 

（二）提交流程： 

1. 各縣市衛生局提供「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醫院自評表」予轄

區內受查醫院進行填寫；或由醫院逕自連結疾病管制局網頁下載檔案

（http://www.cdc.gov.tw；路徑：CDC首頁>防疫專區>院內感染>感染控

制查核作業暨醫療品質提升計畫）。 

2. 各受查醫院完成醫院自評表填寫，並於 99 年 4月 26日前提交一式 2份

予轄屬衛生局進行確認。 

3. 各縣市衛生局進行醫院自評表確認作業，並視需要請醫院補正資料。 

（三）填表說明： 

1. 封面：填寫醫院基本資料，包含醫院名稱、機構代碼、單位主管、聯絡

人、聯絡方式等。 

2. 「醫院病床資料」欄位：呈現醫院病床設置概況。 

3. 「自評等級」欄位：參考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勾選該項成績（A、B、C、

D、E、本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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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僅需對細項（2碼）進行自評 

(2) 採五項式評量(A-E)，若不適用，則以本項免填表示。 

   □A：優           □B：良           □C：符合規定 

   □D：應設法改善   □E：應限期改善   □本項免填 

(3) 依據本年度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醫院實際狀況，勾選「 」適當

之達成度。 

4. 「執行狀況簡述」欄位： 

(1) 受查項目（自評為 A、B、C、D、E 之項目）均需填寫。本項免填

之項目則不需填寫。 

(2) 針對該項之執行現況進行簡單描寫，以不超過 500字為原則。 

(3) 部分欄位需填入相關數據資料（如：系統稽核資料、人力配置等）： 
項次 資料/數據內容 
2.6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結核病通報病例數、收治結核病例數 
3.2 98 年 1-12月通報台灣院內感染監視資訊系統（TINS）之情形

4.1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結核病通報個案初次痰塗片套數 3套以
上比率 

4.3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醫院列管中照護之結核病新案（含新發

現及重開案）數 

8.2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防疫物資管理資訊系統（MIS）逾期登
錄次數 

9.4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負壓隔離病房使用率延遲通報次數 
A、 項次 3.2、4.1、9.4 項次所需填報之數據，可參考自評表附件

1~3操作說明進行查詢： 

※附件 1、院內感染監視通報系統(TNIS)通報情形查詢方式說明 

※附件 2、肺結核通報個案初次痰塗片套數計算方式說明 

※附件 3、負壓隔離病房使用率延遲通報稽核方式說明 

B、 若相關數據資料，目前系統暫無提供醫院查詢之功能，可協請

衛生局事先提供數據參考。 

C、 各項稽核數據將由衛生局與醫院進行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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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5. 「附表一、醫院前次查核改善意見一覽表」： 

(1) 對應項次 1.1，填入前次查核（非複查或追蹤輔導）改善意見對應之

「項次」、「意見內容」、「改善狀況」、「改善情形」。 

(2) 前次查核結果為「D」、「E」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見，請歸入「一、

缺失事項」表格中。 

(3) 前次查核結果為「B」、「C」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見，或為「綜合

評語」，請歸入「二、建議事項」表格中。 

(4) 若為新設立機構第一次接受查核者，免填本表。 

【範例】 

 

 

 

 

 

 

 

6. 「附表二、醫院感染控制兼任人力資料」： 

(1) 對應項次 2.3及 2.4，若有聘請他院之兼任人力，請填入感染症專科

醫師及感染管制師兼任人力之相關資訊。 

(2) 本年度以醫院發給兼任感染科醫師、感染管制師之聘函，為聘任證

明文件即可。 

參考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

勾選該項成績(A、B、C、
D、E、本項免填)  

受查項目(自評為 A、B、C、
D、E之項目)均需填寫。本
項免填之項目則不需填寫 

部分欄位需填入數據資料「*」(如：系統
稽核資料、人力配置等)，以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間之資料為填報基礎  

該項之執行現況進行簡單

描寫，以不超過 500字為
原則 

前次查核改善意

見內容填入 
改善狀況之進度

勾選 
改善情形或成果

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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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分說明「註二」所提「衛生單位之支援報備相關證明」於明（100）

年度將以同時副知兼任人員之就職及兼任醫院所在地衛生局之聘函

為有效之聘任證明。 

7. 「附表三、98 年 4月-99 年 3月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統計表」： 

(1) 對應項次 3.3，若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間曾發生院內感染群突發事

件，請填寫本表。 

(2) 分別以「事件/病原別」、「單位別」進行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間

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之案件數統計，並綜述相關「改善措施及成果」。 

(3) 「事件/病原別」可分列如：腹瀉、不明原因發燒、上呼吸道感染、

疥瘡、多重抗藥性細菌、諾羅病毒、桿菌性痢疾、水痘、麻疹…等。 

8. 附件資料： 

(1) 對應基準 6.2，經呼吸道傳染之疾病，以提供單一疾病(除 TB 之外)

或綜論性質之接觸者追蹤列管機制，擇一即可；多重抗藥性菌株感

染以提供住院病人被診斷出 CRAB、VRE等多重抗藥性菌株感染後

相關處理之標準作業流程（SOP），擇一即可（精神科醫院可改提

供住院病人感染疥瘡或腹瀉之處理 SOP）。 

(2) 對應基準 12.2，提供院內公布之 98 年度全院性臨床分離菌株及院內

感染菌株抗生素感受性統計表（請提供編製日期）。若 12.2為本項免

填，則可不附本項附件。 

(3) 前述附件資料，請以紙本提供（A4）並裝訂於自評表後。 

9. 病床數計算說明： 

(1) 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所提之病床數係以醫院向地方衛生局申請開放

使用之病床數。 

(2) 急性病床數=急性一般病床＋精神急性一般病床。 

(3) 總病床數=一般病床+特殊病床 

A、 一般病床：急性一般病床、精神急性一般病床、慢性一般病床、

精神慢性一般病床、慢性結核病床、漢生病病床。 

B、 特殊病床：加護病床、燒傷病床、急診觀察病床、其他觀察病

床、嬰兒病床、手術恢復床、嬰兒床、血液透析床、安寧病床、

呼吸病床、急性結核病床、精神科加護病床、產科病床、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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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病床、呼吸照護中心、呼吸照護病床。 

（四）填表注意事項： 

1. 確認醫院自評表填寫之完整性： 

(1) 「封面」醫院基本資料完整性。 

(2) 「醫院病床資料」醫院有勾選本項資料。 

(3) 「自評等級」欄位，每項目均有勾選。 

(4) 「執行狀況簡述」欄位，受查項目（非本項免填項目）均有填寫。 

2. 「本項免填」項目確認：依據該項「本項免填」之認定原則（評分說明）

逐項確認是否可選。 

3. 「附表一、醫院前次查核改善意見一覽表」：前次查核（非複查或追蹤

輔導）改善意見均有納入、表格填寫完整。 

4. 「附表二、醫院感染控制兼任人力資料」：醫院感染控制之兼任人力資

料均有納入（2.3、2.4），且表格填寫完整。 

5. 「附表三、98 年 4 月-99 年 3 月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統計表」：分別以

「事件/病原別」、「單位別」進行案件數統計，且表格填寫完整。 

6. 附件資料：附件均以紙本提供（A4），並裝訂於自評表後。 



 14

五、實地查核通知作業 

（一）實地查核 10 個工作天前由醫策會函知（附件 5，p93）併以電話聯絡受查

醫院： 

1. 查核日期。 

2. 醫策會連絡窗口。 

3. 查核委員安排人數。 

4. 書面資料準備說明：參照「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及

評分說明」備齊相關書面資料。 

5. 協助/配合事項： 

(1) 實地查核期間，依規定除茶點、飲料外，均不接受醫院招待及各項

饋贈、紀念品或禮品等，敬請惠予配合。 

(2) 查核委員實地查核時，請  貴院指派業務相關同仁陪同並協助說

明，惟以不影響醫療作業正常運作為原則。 

（二）有關既定之查核行程，原則上不予調整；惟發生下列可能突發狀況，擬定

因應方案如下： 

1. 天災（如颱風、地震）：將視受查醫院、查核委員、縣市衛生局與協辦

單位所在地受災狀況，或依據「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佈之停止辦公及

上課規定，由協辦單位（醫策會）於確保行程安全原則下，依實際狀況

需要彈性調整，並通知相關單位。必要時由縣市衛生局與受查醫院依據

所在地實際狀況決定是否如期進行查核作業。 

2. 受查醫院若有如歇業、停業或申辦作業中等狀況：應於實地查核前由縣

市衛生局確認並通知疾病管制局及協辦單位，以利進行行程取消或變更

事宜。 

3. 國內或受查醫院發生重大疫情：經由受查醫院轄屬衛生局及疾病管制局

視實際情況商討確認後，請協辦單位配合辦理行程取消或變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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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實地查核作業 

（一）查核團隊成員：  

1. 查核委員：每家醫院至少安排感染症專科醫師及感染管制師背景之查核

委員各 1名依據公布之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進行實地查核，並提供改善

建議。 

查核委員背景

健保給付類型 
感染症專科醫師 感染管制師 

醫學中心 1 2 註 

非醫學中心 1 1 

註：醫學中心安排感染管制師 2名，包含護理師及醫事檢驗師各 1名 

2. 召集委員：查核團隊代表，協助實地查核過程之進行及與醫院之溝通。 

3. 縣市衛生局：受查醫院之轄屬衛生局人員與查核委員共同進行實地查核

作業，於查核後彙整查核缺失及建議事項予受查醫院，並進行後續追蹤

或輔導作業。 

4. 疾病管制局及分局：疾病管制局及醫院之轄屬分局代表，瞭解查核作業

執行情形（僅部分梯次）。 

5. 醫策會：協助實地查核作業之進行，負責相關聯繫事務，並確保行程之

執行。 

6. 列席人員：為促進醫院間交流，提供中小型醫院間互相學習的機會，由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推派之列席人員參與（僅安排於無醫療業務聯合訪查

之梯次）。 

（二）實地查核進行程序： 

1. 人員介紹及查核流程說明：由召集委員說明查核目的與預定流程，並介

紹查核團隊成員；另由醫院介紹陪同人員。 

2. 醫院簡報：由受查醫院以前次查核改善意見之改善情形為重點進行說

明。 

3. 實地查核作業：依據公布之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評量共識，以及參照

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實地查核建議參考事項（附件 6，p95）

進行。 

4. 查核人員資料整理與討論：查核團隊針對實地查核之查核結果作逐一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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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含成績、缺失及建議事項）。 

5. 查核人員與院方意見交流：查核團隊回饋查核結果，並由受查醫院針對

缺失及建議事項進行確認並做適當回覆。 

6. 查核表簽署並存檔：查核結果確認後，由「查核委員」、「衛生局」、「醫

院代表」簽署查核表（附件 7，p105）後，分別由「醫院」、「衛生局」、

「醫策會」攜回留存。 

（三）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進行方式及時間分配表： 

時間分配 1 
進行方式 

99床（含）以下 100至 249床 250至 499床 500床(含)以上
人員介紹及查核流程

說明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醫院簡報 2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實地查核作業 3 50-80分鐘 80-110分鐘 110-140分鐘 150-180分鐘

查核人員資料整理與

討論 4 
40-50分鐘 40-50分鐘 40-50分鐘 40-50分鐘 

查核人員與院方意見

交流 5 
2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合計 130-170分鐘 160-200分鐘 190-230分鐘 230-270分鐘

備註： 

1. 醫院規模之床數計算係以總病床數計。 

2. 簡報請醫院以上次查核改善意見之改善情形為重點進行說明。 

3. 查核委員實地查核時，請醫院指派業務相關同仁陪同並協助說明，惟以

不影響醫療作業正常運作為原則。 

4. 「查核人員資料整理與討論」時段，院方、列席人員請暫時迴避。 

5. 「查核人員與院方意見交流」時段，需確認查核結果並經「查核委員」、

「衛生局」、「醫院代表」簽署查核表後，分別由「衛生局」、「醫院」、「醫

策會」攜回留存。 

6. 含分院或不相毗鄰院區之醫院，實地查證時間得視需要延長 30分鐘（不

含交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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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表」回饋： 

1. 「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表」書寫內容： 

(1) 「查核結果」勾選： 

A、 查核委員針對細項（2碼）進行查核。 

B、 採結構式五項式評量（A-E 代表達成度），若不適用，則以本

項免填表示。 

C、 參照公布之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共識會議決議，依據醫院實

際狀況，勾選「 」適當之達成度。 

(2) 「缺失及建議事項」書寫： 

A、 查核結果勾選為 D、E 之項目由查核委員說明原因並給予改善

意見。 

B、 查核結果為 B 或 C 之項目，則由查核委員視需要酌予提供建

議，以利醫院持續提升品質。 

(3) 「綜合評語」書寫：內容為基準所未包含內容之意見。 

(4) 「受查核醫院回饋意見」書寫：由受醫院簡要描述對實地查核過程、

查核結果之意見，並於頁尾「受查核醫院代表簽名」欄位簽收。 

2. 本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表採現場回饋查核結果方式。 

3. 查核團隊於「查核人員與院方意見交流時段」與受查醫院充分溝通及討

論查核結果。 

4. 若受查醫院對部分基準之查核結果未能與查核團隊達成共識，則請列舉

於查核表之「受查核醫院回饋意見」欄位。 

5. 於回饋過程中，受查醫院與查核團隊均應秉持「專業」、「客觀」、「理性」

原則，並由召集委員引導討論，確保討論交流過程之「平和」與「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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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查核結果(含缺失及建議事項)處理作業 

（ㄧ）本年度併同醫院評鑑行程者，其感染控制查核結果得提供予醫院評鑑委員

參考；由評鑑委員視需要向醫院索取，並由醫院提供（第一聯(白)：查核醫

院留存聯）。 

（二）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成績計算方式，分別計算下列達成率： 

1. 達 C以上比率=[查核後勾選為 C、B或 A之項目數/實際查核項目(需扣

除本項免填之項目、新增項目)]×100% 

2. 達 B以上比率=[查核後勾選為 B、A之項目數/實際查核項目(需扣除本

項免填之項目、新增項目)]×100% 

3. 達A以上比率=[查核後勾選為A之項目數/實際查核項目(需扣除本項免

填之項目、新增項目)]×100% 

（三）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缺失及建議事項登打原則： 

1. 查核結果勾選為 D、E項目之改善意見即列為「缺失事項」。 

2. 查核結果勾選為 B、C項目之改善意見及「綜合評語」，則列為「建議

事項」。 

（四）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成績」及「缺失及建議事項」處理方

式： 

1. 各縣市衛生局依上述查核結果認定方式進行成績核算，並進行查核結

果、缺失及建議事項登錄與產出。 

2. 各縣市衛生局於當年度實地查核作業完成後 2 週內將查核結果、缺失及

建議事項函知（附件 8，p113）轄區內受查醫院，其中「缺失事項」需請

受查醫院限期改善，而「建議事項」則請受查醫院參酌辦理。 

3. 若本年度受查醫院查核成績計算結果「達 C以上比率」未至 60%者，則

由轄屬縣市衛生局加強追蹤，並視需要進行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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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後續複查及追蹤輔導作業 

（ㄧ）複查作業：各縣市衛生局得視其需要，提報轄區內之醫院進行複查。 

（二）追蹤輔導作業： 

1. 各縣市衛生局應限期要求轄區內受查醫院針對「缺失事項」回復改善情

形，以及「建議事項」參酌辦理狀況（p118）。 

2. 各縣市衛生局應針對轄區醫院查核「缺失事項」之改善情形進行後續追

蹤或輔導作業，且可視需要協助醫院進行「建議事項」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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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委員評核作業 

鑑於委員評核制度之實施為國際潮流及政策方向，為建立符合本國國情之查核

委員評核制度，於 98 年「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品質提升計畫」訂定「醫院感染控

制查核委員評核試辦作業要點」，並據以規劃、試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委員評核作

業。本年度正式實施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委員評核作業，相關作業原則及評核項目係

經 99 年「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品質提升計畫」專案小組會議決議並據以辦理。以

下針對評核作業進行說明： 

一、目的 

為確保查核委員之專業水準，衡量查核委員適任醫院感染控制查核工作之能

力，辦理查核委員之評核作業。 

 

二、辦理時間 

於每梯次實地查核結束時進行評核。 

 

三、評核對象 

參與本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之委員。 

 

四、辦理方式 

採具名方式，依該梯次之實際觀察，據以填寫評核量表，並將評核量表以密

封方式寄回予醫策會： 

評核項目 評核內容 

1.實地評量時，實事求是，多看、多聽、多了解。 
2.有掌握查核基準、評分說明涉及之知識及資訊，不

以過期的知識及資訊評量醫院。 
3.能依據查核基準、評分說明及委員共識，客觀公正

地查核；不以個人主觀見解，而偏離規定。 
一、查核能力 

4.能認知查核的目的是提升品質與病安，不會利用查

核去達成其他無關的目的。 
5.查核時能耐心傾聽、了解醫院人員的回答，不斷章

取義。 
二、溝通能力 

6.查核時能給予對方足夠的回應時間或適度給予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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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內容 

三、輔導能力 
7.依受評醫院特性及規模，提供適切、具體之輔導意

見。 
8.查核時專注認真，不會過度分心處理私事（如忙於

接手機、找人閒聊、社交等）。 四、查核態度 
9.查核過程中不使用批判性言語或責罵方式。 
10.不要求也不收受醫院贈送禮品。 

五、委員倫理規範 11.不會借查證名義，要求醫院提供與查核無關之資
料；或對醫院資料拍攝、影印或借出到院外使用。

六、評量表 12.評量表確實呈現查核發現及具體建議。 
 

六、評核方式 

（一）依據「醫院感控查核委員評核量表」（由醫策會於實地查核現場提供）內

容，各項目採 5分評量尺度呈現，分別為「優」、「佳」、「普通」、「待加強」

及「欠缺」，評核採具名方式依實際狀況及感受進行填答與簽名，評量結果

若為「欠缺」時，請務必於該項目說明欄中填寫說明。 

（二）評核作業之進行及評核量表回收、登打、分析均遵守保密原則，評核者個

人資料絕對不會出現於報告中或洩漏給任何第三方。 

（三）評核者需於實地查核結束後 5個工作天內將評核量表郵寄或傳真至醫策會。 

 

七、評核結果 

由醫策會彙整、分析，並將評核結果提供疾病管制局作為查核委員聘任及未

來辦理委員教育訓練課程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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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醫院感染控制諮詢服務 

一、目的 

為協助處理醫院在推動感染控制業務及查核所遭遇之疑難，將提供諮詢服

務，提供感染控制業務實務建議，促進專家與感染控制業務同仁對話與解決

問題。 

二、服務對象 

各醫院及衛生單位相關同仁。 

三、諮詢項目 

1. 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基準及要點。 

2. 醫院感染控制臨床實務作業。 

四、受理方式 

1. 受理單位：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醫策會）、台灣醫院感

染管制學會、台灣醫院協會及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2. 感控問題諮詢提問單(範例) 如附件 9，p120。 

3. 可以透過電話、傳真、E-mail、信件、公文等方式提出感控相關問題諮詢，

惟為利回覆及瞭解，請協助提供相關資料： 
(1) 採「電話」方式諮詢者：請協助保留相關基本資料，並確認及釐清

提問內容。 

(2) 採「傳真、E-mail、信件、公文」方式諮詢者：請填寫「醫院感染控

制諮詢提問單」，並以電子檔案或書面提供受理單位。 

4. 為妥善運用感染控制諮詢服務資源，若有下列情況恕不受理： 

(1) 匿名或未以真實身份提出諮詢。 

(2) 無具體事實。 

(3) 非感染控制相關問題。 

五、諮詢服務受理平台聯繫方式 
諮詢平台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地址 

台灣醫院感染

管制學會 02-23759181 02-23754742 chgrace9@gmail.com www.nics.org.tw 
100台北市重慶南路

1段 121號 8 樓-20 

台灣醫院協會 02-28083300
轉 13 02-28083304 rosa@hatw.org.tw www.hatw.org.tw 

251台北縣淡水鎮中

正東路 2段 29-5號 25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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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

質策進會（醫策會） 

處理結果回覆至提案單位及

受理平台 

臨床感控問題 

聯繫 
專案小組協助回覆 

聯繫 
分區專家協助處理 

醫策會定期彙整所有處

理結果 

登錄至網站 
提供參考 結案歸檔 

台灣醫院協會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台灣醫院感染管制學會  

提案問題類型 

是

否

感控查核作業與基準等相關

問題 

政策相關問題

需現場處理 

提交 CDC  

是

否

諮詢平台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網址 地址 

台灣社區醫院

協會秘書處 07-3868601 07-3806596 areahp@ms37.hinet.net www.areahp.org.tw 
807高雄市民族一路

98號 16 樓-1 

財團法人醫院

評鑑暨醫療品

質策進會 

02-29634055
轉 336 02-29634033 ic@tjcha.org.tw www.tjcha.org.tw 

220台北縣板橋市三

民路 2段 31號 5 樓

 

六、醫院感控查核諮詢窗口標準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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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傳染病防治法 

中華民國三十三年十二月六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35條 
中華民國三十七年十二月二十八日總統令修正公布第 31、32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二年一月十九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全文 40條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二十三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00142740號令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47條(原
名稱：傳染病防治條例)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一月三十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20670號令修正公布第 27、37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一月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200248391號令修正公布第 5、31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一月二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300010081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75條；並自公布日施

行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六月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85221號令修正公布第 4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七月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91011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77條；並自公布日施

行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700288181號令修正公布第 27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杜絕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列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率、發生率及傳播速度等 

危害風險程度高低分類之疾病： 
一、第一類傳染病：指天花、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等。 
二、第二類傳染病：指白喉、傷寒、登革熱等。 
三、第三類傳染病：指百日咳、破傷風、日本腦炎等。 
四、第四類傳染病：指前三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監視疫情發生或 
    施行防治必要之已知傳染病或症候群。 
五、第五類傳染病：指前四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流行可能 
    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立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 
    傳染病或症候群。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行政院公報公告之；有 
調整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 

第    4    條 本法所稱流行疫情，指傳染病在特定地區及特定時間內，發生之病例數超 
過預期值或出現集體聚集之現象。 
本法所稱港埠，指港口、碼頭及航空站。 
本法所稱醫事機構，指醫療法第十條第一項所定醫事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 
規規定申請核准開業之機構。 
本法所稱感染性生物材料，指傳染病病原體與其具感染性衍生物，及經確 
認含有此等病原體或衍生物之物質。 

第    5    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執 
行本法所定事項權責劃分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 
（一）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流行疫 
      情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理、檢疫、演習、分級動員、訓練 
      及儲備防疫藥品、器材、防護裝備等措施。 
（二）監督、指揮、輔導及考核地方主管機關執行傳染病防治工作有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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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立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金等有關事項。 
（四）執行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之檢疫事項。 
（五）辦理傳染病防治有關之國際合作及交流事項。 
（六）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有防疫必要之事項。 
二、地方主管機關： 
（一）依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傳染病防治政策、計畫及轄區特殊防疫需 
      要，擬定執行計畫付諸實施，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執行轄區各項傳染病防治工作，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流行 
      疫情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理、演習、分級動員、訓練、防 
      疫藥品、器材、防護裝備之儲備及居家隔離民眾之服務等事項。 
（三）執行轄區及前款第四目以外港埠之檢疫事項。 
（四）辦理中央主管機關指示或委辦事項。 
（五）其他應由地方主管機關辦理事項。 
地方主管機關辦理前項第二款事項，必要時，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支援。 
各級主管機關執行港埠之檢疫工作，得委託其他機關（構）或團體辦理之。 

第    6    條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及協助辦理傳染病防治事項如下： 
一、內政主管機關：入出國（境）管制、協助督導地方政府辦理居家隔離 
    民眾之服務等事項。 
二、外交主管機關：與相關外國政府及國際組織聯繫、持外國護照者之簽 
    證等事項。 
三、財政主管機關：國有財產之借用等事項。 
四、教育主管機關：學生及教職員工之宣導教育及傳染病監控防治等事

項。 
五、法務主管機關：矯正機關收容人之傳染病監控防治等事項。 
六、經濟主管機關：防護裝備供應、工業專用港之管制等事項。 
七、交通主管機關：機場與商港管制、運輸工具之徵用等事項。 
八、大陸事務主管機關：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或香港、澳門之人員往來政 
    策協調等事項。 
九、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公共環境清潔、消毒及廢棄物清理等事項。 
十、農業主管機關：人畜共通傳染病之防治、漁港之管制等事項。 
十一、勞動主管機關：勞動安全衛生及工作權保障等事項。 
十二、新聞及廣播電視主管機關：新聞處理與發布、政令宣導及廣播電視 
      媒體指定播送等事項。 
十三、海巡主管機關：防範海域、海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傳染病媒介物 
      之查緝走私及非法入出國等事項。 
十四、其他有關機關：辦理傳染病防治必要之相關事項。 

第    7    條 主管機關應實施各項調查及有效預防措施，以防止傳染病發生；傳染病已 
發生或流行時，應儘速控制，防止其蔓延。 

第    8    條 傳染病流行疫情、疫區之認定、發布及解除，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第二 
類、第三類傳染病，得由地方主管機關為之，並應同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應適時發布國際流行疫情或相關警示。 

第    9    條 各醫事機構、學術或研究機構及其所屬人員發表之傳染病訊息或傳播媒體 
報導流行疫情，有錯誤或不實，經主管機關通知其更正者，應立即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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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政府機關、醫事機構、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 
人之姓名、病歷及病史等有關資料者，不得洩漏。 

第   11    條 對於傳染病病人、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接受隔離治療者、居家檢疫者、 
集中檢疫者及其家屬之人格、合法權益，應予尊重及保障，不得予以歧視。 
非經前項之人同意，不得對其錄音、錄影或攝影。 

第   12    條 政府機關（構）、民間團體、事業或個人不得拒絕傳染病病人就學、工作 
、安養、居住或予其他不公平之待遇。但經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治需要 
限制者，不在此限。 

第   13    條 感染傳染病病原體之人及疑似傳染病之病人，均視同傳染病病人，適用本 
法之規定。 

第 二 章 防治體系 
第   14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建立傳染病防治醫療網，將全國劃分為若干區，並指定醫 

療機構設傳染病隔離病房。經指定之醫療機構對於主管機關指示收治傳染 
病病人者，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區指揮官及副指揮官若干人，統籌指揮、協調及調度 
區內相關防疫醫療資源。 
第一項指定之醫療機構，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補助。 
傳染病防治醫療網區之劃分方式、區指揮官與副指揮官之任務及權限、醫 
療機構之指定條件、期限、程序、補助內容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5    條 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主管機關得組機動防疫隊，巡迴辦理防治事 
宜。 

第   16    條 地方主管機關於轄區發生流行疫情或有發生之虞時，應立即動員所屬各相 
關機關（構）及人員採行必要之措施，並迅速將結果彙報中央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地方主管機關除應本諸權責採行適當之防治措施外，並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之指示辦理。 
前二項流行疫情之處理，地方主管機關認有統籌指揮、調集所屬相關機關 
（構）人員及設備，採行防治措施之必要時，得成立流行疫情指揮中心。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邀集相關機關召開流行疫情處理協調會報，協 
調各級政府相關機關（構）人員及資源、設備，並監督及協助地方主管機 
關採行防治措施。 

第   17    條 中央主管機關經考量國內、外流行疫情嚴重程度，認有統籌各種資源、設 
備及整合相關機關（構）人員之必要時，得報請行政院同意成立中央流行 
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人員擔任指揮官，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 
機關、公營事業、後備軍人組織、民間團體執行防疫工作；必要時，得協 
調國軍支援。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之編組、訓練、協助事項及作業程序之實施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8    條 主管機關於國內、外發生重大傳染病流行疫情，或於生物病原攻擊事件時 
，得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實施相關防疫措施。 

第 三 章 傳染病預防 
第   19    條 各級政府機關（構）及學校平時應加強辦理有關防疫之教育及宣導，並得 

商請相關專業團體協助；主管機關及醫療機構應定期實施防疫訓練及演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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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主管機關及醫療機構應充分儲備各項防治傳染病之藥品、器材及防護裝

備。 
前項防疫藥品、器材與防護裝備之儲備、調度、通報、屆效處理、查核及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暫行封閉可能散布傳染病之水源。 

第   22    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當地上、下水道之建設，改良公廁之設備與衛生，宣 
導私廁之清潔與衛生；必要時，得施行糞便等消毒或拆除有礙衛生之廁所 
及其相關設施。 

第   23    條 國內發生流行疫情時，地方主管機關對於各種已經證實媒介傳染病之飲食 
物品、動物或動物屍體，於傳染病防治之必要下，應切實禁止從事飼養、 
宰殺、販賣、贈與、棄置，並予以撲殺、銷毀、掩埋、化製或其他必要之 
處置。 
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治必要，對於有媒介傳染病之虞之動物，準用前項 
禁止、處置之規定。 

第   24    條 前條之飲食物品、動物或動物屍體，經依規定予以撲殺、銷毀、掩埋、化 
製或其他必要之處置時，除其媒介傳染病之原因係由於所有人、管理人之 
違法行為或所有人、管理人未立即配合處理者不予補償外，地方主管機關 
應評定其價格，酌給補償費。 
前項補償之申請資格、程序、認定、補償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5    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蚊、蠅、蚤、蝨、鼠、蟑螂及其他病媒。 
前項病媒孳生源之公、私場所，其所有人、管理人或使用人應依地方主管 
機關之通知或公告，主動清除之。 

第   2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傳染病通報流程、流行疫情調查方式，並建立傳染病 
流行疫情監視、預警及防疫資源系統；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7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兒童及國民預防接種政策，應設置基金，辦理疫苗採 
購及預防接種工作。 
前項基金之來源如下： 
一、政府編列預算之補助。 
二、公益彩券盈餘、菸品健康福利捐。 
三、捐贈收入。 
四、本基金之孳息收入。 
五、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第三款之任何形式捐贈收入，不得使用於指定疫苗之採購。 
疫苗基金運用於新增疫苗採購時，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傳染病諮詢委員會 
建議之項目，依成本效益排列優先次序並於次年開始編列經費採購。其相 
關會議應錄音，並公開其會議詳細紀錄。成員應揭露以下之資訊： 
一、本人及所屬團體接受非政府補助之研究計畫及金額。 
二、所擔任與疫苗相關之事業機構或財團法人董、監事或顧問職務。 
兒童之法定代理人，應使兒童按期接受常規預防接種，並於兒童入學時提 
出該紀錄。 
國民小學及學前教（托）育機構對於未接種之新生，應輔導其補行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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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條 主管機關規定之各項預防接種業務及因應疫情防治實施之特定疫苗接種措 
施，得由受過訓練且經認可之護理人員施行之，不受醫師法第二十八條規 
定之限制。 
前項預防接種施行之條件、限制與前條預防接種紀錄檢查、補行接種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醫療機構應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預防接種政策。 
醫療機構對於主管機關進行之輔導及查核，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   30    條 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得請求救濟補償。 
前項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受害情事日起，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 
受害發生日起，逾五年者亦同。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疫苗檢驗合格封緘時，徵收一定金額充作預防接種受害 
救濟基金。 
前項徵收之金額、繳交期限、免徵範圍與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資格、給付 
種類、金額、審議方式、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31    條 醫療機構人員於病人就診時，應詢問其病史、就醫紀錄、接觸史、旅遊史 
及其他與傳染病有關之事項；病人或其家屬，應據實陳述。 

第   32    條 醫療機構應配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執行感染控制工作，並應防範機構內 
發生感染；對於主管機關進行之輔導及查核，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之措施、主管機關之查核基準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3    條 安養機構、養護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安置（教養）機構、矯正機關及其 
他類似場所，對於接受安養、養護、收容或矯正之人，應善盡健康管理及 
照護之責任。 
前項機關（構）及場所，應防範機關（構）或場所內發生感染；對於主管 
機關進行之輔導及查核，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   34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持有、使用感染性生物材料者，應依危險程度之高低，建 
立分級管理制度。 
持有、使用感染性生物材料者，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料，非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不得為之。 
第一項感染性生物材料之範圍、持有、使用者之資格條件、實驗室生物安 
全管理方式、陳報主管機關事項與前項輸出入之申請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四 章 防疫措施 
第   35    條 地方主管機關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對轄區一定地域之農漁、畜 

牧、游泳或飲用水，得予以限制、禁止或為其他適當之措施；必要時，並 
得請求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 

第   36    條 民眾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配合接受主管機關之檢查、治療、 
預防接種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 

第   37    條 地方主管機關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視實際需要，會同有關機 
關（構），採行下列措施： 
一、管制上課、集會、宴會或其他團體活動。 
二、管制特定場所之出入及容納人數。 
三、管制特定區域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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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撤離特定場所或區域之人員。 
五、限制或禁止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出入特定場 
    所。 
六、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防疫措施。 
各機關（構）、團體、事業及人員對於前項措施，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一項地方主管機關應採行之措施，於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 
應依指揮官之指示辦理。 

第   38    條 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應 
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並事先通知公、私場 
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理人或使用人到場；其到場者，對於防疫工作 
，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逕行進入從事防疫工作 
；必要時，並得要求村（里）長或鄰長在場。 

第   39    條 醫師診治病人或醫師、法醫師檢驗屍體，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時，應 
立即採行必要之感染控制措施，並報告當地主管機關。 
前項病例之報告，第一類、第二類傳染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第三 
類傳染病應於一週內完成，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調整之；第四類、第 
五類傳染病之報告，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及規定方式為之。 
醫師對外說明相關個案病情時，應先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告並獲證實，始得 
為之。 
醫事機構、醫師或法醫師應依主管機關之要求，提供傳染病病人後續之相 
關檢驗結果及治療情形，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一項及前項報告或提供之資料不全者，主管機關得限期令其補正。 

第   40    條 醫師以外醫事人員執行業務，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或其屍體時， 
應即報告醫師或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報告當地主管機關。 
醫事機構應指定專責人員負責督促所屬醫事人員，依前項或前條規定辦

理。 

第   41    條 村（里）長、鄰長、村（里）幹事、警察或消防人員發現疑似傳染病病人 
或其屍體時，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第   42    條 下列人員發現疑似傳染病病人或其屍體，未經醫師診斷或檢驗者，應於二 
十四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一、病人或死者之親屬或同居人。 
二、旅館或店鋪之負責人。 
三、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理人或駕駛人。 
四、機關、學校、學前教（托）育機構、事業、工廠、礦場、寺院、教堂 
    、殯葬服務業或其他公共場所之負責人或管理人。 
五、安養機構、養護機構、長期照顧機構、安置（教養）機構、矯正機關 
    及其他類似場所之負責人或管理人。 
六、旅行業代表人、導遊或領隊人員。 

第   43    條 地方主管機關接獲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之報告或通知時，應迅速檢驗診斷 
，調查傳染病來源或採行其他必要之措施，並報告中央主管機關。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及相關人員對於前項之檢驗診斷、調查及處置， 
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   44    條 主管機關對於傳染病病人之處置措施如下： 
一、第一類傳染病病人，應於指定隔離治療機構施行隔離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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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類、第三類傳染病病人，必要時，得於指定隔離治療機構施行隔 
    離治療。 
三、第四類、第五類傳染病病人，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防治措施處置。 
主管機關對傳染病病人施行隔離治療時，應於強制隔離治療之次日起三日 
內作成隔離治療通知書，送達本人或其家屬，並副知隔離治療機構。 
第一項各款傳染病病人經主管機關施行隔離治療者，其費用由中央主管機 
關編列預算支應之。 

第   45    條 傳染病病人經主管機關通知於指定隔離治療機構施行隔離治療時，應依指 
示於隔離病房內接受治療，不得任意離開；如有不服指示情形，醫療機構 
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通知警察機關協助處理。 
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受隔離治療者，應提供必要之治療並隨時評估；經治療 
、評估結果，認為無繼續隔離治療必要時，應即解除其隔離治療之處置， 
並自解除之次日起三日內作成解除隔離治療通知書，送達本人或其家屬， 
並副知隔離治療機構。 
地方主管機關於前項隔離治療期間超過三十日者，應至遲每隔三十日另請 
二位以上專科醫師重新鑑定有無繼續隔離治療之必要。 

第   46    條 傳染病病人之體液、分泌物、排泄物與其他可能具傳染性物品之採檢、檢 
驗與報告、確定及消毒，應採行下列方式： 
一、採檢：傳染病病人檢體，由醫師採檢為原則；接觸者檢體，由醫師或 
    其他醫事人員採檢；環境等檢體，由醫事人員或經採檢相關訓練之人 
    員採檢。採檢之實施，醫事機構負責人應負督導之責；病人及有關人 
    員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二、檢驗與報告：第一類及第五類傳染病之相關檢體，應送中央主管機關 
    或其指定之具實驗室能力試驗證明之地方主管機關、醫事機構、學術 
    或研究機構檢驗；其他傳染病之檢體，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認可 
    之衛生、醫事機構、學術或研究機構檢驗。檢驗結果，應報告地方及 
    中央主管機關。 
三、確定：傳染病檢驗結果，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委託、認可之檢 
    驗單位確定之。 
四、消毒：傳染病病人之體液、分泌物、排泄物及其他可能具傳染性之物 
    品，醫事機構應予實施消毒或銷毀；病人及有關人員不得拒絕、規避 
    或妨礙。 
前項第一款病人檢體之採檢項目、採檢時間、送驗方式及第二款檢驗指定 
、委託、認可機構之資格、期限、申請、審核之程序、檢體及其檢出病原 
體之保存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7    條 依前條取得之檢體，得基於防疫之需要，進行處理及研究。 
第   48    條 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留驗；必要時 

，並得令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行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 
管制或隔離等必要之處置。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病之危險群及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 
、範圍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9    條 傳染病病人移居他處或死亡時，其原居留之病房或住（居）所內外，應由 
醫事機構或該管主管機關視實際情況，施行必要之消毒或其他適當之處

置。 
第   50    條 醫事機構或當地主管機關對於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應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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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或其他必要之處置；死者家屬及殯葬服務業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前項之屍體，中央主管機關認為非實施病理解剖不足以瞭解傳染病病因或 
控制流行疫情者，得施行病理解剖檢驗；死者家屬不得拒絕。 
死者家屬對於經確認染患第一類傳染病之屍體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染患第 
五類傳染病之屍體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入殮並火化；其他傳染 
病致死之屍體，有特殊原因未能火化時，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依 
規定深埋。 
第二項施行病理解剖檢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補助標準，補助其喪葬 
費用。 

第   5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得緊急專案採購藥品、器材 
，免依藥事法有關規定辦理查驗登記手續。 

第   52    條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揮官之指示，優先 
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報導流行疫情及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第   53    條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指揮官基於防疫之必要，得指示中央主 
管機關彈性調整第三十九條、第四十四條及第五十條之處置措施。 
前項期間，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揮官之指示，指定或徵用公、私立醫療機 
構或公共場所，設立檢疫或隔離場所，並得徵調相關人員協助防治工作； 
必要時，得協調國防部指定國軍醫院支援。對於因指定、徵用、徵調或接 
受隔離檢疫者所受之損失，給予相當之補償。 
前項指定、徵用、徵調、接受隔離檢疫之作業程序、補償方式及其他應遵 
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4    條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揮官之指示，徵用 
或調用民間土地、工作物、建築物、防疫器具、設備、藥品、醫療器材、 
污染處理設施、運輸工具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防疫物資，並 
給予適當之補償。 
前項徵用、徵調作業程序、補償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   55    條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各級政府機關依指揮官之指示，對於事 
業徵用及配銷防疫物資之行為，得不受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商品標示法 
有關商品標示文字、標示方法及標示事項等規定之限制；各該事業受各級 
政府機關委託，依政府機關規定價格代售徵用或配銷之防疫物資，其出售 
收入全數交該委託機關解繳公庫者，免課徵營業稅。 

第   56    條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揮官之指示，借用 
公有財產，不受國有財產法第四十條及地方公產管理法規有關規定之限

制。 
各級政府機關依前項規定借用公有財產時，管理機關不得拒絕；必要時， 
於徵得管理機關同意後，先行使用，再辦理借用手續。 

第   57    條 地方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地方主管機關於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後，得準用第五十三條至前條之規定。 

第 五 章 檢疫措施 
第   58    條 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行下列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 

用： 
一、對前往疫區之人員提供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等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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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 
    或其他有關證件。 
三、施行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 
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 
    ，採行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離治療或其他必要措施。 
五、對未治癒且顯有傳染他人之虞之傳染病病人，通知入出國管理機關， 
    限制其出國（境）。 
六、商請相關機關停止發給特定國家或地區人員之入國（境）許可或提供 
    其他協助。 
前項第五款人員，已無傳染他人之虞，主管機關應立即通知入出國管理機 
關廢止其出國（境）之限制。 
入、出國（境）之人員，對主管機關施行第一項檢疫或措施，不得拒絕、 
規避或妨礙。 

第   59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防止傳染病傳入、出國（境），得商請相關機關採行下列 
措施： 
一、對入、出國（境）之人員、運輸工具及其所載物品，採行必要防疫、 
    檢疫措施，並得徵收費用。 
二、依防疫需要，請運輸工具所有人、管理人、駕駛人或代理人，提供主 
    管機關指定之相關文件，且不得拒絕、規避或妨礙，並應保持運輸工 
    具之衛生。 
對於前項及前條第一項規定之相關防疫、檢疫措施與所需之場地及設施， 
相關主管機關應配合提供或辦理。 
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行事項 
等規則；其費用徵收之對象、金額、繳納方式、期間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0    條 主管機關對於入、出國（境）之運輸工具及其所載物品，有傳染病發生或 
有發生之虞者，應採行下列措施： 
一、對運輸工具採行必要管制及防疫措施，所受損失並不予補償。 
二、對輸入或旅客攜帶入國（境）之物品，令輸入者、旅客退運或銷毀， 
    並不予補償；對輸出或旅客隨身攜帶出國（境）之物品，準用第二十 
    三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處置。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有關申報、接受檢疫或輸入之物品， 
得不經檢疫，逕令其退運或銷毀，並不予補償。 

第 六 章 罰則 
第   61    條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對主管機關已開始徵用之防疫物資，有 

囤積居奇或哄抬物價之行為且情節重大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金。 

第   62    條 明知自己罹患第一類傳染病或第五類傳染病，不遵行各級主管機關指示， 
致傳染於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第   63    條 散布有關傳染病流行疫情之謠言或傳播不實之流行疫情消息，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第   64    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醫師違反第九條或第三十九條規定。 
二、法醫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定。 
三、醫師以外人員違反第九條或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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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有關資料之人違 
    反第十條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第   65    條 醫事機構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所屬醫師或其他人員，經依前條各款規定之一處罰者，得併處之。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指示收治傳染病病 
    人。 
三、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 

第   66    條 學術或研究機構所屬人員違反第九條規定，經依第六十四條第三款規定處 
罰者，併罰該機構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67    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除逕行強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之儲備、調度、屆效處理或拒絕主管機關查 
    核、第三十條第四項之繳交期限、地方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五條規定所 
    為之限制、禁止或處理。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為查核或第三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採行之措施。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四十六條第一項或第五十條 
    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留驗、檢查、預防接種 
    、投藥及其他必要處置之命令。 
五、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政府機關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或 
    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之優先使用、徵調、徵用或調用。 
醫事機構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執行或查核，或未符同條第二項之查核 
基準，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令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第   68    條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所為禁止或處置之規定者，除逕行強制處 
分外，並得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 
予以一年以下停業之處分。 

第   69    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 
得限期令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第五十 
    八條第三項、第五十九條第一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四條第三項 
    授權所定辦法有關持有、使用感染性生物材料、實驗室生物安全管理 
    及陳報主管機關之規定。 
二、未依第四十二條規定通知。 
三、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或第六十條規 
    定所為之限制、禁止或隔離命令。 
四、違反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一 
    項規定，未配合檢驗、報告、消毒或處置。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逕行強制處分。 

第   70    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必要時， 
並得限期令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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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三十六條規定所定檢查、治療或其他 
    防疫、檢疫措施。 
三、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政府機關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六款規定所定 
    之防疫措施。 
四、違反第四十六條第二項檢體及其檢出病原體之保存規定者。 

第   71    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停業，除違反第三十四條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罰 
外，由地方主管機關處罰之。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處罰 
之： 
一、違反第九條、第五十八條至第六十條規定者。 
二、於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違反本法規定。 

第 七 章 附則 
第   72    條 地方政府防治傳染病經費，應列入預算；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補 

助。 
第   73    條 執行本法防治工作著有績效之人員、醫事機構及其他相關團體，應予獎勵 

；其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74    條 因執行本法第五類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主管機 

關得酌予補助各項給付或其子女教育費用等；其給付項目、基準、申請條 
件、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費用，由主管機關編列預算支應之。 

第   75    條 本法所定地方主管機關應辦理事項，地方主管機關未予辦理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命其於一定期限內辦理之；屆期仍未辦理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代為 
執行之。但情況急迫時，得逕予代為執行。 

第   76    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7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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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醫療機構執行感染控制措施查核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三日行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三００００九九一號令訂定發布全文九條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一月二十二日行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七０００００六二號令修正發布名稱及

全文十七條(原名稱：醫療(事)機構傳染病感染管制及預防接種措施查核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醫療機構應執行之感染控制措施如下： 

一、依醫療法規定申請設置之綜合醫院、醫院、專科醫院、慢性醫院、精 

    神科醫院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療機構：依本辦法所定之措施為 

    之。 

二、其他醫療機構：依主管機關之指示為之。 

第    3    條 醫療機構應設立感染控制專責單位，由醫療機構主管或副主管擔任召集人 

，並有合格且足夠之感染控制醫事人員負責推行感染控制作業，定期召開 

相關會議並留有紀錄備查。 

第    4    條 醫療機構應成立感染控制業務執行單位或部門，設置固定辦公空間，明訂 

執行感染控制業務之職責及組織圖，定期召開相關會議並留有紀錄備查。 

醫療機構內發生特殊狀況或大規模感染事件時，應機動增派支援人力協助 

相關事宜。 

第    5    條 醫療機構應建置感染控制監測機制，並備有執行醫療機構內感染控制作業 

統計及分析之必要資訊設備，以及留有相關年報及月報供查核。 

醫療機構於發生感染群突發事件時，應進行調查、撰寫報告，並向感染專 

責單位提出原因分析及後續改善之執行計畫。 

第    6    條 醫療機構應訂定洗手標準作業程序，並有充足且適當之洗手設備及管控與 

查核機制。門診、急診、檢驗或其他檢查部門、一般病房、隔離病房或特 

殊單位等之相關設備，均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7    條 醫療機構應訂定醫療相關感染控制標準作業程序，確實執行並視需要定期 

更新。 

第    8    條 醫療機構應有員工保健措施，對於高危險單位之工作人員，應定期提供胸 

部Ｘ光、疫苗注射等必要之檢查或防疫措施；並視疫病防治需要，進行員 

工健康狀況之瞭解及提供必要之配合措施。 

第    9    條 醫療機構應定期並持續辦理防範機構內工作人員感染之教育訓練及技術輔 

導。 

第   10    條 醫療機構應配合中央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指定通報之感染症、抗微 

生物製劑之抗藥性等事項進行監測、通報或防治工作。 

第   11    條 醫療機構應有防範感染相關防護裝備之物資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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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防護裝備之物資，應儲備適當之安全存量。 

第   12    條 主管機關查核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措施之基準，如附表。 

第   13    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轄區內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措施之作業情形； 

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協助或進行查核。 

前項地方主管機關查核，每年舉行一次；必要時，得增減之。 

第   14    條 主管機關實施前條查核時，得邀請相關機關代表或專家學者參加。 

第   15    條 主管機關實施查核時，查核人員應主動出示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並將查 

核事由及種類，以書面告知查核對象。 

第   16    條 主管機關實施查核時，醫療機構負責人或所屬工作人員應予配合，不得拒 

絕、規避或妨礙。 

前項查核發現有缺失時，主管機關應限期令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依 

本法相關規定處罰。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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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醫療機構執行感染控制措施查核基準 
項次 查核基準  
1  機構管理、組織及環境  
1.1  實行組織性的感染控制管理  
1.1.1  成立院內感染控制委員會  
1.1.2  成立感染控制部門  
1.1.3  依機構服務特性，聘有足夠之感染控制專業人力  
1.2  持續性改善院內感染控制品質  
1.2.1  定期檢討院內感染的發生情形及因應措施，並訂定改善方案  
1.3  為降低感染風險，提供安全、乾淨、合宜之照護環境  
1.3.1  設置方便及安全之洗手設備及相關硬體設施，訂有手部衛生標準作業程序，並有管

控與稽核機制  
1.3.2  隔離病房區域及門急診區應有良好的動線規劃與管制，以收治傳染病患  
1.3.3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落實通報各項防疫資源使用情形  
1.3.4  確實執行衛材、器械、機器之滅菌及環境清潔管理  
1.3.5  檢驗室訂有完善之安全防護管理規範與配套措施  
2  院內感染控制防治措施  
2.1  院內感染控制標準作業程序  
2.1.1  制訂感染控制手冊，確實執行並定期更新  
2.1.2  訂有院內發生群聚感染事件之處理機制  
2.1.3  訂有陪病及探病之原則或管理之標準作業程序  
2.1.4  院內販賣部（商店街）應有良好的院內感染控制措施  
2.2  危機處理  
2.2.1  訂有應變計畫，當大規模感染事件發生時，支援感染管制工作  
2.2.2  因應疫情，訂有緊急清空與消毒作業規範  
2.3  發燒篩檢及發燒病患處理  
2.3.1  訂有發燒篩檢及不明原因發燒病患處理之標準作業程序  
2.3.2  急（門）診針對不明原因發燒病患採取適當管制及隔離措施，並有良好動線規劃 
2.3.3  急（門）診對於不明原因發燒病患詢問旅遊史  
3  傳染病監測、通報與追蹤  
3.1  院內感染監測  
3.1.1  定期製作感染控制報表與群聚事件報告  
3.1.2  定期收集院內感染控制及國際最新傳染病疫情資料，並將訊息傳達予醫院相關單位

3.2  抗微生物製劑抗藥性監測及促進抗生素合理使用  
3.2.1  抗生素使用情形正確合理，訂有管制措施及執行情形記錄表  
3.2.2  應掌握全院性臨床分離菌株來源分布及抗生素感受性報告  
3.3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進行監測及通報  
3.3.1  訂有傳染病與院內疑似群聚感染監視通報機制，並有專職人員負責傳染病之通報與

追蹤管理  
3.3.2  訂有傳染病檢體運送標準作業程序  
3.4  疑似或確定法定傳染病病患之隔離措施與接觸者追蹤  
3.4.1  對於疑似或確定法定傳染病病患，訂有適當管制措施  
3.4.2  對於住院且確定為接觸傳染或呼吸道傳染之法定傳染病病患，建立完整的院內接觸

者之追蹤資料  
4  健康照護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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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查核基準  
4.1  員工保健措施  
4.1.1  訂有員工健康監測計畫  
4.1.2  訂有針扎事件之預防及處置措施  
4.1.3  定期提供員工胸部 X光檢查  
4.2  個人防護裝備  
4.2.1  員工清楚瞭解如何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4.2.2  防疫物資存量充足且貯存條件符合規定  
4.3  院內感染控制及傳染病教育訓練  
4.3.1  訂有完善之員工感染控制教育訓練計畫  
4.3.2  指派專人負責傳染病衛教工作  
4.3.3  配合主管機關指示之事項，辦理相關教育訓練  
5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示辦理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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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中有關工作人員身份名詞共計 5項（2.3、2.4、4.1、4.3、4.4），定義如下： 
專任：提供服務，且執業登記於該機構，如：專任主治醫師 
兼任：提供服務，但執業登記於其他機構，如：兼任主治醫師 
專職：本職，即原任職務，如：醫事檢驗師的專職為醫事檢驗業務 
兼職：在本職外，兼辦其他業務，如：感染控制醫事檢驗師的兼職為感染控制業務  
專責：專門負責某業務，且不限定該業務為其專職或兼職 

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1 持續性院內感染控制

品質改善 

  

可 1.1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是

否有所改善 
A：符合 B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落實執行院內感染控制品質改善計畫 
2. 前次建議事項已完全改善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訂有院內感染控制持續性品質改善計畫 
2. 75%≦前次查核建議事項已完全改善項目比例＜100% 

C：50%≦前次建議事項已完全改善項目比例＜75% 
D：25%≦前次建議事項已完全改善項目比例＜50% 
E：前次建議事項已完全改善項目比例＜25% 
本項免填：新設立機構第一次接受查核者本項免填 
 
註：有關前次（查核）建議事項之認定原則為前年度查核結果

評量為 D、E項目之改善事項均列計。 

1.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之認定原則」係指受查醫院之前
次建議事項已完全改善項目比例，僅以被評量為 D、E
項目列入計算，不將前一年度查核結果綜合評語列入。 

2. 受查醫院之「前次（查核）建議事項已完全改善項目比
例」，應於查核時確認前次（查核）建議事項之改善情

形，確實有改善之動機或事實，始得認定。 
3. 受查醫院之「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所述內容，若無

法對應本年度之基準及評分說明或限於設備等相關因

素而難以於短期內改善之項目，建議由查核團隊共同研

議是否列入評量及評分方式。 
4. 若受查醫院「無前次（查核）建議事項」，則僅以評分

說明 B-1「訂有院內感染控制持續性品質改善計畫」及
A-1「落實執行院內感染控制品質改善計畫」進行評量。 

 2 實行組織性的感染控

制管理 

  

 2.1 成立院內感染控制委

員會 
A：符合 B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依醫院規模或院內發生突發感染事件適當增加開會之頻
率，且成效良好 

2. 落實執行會議相關決議 

1. 鑒於醫院規模及組織架構不同，其委員會之設置亦有不

同，醫院如有下述情況均可認定： 
(1) 受查醫院設有多個委員會（如：院感委員會、結核
病防治委員會、抗生素管制委員會等），分別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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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委員會至少有 1位成員曾受流行病學訓練 
2. 委員會成員應包含內外科、急診部門、行政部門、護理部

門及醫檢部門代表 
3. 感控會議內容包含結核病、抗生素管制及傳染病疫情因應
等感控相關議題 

C： 
1. 設有院內感染控制委員會，具有組織章程及成員資料備查

2. 委員會主席為醫院主管(院長或副院長，且為醫師) 
3. 至少每 3個月召開一次會議且有會議紀錄備查，會議紀錄

均由院長批示，並有前次會議決議執行報告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專科醫院、未評鑑醫院或急性病床 49 床以下醫院適用以下
標準】 

A：符合 B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依醫院規模或院內發生突發感染事件適當增加開會之頻

率，且成效良好 
2. 落實執行會議相關決議 

B：符合 C項，且 
1. 設有院內感染控制委員會，具有組織章程及成員資料備查

2. 委員會主席為醫院主管(院長或副院長，且為醫師) 
3. 感控會議內容包含結核病及抗生素管制等議題 

C：至少每 3 個月召開一次全院性院內感染控制相關會議且有
會議紀錄備查，會議紀錄均由院長批示，並有前次會議決

議執行報告 
D：C項規定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委員會相關議題（如結核病診治、抗生素管制等）

定期開會討論，並有紀錄。 
(2) 受查醫院規模較小，該院感控相關議題亦可提至院
務會議討論，惟至少每三個月需做一次報告及討

論，並有紀錄備查。 
2. 若受評醫院為相關體系醫院，其感控委員會組織得以體

系規劃，共同召開會議，惟會議紀錄或追蹤辦理情形，

仍須呈現各院區執行情況。 
3. 如受查醫院之委員會多次未有感控相關議題或前次會
議決議執行追蹤，於查核時應視院方實際執行狀況，予

以建議改善。 
4. 評分說明 B-1「委員會至少有 1位成員曾受流行病學訓

練」，係指委員會成員有國內外公私立大專院校之公衛

科系所或有參加國內外學術機構、相關學（協）會規劃

之流行病學研習會或訓練課程，領有結業證書均可認

列。 
5. 評分說明 B-3「感控會議內容包含結核、抗生素管制及
傳染病疫情因應等感控相關議題」，各項議題討論頻次

可依據個案數、發生情形等進行調整。 
6. 評分說明 A-1「依醫院規模或院內發生突發感染事件適
當增加開會之頻率，且成效良好」係指醫院有針對院內

突發感染相關事件進行開會討論並有紀錄，前述會議未

限定須為「院內感染控制委員會」所召開之會議，若至

病房或其他相關單位討論或感染控制小組所召開之會

議亦可認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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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2.2 成立感染控制部門

(中心、室、小組) 
A：符合 B項，且感染控制作業相關人員配合良好，針對院內

感染控制議題執行 PDCA且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 

1. 感染控制部門為直接隸屬於院本部(院長室)下的獨立單位

2. 定期召開內部會議，並有會議紀錄備查 
C： 

1. 設有感染控制部門，應明訂工作職責及組織圖之定位；並
有專屬固定之辦公空間 

2. 總病床數500床以上醫院由感染症專科醫師負責業務推行

3. 總床數未滿500床醫院及專科醫院由感染症專科醫師或由
每年感控受訓學分達 20學分以上之醫師負責業務推行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 評分說明 C-1「專屬固定之辦公空間」係指感染控制部
門成員應有固定位置及專屬電腦設備。 

2. 評分說明 C-3「總床數未滿 500床醫院及專科醫院由感
染症專科醫師或由每年感控受訓學分達 20 學分以上之
醫師負責業務推行」，其「感控受訓學分」採從寬認定，

含括行政院衛生署委託辦理醫師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審

查認定及積分採認之醫學團體，其所認定之感染管制課

程積分或由感控相關學會及其他醫學相關單位辦理，且

內容為感控相關議題，經學分認定後，均可認計。 

 2.3 聘有感染症專科醫師 【總病床數 500床以上醫院】 
A：符合 B項，且每 300床聘有 1名專任感染症專科醫師 
B：符合 C項，且所有感染症專科醫師一年內感染控制訓練累

計學分達 20學分以上 
C： 

1. 每 500床聘有 1名專任感染症專科醫師；如屬專科醫院，
至少有1名兼任感染症專科醫師及由前一年參加專業學會

認可之感染控制訓練達 20 學分以上之醫師負責感管業務
推行 

2. 至少 50%以上感染症專科醫師，一年內接受感染控制訓

練，累計學分達 20學分以上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總病床數未滿 500床醫院】 
A：符合 B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感染控制訓練學分採從寬認定，含括行政院衛生署委託

辦理醫師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審查認定及積分採認之醫

學團體，其所認定之感染管制課程積分或由感控相關學

會及其他醫學相關單位辦理，且內容為感控相關議題，

經學分認定後，均可認計。 
2. 醫師人力核算期間為查核前一年 4月至查核當年 3月，
如遇醫師人力異動，人力缺額期間不得超過 4個月。其
人力待聘期間仍需指定醫師代理業務。專、兼任感染症

專科醫師人力均以前述原則核算。 
3. 評分說明【總病床數 500床以上醫院】C-1「每 500床
聘有 1名專任感染症專科醫師；如屬專科醫院，至少有
1名兼任感染症專科醫師及由前一年參加專業學會認可

之感染控制訓練達 20 學分以上之醫師負責感管業務推
行」之人力核算，總病床數 750床以內聘有 1名感染症
專科醫師即可，總病床數 751床（含）以上則需聘有 2
名感染症專科醫師，以此類推，惟委員仍需依原評分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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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1. 每 300床聘有 1名專任感染症專科醫師 
2. 未滿 300床醫院或專科醫院，聘有 1名專任感染症專科醫
師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300床以上未滿 500床之醫院聘有專任感染症專科醫師 
2. 未滿 300床醫院或專科醫院，聘有兼任感染症專科醫師 
3. 所有感染症專科醫師一年內感染控制訓練累計學分達 20
學分以上 

C： 
1. 300床以上未滿 500床之醫院，應聘有 1名兼任感染症專
科醫師及由前一年參加專業學會認可之感染控制訓練達

20學分以上之醫師負責感管業務推行；如屬專科醫院，可

由前一年參加專業學會認可之感染控制訓練達 20 學分以
上之醫師負責感管業務推行 

2. 未滿 300床醫院，可由前一年參加專業學會認可之感染控

制訓練達 20學分以上之醫師負責感管業務推行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註一：病床數之計算係指醫事管理系統登錄開放之總病床數。

註二：醫院聘任兼任感染症專科醫師每週支援總時數應達 4小
時以上(支援人力不限 1人；支援總時數不含門診看診時

數)，並實際從事感染控制工作，且須有正式聘書及衛生
單位之支援報備相關證明。 

註三：名詞定義 
(1) 專任感染症專科醫師：係指執業登記於本院之醫師，具
感染症專科醫師證書，負責推行並執行感染控制相關業

務。 
(2)兼任感染症專科醫師：聘請他院領有感染症專科醫師證

明之人力核算結果，給予醫院建議「醫師人力宜補足」

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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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書之醫師，協助推行感控相關業務。 
 2.4 聘有感染管制師 A：符合 B項，且 

1. 300床以上醫院，聘有專任感染管制醫檢師 
2. 未滿 300床醫院，聘有專任感染管制護理師及兼職感染管

制醫檢師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300床以上醫院，每 300床聘有 1名專任感染管制護理師

2. 未滿 300床醫院，聘有兼任感染管制護理師 
3. 所有感染管制師每年內接受感染控制訓練，累計學分達 20
學分以上 

C： 
1. 300床以上醫院，每 300床聘有 1名專任感染管制護理師，

其人力缺額在 20%以下者 
2. 未滿 300床醫院，須有專人負責感染控制業務推行 
3. 至少 50%以上感染管制師或負責感控業務專人，每年內接

受感染控制訓練，累計學分達 20學分以上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註一：病床數之計算係指醫事管理系統登錄開放之總病床數。

註二：醫院聘任兼任感染管制護理師每週支援指導感控工作時

數，100 床以上應達 8 小時以上，未滿 100 床者應達 4
小時以上，且須有正式聘書及衛生單位之支援報備相關

證明。 
註三、名詞定義 

(1)專任感染管制護理師：係指執業登記於本院之護理師或

護士，具感染管制師證書，負責執行感染控制相關業務。

(2)兼任感染管制護理師：係指聘請他院領有感染管制師證

書之感染管制護理師，協助推行感控相關業務。 

1. 感染控制訓練學分採從寬認定，含括行政院衛生署委託

辦理醫師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審查認定及積分採認之醫

學團體，其所認定之感染管制課程積分或由感控相關學

會及其他醫學相關單位辦理，且內容為感控相關議題，

經學分認定後，均可認計。 
2. 評分說明 C-1「300床以上醫院，每 300床聘有 1名專
任感染管制護理師，其人力缺額在 20%以下者」，前述
人力缺額係以床數作換算，換算表如下： 

總床數 300-360 ＞360 ＞720 ＞1080 
專任感染管

制護理師數
1 2 3 4 

總床數 ＞1440 ＞1800 ＞2160 ＞2520 
專任感染管

制護理師數
5 6 7 8 

總床數 ＞2880 ＞3240 ＞3600 ＞3960 
專任感染管

制護理師數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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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3)兼職感染管制醫檢師：係指聘請領有感染管制師證書之

感染管制醫檢師，協助推行感控相關業務。 
(4)專人：係主要負責執行感染控制相關業務，但尚未取得

感染管制師證書者。 
 2.5 定期收集院內感染控

制及國際最新傳染病

疫情資料，並將訊息

傳達予醫院相關單位 

A：符合 B項，且醫院管理階層對於感控單位所執行的資訊提

供及教育活動，能提供經濟、人力及場所的實質支援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感染控制部門備有感染控制相關雜誌或期刊 
2. 規劃網路資訊平台定期更新傳染病與感染控制相關資訊 

C： 
1. 定期檢索文獻或網際網路，取得最新資訊，並傳達醫院各

單位 
2. 工作人員清楚知道可從何處獲得最新感控資訊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院內感染控制及國際最新傳染病疫情資料」可以紙本或

資訊化方式呈現，惟需現場抽查工作人員，確認其是否能

及時查詢所需資訊，且能即時列印部份文件以供委員查詢

資料之正確性。 

 2.6 具有結核病診治機制 A：符合 B項，且以胸腔科或感染科主任或感染控制部門主管
或副院長以上層級擔任結核病委員會主任委員 

B：符合 C項，且每個月開會討論結核病病例治療現況 
C： 

1. 有成立常規運作的結核病委員會，前一年通報病例＜50
例者，可由感染控制委員會兼辦結核病防治業務 

2. 收治≧50 例結核病例之醫院，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報告

收治中之結核病病例診治現況 
3. 結核病委員會平時負責審核院內開出之抗結核藥物處方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未收治結核病個案醫院適用標準】 

1. 有個案發現的標準作業流程 

1. 評分說明所提之「結核病委員會」，鑒於各家醫院辦理

結核病防治業務單位名稱不盡相同，委員查核時不須拘

泥於單位名稱，重點為確認該單位具有辦理結核病防治

業務功能。 
2. 【未收治結核病個案醫院適用標準】之評分說明「2.依
常規執行住院病人胸部 X光檢查」，其胸部 X光檢查對
象應排除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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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2. 依常規執行住院病人胸部 X光檢查 
3. 門診病人接觸史及結核病疑似症狀問診、胸部 X光及痰液
相關檢查 

4. 留有相關紀錄文件備查 
A：上述項目全部達成者 
B：達成 3項指標者 
C：達成 2項指標者 
D：達成 1項指標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3 院內感染防治規定   
 3.1 制訂感染控制手冊，

確實執行並定期更新 
A：符合 B項，且實際抽查臨床工作人員能依感染控制手冊執

行感染控制措施 
B：符合 C項，且有專人定期蒐集國內外感染防治的相關規定，

參考有科學根據之建議事項，並依據醫療院所特性，適時

訂定或修訂感染控制手冊 
C： 

1. 制訂感染控制手冊且發給相關部門確實執行 
2. 手冊內除了記載組織體制之外，應記述具體的感染控制對

策及相關人員的感染處理對策 
3. 手冊內應涵蓋標準防護措施(Standard Precaution)、不同感

染途徑防護措施(如空氣感染防護措施、飛沫感染防護措
施、接觸感染防護措施等) 

4. 針對醫院服務特性，訂定其他執行各項醫療行為之感染控

制標準作業程序，例如侵入性醫療感染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 有關各院制訂之感染控制手冊、院內感染相關作業所使
用名稱，不限定使用「院內感染（Nosocomial Infection）」
或「醫療照護相關感染（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HAI）」，查核時不以詞彙之使用評斷內容更新情形。 

2. 評分說明 B所提「專人」係指專責人員負責；「適時訂
定或修訂感染控制手冊」，則於實地查核時依據手冊的

版本、內容與實際狀況做判斷，確認是否定期更新： 
(1) 建議醫院應有 3 年更新之機制，針對手冊進行整體

之審視與修訂。 
(2) 因應感控發展（如政策配合、疫病、感控新知、

MDRO感控政策等）適時更新。 
3. 評分說明 A 所提「實地抽查臨床工作人員」之抽查對

象包含醫師、護理人員至少各 1名，抽查內容則應包含
傳染病通報、PPE穿脫、隔離措施。 

 3.2 定期對院內感染的發

生及其動向開會檢討

分析，並訂定改善方

A：符合 B項，且根據監測資料及修訂之方案，改善院內感染，

著有成效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評分說明 B-2所提「進行監測之適用範圍」係指院內所

有重症照護單位及加護病房，包含 RCC。 
2. 評分說明 A 所提「根據監測資料及修訂之方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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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案 1. 確實分析數據並定期檢討修訂相關機制、對應措施、感染

指標種類等 
2. 針對中央靜脈導管、存留導尿管、呼吸器等侵入性醫療裝

置的使用人日數與相關感染密度進行監測 
3. 將院內感染個案資料通報至疾病管制局台灣院內感染監

視資訊系統 
C： 

1. 依醫院之機能及規模，除抗甲氧苯青黴素金黃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感染
病例之外，亦能掌握手術部位感染率及件數，或加護病房

等處理重症病人部門之血流感染、尿路感染及肺炎感染率

等重要感染指標 
2. 明確訂定迅速察知病房的菌種分離率發生變化之機制，並

且採取對應措施 
3. 感染管制指標能回饋相關醫護人員，以致力於改善措施 
4. 制訂具體的改善方案並確實實施 
5. 應統計所收院內感染個案中之細菌培養陽性率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專科醫院、未評鑑醫院或急性病床 49 床以下醫院適用以下
標準】 

A：符合 B項，且根據修訂之方案，改善院內感染，著有成效
者 

B：符合 C項，且確實分析數據並有具體可行之改善措施 
C： 

1. 應建置感染管制監測機制 
2. 應每個月統計及分析院內感染事件，並留存各種報表及呈

核紀錄 

院內感染，著有成效」應不予特別限定其執行方式或手

法（工具）。 
 
【疾病管制局補充說明】 

評分說明 B-3院內感染監視通報系統僅採計正式機資料（即

線上通報及交換中心正式通報），且需通報 6個月以上感染
個案及各病房住院人日數之月維護資料。 



附件 3、98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 

 

47

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3. 定期於感染控制委員會報告監測成果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3.3 院內發生群聚感染事

件之處理 
A：符合 B項，且品質改善計畫確實實施並有成效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針對院內發生之感染群突發事件提出品質改善計畫 
2. 納入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C：  
1. 訂有院內群聚感染發生之危機處理標準作業流程 SOP 
2. 針對有發生之院內群聚感染有事件調查處理報告 
3. 如院方無法處理時，有尋求協助之應變機制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 若醫院未發生院內群聚感染事件，其訂有院內群聚感染

發生之危機處理標準作業流程，並訂有尋求協助之應變

機制，即達成 C之要求。 
2. 評分說明 A及評分說明 B-1所提「品質改善計畫」，所
指品質改善、品管方法由醫院於實地查核時提出具體事

證即可，應不予特別限定其執行方式或手法（工具）。 

 3.4 訂有陪病及探病之原

則或管理之標準作業

程序 

A：符合 B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因應特殊疫情，及時修訂陪病及探病之原則或管理之標準

作業程序 
2. 落實執行醫院內訂定之各項陪探病管理作業程序 

B：符合 C項，且納入相關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C： 

1. 訂有完整的陪病及探病管理作業程序(SOP) 
2. 適時檢討更新相關 SOP 
3. 第一線工作人員清楚瞭解陪病及探病規範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 評分說明 C-2「適時檢討更新相關 SOP」比照感染控制
手冊之更新頻率（建議醫院應有 3 年更新或因應感控疫

情發展適時更新）。  
2. 評分說明 A-1「因應特殊疫情，及時修訂陪病及探病之
原則或管理之標準作業程序」，其「特殊疫情」應包含

院內發生之疫情，且因應疫情之不同，陪探病原則應有

相對應之修訂，無法以通則涵蓋之。 
3. 評分說明 A-2「落實執行醫院內訂定之各項陪探病管理

作業程序」，應由醫院呈現平時及因應特殊疫情陪探病

管理作業之具體作為。 

可 3.5 訂有販賣部(商店街)
院內感染控制措施 

A：符合 B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因應特殊疫情，及時修訂醫院販賣部(商店街)院內感染控
制措施 

2. 落實執行醫院內訂定之各項販賣部(商店街)院內感染控制
措施 

1. 評分說明 A-1「因應特殊疫情，及時修訂醫院販賣部(商
店街)院內感染控制措施」，其「特殊疫情」應包含院內
發生之疫情。 

2. 評分說明 A-2「落實執行醫院內訂定之各項販賣部(商
店街)院內感染控制措施」，應由醫院呈現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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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B：符合 C項，且納入外包、承攬商派駐院區人員及相關員工
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C： 
1. 依據醫院醫療服務特性，訂有醫院販賣部(商店街)院內感
染相關管制措施，其中應包含環境清潔及人員管理等規範

2. 適時檢討更新相關 SOP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本項免填：無設置販賣部(商店街)者 
 
註：販賣部(商店街)係指院內設有販賣部、商店、餐廳等，並

有販賣行為屬之(不包含販賣機) 。 
 4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

傳染病進行監測及通

報 

  

 4.1 訂有傳染病監視通報

機制，並有專人負責

傳染病之通報並主動

與當地衛生機關連繫 

A：符合 B項，且肺結核通報個案初次痰塗片套數 3套(含)以
上者達 90%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傳染病通報之病例數均有統計並建檔 
2. 肺結核通報個案初次痰塗片套數 3套(含)以上者達 85% 
3. 以網路方式進行傳染病通報 

C： 
1. 具有傳染病監視通報機制，並有專責人員負責通報與聯繫

事務 
2. 訂有院內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相關作業程序，並有專責人
員負責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業務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評分說明 C-2所提「傳染病檢體」，係指所有可能發生傳染
之檢體均須訂有包裝及運送標準作業流程，非僅針對法定

傳染病之檢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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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專科醫院、未評鑑醫院或急性病床 49床以下醫院適用以下
標準】 

A：符合 B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以網路申報方式進行通報 
2. 定期檢討通報機制之適用性 

B：符合 C項，且病例數均有統計並建檔 
C： 

1. 具有傳染病監視通報機制，並有專責人員負責通報與聯繫

事務 
2. 訂有院內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相關作業程序，並有專責人
員負責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業務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註一：傳染病檢體不僅限於運送至衛生單位之疑似法定傳染病

檢體，包含一般外送進行微生物等檢驗之檢體。 
註二：全年度未有傳染病檢體之運送醫院，仍應訂有傳染病檢

體包裝運送相關作業程序機制，且熟悉傳染病檢體包裝

運送作業流程。 
可 4.2 設有住院病人咳嗽監

測機制，以利結核病

個案之早期診斷 

A：符合 B項，且定期評估並製作分析報告，執行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對於列管個案有完整的追蹤紀綠 
C： 

1. 醫院內訂有咳嗽監測機制，並有作業流程 SOP，常規執行

並記錄 
2. 對於未明原因咳嗽五天以上住院病人進行追蹤列管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本項免填：無提供住院服務者，本項免填 
 

1. 受查醫院是否「無提供住院服務」應由衛生局認定，以
確認本項是否進行評量，惟醫院若有呼吸照護、精神護

理之家等其他慢性疾病病人使用急性病床者，本項仍須

評量。 
2. 評分說明 C-2「對於未明原因咳嗽五天以上住院病人進

行追蹤列管」係指咳嗽「未明原因」之病人，已診斷出

特定病因者不需列管。 
3. 評分說明 B所提「完整的追蹤紀錄」應包含追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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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可 4.3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個

案管理工作 
A：符合 B項，且列管中照護之結核病新案(含新發現及重開案)
達每 100人以上，設置專任結核病個案管理專員 1人，並
依列管個案人數成比率增設個案管理專員人數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為專職人員負責結核病個案管理工作 
2. 領有疾管局個案管理專員認證 

C：有專責人員負責結核病個案管理工作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本項免填：未收治結核病個案之醫院 

評分說明 A所提「列管中照護之結核病新案若增加至滿 100
人，增設個案管理師人數」之判定原則建議以 150人以內
設置 1名個案管理專員，151人（含）以上設置第 2名個案
管理專員為增設原則，以此類推。 

 4.4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人

衛教工作 
A：符合 B項，且執行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負責結核病衛教人員具有結核病個案管理專員認證或每

年接受結核病防治訓練時數達 10小時者 
2. 各項衛教資源、教材資料豐富 

C：指派專責人員負責結核病衛教工作，並有具體衛教內容及
成果者，如衛教項目、對象、方式、接受衛教人數等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針對「未收治結核病病人之醫院」亦應評量此項，若醫院

未曾收治或通報結核病人，應對一般民眾辦理結核衛教之

講座。 

 5 發燒篩檢及發燒病人

處理 

  

 5.1 院內具有發燒篩檢及

不明原因發燒病人處

理之機制 

A：符合 B項，且有評核機制，執行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有配套的個案隔離防護措施、採檢送驗、追蹤管理等規

範，且有執行紀錄 
2. 納入相關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C： 
1. 訂有發燒篩檢及不明原因發燒病人處理標準作業程序

(SOP)，第一線工作人員均瞭解 SOP，且有定期檢討更新

評分說明 C-3「急診檢傷站及診療處、門診診療處置有最新

傳染病疫區及國內外疫情相關資料」可以紙本或資訊化方

式呈現，惟需現場抽查工作人員，確認其是否能及時查詢

所需資訊，且能即時列印部份文件以供委員查詢資料之正

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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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2. 急診、門診有提示醫師詢問旅遊史(travel history)、職業別
(occupation)、接觸史(contact history)及是否群聚(cluster)
之機制 

3. 急診檢傷站及診療處、門診診療處置有最新傳染病疫區及

國內外疫情相關資料 
4. 急診檢傷分類站對於不明原因發燒病人有管制及隔離措

施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可 5.2 急診空間與動線規劃

適當 
A：符合 B項，且有評核機制，執行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納入相關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C： 

1. 病人就診動線規劃適當 
2. 收治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其人員穿脫 PPE及廢棄物清

理之動線規劃適當，並有適當的配套處理措施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本項免填：無提供急診服務，本項免填 
 
註：原則上內化困難無法規劃專屬動線的醫院，仍須備有完整

的配套應變措施。 

1. 受查醫院是否提供急診服務應由衛生局認定，以確認本
項是否進行評量。 

2. 評分說明「註」所提「內化困難無法規劃專屬動線的醫

院，應規劃完整配套應變措施」，係指至少每年演練 1
次，備有相關紀錄可查；演習紀錄可包含參與人員、照

片、檢討紀錄等。 

 6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

人之隔離措施與接觸

者追蹤 

  

可 6.1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

人，有適當管制措施 
A：符合 B項，且執行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納入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C： 

1. 訂有疑似或確定之結核病個案隔離措施及接觸者疫調追

蹤標準作業程序(SOP) 

【疾病管制局補充說明】 

本基準所指「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非僅限於『法定』

傳染病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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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2. 訂有其他疑似或確定之傳染病個案隔離措施及接觸者疫

調追蹤標準作業程序(SOP) 
3. 配合政策規範，定期檢討更新 SOP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本項免填：無門急診及住院服務，僅從事勞工體檢業務者，本

項免填 
 6.2 其他住院且確定為接

觸傳染或呼吸道傳染

之傳染病病人，有完

整的院內接觸者的追

蹤資料 

A：符合 B項，且執行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納入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C： 

1. 訂有完整的接觸者追蹤機制 
2. 配合政策規範，定期檢討更新 SOP 
3. 院內接觸者均有造冊，且列管追蹤健康狀況或轉介衛生單

位；追蹤期間為其所接觸病人所罹疾病之二倍潛伏期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註一：「院內接觸者」係指住院確定個案於入院當時尚未診斷

為傳染病病人，但住院一段期間後才被確認，自病人入

院之日至確定之日這段期間，在未經適當防護下有接觸

該病人之醫院工作人員及同一病室之病人為須追蹤之

「院內接觸者」。 
註二：未有於住院一段期間後才被確定之其他接觸傳染或呼吸

道傳染傳染病病人者，仍應有「院內接觸者」追蹤列管

機制。 
註三：鑒於結核病的院內接觸者追蹤情形已列入項次 6.3 查

核，因此本項次主要係針對其他經接觸傳染或呼吸道傳

染之傳染病。 
 

【疾病管制局補充說明】 

本基準所指「其他住院且確定為接觸傳染或呼吸道傳染之

傳染病病人」非僅限於『法定』傳染病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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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6.3 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

病人，有完整的院內

接觸者的追蹤資料 

A：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對痰抹片陰性，但培養鑑定為結核分枝桿菌病人之院內接
觸者，可提出追蹤列管相關資料之比率 

2. 針對身分為醫院工作人員之院內接觸者，有主動提供結核
病感染的診斷及治療 

3. 對院內接觸者(含病人及家屬)仍持續追蹤，當其於追蹤期
間出院，有主動轉介至轄區衛生主管機關持續追蹤 

4. 對身分為醫院工作人員之院內接觸者，當員工於追蹤期間
離職，有主動轉介至轄區衛生主管機關接續追蹤之機制 

B：符合 C項，且有達到前項 A級標準指標一至二項者 
C： 

1. 訂有完整的接觸者追蹤機制 
2. 痰抹片陽性結核病人之院內接觸者中，有提出追蹤列管相

關資料之比例≧90% 
3. 有將此機制納入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D：痰抹片陽性結核病人之院內接觸者中，有提出追蹤列管相

關資料之比例介於 50%-89%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註一：院內接觸者係指：同病室的其他病人、家屬及醫療照護

工作人員，且未佩戴 N95 口罩以上等級防護裝備與指
標病人接觸一天內 8 小時（含）以上或於指標病人可傳
染期期間累積 40 小時者，可傳染期之核計以「病人有
呼吸道症狀日或痰抹片陽性採痰日」的前三個月起算。

註二：痰抹片陽性肺結核病人之院內接觸者係指住院個案於入

院當時尚未診斷為肺結核，但住院一段期間後才因痰抹

片陽性而隔離，自其入院至隔離這段期間，有與其接觸

之醫院工作人員及同一病室之病人須列為追蹤者。 
註三：痰抹片陰性但培養鑑定為結核分枝桿菌肺結核之院內接

1. 評分說明 C-2「痰抹片陽性結核病人之院內接觸者中，
有提出追蹤列管相關資料之比例≧90%」應由醫院提供
追蹤者提列清單之紀錄。 

2. 評分說明 A-2「針對身分為醫院工作人員之院內接觸
者，有主動提供結核病感染的診斷及治療」即指醫院應

訂有該類機制，若有實際執行時，則需有紀錄。 
3. 評分說明「註一」之查核共識為： 

(1) 若發生於加護病房時，若其院內接觸者為「病人」，

則開放空間以同一區域計，完全隔間病室則以單一

病室計，未完全隔間病室視同開放空間；若院內接

觸者為「醫療照護工作人員」，則不論加護病房形

式為開放空間或隔間病室，皆以整個加護病房計。 
(2) 經疾病管制局權責單位研議有關「防護裝備」之定
義，為有效防止吸入帶有結核菌之飛沫，應使用可

有效過濾 1μm大小飛沫之防護口罩。N95口罩可
過濾 95%之 0.3μm 大小之飛沫，因此，基於本項
基準為「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病人，有完整的院內

接觸者的追蹤資料」，對於醫療院所內進入高危險

地區的所有人員均建議使用 N95 口罩來防範發生

結核菌感染。因此，至少應妥善配戴 N95以上等級
口罩，始可視為有適當防護裝備。 

 
【疾病管制局補充說明】 

評分說明 A-3所提「主動轉介」應由醫院提供「主動轉介」
之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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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觸者係指住院個案於入院當時尚未診斷為肺結核病，但

其住院一段期間後才因痰培養陽性而隔離或甚至在結

果驗出前已出院，自病人入院之日至隔離或出院之日這

段期間，有接觸該病人之醫院工作人員為須追蹤者。 
註四：所謂列管係指：(1)院內接觸者皆列有名冊並有接受衛教

(如：結核病防治知識、二年內若有疑似結核病症狀應儘

速就醫檢查等)。(2)接觸者身分為同一病室病人，若仍

在住院中應追蹤列管三個月；身分為醫院工作人員應追

蹤列管二年，並每年按規定進行胸部 X光檢查。 
註五：無住院一段期間後才被確定之住院確定結核病病人者，

仍應有「院內接觸者」追蹤列管機制。具有正確完整機

制者可勾選為 B、具有機制但不完整者可勾選為 C、未
具有機制者可勾選為 D。 

 7 員工保護措施   
 7.1 有院內全體員工體溫

監測計畫 
A：符合 B項，且執行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納入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C：  

1. 訂有院內全體員工體溫監測計畫，且應包含外包工作人員
2. 有員工不明原因發燒之處理 SOP 
3. 相關規範定期開會檢討更新 
4. 留有醫事人員及行政人員最近一年體溫異常追蹤及處理

紀錄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 評分說明 C-1「訂有院內全體員工體溫監測計畫」與
C-2 所提「有員工不明原因發燒之處理 SOP」，內容呈
現於院內工作手冊或感染管制網頁上且定期更新者，均

得認定。 
2. 評分說明 C-4「留有醫事人員及行政人員最近一年體溫

異常追蹤及處理紀錄」，若受查醫院規模較小，僅有少

數工作人員，則其一年內無體溫異常紀錄，可視實際情

形認定。 
3. 評分說明 A「執行成效良好」之認定原則為受查醫院具

備有詳細之體溫監測計畫與員工不明原因發燒之處理

SOP（內容包含對象、方法、追蹤紀錄等），並以 PDCA
等方式分析，足以呈現其成效者。 

 7.2 針扎事件的預防及處

置 
A：符合 B項，且對個案有詳盡的列管追蹤紀錄，檢討根本原

因，有效執行針扎之預防 
B：符合 C項，且有實行事件發生後追蹤的機制，並嚴格執行

1. 評分說明 C-1「各病房及護理站應具有能安全處理感染

性廢棄物及針類廢棄物的容器」，係指為硬殼並標示有

Bio-hazard之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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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者 
C：  

1. 各病房及護理站應具有能安全處理感染性廢棄物及針類

廢棄物的容器 
2. 工作人員應明確知悉採血後的針頭及注射器之處理步驟 
3. 應明確訂定暴露於 HIV 危險環境時之相關處理流程，受

針扎者應依醫囑儘速於「台灣地區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

之尖銳物扎傷處理流程進行處理 
4. 對有可能接觸到血液、體液的工作人員，若 B型肝炎表面
抗原及表面抗體為陰性者，施行 B型肝炎疫苗接種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2. 評分說明 C-2「工作人員應明確知悉採血後的針頭及注
射器之處理步驟」，係指前述情形之處理步驟須記載於

院內工作手冊或感染管制網頁，實地查核時亦可詢問工

作人員以確認其瞭解相關處理步驟；且處理步驟勿以

「針頭、針筒不得分開丟棄」為評量依據。 
3. 評分說明 C-3有關受針扎者其經費申請、個案心理諮商

與衛教、確實執行後續追蹤管理等處理流程進行瞭解及

輔導。 
4. 評分說明 C-4「對有可能接觸到血液、體液的工作人員，

若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為陰性者，施行 B 型
肝炎疫苗接種」，若有拒絕施打 B型肝炎疫苗之員工，
則須具有其簽署之切結書備查。 

5. 若受查醫院為特殊醫療單位（例如：提供針頭予毒癮戒

斷病人）之情形，則須有教導病人安全處理針類廢棄物

之衛教。 
6. 若受查醫院非「愛滋病指定醫院」，應輔導其訂定轉介

流程及時效性。 
 
【疾病管制局補充說明】 

1. 有關評分說明 C-3 所提尖銳物扎傷處理流程中「愛滋

病指定醫院」及「非愛滋病指定醫院」處理流程之作業

重點如下： 
(1) 愛滋病指定醫院：由感染科醫師先瞭解扎傷之狀況

及血液交流情形，評估是否需使用抗愛滋病毒預防

性用藥，若指定醫院之醫師仍有疑義，應撥打 1922
民眾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轉針扎處理專線，與針扎

處理諮詢醫師共同評估是否需使用抗愛滋病毒預

防性用藥，若需進行預防性用藥，需儘快於針扎後

24小時內服藥。（最晚不應超過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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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2) 非愛滋病指定醫院：感染科或其他科醫師應先瞭解
扎傷之狀況及血液交流情形，再撥打 1922 民眾疫
情通報及諮詢專線轉針扎處理專線諮詢，若評估需

進行預防性用藥，需於針扎後 24 小時內轉介至愛
滋病指定醫院。 

2. 各醫院內應自行訂定 HIV 針扎、體液暴觸之相關費用

支付與請假流程，並依「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防治

療費用給付辦法」規定，於事發後 6個月內函文檢具下
列資料，向疾病管制局申請預防性用藥之費用補助。 
(1) 申請單位之領據 
(2) 醫療費用收據正本（應貼妥於申請單位之黏貼憑證

並完成核銷程序） 
(3) 費用明細（足以區分抗人類免疫缺乏病毒藥品費及

藥事服務費單項費用） 
(4) 病歷摘要 
(5) 事發過程描述紀錄 
(6) 扎傷報告單及針扎血液追蹤紀錄 

 7.3 員工胸部 X光檢查 A：一年內的胸部 X光達成率達 100%者 
B：95%≦一年內的胸部 X光達成率＜100% 
C： 

1. 所有與病患直接接觸之醫療相關工作人員及其他常駐工

作人員(含外包人力)，需定期進行胸部 X光檢查，並有檢
查結果追蹤及異常處理紀錄 

2. 90%≦一年內的胸部 X光達成率＜95% 
D：85%≦一年內的胸部 X光達成率＜90% 
E：一年內的胸部 X光達成率＜85% 
 
註一：達成率之計算得扣除經評估不適合接受胸部 X光檢查之

員工。 

1. 評分說明 C-1「所有與病人直接接觸之醫療相關工作人

員及其他常駐工作人員(含外包人力)」係由醫院自行界

定含括之單位並於查核時提出；且上述人員需「定期」

進行胸部 X 光檢查係指每年一次；而若非與病人直接

接觸之工作人員則依據勞工健康保護規則，依年齡區分

檢查之頻率。 
2. 符合評分說明 A、B之前提均應符合 C-1之規範內容，
始得認定。 

3. 評分說明「註二」所提「常駐人員」係指駐達 3個月以
上之人員，非實際工作天數之累計。 

 
【疾病管制局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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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註二：常駐人員係指在該院駐達 3個月以上之人員。 評分說明 C-1 所提人員之 X光檢查紀錄可認計過去任職醫

院之檢查，唯須提供期限內之報告。 
 7.4 

新增

項目

本年

度以

試評

方式

執行 

訂有醫療照護人員預

防接種防疫措施，並

據以落實執行 
 

A： 符合 B項，且 
1. 針對疫情流行時期或計畫性推動在職員工，提供院內醫療

照護人員疫苗注射 
2. 對計畫接種對象拒絕接受預防接種之原因，進行分析檢討

B： 符合 C項，且： 
1. 落實醫療照護人員預防接種相關措施 
2. 對異常事件個案列管追蹤，定期分析事件發生情形，並檢

討改善 
C： 

1. 規劃實施醫療照護人員預防接種相關措施，含醫療照護人

員免疫力證明文件 
2. 有關「預防接種」之內容，應至少包含「B型肝炎疫苗」、
「流感疫苗」；其他疫苗則依醫院屬性、規模及照護對象

特性等因素評估感染風險與相關措施之成本效益，規劃預

防接種 
3. 規範新進人員應備有免疫力證明文件（疫苗接種紀錄或抗

體檢驗陽性報告） 
4. 訂有針對因暴露於感染疫苗可預防疾病之病人而導致醫

療照護人員發生感染的異常事件處理流程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註一：醫療照護人員係指第一線會接觸到病人的醫療照護人

員，包括醫師、護理人員、檢驗技術人員、緊急救護醫

療人員、醫療輔助技術人員、看護人員等，整學期固定

在地區級以上教學醫院執勤之醫事實習學生及政策預

防接種推廣計畫醫院涵蓋之對象。 

1. 本基準所指之免疫力證明文件係指疫苗接種紀錄或抗

體檢驗陽性報告，文件格式可參考「醫療照護人員預防

接種建議」之附件。 
2. C-3「規範新進人員應備有免疫力證明文件」所提新進

人員於係指本（99）年度到職者；所提供免疫力證明文

件，至少包含 B型肝炎疫苗。 
3. 評分說明 C-4「訂有針對因暴露於感染疫苗可預防疾病

之病人而導致醫療照護人員發生感染的異常事件處理

流程」之「異常事件」非僅指「群突發事件」或「因預

防接種產生不良反應之事件」，而是包含所有群聚或散

發之醫護人員感染疫苗可預防疾病之事件處理流程。 
4. 評分說明「註一」所提「整學期」之定義，係指學生於

學期期間至受查醫院實習，不論天數長短均屬之。 
5. 評分說明「註二」所提「預防接種」之內容，應至少包

含「B型肝炎疫苗」或「流感疫苗」；其他疫苗則依醫

院依屬性、規模及照護對象特性等因素評估感染風險與

相關措施之成本效益規劃預防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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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註二：依疾病管制局訂定「醫療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由

醫院依屬性、規模及照護對象特性等因素評估感染風險

與相關措施之成本效益，規劃員工的預防接種計畫；建

議接種疫苗種類含 B型肝炎疫苗、流感疫苗、麻疹腮腺

炎德國麻疹疫苗、水痘疫苗、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疫苗、

肺炎鏈球菌疫苗、A型肝炎疫苗等。 
 8 個人防護裝備(PPE)   
 8.1 員工清楚瞭解如何使

用個人防護裝備 
A：符合 B項，且定期實施裝備抽查及實地演練，並檢討改善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防護裝備的使用方法及步驟正確，依不同情況著適當防護

裝備，可抽問醫護同仁急救插管時及遇到不明原因發燒病

人時該有的自我防護裝備 
2. 定期辦理 PPE教育訓練，並完成測試 

C： 
1. 依不同狀況訂定符合機構實務需求的個人適當防護裝備

使用標準且定期檢討更新 
2. 實地查看急診室、氣管鏡室、隔離病房、中央供應中心等

單位是否依需求備有 N95口罩、髮帽、護目設備、面罩、
手套、連身型防護衣、隔離衣等裝備 

3. 隨機抽選該單位人員檢視其穿戴之 PPE 是否符合該單位
應穿戴之標準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 評分說明 C-1「依不同狀況訂定符合機構實務需求的個

人適當防護裝備使用標準且定期檢討更新」，係指其內

容須記載於院內工作手冊或感染管制網頁。 
2. 評分說明 C-3「隨機抽選該單位人員檢視其穿戴之 PPE
是否符合該單位應穿戴之標準」，其穿戴標準係依據行

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布之「個人防護裝備使用建

議」，並以評分說明 C-2 所列單位（即急診室、氣管鏡

室、隔離病房、中央供應中心）之「工作人員」作為隨

機抽測對象。 
3. 評分說明 B-2「定期辦理 PPE教育訓練，並完成測試」

定期係指至少每年一次，而教育訓練辦理單位不限於感

染管制單位，但須有紀錄備查。 

 8.2 防疫物資貯存符合規

定 
A：符合 B項，且未被列入逾期未登錄單位名單 
B：符合 C項，且防疫物資貯存、領用及耗損留有完整記錄備

查 
C： 

1. 防疫物資(N95 口罩、防護衣、外科手術口罩)儲存量符

合「防疫物資及資源建置實施辦法」相關規定 

評分說明 C-3「定期登錄防疫物資管理資訊系統(MIS)，逾
期登錄次數＜3次」逾期登錄次數由衛生局於查核前事先提

供相關資料予受查醫院。 
 

【疾病管制局補充說明】 

評分說明 C-1 有關防疫物資（N95 口罩、防護衣、外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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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2. 防疫物資儲存條件(溫度、濕度、置於貨架、分類貯存

及使用紀錄)符合規定 
3. 定期登錄防疫物資管理資訊系統(MIS)，逾期登錄次數

＜3次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術口罩）儲存量符合「防疫物資及資源建置實施辦法」相

關規定，因配合 H1N1疫情等級提升，MIS系統曾於 98 年

4月 30日及 11月 2日調升醫院庫存量稽催門檻，故該 2日
系統「庫存不足」紀錄不列為未達成 C-1之缺失。 

 9 為降低感染風險，提

供安全、乾淨、合宜

的照護環境 

  

 9.1 洗手設備及相關硬體

設施之方便性及安全

性 

A：符合 B項，且執行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洗腎室、ICU等特殊單位每床放置一瓶乾洗手液 
2. 設備功能良好，並有維護保養資料備查 

C：  
1. 洗手設備之位置及數量合乎實際需要 
2. 設置非手控式水龍頭，如：肘動式、踏板式或感應式水龍

頭等 
3. 醫療照護相關單位洗手設備應備有液態皂、消毒劑及擦手

紙或具足夠去污作用手部消毒劑及擦手紙 
4. 備有方便可及且數量足夠之酒精性乾性洗手液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 有關分裝之乾洗手液在其分裝瓶身標示有效期限及成
分標示不列為評分依據。 

2. 考量專科醫院或兒科等病房照護之特殊性，相關設備及

措施應評估病人安全等可能發生之風險，因地制宜調整

酒精性乾洗手液擺放位置(如放置於護理站、醫療照護

人員隨身攜帶乾性洗手液等)。  
3. 評分說明 C-1「洗手設備之位置及數量合乎實際需要」

之洗手設備係指濕洗手設備，ICU 2 床或 2 個隔間
（cubic）之間至少設有一洗手台，醫療照護單位原則

上 1個單獨區域需有一洗手台；門診診間儘可能每間設
有洗手台，若有管線設置之困難，且具有共通通道者可

設共用洗手台，但各診間應備有乾性洗手液。 
4. 評分說明 C-3「醫療照護相關單位洗手設備應備有液態

皂、消毒劑及擦手紙或具足夠去污作用手部消毒劑及擦

手紙」，係指於濕洗手設備處可同時備有皂、手部消毒

劑及擦手紙，或是僅備有具去污作用之手部消毒劑及擦

手紙；洗手皂包含液態皂及固態皂，惟固態皂應保持適

度乾燥。 
5. 評分說明 C-4「備有方便可及且數量足夠之酒精性乾性

洗手液」，係指每間病室最好備有一個乾性洗手液，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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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工作車、換藥車等已備有乾性洗手液，可於兩間病室入

口處共設一個乾性洗手液。 
6. 評分說明 B-1「洗腎室、ICU等特殊單位每床放置一瓶
乾洗手液」，其中「特殊單位」係指有侵入性檢查或治

療的單位，乾性洗手液擺設位置不限，以方便工作人員

隨手可及為原則。 
7. 評分說明 B-2「設備有定期實施保養維護，並有資料備

查」，可檢查容器內是否備有洗手劑或乾性洗手液、器

材是否皆維持功能正常及是否具有監督手部衛生用品

使用量的紀錄等。 
 9.2 訂有手部衛生標準作

業程序，並有管控與

稽核機制 

A：符合 B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由副院長級(含)以上領導推動全院手部衛生運動 
2. 提報手部衛生正確率與遵從率，並進行分析檢討改進，以

提升單位手部衛生成效且持續進步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臨床單位曾以品管手法如品管圈、標竿學習等方式推動手
部衛生 

2. 加強院內工作人員手部衛生宣導 
3. 訂有手部衛生稽核機制，定期稽核手部衛生遵從性及正確
性等指標，並留有紀錄備查 

C： 
1. 訂有標準作業程序（含洗手步驟、洗手時機），並於洗手
設備旁有正確洗手步驟之標示 

2. 員工在職與勤前教育訓練納入手部衛生課題 
3. 醫療照護人員在接觸病人之前、執行無菌操作技術之前、

有暴露病人體液風險之後、接觸病人之後、接觸病人周遭

環境之後，應確實執行手部衛生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 評分說明 C-1「訂有標準作業程序(含洗手步驟、洗手時
機)，並於洗手設備旁有正確洗手步驟之標示」，係指醫
療區域之濕洗手設備須有正確洗手步驟之標示。 

2. 評分說明 B-2「加強院內工作人員手部衛生宣導」之宣
導方式包括海報張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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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註：手部衛生正確率與遵從率的計算方式係由醫院自行訂定監

測指標定義。 
 9.3 隔離病房具有區隔之

空間供人員穿脫 PPE
及廢棄物清理空間 

A：符合 B項，且該單位人員清楚瞭解規劃之動線，且按 SOP
執行業務 

B：符合 C項，且納入相關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C：具有收治疑似傳染病人之隔離動線規劃，應包含人員穿脫

PPE 及廢棄物清理之動線規劃適當，或有適當的配套處理

措施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註：本項隔離病房包含收治需隔離病人之病室。 

有關 PPE 置放處，應以乾淨區與污染區不重疊為原則，應

在進入污染區之前完成著裝，勿將 PPE存放於污染區內。 

可 9.4 負壓隔離病房區域有

良好動線管制及落實

使用率通報 

A：符合 B項，且每年至少舉辦一次實地演習訓練並有檢討 
B：符合 C項，且納入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C： 

1. 負壓隔離病房區域具有良好動線管制，並有書面規範 
2. 單位工作人員應瞭解疫情發生時，如何落實動線管制措施

3. 落實通報隔離病房使用率(於規定期間延遲通報次數＜5
次)及維護感控人員聯繫名冊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本項免填：未設置負壓隔離病房者，本項免填 
 
註：設有隔離病房之醫院，應於每月 1、15日登入「中央傳染

病追蹤管理系統」(網址：
https://tb.cdc.gov.tw/slow/CA/LoginByCard.asp)，進入「感
染症醫療網」專區維護「隔離病床通報」資料，完成後系

統將自動連結至「傳染病追蹤及感染管制院際橫向聯繫平

台」頁面，該頁面各項資料亦須定期確認，以維持聯繫管

道正確性。如無任何異動亦請送出頁面，即可完成確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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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序。本項作業遇例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9.5 確實執行衛材、器

械、機器之滅菌及清

潔管理 

A：符合 B項，且針對滅菌過程之異常，定期探討、分析並改

善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工作人員清楚各項指標意義，及處理異常情況 
2. 各項監測有持續性紀錄 

C：應符合下列項目之一者： 
一、 
(1)處理物品時，工作人員需穿戴合適之防護用具 
(2)各類物品之包裝、消毒及有效期間均訂有標準 
(3)以高壓蒸汽滅菌時，生物性指示劑至少每週施行 1 次，
真空滅菌器殘餘空氣測試應每天施行，並有紀錄可查 

(4)自行高壓蒸氣滅菌之衛材包、器械包每包內側及外側均

應有化學性指示劑(如：高壓滅菌色帶、化學指示條)及
標示有效日期，並讓使用者知悉 

(5)環氧乙烷氣體(Ethylene Oxide gas)滅菌時，每鍋次均使用
生物性指示劑及設置場所應有 EO 濃度監測儀，並訂定

EO外洩之緊急應變流程，以早期發現 EO外洩並能及時
處理 

(6)消毒滅菌物品能依物品名稱及消毒滅菌先後順序置放 
(7)滅菌過程發生異常，應有相關處理規範 
二、若使用拋棄式器材，或因適當理由，將部分衛材、器械

滅菌業務外包或由物流公司配送時，應妥善監控品質，

並有紀錄可查。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醫院未設供應中心及衛材滅菌設備且完全使用拋棄式衛材

者，本項 C標準以評分說明 C-二「若使用拋棄式器材，或

因適當理由，將部份衛材、器械滅菌業務外包或由物流公

司配送時，應妥善監控品質，並有紀錄可查」進行評量，

醫院須明訂檢核作業程序內容，如：外觀完整、滅菌標籤、

有效期限等，外包廠商應提供衛生主管機關檢驗合格證書

備查。 

 9.6 供應中心人員進出、

衛材及器械搬運時，

清潔區及污染區應做

A：符合 B項，且空調設置符合感控原則，並針對異常情況進

行探討及改善，且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落實執行及定期監測溫度及濕度，並有紀錄。

1. 評分說明 C-2「滅菌過的物品需使用清潔且有適當覆蓋
之推車搬運及配送。(滅菌物品和回收物品之置放車要

區分)」推車加蓋不特別指定材質，蓋或罩均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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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區隔且動線不交叉 C： 
1. 滅菌過的物品應保管於空調較佳處之架子上或有門扇之
櫥櫃內。 

2. 滅菌過的物品需使用清潔且有適當覆蓋之推車搬運及配

送。(滅菌物品和回收物品之置放車要區分)  
3. 供應室維持環境整潔，清潔區及污染區應做區隔且動線不

交叉。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急性病床 49床以下醫院】： 
B或 A：符合 C項，且落實執行並定期監測。 
C： 

1. 滅菌過的物品應保管於空調較佳處之架子上或有門扇之
櫥櫃內，已消與未消之物品應分開放置 

2. 滅菌過的物品需使用清潔並有適當防護之推車搬運及配

送。(滅菌物品和回收物品之置放車要區分) 
3. 供應室維持環境整潔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物品和滅菌物品不應同時置於同一台車上；若未區分回

收物品和滅菌物品運送推車，則運送過回收物品的推車

需經清潔及消毒後，才可放置已滅菌物品。 
2. 評分說明 A所提「空調設置符合感控原則」，供應中心
溫、濕度應有適度控管，清潔區及儲存區維持相對正

壓，可由院方提出證明或委員現場查證確認氣流方向。 
3. 清潔區與污染區以空氣不對流為原則，具負壓設備為

佳，若無負壓設備，則應設有抽氣設備。 

可 9.7 定期辦理檢驗室各項

安全設施及設備保

養、維護、功能測試

及相關之安全防護教

育訓練 

A：符合 B項，且針對異常事件或實務演練結果進行探討及改

善，執行成效良好 
B： 

1. 符合 C項，且各項安全設施及設備運作功能正常 
2. 檢驗單位若有生物安全第二等級以上實驗室，應有安全防

護實務操作演練 
3. 檢驗單位若有結核病負壓實驗室或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

驗室，應出具主管機關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無缺失或已完

成改善之證明，或主管機關同意其改善計畫之證明 

評分說明 B-2「檢驗單位若有生物安全第二等級以上實驗

室，應有安全防護實務操作演練」，前述生物安全第二等級

實驗室係指微生物檢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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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C： 
1. 訂有檢驗室安全設施(如生物安全櫃、高壓滅菌器)及設備
保養維護計畫，且有實際保養維護紀錄 

2. 訂有檢驗室人員接受安全防護教育訓練課程，並有相關資

料備查 
3. 實驗室安全防護及流程等相關訊息發予相關同仁，並確實

執行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本項免填：未設置檢驗室或微生物檢體外送者，本項免填 

可 9.8 定期環境監測與醫材

管理機制 
A： 
符合 B項，且執行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定期檢討，研訂改進措施並確實落實，有具體事證 
2. 肺功能室具負壓或抽風等設備，且有維護保養紀錄 
3. 若有器官移植及骨髓移植等高風險病人居住的區域，訂有
院內退伍軍人病防治計畫 

C： 
1. 血液透析用水定期水質檢測，且有異常事件監測機制及因

應措施 
2. 氣管鏡室具負壓或抽風等設備，且有維護保養紀錄 
3. 內視鏡、氣管鏡室等相關器械、設備之清洗消毒訂有

SOP，並確實執行 
4. 監測內視鏡、氣管鏡室等相關器械、設備之清洗消毒液有
效濃度，並有紀錄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本項免填：未設置洗腎室、內視鏡、氣管鏡室及肺功能室，本

項免填；但若有上述任一單位，本項不得免填 

評分說明 B-3「若有器官移植及骨髓移植等高風險病人居住

的區域，訂有院內退伍軍人病防治計劃」，若醫院無器官移

植及骨髓移植等高風險病人居住的區域，則不需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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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註：器官移植係指心臟、胰臟、腎臟、肝臟、肺臟移植。 
 10 醫院感染管制及傳染

病教育訓練 

  

 10.1 訂有完善的員工教育

訓練計畫 
A：符合 B項，且有測驗之機制，確認人員之在職訓練成效良

好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醫院全體員工(含外包工作人員)感染管制繼續訓練時數均

符合規定 
2. 全院員工感染管制教育訓練活動內容品質良好，且紀錄詳

實 
C： 

1. 訂有完整的員工感染管制及傳染病教育訓練計畫，內容包

括對標準防護措施、感染途徑別防護措施、防止職業感染

事故、群突發之偵測與處理、院內常見微生物介紹、臨床

上抗生素使用原則等，並配合主管機關政策調整訓練內容

2. 明訂在職教育及勤前教育訓練時數和時程表，新進員工半

年內應接受 8小時之傳染病教育訓練(內含 TB防治至少 1
小時)  

3. 在職員工參與感染管制教育訓練至少每年 4小時 
4. 醫院全體員工(含外包工作人員)感染管制訓練時數未達標

準之比率≦20%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 基準所提「完善的員工教育訓練計畫」係依醫院需求及

新興傳染病疫情，進行員工教育訓練課程內容之規劃、

更新。 
2. 評分說明 C-2「明訂在職教育及勤前教育訓練時數和時

程表，新進員工半年內應接受 8小時之傳染病教育訓練

(內含 TB 防治至少 1 小時)」及 C-3「在職員工參與感

染管制教育訓練至少每年 4 小時」，其院內、院外及線
上（e-Learning）教育訓練時數皆可認計，惟線上教育

訓練時數比例不得過半(即新進員工之線上教育訓練時

數僅列計 4 小時，在職員工則為 2 小時)。另，新進員
工之教育訓練時數可包括過去任職醫院之相關受訓結

果，惟須提供證明即可認計。 
3. 評分說明 A「有測驗之機制，確認人員之在職訓練成效

良好」所提之「測驗之機制」不限定其測驗方式。 

 10.2 配合主管機關指示之

感染管制措施，辦理

因應新興傳染病感染

防治教育訓練 

A：符合 B項，且有建置院內醫事人員知識檢測平台，執行成

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具有多項配套宣導措施，如依人員別設計教
育教材教案 

C： 
1. 訂有新興傳染病(如 H5N1人類禽流感、H1N1新型流感⋯

評分說明 B所提「多項配套宣導措施」，應考量醫院規模、

屬性等規劃宣導方式以能涵蓋各層級、職類人員為原則，

不宜以宣導措施之項次數為評量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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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等)感染防治教育訓練計畫，並依國際最新資訊修正內容 
2. 具有測驗機制，確認人員(含外包人力)在職訓練成效良好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1 危機處理   
 11.1 當大規模感染事件發

生時，應有應變計

畫，支援感染管制工

作 

A：符合 B項，且儲備有受訓合格之人員，足夠應付大規模之
感染事件 

B：符合 C項，且擬定支援單位及人員之訓練課程及受訓計畫

C：訂有大規模感染事件發生之應變計畫，擬定支援單位的原
則及序位，以及支援人數的合理估計 

D：C項規定有任一項未達成者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評分說明 A 所提「受訓合格」人員，其受訓合格之認定，
係由各醫院自行於受訓計畫中規劃，計畫內容需編列實際

受訓人員、項目等，並備有相關紀錄可查。計畫內之人員

每年至少接受 4 小時之感染控制課程訓練，並依計畫規劃

內容，接受其他相關課程訓練，且院內、院外受訓皆可認

計。 

 11.2 緊急清空與消毒作業

規範 
A：符合 B項，且執行成效良好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納入員工在職及勤前教育訓練課程 
2. 定期辦理實地或桌上演習訓練 

C：因應疫情狀況，訂有緊急關閉、部分清空與消毒作業規範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1. 緊急清空與消毒作業規範內容需視疫情進行更新，其規

範內容應含作業流程、人員編制等，且相關人員編列應

有代理制度，並應呈現人員姓名，不宜僅以職稱列述，

以確保各項作業皆有人員負責執行。 
2. 評分說明 B-2「定期辦理實地或桌上演習訓練」所提之

「定期辦理」為至少每年 1次演習訓練，演習訓練之執

行範圍不限，惟實地演習需有完整計畫，並備有執行時

間、地點、人員及檢討內容紀錄備查。 
3. 評分說明 A「執行成效良好」其認定原則為具有相關作

業規範並有檢討改善計畫。 
 12 抗生素抗藥性管制措

施 

  

 12.1 應有抗生素使用管制

措施及執行情形記錄

表 

A：符合 B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醫院設置抗生素檢核資訊系統，於醫師開立抗生素處方時

有提醒機制 
2. 針對不符合抗生素使用原則之現況進行分析並提出改善

措施，且有檢討紀錄 

1. 評分說明 C-1「每半年至少辦理 1次以上全院性適當使
用抗生素之講習」，係指對於提升正確使用抗生素觀念

之相關講習。 
2. 評分說明 C-2「醫師可隨時查閱如何適當使用抗生素之
資料」，前述查閱適當使用抗生素之資料，資料手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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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對所有管制類抗生素使用均有審查者 
2. 有審查及回饋機制，並皆有分析檢討並提出改善 

C：  
1. 每半年至少辦理 1次以上全院性「適當使用抗生素」之講
習 

2. 醫院訂有抗生素使用管制措施，且醫師可隨時查閱如何適
當使用抗生素之資料 

3. 對所有各類別抗生素之使用量均有適當監測機制及統計

資料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專科醫院、未評鑑醫院或急性病床 49 床以下醫院適用以下
標準】 

A：符合 B項，且針對不符合抗生素使用原則之現況進行分析

並提出改善措施，且有檢討紀錄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對所有管制類抗生素使用均有審查者 
2. 有完整審查機制，並皆有分析檢討並提出改善 
 

C： 
1. 醫院訂有抗生素使用管制措施 
2. 醫師可隨時查閱如何適當使用抗生素之資料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為醫院編製或網際網路資訊搜尋。 
3. 評分說明 C-3「對所有類別抗生素之使用量均有適當監

測機制及統計資料」其監測機制係指適當之線上審查或

病歷抽審制度。 
4. 評分說明 B-2「有審查及回饋機制，並皆有分析檢討並
提出改善」，其「審查及回饋機制」係由醫院自行規劃。 

5. 評分說明 A-1「醫院設置抗生素檢核資訊系統，於醫師
開立抗生素處方時有提醒機制」有任何形式之提醒機制

即符合。 

可 12.2 應有全院性臨床分離

菌種抗生素感受性報

告 

A：符合 B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訂有相關機制，確認每位醫師了解相關訊息 
2. 進行抗藥性趨勢與抗生素用量之分析 

評分說明 A-1「訂有相關機制，確認每位醫師了解相關訊

息」，可於實地查核時隨機抽問醫師以確認其瞭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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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B：符合 C項，且至少每半年能有院內感染分離菌種的統計報

告，並分發給每位醫師及其他相關單位或人員或在院內網

路上公佈 
C：每年製有全院性臨床分離菌種抗生素感受性報告，並將最

新之統計報告分發給每位醫師或網路上公告，醫師可隨時

查閱者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本項免填：專科醫院、未評鑑醫院或急性病床 49 床以下醫院

本項免填；由委外單位所提供之報告亦可參閱 
可 12.3 掌握檢體的種類及區

別各病房分離之病菌 
A：符合 B項，且根據分析報告，研擬對策付諸實行，而有改

善，特別是針對 CRAB、VRE、MRSA 等多重抗藥性細菌
之感染個案 

B：符合 C項，且符合以下條件 
1. 分析報告均能定期提供予醫護人員參考，且有紀錄 
2. 針對多重抗藥性細菌感染個案，特別是 CRAB、VRE、

MRSA等，進行適當的隔離與防治計畫 
C： 

1. 依據檢體種類及病房別，感染管制負責醫師及護理人員可

掌握分離出的病菌，特別是抗藥性細菌(包含 CRAB、
VRE、MRSA等多重抗藥性細菌)  

2. 針對感染菌種之分離件數、對抗生素之感受性等資料有分

析報告(至少有 1 年份的資料)。 
3. 在注意病人隱私下，標示出帶有特定多重抗藥性微生物感
染或移生的病人，並確實掌握多重抗藥性微生物感染個案

的現況 
D：未落實 C項規範 
E：未符合上述規定者 
本項免填：未設呼吸照護病床（RCW）之專科醫院、未評鑑醫

1. 評分說明 C-1「依據檢體種類及病房別，感染管制負責

醫師及護理人員可掌握分離出的病菌，特別是抗藥性細

菌(包含 CRAB、VRE、MRSA 等多重抗藥性細菌)」，
前述護理人員係指各照護單位之護理人員，非僅限於感

染管制護理師。 
2. 評分說明 C-3「在注意病人隱私下，標示出帶有特定多
重抗藥性微生物感染或移生的病人，並確實掌握多重抗

藥性微生物感染個案的現況」其標示係由各醫院自行規

劃並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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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評分說明 注意事項 

院或急性病床 49床以下醫院本項免填 
*基準 7.4相關內容，可查閱本手冊參考資料 2、醫療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 

*基準 8.1相關內容，可查閱本手冊參考資料 3、個人防護裝備使用建議 

*基準 9.7相關內容，可查閱本手冊參考資料 4、生物安全第二等級以上負壓實驗室主管機關查核結果通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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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醫院自評表(範例) 

 

 

 

 

 

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 

醫院自評表 
 

 

 

 

 

醫  院  名  稱：    

醫療機構代碼：    

醫  院  院  長：  （請簽名）  

單  位  主  管：  （請簽名）職稱：  

聯   絡   人：  （請簽名）職稱：  

聯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電子郵件信箱：  

自  評  日  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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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項目與查核基準使用說明 

一、本基準係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查核項目係依據醫療機構執行感染

控制措施查核辦法及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示執行之防治措施研擬，並經衛生署醫院感染控制

專家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二、依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措施查核辦法第二條之規定，本查核基準適用醫療法規定申請設置之

綜合醫院、醫院、專科醫院、慢性醫院、精神科醫院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療機構。 

三、醫院感染控制查核應考量醫院個別情形，選擇適當的查核項目予以評量，99 年度查核項目共

計 12大項 42目，其中包含 11項可選項目（Not Applicable），項目彙整如下表： 

大項 項目 可選項目註 1 新增項目註 2

1. 持續性院內感染控制品質改善 1 1 0 
2. 實行組織性的感染控制管理 6 0 0 
3. 院內感染防治規定 5 1 0 
4.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進行監測及通報 4 2 0 
5. 發燒篩檢及發燒病人處理 2 1 0 
6.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之隔離措施與接觸者追蹤 3 1 0 
7. 員工保護措施 4 0 1 
8. 個人防護裝備(PPE) 2 0 0 
9. 為降低感染風險，提供安全、乾淨、合宜的照護環境 8 3 0 
10. 醫院感染管制及傳染病教育訓練 2 0 0 
11. 危機處理 2 0 0 
12. 抗生素抗藥性管制措施 3 2 0 

項目合計 42 11 1 

註 1、可選項目計有 1.1、3.5、4.2、4.3、5.2、6.1、9.4、9.7、9.8、12.2、12.3等項次，依據該

項評分說明中「本項免填」之內容認定查核需要。 

註 2、新增項目計有 7.4一項，為採試辦方式辦理，不納入成績計算。 

四、評量方式 

    採五項式評量(A-E代表達成度)，若不適用，則以本項免填（Not Applicable, NA）表示。 

A：優。 

B：良。 

C：符合規定。 

D：應設法改善。 

E：應限期改善。 



附件 4、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醫院自評表(範例) 

 72

填表說明 

一、 封面：填寫醫院基本資料，包含醫院名稱、機構代碼、單位主管、聯絡人、聯絡方式

等。 

二、 「醫院病床資料」欄位：呈現醫院病床設置概況。 

三、 「自評等級」欄位：參考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勾選該項成績（A、B、C、D、E、本項

免填）。 

四、 「執行狀況簡述」欄位： 

1. 受查項目（自評為 A、B、C、D、E 之項目）均需填寫。本項免填之項目則不需填

寫。 

2. 針對該項之執行現況進行簡單描寫「#」，以不超過 500字為原則。 

3. 部分欄位需填入相關數據資料「*」（如：系統稽核資料、人力配置等），並以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間之資料為填報基礎。另，項次 3.2、4.1、9.4項次所需填報之

數據，可參考附件 1~3操作說明進行查詢： 

附件 1、院內感染監視通報系統(TNIS)通報情形查詢方式說明 

附件 2、肺結核通報個案初次痰塗片套數計算方式說明 

附件 3、負壓隔離病房使用率延遲通報稽核方式說明 

五、 「附表一、醫院前次查核改善意見一覽表」：對應項次 1.1，填入前次查核（非複查或

追蹤輔導）改善意見對應之「項次」、「意見內容」、「改善狀況」、「改善情形」。 

六、 「附表二、醫院感染控制聘請他院之兼任人力資料」：對應項次 2.3及 2.4，若有聘請

他院之兼任人力，請填入感染症專科醫師及感染管制師兼任人力之相關資訊。 

七、 「附表三、98 年 4月-99 年 3月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統計表」：對應項次 3.3，分別以

「事件/病原別」、「單位別」進行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間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之案

件數統計，並綜述相關「改善措施及成果」。 

八、作業時程：完成醫院自評表填寫後，請於 99年 4月 26日前提交一式 2份予轄屬衛生

局進行確認。附件 1~3僅供填表時參考，不需與醫院自評表一併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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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病床資料 

一般病床設置 
□急性一般病床 □精神急性一般病床 □慢性一般病床 □精神慢性一般病床 
□慢性結核病床 □漢生病病床 

特殊病床 

□加護病床 □燒傷病床 □急診觀察病床 □其他觀察病床 □嬰兒病床 

□手術恢復床 □嬰兒床 □血液透析床 □安寧病床 □呼吸病床  
□急性結核病床 □精神科加護病床 □產科病床 □腹膜透析病床  
□呼吸照護中心 □呼吸照護病床 

其他相關設備 □手術台 □產台 □牙科治療台 □精神科日間照護 □日間照護人數 □診療室

*請勾選醫院之病床設置 

醫院自評結果 

 項次 查核基準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500字以內) 
 1 持續性院內感染控制

品質改善 

  

可 1.1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是
否有所改善 

□A□B□C□D□E
□本項免填：新設立機

構第一次接受查核者本

項免填 

*請填寫「附表一、醫院前次查核改善意見一

覽表」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2 實行組織性的感染控
制管理 

  

 2.1 成立院內感染控制委

員會 
□A□B□C□D□E *感染控制委員會每   個月召開會議一次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2.2 成立感染控制部門(中
心、室、小組)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2.3 聘有感染症專科醫師 □A□B□C□D□E *總病床數      床 
*感染控制作業「醫師」人力及學分統計： 

 人數 一年內感控訓練

累計學分≧20者
院內感染症專科

醫師（專任） 人 人

聘請他院感染症

專科醫師（兼任）
(兼任感染症專科醫
師相關資料請填入

附表二) 

人 人

院內負責感控業

務醫師，但未具

感染症專科醫師

資格 

人 人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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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查核基準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500字以內) 
 2.4 聘有感染管制師 □A□B□C□D□E *總病床數      床 

*感染控制作業「管制師」人力及學分統計：

  人數 一年內感控訓練

累計學分≧20者
院內具感染管制

師證照者（專任）
人 人

聘請他院具感染

管制師證照者

（兼任） 
(兼任感染管制師相
關資料請填入附表

二) 

人 人

院內負責感控業

務者，但未具感

染管制師證照 
人 人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2.5 定期收集院內感染控
制及國際最新傳染病

疫情資料，並將訊息傳

達予醫院相關單位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2.6 具有結核病診治機制 □A□B□C□D□E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結核病通報病例數   
例 

*98年 4月至 99年 3月收治結核病例數    例
*結核病病例討論會每   個月召開會議一次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3 院內感染防治規定   
 3.1 制訂感染控制手冊，確

實執行並定期更新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3.2 定期對院內感染的發

生及其動向開會檢討

分析，並訂定改善方案 

□A□B□C□D□E *98年1-12月通報台灣院內感染監視資訊系統
（TNIS）之情形（查詢方式如附表二）： 

 □線上通報（已通報 6個月以上之院內感染
個案及月維護資料） 

□未通報或資料不完整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3.3 院內發生群聚感染事

件之處理 
□A□B□C□D□E *請填寫「附表三、98 年 4月-99 年 3月院內

感染群突發事件統計表」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3.4 訂有陪病及探病之原
則或管理之標準作業

程序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可 3.5 訂有販賣部 (商店街 )
院內感染控制措施 

□A□B□C□D□E
□本項免填：無設置販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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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查核基準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500字以內) 
賣部(商店街)者 

 4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
傳染病進行監測及通
報 

  

 4.1 訂有傳染病監視通報
機制，並有專人負責傳

染病之通報並主動與

當地衛生機關連繫 

□A□B□C□D□E *98年 4月至 99年 3月結核病通報個案初次痰
塗片套數 3套以上比率   %（結核病新案通報
總數中「初次痰塗片套數」為 3套之個數/結核病新案
通報總數×100％）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可 4.2 設有住院病人咳嗽監
測機制，以利結核病個

案之早期診斷 

□A□B□C□D□E
□本項免填：無提供住
院服務者，本項免填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可 4.3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個
案管理工作 

□A□B□C□D□E
□本項免填：未收治結
核病個案之醫院 

*列管中照護之結核病新案(含新發現及重開
案)    人 

*結核病個案管理人力：具疾管局個案管理專

員認證   人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4.4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人
衛教工作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5 發燒篩檢及發燒病人
處理 

  

 5.1 院內具有發燒篩檢及
不明原因發燒病人處

理之機制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可 5.2 急診空間與動線規劃
適當 

□A□B□C□D□E
□本項免填：無提供急
診服務，本項免填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6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
人之隔離措施與接觸
者追蹤 

  

可 6.1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
人，有適當管制措施 

□A□B□C□D□E
□本項免填：無門急診
及住院服務，僅從事勞工

體檢業務者，本項免填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6.2 其他住院且確定為接
觸傳染或呼吸道傳染

之傳染病病人，有完整

的院內接觸者的追蹤

資料 

□A□B□C□D□E *請提供院內目前已制定之「病人於住院後發
生經呼吸道傳染之疾病」及「病人於住院後

發生多重抗藥性菌株感染」二種情況接觸者

追蹤列管機制 
*經呼吸道傳染之疾病，以提供單一疾病(除TB
之外)或綜論性質之接觸者追蹤列管機制，擇

一即可；多重抗藥性菌株感染以提供住院病

人被診斷出 CRAB、VRE等多重抗藥性菌株
感染後相關處理之標準作業流程（SOP），擇
一即可（精神科醫院可改提供住院病人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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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查核基準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500字以內) 
疥瘡或腹瀉之處理 SOP）。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6.3 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

病人，有完整的院內接

觸者的追蹤資料 

□A□B□C□D□E *痰抹片陽性結核病人之院內接觸者中，有提
出追蹤列管相關資料之比例   %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7 員工保護措施   
 7.1 有院內全體員工體溫

監測計畫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7.2 針扎事件的預防及處

置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7.3 員工胸部 X光檢查 □A□B□C□D□E *所有與病患直接接觸之醫療相關工作人員及

其他常駐工作人員（含外包人力）一年內的

胸部 X光達成率   %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7.4 訂有醫療照護人員預

防接種防疫措施，並據

以落實執行 

□A□B□C□D□E *新增項目本年度以試評方式執行 
*98 年度院內醫護等工作人員季節性流感疫苗

應接種人數   人，完成接種人數   人，接
種率   %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8 個人防護裝備(PPE)   
 8.1 員工清楚瞭解如何使

用個人防護裝備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8.2 防疫物資貯存符合規

定 
□A□B□C□D□E *98年 4月至 99年 3月防疫物資管理資訊系統

（MIS）逾期登錄次數   次               
*98年 4月至 99年 3月防疫物資是否曾發生應
儲量不足，請說明：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9 為降低感染風險，提供
安全、乾淨、合宜的照
護環境 

  

 9.1 洗手設備及相關硬體
設施之方便性及安全

性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9.2 訂有手部衛生標準作
業程序，並有管控與稽

核機制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9.3 隔離病房具有區隔之

空間供人員穿脫 PPE
及廢棄物清理空間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可 9.4 負壓隔離病房區域有

良好動線管制及落實

使用率通報 

□A□B□C□D□E
□本項免填：未設置負
壓隔離病房者，本項免填

*98年 4月至 99年 3月負壓隔離病房使用率延

遲通報次數    次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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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查核基準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500字以內) 
 

 9.5 確實執行衛材、器械、

機器之滅菌及清潔管

理 

□A□B□C□D□E *目前院內使用快消鍋情形： 
 □是 
□否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9.6 供應中心人員進出、衛
材及器械搬運時，清潔

區及污染區應做區隔

且動線不交叉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可 9.7 定期辦理檢驗室各項

安全設施及設備保

養、維護、功能測試及

相關之安全防護教育

訓練 

□A□B□C□D□E
□本項免填：未設置檢
驗室或微生物檢體外送

者，本項免填 

*本院具有生物安全第二等級以上負壓實驗室
□是，請提供主管機關查核結果之通知函 
□否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可 9.8 定期環境監測與醫材
管理機制 

□A□B□C□D□E
□本項免填：未設置洗
腎室、內視鏡、氣管鏡室

及肺功能室，本項免填；

但若有上述任一單位，本

項不得免填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10 醫院感染管制及傳染
病教育訓練 

  

 10.1 訂有完善的員工教育
訓練計畫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10.2 配合主管機關指示之
感染管制措施，辦理因

應新興傳染病感染防

治教育訓練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11 危機處理   
 11.1 當大規模感染事件發

生時，應有應變計畫，

支援感染管制工作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11.2 緊急清空與消毒作業
規範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12 抗生素抗藥性管制措
施 

  

 12.1 應有抗生素使用管制
措施及執行情形記錄

表 

□A□B□C□D□E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可 12.2 應有全院性臨床分離

菌種抗生素感受性報

告 

□A□B□C□D□E
□本項免填：專科醫
院、未評鑑醫院或急性病

床 49 床以下醫院本項免
填；由委外單位所提供之

報告亦可參閱 

*請提供院內公布之98年度全院性臨床分離菌

株及院內感染菌株抗生素感受性統計表(請
提供編製日期)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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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查核基準 自評等級 執行狀況簡述(500字以內) 
可 12.3 掌握檢體的種類及區

別各病房分離之病菌 
□A□B□C□D□E
□本項免填：未設呼吸
照護病床（RCW）之專
科醫院、未評鑑醫院或急

性病床 49 床以下醫院本
項免填 

#本項執行狀況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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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醫院前次查核改善意見一覽表 

貴院是否為新設立機構第一次接受查核者？ 

   ○是（本表免填） ○否（續填本表） 

【填表說明】 

1. 填入前次查核（非複查或追蹤輔導）改善意見對應之「項次」、「意見內容」、「改善狀

況」、「改善情形」。 

2. 前次查核結果為「D」、「E」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見，請歸入「一、缺失事項」表格中。 

3. 前次查核結果為「B」、「C」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見，或為「綜合評語」，請歸入「二、

建議事項」表格中。 

 

一、缺失事項：（前次查核結果為「D」、「E」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見） 

前次查核改善意見 目前改善進度 

改善狀況 

項次 意見內容 已
完
成
 

執
行
中
 

未
執
行
 

改善情形 
(或尚未改善理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篇幅不足，請自行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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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前次查核結果為「B」、「C」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見，或為「綜合評語」） 

前次查核改善意見 目前改善進度 

改善狀況 

項次 意見內容 
已
完
成
 

執
行
中
 

未
執
行
 

改善情形 
(或尚未改善理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篇幅不足，請自行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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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醫院感染控制聘請他院之兼任人力資料 

姓名 專業別 證書證號 原服務 
機關 支援期間 支援時數及

作業內容 
聘任證明

文件 

範例 
王大

明 

感控醫師 
感控護理師 
感控醫事檢

驗師 

80/感染症專
科醫師證書/
感染專醫證

字第OOO號
/10OOO/台
灣感染症醫

學會 

OOO醫院 97/12~100/12

1. 每週支援
感染科門

診 4小時 
2. 每週 2天
至本院協

助感控業

務 

聘函 

 

感控醫師 
感控護理師 
感控醫事檢

驗師 

 

 

   

 

感控醫師 
感控護理師 
感控醫事檢

驗師 

 

 

   

 

感控醫師 
感控護理師 
感控醫事檢

驗師 

 

 

   

 

感控醫師 
感控護理師 
感控醫事檢

驗師 

 

 

   

 

感控醫師 
感控護理師 
感控醫事檢

驗師 

 

 

   

 

感控醫師 
感控護理師 
感控醫事檢

驗師 

 

 

   

 

感控醫師 
感控護理師 
感控醫事檢

驗師 

 

 

   

(篇幅不足，請自行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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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98年 4月-99年 3月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統計表 

貴院 98 年 4月至 99 年 3月間是否曾發生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 

  ○否（本表免填） ○是（續填本表） 

【填表說明】 

1. 「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係依醫院作業原則自行區分之。 

2. 分別以「事件/病原別*」、「單位別」進行案件數統計。 
*「事件/病原別」可分列如：腹瀉、不明原因發燒、上呼吸道感染、疥瘡、多重抗藥性細菌、諾羅病毒、

桿菌性痢疾、水痘、麻疹…等。 

3. 綜述「改善措施及成果」。 

98年 4月-99年 3月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事件別】統計 
發生事件/病原 件數 

  
  
  
  
  
  
  
  

合計  
(欄位不足，請自行增列) 

 
98年 4月-99年 3月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單位別】統計 

發生單位 件數 
  
  
  
  
  
  
  
  

合計  
(欄位不足，請自行增列) 

 
改善措施及成果： 
 

(篇幅不足，請自行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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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院內感染監視通報系統(TNIS)通報情形查詢方式說明 
【所附圖像係教學範例，不代表真實資料】 

資料稽核邏輯： 

依 TNIS系統「資料統計」功能查詢醫院通報情形，查詢結果出現 表示未通報。 

 

系統操作方式： 

登入「院內感染監視通報系統(TNIS)」https://tnis.cdc.gov.tw/login.aspx 

 

 

將游標移至畫面上方「統計檢索」點選「個案資料統計」及「月維護資料統計」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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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個案資料統計」查詢醫院個案通報情形 

操作說明 

 

1. 按下【統計檢索︱個案資料統計】文字按鈕，進入資料查詢頁面。 

 

 

(1) 

(1-1) 

(1-2) 

(2、3、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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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選取按鈕，直接由頁面勾選欲查詢之院所。 

2. 對象：全院 

3. 時間定義：感染時間 

4. 查詢時間：選擇稽查日期起迄區間(可跨年度) 

5. 最後再按下 文字按鈕，系統即會列出符合查詢條件之院所收案上傳之感染個案數量及資料，供使用

者瀏覽。 

 
6. 另外亦可點選 下載文字按鈕，將通報數據下載至電腦內儲存。 

 

備註:查詢結果中之圖示 ，表示尚未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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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月維護資料統計」查詢醫院月維護資料通報情形，月維護項目僅檢視「全院

各病房住院人日數」項目即可 

 

操作說明 

 

1. 按下【統計檢索︱月維護資料統計】文字按鈕，進入資料統計頁面。 

 

2. 查詢時間：選擇稽核日期起迄區間(可跨年度) 

3. 選取全院各病房 

4. 查詢項目：選取「全院各病房住院人日數」項目 

5. 勾選完成後請按下 文字按鈕， 

(1) 

(2) 

(4)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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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另外亦可點選 文字按鈕，將通報數據下載至電腦內儲存。 

 

備註:查詢結果中之圖示 ，表示尚未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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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肺結核通報個案初次痰塗片套數計算方式說明 

【所附圖像係教學範例，不代表真實資料】 

1. 登入「中央傳染病追蹤管理系統」(https://tb.cdc.gov.tw/slow/CA/LoginByCard.asp) 

 
2. 點選上方連結「醫療院所專區」→再點選「管理清冊」 

 

 

3. 區間分類：點選「新案通報清冊」 

4. 日期區間：選擇稽核日期區間，以 1 年為限 

5. 性別、年齡：皆點選「不分類」 

6. 次分類：點選「肺結核」 

7. 抗藥分類：點選「不分類」 

8. 通報院所碼：請按「選擇」，選取欲查詢之醫院，會自動代入院所碼 

9. 照護院所碼、銷案院所碼：請保持空白 

10. 確定執行查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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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查詢結果畫面醫院端與衛生局端略有區別；畫面中三套痰塗片查痰率即為查核基

準 4.1 所需指摽，其計算方式為：分母為查詢清單總筆數，分子為「初查塗片套

數」為 3套之個數 

(1) 醫院端查詢結果畫面：呈現該院通報個案清單及摘要統計數值 

 
 

(2) 衛生局端查詢結果畫面：無該院通報個案清單，僅呈現摘要統計數值 

 
12. 請遵守資訊安全規範，確保個案隱私 

13. 因該資料為一動態資料庫(資料會因查痰結果佐證及臨床診斷進行更新)，數據可能

因查詢時間不同略有差異。 

 

系
統
查
詢
結
果
畫
面
示
意
圖
，
實
際
內
容
以
系
統
查
詢
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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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負壓隔離病房使用率延遲通報稽核方式說明 

【所附圖像係教學範例，不代表真實資料】 

資料稽核邏輯： 

設有負壓隔離病房之醫院，於每月 1、15日登入「中央傳染病追蹤管理系統」，維護「隔

離病床通報」資料，遇例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系統操作方式： 

1. 登入「中央傳染病追蹤管理系統」(https://tb.cdc.gov.tw/slow/CA/LoginByCard.asp) 

 

2. 點選上方連結「醫療院所專區」→再點選「病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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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進階查詢連結中點選「醫院別負壓病床通報歷史紀錄查詢」 

 
4. ①日期區間選擇按「起日」選擇 2009/4/1；「迄日」選擇 2010/3/31。 

②醫院端使用者請直接點選「確定執行查詢作業」即可。 

 

 

 

 

 

 

 

 

 

 

 

 

 

※衛生局端使用者在

執行步驟②前，請先

按「選擇」進入選取

醫療機構後，再點選

「確定執行查詢作

業」進行查詢。 

② 

① 

衛生局選取醫療機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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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標示①處為本次查詢醫院；標示②處為醫院在 2009/4/1~2010/3/31實際登入維護資

料之日期(標示★即代表延遲通報)。 

※99/01/01(五)適逢國慶連續假期，若於 99/01/04(ㄧ)前通報而系統仍產生★

號，則可忽略不計(即不視為延遲通報)； 

※99/02/15(一)適逢農曆年假期間，若於 99/02/22(一)前通報而系統仍產生★

號，則可忽略不計(即不視為延遲通報)； 

※其餘各月 1日、15日若為例假日，系統會主動將通報日期設定為次一工作

日，故醫院若於次一工作日通報，則不會出現★號(即不會列為延遲通報)。 

※醫院如曾異動代碼等基本資料，可點選畫面下方超連結，以展開代碼異動

前之歷史通報紀錄。 

 

 
6. 依此原則，衛生局可常規執行所轄醫療院所於 2009/4/1~2010/3/31期間隔離病房使

用率延遲通報稽核。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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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實地查核通知函-醫院(範例)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函(範例) 
 
地址：220板橋市三民路 2段 31號 5 樓 
傳真：(02)2963-4033、(02)2963-4022 
聯絡人及電話：○○○(02)2963-4055分機○○○ 
電子郵件信箱：ha@tjcha.org.tw 

(郵遞區號) 
(地址)   
受文者：如正、副本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醫評字第 00000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進行方式及時間分配表 
 

主旨：訂於本（99）年○○月○○日至 貴院進行 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

業，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條「醫療機構應配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執

行感染控制工作，並應防範機構內發生感染」辦理，將協同轄區衛生局

及○位查核委員於本年○○月○○日至 貴院進行實地查核。 

二、為利查核進行，請 貴院參照「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

及評分說明」備齊相關書面資料，並於實地查核時供查核委員參閱。 

三、實地查核期間，依規定除茶點、飲料外，均不接受醫院招待及各項饋贈、

紀念品或禮品等，敬請惠予配合。 

四、查核委員實地查核時，請  貴院指派業務相關同仁陪同並協助說明，惟

以不影響醫療作業正常運作為原則。 

五、檢附 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進行方式及時間分配表乙份。 
 

正本：本次所有受查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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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 
時間分配 1 

進行方式 
99床（含）以下 100至 249床 250至 499床 500床(含)以上

人員介紹及查核流程

說明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醫院簡報 2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實地查核作業 3 50-80分鐘 80-110分鐘 110-140分鐘 150-180分鐘

查核人員資料整理與

討論 4 
40-50分鐘 40-50分鐘 40-50分鐘 40-50分鐘 

查核人員與院方意見

交流 5 
2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合計 130-170分鐘 160-200分鐘 190-230分鐘 230-270分鐘

備註： 

1. 醫院規模之床數計算係以總病床數計。 

2. 簡報請醫院以上次查核改善意見之改善情形為重點進行說明。 

3. 查核委員實地查核時，請醫院指派業務相關同仁陪同並協助說明，惟以不影響醫

療作業正常運作為原則。 

4. 「查核人員資料整理與討論」時段，院方、列席人員請暫時迴避。 

5. 「查核人員與院方意見交流」時段，需確認查核結果並經「查核委員」、「衛生局」、

「醫院代表」簽署查核表後，分別由「衛生局」、「醫院」、「醫策會」攜回留存。 

6. 含分院或不相毗鄰院區之醫院，實地查證時間得視需要延長 30分鐘（不含交通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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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實地查核建議參考事項 
 
壹、「實地查核」建議參考事項 

 
一、「急診」實地查核建議參考事項 

項次 查核基準 
「急診」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方式 

「急診」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事項 

2.5 定期收集院內感染
控制及國際最新傳

染病疫情資料，並

將訊息傳達予醫院

相關單位 

1.抽問工作人員 1.能正確答覆-最近疫情 
2.資訊作業-人員能熟悉操作 
3.書面張貼-如何確定每位人員
皆看過 

4.疫情公告日期應為最近 
3.1 制訂感染控制手

冊，確實執行並定

期更新 

1.抽問護理人員傳染病相關

感控措施(如：照護疑似開
放性肺結核病人、疥瘡、

腹瀉⋯等) 
2.單位應有感染管制手冊 

1.能正確答覆防護措施 
2.資訊作業-人員能熟悉操作 
3.書面感染管制手冊 
4.感染管制手冊應定期更新 

5.1 院內具有發燒篩檢
及不明原因發燒病

人處理之機制 

1.抽問正或副護理長、檢傷

人員有關發燒篩檢及不明

原因發燒病人處理之標準

作業程序(SOP) 

1.應有標準作業程序 
2.包含 TOCC 
3.查核一位發燒病人病歷是否

紀錄 
5.2 急診空間與動線規

劃適當 
1.審核動線合宜性 
2.抽問醫師或護理人員，遇

到不明原因發燒病人時該

有的自我防護裝備 
3.審核資料 

1.抽問工作人員，示範說明動線

及防護裝備 

7.2 針扎事件的預防及
處置 

1.抽問醫護人員針頭使用後
如何處理 

2.抽問醫護人員遇到針如何
處理 

1.抽查針頭是否有回套情形 
2.針扎處理過程應與醫院 SOP
一致 

8.1 員工清楚瞭解如何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1.抽問醫師或護理人員，急

救插管的自我防護裝備 
2.單位應有防護裝備 

1.能正確答覆 
2.防護裝備-N95口罩、頭套、
面罩、手套、防護衣等 

9.1 洗手設備及相關硬
體設施之方便性及

安全性 

1.實際查核洗手設備 1.洗手設備數量及位置合宜，器

材功能正常 

9.2 訂有手部衛生標準
作業程序，並有管

控與稽核機制 

1.抽醫師或護理人員執行洗

手技術 
2.洗手時機 

1.洗手步驟確實執行 
2.依WHO五大洗手時機評核 

10.1 訂有完善的員工教
育訓練計畫 

1.抽問醫師或護理人員，進

入醫院多久、上過哪些課

程 

1.依醫院規劃課程 
2.線上學習實際操作，查詢人員
學習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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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門診」實地查核建議參考事項 

項次 查核基準 
「門診」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方式 

「門診」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事項 

2.5 定期收集院內感染
控制及國際最新傳

染病疫情資料，並

將訊息傳達予醫院

相關單位 

1.抽問醫護人員 1.能正確答覆-最近疫情 
2.資訊作業-人員能熟悉操作 
3.書面張貼-如何確定每位人員
皆看過 

4.疫情公告日期應為最近 
4.4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

人衛教工作 
1.詢問護理人員結核病人衛

教如何規劃及執行 
1.包含衛教方式、工具、追蹤 

5.1 院內具有發燒篩檢
及不明原因發燒病

人處理之機制 

1.抽問醫護人員有關發燒篩
檢及不明原因發燒病人處

理之標準作業程序(SOP)

1.應有標準作業程序 
2.包含 TOCC 
3.查核一位發燒病人病歷是否

紀錄 
9.1 洗手設備及相關硬

體設施之方便性及

安全性 

1.實際查核洗手設備 1.洗手設備數量及位置合宜，器

材功能正常 

9.2 訂有手部衛生標準
作業程序，並有管

控與稽核機制 

1.抽醫師或護理人員執行洗

手技術 
2.洗手時機 

1.洗手步驟確實執行 
2.依WHO五大洗手時機評核 

10.1 訂有完善的員工教
育訓練計畫 

1.抽問醫師或護理人員，進

入醫院多久、上過哪些課

程 

1.依醫院規劃課程 
2.線上學習實際操作，查詢人員
學習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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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房/加護病房」實地查核建議參考事項 

項次 查核基準 
「病房/加護病房」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方式 

「病房/加護病房」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事項 

2.5 定期收集院內感染
控制及國際最新傳

染病疫情資料，並

將訊息傳達予醫院

相關單位 

1.抽問醫護人員 1.能正確答覆-最近疫情 
2.資訊作業-人員能熟悉操作
3.書面張貼-如何確定每位人
員皆看過 

4.疫情公告日期應為最近 
3.1 制訂感染控制手

冊，確實執行並定

期更新 

1.抽問護理人員傳染病相關

感控措施(如：照護疑似開
放性肺結核病人、疥瘡、腹

瀉⋯等) 
2.單位應有感染管制手冊 
3.抽問感控師查核工作人員
執行感染管制措施 

1.能正確答覆傳染病感控相
關措施 

2.資訊作業-人員是否會操作
3.書面感染管制手冊 
4.感染管制手冊是否定期更

新 
5.了解 SOP有無書面紀錄 

3.4 訂有陪病及探病之
原則或管理之標準

作業程序 

1.抽問護理人員現行醫院探

病管理規範 
2.有無管理機制 

1.能正確答覆醫院 SOP 
2.管理機制需看書面文件 

4.2 設有住院病人咳嗽
監測機制，以利結

核病個案之早期診

斷 

1.抽問醫護人員未明原因咳
嗽病人如何監測 

2.單位最近一年有無符合病

人 

1.能正確答覆醫院咳嗽監測
機制 

2.符合病人審核紀錄 

4.4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
人衛教工作 

1.詢問結核病人衛教如何規
劃及執行 

2.抽問衛教人員近一年上過

哪些結核課程 

1.包含衛教方式、工具、追蹤
2.衛教人員每年依標準上課

時數 

6.1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
病人，有適當管制

措施 

1.抽問醫護人員，住院中發現
開放性肺結核、麻疹等法定

傳染病病人隔離措施 
2.抽問隔離措施 SOP 

1.線上隔離措施 SOP應熟悉
或單位有 SOP 

6.2 其他住院且確定為
接觸傳染或呼吸道

傳染之傳染病病

人，有完整的院內

接觸者的追蹤資料 
6.3 住院確定為結核病

之病人，有完整的

院內接觸者的追蹤

資料 

1.抽問醫護人員住院中發現
開放性肺結核病人或呼吸

道傳染病接觸者如何追蹤 
2.近一年有無符合個案 

1.能正確答覆醫院接觸者追
蹤 SOP 

2.符合個案審核紀錄 

7.1 有院內全體員工體
溫監測計畫 

1.抽問醫護人員若今天體溫

39℃上班，要如何因應 
2.單位近一年體溫異常者 

1.能正確答覆醫院 SOP 
2.線上通報人員應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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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查核基準 
「病房/加護病房」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方式 

「病房/加護病房」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事項 

7.2 針扎事件的預防及
處置 

1.抽問醫護人員針頭使用後
如何處理 

2.抽問醫護人員遇到針扎如
何處理 

1.抽查針頭是否有回套情形 
2.針扎處理過程應與醫院

SOP一致 

8.1 員工清楚瞭解如何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1.抽問醫師或護理人員，急救

插管的自我防護裝備 
2.單位應有防護裝備 

1.能正確答覆 
2 .防護裝備- N95口罩、頭
套、面罩、手套、防護衣等

9.1 洗手設備及相關硬
體設施之方便性及

安全性 

1.實際查核洗手設備 1.洗手設備數量及位置合

宜，器材功能正常 

9.2 訂有手部衛生標準
作業程序，並有管

控與稽核機制 

1.抽醫師或護理人員執行洗

手技術 
2.洗手時機 

1.洗手步驟確實執行 
2.依WHO五大洗手時機評核

9.3 隔離病房具有區隔

之空間供人員穿脫

PPE及廢棄物清理

空間 
9.4 負壓隔離病房區域

有良好動線管制及

落實使用率通報 

1.實際查核區隔空間-人員更

換 PPE及清潔消毒，並適當
處理人員脫除之 PPE 

2.抽問產生之廢棄物處理動

線 
3.實際看動線管制 

1.穿脫空間區分污染區及清
潔區 

2.廢棄物之處理動線 
3.抽問工作人員，示範說明動

線及防護裝備. 

10.1 訂有完善的員工教
育訓練計畫 

1.抽問醫師或護理人員，進入

醫院多久、上過哪些課程 
1.依醫院規劃課程 
2.線上學習實際操作，查詢人
員學習紀錄 

12.1 應有抗生素使用管
制措施及執行情形

記錄表 

1.抽問醫師近一年有無上過

抗生素管制課程 
2.抽問醫師醫院如何管理抗

生素 

1.依醫院規劃課程 
2.線上學習實際操作，查詢人
員學習紀錄 

3.能正確答覆醫院 SOP 
12.2 應有全院性臨床分

離菌種抗生素感受

性報告 

1.抽問醫師最近半年院內感

染分離菌種報告 
1.能即時取得最近半年院內

感染分離菌種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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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氣管鏡/胃鏡/洗腎室」實地查核建議參考事項 

項次 查核基準 
「支氣管鏡/胃鏡/洗腎室」
實地查核建議參考方式

「支氣管鏡/胃鏡/洗腎室」實地
查核建議參考事項 

8.1 員工清楚瞭解如何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1.抽問工作人員，清洗時採
用的防護裝備 

2.單位應有防護裝備 

1.防護裝備- N95口罩、頭套、
面罩、手套、防護衣等 

9.1 洗手設備及相關硬
體設施之方便性及

安全性 

1.實際查核洗手設備 1.洗手設備數量及位置合宜，器

材功能正常 

9.2 訂有手部衛生標準
作業程序，並有管

控與稽核機制 

1.抽醫師或護理人員執行洗

手技術 
2.洗手時機 

1.洗手步驟確實執行 
2.依WHO五大洗手時機評核 

9.8 定期環境監測與醫
材管理機制 

1.支鏡如何清潔及消毒 
2.高層次消毒如何確認消毒
有效濃度 

3.清潔及消毒區域通氣系統
是否良好 

4.洗腎水質如何檢測 

1.人工或機器清潔及消毒 SOP
2.消毒液更換頻率及消毒液有

效濃度確認之書面資料 
3.有無聞到消毒液氣味 
4.血液透析環境監測 SOP 
5.檢測結果及異常機制 

 
五、「供應中心」實地查核建議參考事項 

項次 查核基準 
「供應中心」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方式 

「供應中心」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事項 

9.1 洗手設備及相關硬
體設施之方便性及

安全性 

1.實際查核洗手設備 1.洗手設備數量及位置合宜，

器材功能正常 

9.5 確實執行衛材、器

械、機器之滅菌及

清潔管理 

1.抽問工作人員，處理物品

時如何防護 
2.實際抽一包滅菌包 
3.抽問工作人員滅菌鍋種類

如何做品質確效 
4.抽問工作人員滅菌過程異

常如何處理 
5.近一年有無異常發生 

1.防護裝備- 口罩、頭套、手
套、防水防護衣等 

2.審核外側及內側化學指示器
3.依不同滅菌鍋做確效 
4.能正確答覆醫院 SOP 
5.審核異常處理紀錄 
6.有使用快消鍋的醫院是否訂
有快消鍋使用時機之規定，

並輔導其參考指引訂定相關

規範 
9.6 供應中心人員進

出、衛材及器械搬

運時，清潔區及污

染區應做區隔且動

線不交叉 

1.審核動線合宜性 
2.審核器材推車搬送方式 
3.審核書面資料 

1.動線應區分污染區及清潔區
2.有無 SOP及平時檢測紀錄 

*「時間不足或委外滅菌者可至單位實際抽合一包滅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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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微生物實驗室」實地查核建議參考事項 

項次 查核基準 
「微生物實驗室」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方式 
「微生物實驗室」實地查核 

建議參考事項 
9.1 洗手設備及相關硬

體設施之方便性及

安全性 

1.實際查核洗手設備 
 

1.洗手設備數量及位置合宜，

器材功能正常 

9.7 定期辦理檢驗室各

項安全設施及設備

保養、維護、功能

測試及相關之安全

防護教育訓練 

1.抽問工作人員平時儀器設
備如何維護保養 

2.抽問工作人員有無生物安
全櫃及如何檢測 

3.抽問工作人員近一年有接

受檢驗室安全防護教育 

1.應依醫院標準執行 
2.審核保養紀錄正確性 
3.審核檢測合格紀錄正確性 
4.依醫院規劃課程 
5.線上學習實際操作，查詢人
員學習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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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書面審核」建議參考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書面審核」建議參考項目 

1.1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是否有
所改善 

改善後成果-照片或逐項列表說明 

2.1 成立院內感染控制委員會 院長及委員應有簽名紀錄 
2.2 成立感染控制部門(中心、

室、小組) 
感染控制部門及人員年度感染控制教育訓練學分彙

總 
2.3 聘有感染症專科醫師 1.專任或兼任感染證專科醫師證明，含感染控制繼續

教育訓練學分證明 
2.參與會議紀錄 

2.4 聘有感染管制師 1.專任或兼任感染管制護理師證明(訓練證明亦可)，
含感染控制繼續教育訓練學分證明 

2.兼任感染管制護理師抽問一週執行感控時間 
2.5 定期收集院內感染控制及

國際最新傳染病疫情資

料，並將訊息傳達予醫院相

關單位 

最近一年國際疫情、國內疫情及感染控制資訊取 
紀錄 

2.6 具有結核病診治機制 1.醫院感染控制相關組織(委員會及感控部門)運作資
料 

2.會議紀錄包含審結核個案用藥 
3.1 制訂感染控制手冊，確實執

行並定期更新 
全院感染控制手冊彙總、定期修訂及審閱時間表 

3.2 定期對院內感染的發生及
其動向開會檢討分析，並訂

定改善方案 

1.近一年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感染病例之外，亦

能掌握手術部位感染率及件數，或加護病房等處理

重症病人部門之血流感染、尿路感染及肺炎感染率

等重要感染指標紀錄 
2.訂定迅速察知病房的菌種分離率發生變化之機

制，並且採取對應措施 
3.3 院內發生群聚感染事件之

處理 
1.作業流程 SOP 
2.最近一年院內發生群聚感染事件處理報告 

3.4 訂有陪病及探病之原則或
管理之標準作業程序 

作業程序 SOP 

3.5 訂有販賣部(商店街)院內
感染控制措施 

制定醫院販賣部院內感染控制措施(包含疫情啟動應
變機制) 

4.1 訂有傳染病監視通報機
制，並有專人負責傳染病之

通報並主動與當地衛生機

關連繫 

1.院內傳染病監視通報機制 SOP 
2.訂有院內傳染病檢體包裝運送相關 SOP 

4.2 設有住院病人咳嗽監測機
制，以利結核病個案之早期

診斷 

醫院咳嗽監測機制 SOP及最近一年運作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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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查核基準 「書面審核」建議參考項目 

4.3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個案管
理工作 

結核病個案管理工作計畫 

5.1 院內具有發燒篩檢及不明

原因發燒病人處理之機制 
不明原因發燒病人處理之標準作業程序 SOP 

6.1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有
適當管制措施 

1.住院疑似或確定罹患傳染病個案隔離措施及接觸

者疫情追蹤標準作業程序 SOP 
2.接觸者追蹤紀錄 

6.2 其他住院且確定為接觸傳
染或呼吸道傳染之傳染病

病人，有完整的院內接觸者

的追蹤資料 

住院確定為接觸傳染或呼吸道傳染之傳染病人院內

接觸者健康狀況列管資料 

6.3 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病
人，有完整的院內接觸者的

追蹤資料 

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病人院內接觸者健康狀況列管

資料 

7.1 有院內全體員工體溫監測
計畫 

最近一年醫事人員及行政工作人員體溫異常追蹤及

處理記錄 
7.2 針扎事件的預防及處置 1.針扎事件追蹤 SOP 

2.針扎個案列管追蹤記錄 
3.若受查醫院非「愛滋病指定醫院」，應輔導其訂定
轉介流程 

7.3 員工胸部 X光檢查 1.醫院應定義與病人直接接觸醫療相關人員 
2.符合之員工一年胸部 X光檢查統計資料 

8.1 員工清楚瞭解如何使用個
人防護裝備 

制定不同等級防護裝備 SOP(定期更新)  

8.2 防疫物資貯存符合規定 醫院防疫物資儲備量貯存、領用及耗損記錄 
9.2 訂有手部衛生標準作業程

序，並有管控與稽核機制 
1.手部衛生標準作業程序 
2.手部衛生稽核記錄 

9.3 隔離病房具有區隔之空間

供人員穿脫 PPE 及廢棄物
清理空間 

隔離病房區域動線管制規劃書 

9.5 確實執行衛材、器械、機器

之滅菌及清潔管理 
1.各種滅菌鍋確效標準 SOP及紀錄 
2.滅菌異常處理 SOP及近一年異常紀錄 

9.7 定期辦理檢驗室各項安全

設施及設備保養、維護、功

能測試及相關之安全防護

教育訓練 

1.檢驗室安全設施及設備保養維護計劃 
2.近一年保養維護紀錄 

9.8 定期環境監測與醫材管理

機制 
應有血液透析水質檢測 SOP及異常處理機制；內視

鏡、氣管鏡設備消毒 SOP 
11.1 當大規模感染事件發生

時，應有應變計畫，支援感

染管制工作 

1.醫院大規模感染事件發生之應變計畫 
2.達 B-各級支援人員訓練計畫 
3.達 A-各級支援人員實務訓練及受訓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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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查核基準 「書面審核」建議參考項目 

11.2 緊急清空與消毒作業規範 1.辦理實地演習訓練紀錄 
12.1 應有抗生素使用管制措施

及執行情形記錄表 
1.抗生素管制機制 SOP 
2.制定抗生素使用標準 
3.達 B-抗生素審核紀錄及分析報告 
4.達 A-(1)設置醫訓系統提醒醫師開立抗生素機制、

(2)針對不符合改善報告及成效。（專科醫院、未評

鑑醫院或急性病床 49床以下醫院可僅列(2)內容）
12.2 應有全院性臨床分離菌種

抗生素感受性報告 
1.最近半年院內感染分離菌種報告紀錄 
2.達 B-將抗生素審核紀錄及分析報告發給每位醫

師，並有分發紀錄 
3.達 A-訂有「確認醫師了解訊息」之機制並友直行

紀錄。 
12.3 掌握檢體的種類及區別各

病房分離之病菌 
1.年度分析醫院抗生素感受性分析報告 
2.隨時可以掌握抗藥性細菌方法及紀錄 
3.達 B-多重抗藥性細菌感染個案之隔離與防治措

施，提供醫護人員參考並有紀錄 
4.達 A-針對個案分析改善報告 

*「書面審核」所列建議參考項目，係建議委員可查閱內容所提之相關資料，協助評分

判定，但不表示具有所提內容，即符合該項評分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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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感控相關教育訓練」建議參考項目 

項次 查核基準 
「感控相關教育訓練」 
建議參考項目 

3.3 院內發生群聚感染事件之處理 
3.4 訂有陪病及探病之原則或管理之標準作業程序 
3.5 訂有販賣部(商店街)院內感染控制措施 

5.1 
院內具有發燒篩檢及不明原因發燒病人處理之機

制 
5.2 急診空間與動線規劃適當 
6.1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有適當管制措施 

6.2 
其他住院且確定為接觸傳染或呼吸道傳染之傳染

病病人，有完整的院內接觸者的追蹤資料 
7.1 有院內全體員工體溫監測計畫 
8.1 員工清楚瞭解如何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9.2 
訂有手部衛生標準作業程序，並有管控與稽核機

制 

9.3 
隔離病房具有區隔之空間供人員穿脫 PPE 及廢棄
物清理空間 

9.4 
負壓隔離病房區域有良好動線管制及落實使用率

通報 

9.7 
定期辦理檢驗室各項安全設施及設備保養、維

護、功能測試及相關之安全防護教育訓練 
10.1 訂有完善的員工教育訓練計畫 

10.2 
配合主管機關指示之感染管制措施，辦理因應新

興傳染病感染防治教育訓練 
11.2 緊急清空與消毒作業規範 
12.1 應有抗生素使用管制措施及執行情形記錄表 

1.年度規劃全院感控教育訓

練計畫 
2.計畫區分不同職務需接受

之課程 
3.若醫院有執行線上學習，則

可請其提供紀錄查詢，並給

予正向肯定 
4.若醫院有進行課程認知評

量、出席率或課程滿意度調

查等，亦可請其提供相關資

料佐證，並給予正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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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表(範例) 

醫療機構代碼：           醫院名稱：                 查核日期：   年   月   日 
評鑑等級：□新制特優 1 □新制優等 2 □新制合格 3 □新制精神科優等 4 □新制精神科合格 5 □未具評鑑效期 6 

總病床數：□500床（含）以上 1 □250至 499床之醫院 2 □100至 249床之醫院 3 □99床（含）以下 4 

縣 市 別：□台北市 01  □高雄市 02  □基隆市 11  □新竹市 12  □台中市 17  □台南市 21  □嘉義市 22  □台北縣 31  □桃園縣 32  

□新竹縣 33  □宜蘭縣 34  □苗栗縣 35  □台中縣 36  □彰化縣 37  □南投縣 38  □雲林縣 39  □嘉義縣 40  □台南縣 41 

□高雄縣 42  □屏東縣 43  □澎湖縣 44  □花蓮縣 45  □台東縣 46  □金門縣 90  □連江縣 91 

疾管局分局別：□第一分局 1  □第二分局 2  □第三分局 3  □第四分局 4  □第五分局 5  □第六分局 6 

項    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 

(查核結果為 D、E之項目務必說明原因並提供改善意見) 

1. 持續性院內感染控制品質改善   

1.1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是否有所改善 □A□B□C□D□E 
□本項免填  

2. 實行組織性的感染控制管理   

2.1 成立院內感染控制委員會 □A□B□C□D□E  

2.2 成立感染控制部門(中心、室、小組) □A□B□C□D□E  

2.3 聘有感染症專科醫師 □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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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 

(查核結果為 D、E之項目務必說明原因並提供改善意見) 

2.4 聘有感染管制師 □A□B□C□D□E  

2.5 定期收集院內感染控制及國際最新傳染
病疫情資料，並將訊息傳達予醫院相關單

位 
□A□B□C□D□E  

2.6 具有結核病診治機制 □A□B□C□D□E  

3. 院內感染防治規定   

3.1 制訂感染控制手冊，確實執行並定期更新 □A□B□C□D□E  

3.2 定期對院內感染的發生及其動向開會檢
討分析，並訂定改善方案 □A□B□C□D□E  

3.3 院內發生群聚感染事件之處理 □A□B□C□D□E  

3.4 訂有陪病及探病之原則或管理之標準作

業程序 □A□B□C□D□E  

3.5 訂有販賣部(商店街)院內感染控制措施 □A□B□C□D□E 
□本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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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 

(查核結果為 D、E之項目務必說明原因並提供改善意見) 

4.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進行監測及通
報 

  

4.1 訂有傳染病監視通報機制，並有專人負責
傳染病之通報並主動與當地衛生機關連

繫 
□A□B□C□D□E  

4.2 設有住院病人咳嗽監測機制，以利結核病

個案之早期診斷 
□A□B□C□D□E 
□本項免填  

4.3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個案管理工作 □A□B□C□D□E 
□本項免填  

4.4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人衛教工作 □A□B□C□D□E  

5. 發燒篩檢及發燒病人處理   

5.1 院內具有發燒篩檢及不明原因發燒病人

處理之機制 □A□B□C□D□E  

5.2 急診空間與動線規劃適當 □A□B□C□D□E 
□本項免填  

6.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之隔離措施與接觸
者追蹤 

  

6.1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有適當管制措施 □A□B□C□D□E 
□本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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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 

(查核結果為 D、E之項目務必說明原因並提供改善意見) 
6.2 其他住院且確定為接觸傳染或呼吸道傳
染之傳染病病人，有完整的院內接觸者的

追蹤資料 
□A□B□C□D□E  

6.3 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病人，有完整的院內
接觸者的追蹤資料 □A□B□C□D□E  

7. 員工保護措施   

7.1 有院內全體員工體溫監測計畫 □A□B□C□D□E  

7.2 針扎事件的預防及處置 □A□B□C□D□E  

7.3 員工胸部 X光檢查 □A□B□C□D□E  

7.4 訂有醫療照護人員預防接種防疫措施，並

據以落實執行 □A□B□C□D□E  

8. 個人防護裝備(PPE)   

8.1 員工清楚瞭解如何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A□B□C□D□E  

8.2 防疫物資貯存符合規定 □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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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 

(查核結果為 D、E之項目務必說明原因並提供改善意見) 
9. 為降低感染風險，提供安全、乾淨、合宜
的照護環境 

  

9.1 洗手設備及相關硬體設施之方便性及安

全性 □A□B□C□D□E  

9.2 訂有手部衛生標準作業程序，並有管控與
稽核機制 □A□B□C□D□E  

9.3 隔離病房具有區隔之空間供人員穿脫

PPE及廢棄物清理空間 □A□B□C□D□E  

9.4 負壓隔離病房區域有良好動線管制及落

實使用率通報 
□A□B□C□D□E 
□本項免填  

9.5 確實執行衛材、器械、機器之滅菌及清潔

管理 □A□B□C□D□E  

9.6 供應中心人員進出、衛材及器械搬運時，
清潔區及污染區應做區隔且動線不交叉 □A□B□C□D□E  

9.7 定期辦理檢驗室各項安全設施及設備保

養、維護、功能測試及相關之安全防護教

育訓練 

□A□B□C□D□E 
□本項免填  

9.8 定期環境監測與醫材管理機制 □A□B□C□D□E 
□本項免填  

10. 醫院感染管制及傳染病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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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查核結果 
缺失與建議 

(查核結果為 D、E之項目務必說明原因並提供改善意見) 

10.1 訂有完善的員工教育訓練計畫 □A□B□C□D□E  

10.2 配合主管機關指示之感染管制措施，辦理

因應新興傳染病感染防治教育訓練 □A□B□C□D□E  

11. 危機處理   

11.1 當大規模感染事件發生時，應有應變計
畫，支援感染管制工作 □A□B□C□D□E  

11.2 緊急清空與消毒作業規範 □A□B□C□D□E  

12. 抗生素抗藥性管制措施   

12.1 應有抗生素使用管制措施及執行情形記

錄表 □A□B□C□D□E  

12.2 應有全院性臨床分離菌種抗生素感受性

報告 
□A□B□C□D□E 
□本項免填  

12.3 掌握檢體的種類及區別各病房分離之病

菌 
□A□B□C□D□E 
□本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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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語(請查核人員摘要描述受查核醫院執行感控業務之其他建議事項)： 

查核人員簽名： 

查核委員：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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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查核醫院回饋意見(請受查核醫院簡要描述對實地查核過程、查核結果之意見)： 

□無意見 

□意見簡述如下： 

 

受查核醫院代表簽名：                                         

第一聯(白)：查核醫院留存；第二聯(綠)：衛生局留存；第三聯(紅)：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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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查核結果、缺失及建議事項通知函(範例) 

○○縣(市)(政府)衛生局 函(範例) 

受文者：如正、副本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 年○○月○○日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 
附件：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醫院缺失及建議事項執行成果

一覽表 
 
 

主旨：檢送本局 99 年○○月○○日查核 貴院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

乙份（如附件ㄧ），請於 99 年○○月○○日前改善完成（改善期限以二

個月為原則），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措施查核辦法第十六條辦理。 

二、檢附「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醫院缺失及建議事項執行成果一覽

表」乙份（如附件二），請 貴院依限完成「缺失事項」改善，並將改善

情形於○○月○○日前填復本局；另，「建議事項」則請 貴院參酌辦理。 
 

正本：○○醫院 

副本：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分局、本局疾病管制課/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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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 
達成比率% 

醫療機構代碼 醫療機構名稱 
C以上 B以上 A以上

  % % %

 
項    目 查核結果 缺失及建議事項 

1. 持續性院內感染控制品質改善  
 

1.1 前次查核建議事項是否有所改善  
 

2. 實行組織性的感染控制管理  
 

2.1 成立院內感染控制委員會  
 

2.2 成立感染控制部門(中心、室、小組)  
 

2.3 聘有感染症專科醫師  
 

2.4 聘有感染管制師  
 

2.5 定期收集院內感染控制及國際最新
傳染病疫情資料，並將訊息傳達予醫

院相關單位 
 

 

2.6 具有結核病診治機制  
 

3. 院內感染防治規定  
 

3.1 制訂感染控制手冊，確實執行並定期

更新  
 

3.2 定期對院內感染的發生及其動向開
會檢討分析，並訂定改善方案  

 

3.3 院內發生群聚感染事件之處理  
 

3.4 訂有陪病及探病之原則或管理之標

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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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查核結果 缺失及建議事項 

3.5 訂有販賣部(商店街)院內感染控制措
施  

 

4. 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進行監測
及通報 

 
 

4.1 訂有傳染病監視通報機制，並有專人
負責傳染病之通報並主動與當地衛

生機關連繫 
 

 

4.2 設有住院病人咳嗽監測機制，以利結

核病個案之早期診斷  
 

4.3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個案管理工作  
 

4.4 有專人負責結核病人衛教工作  
 

5. 發燒篩檢及發燒病人處理  
 

5.1 院內具有發燒篩檢及不明原因發燒

病人處理之機制  
 

5.2 急診空間與動線規劃適當  
 

6.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之隔離措施與
接觸者追蹤 

 
 

6.1 疑似或確定傳染病病人，有適當管制
措施  

 

6.2 其他住院且確定為接觸傳染或呼吸
道傳染之傳染病病人，有完整的院內

接觸者的追蹤資料 
 

 

6.3 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病人，有完整的
院內接觸者的追蹤資料  

 

7. 員工保護措施  
 

7.1 有院內全體員工體溫監測計畫  
 

7.2 針扎事件的預防及處置  
 

7.3 員工胸部 X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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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查核結果 缺失及建議事項 

7.4 訂有醫療照護人員預防接種防疫措

施，並據以落實執行  
 

8. 個人防護裝備(PPE)  
 

8.1 員工清楚瞭解如何使用個人防護裝
備  

 

8.2 防疫物資貯存符合規定  
 

9. 為降低感染風險，提供安全、乾淨、
合宜的照護環境 

 
 

9.1 洗手設備及相關硬體設施之方便性

及安全性  
 

9.2 訂有手部衛生標準作業程序，並有管
控與稽核機制  

 

9.3 隔離病房具有區隔之空間供人員穿

脫 PPE及廢棄物清理空間  
 

9.4 負壓隔離病房區域有良好動線管制

及落實使用率通報  
 

9.5 確實執行衛材、器械、機器之滅菌及

清潔管理  
 

9.6 供應中心人員進出、衛材及器械搬運
時，清潔區及污染區應做區隔且動線

不交叉 
 

 

9.7 定期辦理檢驗室各項安全設施及設

備保養、維護、功能測試及相關之安

全防護教育訓練 
 

 

9.8 定期環境監測與醫材管理機制  
 

10. 醫院感染管制及傳染病教育訓練  
 

10.1 訂有完善的員工教育訓練計畫  
 

10.2 配合主管機關指示之感染管制措
施，辦理因應新興傳染病感染防治教

育訓練 
 

 

11. 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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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查核結果 缺失及建議事項 

11.1 當大規模感染事件發生時，應有應變
計畫，支援感染管制工作  

 

11.2 緊急清空與消毒作業規範  
 

12. 抗生素抗藥性管制措施  
 

12.1 應有抗生素使用管制措施及執行情

形記錄表  
 

12.2 應有全院性臨床分離菌種抗生素感

受性報告  
 

12.3 掌握檢體的種類及區別各病房分離

之病菌  
 

 
綜合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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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醫院缺失及建議事項執行成果一覽表 

醫   院   名   稱：                          醫 療 機 構 代 碼 ：                        縣  巿  別：            

急  性  病  床  數：            床 總  病  床  數 ：            床   

填   表   日   期：     年   月   日 填表人簽章 (名 )：                        職     稱：             

  單位主管簽章(名)：                          

聯   絡   電   話：（      ）                      分機          

 

一、缺失事項（查核結果為「D」、「E」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見） 
Step1-衛生局提供   Step2-醫院填寫 Step3-衛生局填寫 

執行狀況 成果查核 

項目 改善意見 
已
完
成
 

執
行
中
 

未
執
行
 

目前執行情形(或尚未執行理由) 
已
完
成
 

執
行
中
 

未
執
行
 

意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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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查核結果為「B」、「C」項次所對應之改善意見，或「綜合評語」），請 貴院參酌辦理 
Step1-衛生局提供   Step2-醫院填寫 

參酌辦理情形

項目* 改善意見 
已
完
成
 

執
行
中
 

未
參
採
 

備註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綜合評語」部分其「項目」欄位可留空，或填入「綜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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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感控問題諮詢回復單(範例) 

感控問題諮詢提問單 (正面) 

  提問日期:   年   月   日   時 
案件編號：2010 □□□□－□□□ 

一、提案單位基本資料 

姓名：               服務機構名稱：                                

職稱(可複選)：□醫師□護理師□醫檢師□行政人員□感控小組成員  

              □感控委員會成員 

所屬機構的類型：□診所□地區醫院□區域醫院□醫學中心□其他         

電話：    －                   傳真：     －                       

E-Mail:                                                            

二、提問內容 

1. 問題諮詢通路：□網路□電話□傳真□信件□公文□其他            
2. 問題類型： 

□感控查核作業與基準問題                
□臨床感控問題－□群突發□抗生素□防疫□感控□其他              

3. 案件速別：□最速件(1天) □速件(3天) □普通(7天) 
4. 回復方式：□電子郵件                      □網路 Q&A問答輯 
5. 諮詢內容(敬請提案單位協助完善說明，以利答復)： 

 
 
 
 
 
 
 
 
 
 
※本提問單除案件編號，由受理平台填寫外，其餘欄位，均由提問者填寫。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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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感控問題諮詢回復單(反面) 

答復日期：   年   月   日   時 
致：提問人                     
三、問題答覆： 

1. 回復方式：□電子郵件                      □網路 Q&A問答輯 
2. 回復內容： 

  3. 回復者基本資料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回覆日期:    年   月   日 

 

     註記： 1.簽署原則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簽 
           2.所有問題皆呈核至二層決行 

第二層決行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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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99年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說明會 Q&A 

查核時程及流程部份 

Q1：通知醫院實地查核之時間，是否能提早，以利院內主管安排行程？ 

A1：依據 99 年度衛生醫療業務聯合訪視作業原則，各類訪視作業行程經衛生署醫事

處抽籤排定後，將統一進行通知：若本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行程需併同醫院評

鑑行程之醫院，則通知其實地查核之「月份」；若本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行程

不需併同醫院評鑑行程者，則通知其實地查核月份之「週次」。另，實地查核之

確切日期，則由協辦單位（醫策會）於 10個工作天前再次函知。 

 

Q2：若醫院評鑑行程僅為 1天之醫院，其感控查核會於評鑑前一天到達嗎？ 

A2：依據衛生署醫事處及疾病管制局之規劃，本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行程需併同醫

院評鑑行程之醫院，其感控查核結果需能提供予醫院評鑑委員參考，故醫院感染

控制實地查核應於醫院實地評鑑結束前完成。另，於實地查核/評鑑期間，將由協

辦單位（醫策會）協調感控查核委員及醫院評鑑委員之行程，避免同時訪視感控

業務，以減少醫院人力、資料製作之負擔。 

 

Q3：有關「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表」中「受查醫院回饋意見」單張，醫院於何時

可以取得？ 

A3：於實地查核行程之「查核人員與院方意見交流」時段提供予院方；該時段係由查

核團隊與受查醫院充分溝通及討論查核結果，並於當場達成決議後，由查核委

員、衛生局人員及受查醫院於查核評量表上確認及簽名；若受查醫院對部分基準

之查核結果未能與查核團隊達成共識，則請列舉於查核評量表單新增之「受查核

醫院回饋意見」欄位。 

 

Q4：醫院感染控制查核結束後，回饋予受查醫院的資料內容為何？ 

A4：醫院感染控制查核結束後，即當場提供查核表正本予受查醫院留存，其內容包含

各查核項次之「查核結果」（該項成績：A、B、C、D、E、本項免填）、「缺失及

建議事項」，以及「綜合評語」等。另，感控查核成績採計算達成率的方式，係

於查核結束後，由轄區衛生局另行計算醫院各階（C以上、B以上、A以上）達

成比率，並正式函知醫院「99 年度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結果」，以供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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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及改善。 

 

查核基準及評分說明部份 

Q5：精神科專科醫院聘有兼任感染症專科醫師，學分要求應如何認定？ 

A5：依據基準 2.3「聘有感染症專科醫師」之評分說明，專科醫院依其規模大小，其

符合 C標準之內容分述如下：(1)總病床數未滿 500床之專科醫院，可由前一年參

加專業學會認可之感染控制訓練達 20 學分以上之醫師負責感管業務推行；(2)總

病床數 500床以上之專科醫院，每 500床至少有 1名兼任感染症專科醫師及由前

一年參加專業學會認可之感染控制訓練達 20 學分以上之醫師負責感管業務推

行，且至少 50%以上感染症專科醫師，一年內接受感染控制訓練，累計學分達 20

學分以上。上述之學分計算期間為查核前一年 4月到查核當年 3月。 

 

Q6：有關基準 2.3「聘有感染症專科醫師」評分說明所提「感染症專科醫師，一年內

接受感染控制訓練，累計學分達 20學分以上」，若院內醫師取得感染症專科醫師

證書時間未滿一年，學分的認定標準是從寬認定或是按照比例原則計算？ 

A6：依據基準 2.3「聘有感染症專科醫師」之評分說明，感染症專科醫師之學分要求

分述如下：(1)總病床數未滿 500床醫院，於評分說明 B-3要求「所有感染症專科

醫師一年內感染控制訓練累計學分達 20 學分以上」；(2)總病床數 500 床以上醫

院，於評分說明 C-2要求「至少 50%以上感染症專科醫師，一年內接受感染控制

訓練，累計學分達 20學分以上」，另於評分說明 B則要求「所有感染症專科醫師

一年內感染控制訓練累計學分達 20學分以上」。上述之學分計算期間為查核前一

年 4月到查核當年 3月。 

 

Q7：有關基準 2.4「聘有感染管制師」評分說明 C-1「300床以上醫院，每 300床聘有

1名專任感染管制護理師，其人力缺額在 20%以下者」及 C-2「未滿 300床醫院，

須有專人負責感染控制業務推行」與新制醫院評鑑基準 3.7.1.3「應有合格且足夠

之感染管制醫護人員進行感染管制作業」評分說明 C-1「總病床數在 300 床以下

有 1名兼任合格之感染管制護理人員及 1位兼任醫檢師」及 C-2「總病床數在 300

床以上，每 300床有 1名專責並合格之感染管制護理人員。另同時有一位兼任醫

檢師」，以上兩項基準評分說明標準略有差異，若醫院同時受查感控查核及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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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時，該如何依循？ 

A7：「新制醫院評鑑基準」及「醫院感染控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係分別由衛生署醫

事處與疾病管制局各自研訂公佈，醫院應就個別基準內容進行準備；若遇基準於

同標準（如：C）所要求之程度有差異時，則建議可就要求程度較高之內容作準

備，即可同時符合二者之規範。 

 

Q8：有關基準 3.1「制訂感染控制手冊，確實執行並定期更新」，其中所指「手冊」形

式是否一定要裝訂成冊？ 

A8：感染控制手冊必須讓醫療人員能夠隨時查閱內容，其製作形式可包含裝訂成冊、

使用活頁、電子檔案分享等，惟醫院應明訂資料保存、更新作業流程，並能及時

提供及列印委員查詢所需之文件。 

 

Q9：有關基準 4.2「設有住院病人咳嗽監測機制，以利結核病個案之早期診斷」評分

說明 C-1「醫院內訂有咳嗽監測機制，並有作業流程 SOP，常規執行並記錄」，對

於使用呼吸器之病人，該如何監測咳嗽？ 

A9：咳嗽監測機制之目的在於幫助醫師發掘未發現的結核病個案，對於使用呼吸器之

病人，除於入院時需作健康評估外，必要時應實施胸部 X光檢查。 

 

Q10：有關基準 5.2「急診空間與動線規劃適當」評分說明「註」所提「內化困難無法

規劃專屬動線的醫院，仍須備有完整的配套應變措施」，係指至少每年演練一次，

備有相關紀錄可查，和基準 11.2 「緊急清空與消毒作業規範」評分說明 B-2「定

期辦理實地或桌上演習訓練」，以上兩項評分說明所提之「演習」是否桌上演習

和實地演習皆可被認同？ 

A10：上述兩項基準所提之「演習」，無論桌上演習或實地演習訓練皆可被認同。 

 

Q11：有關基準 6.2「其他住院且確定為接觸傳染或呼吸道傳染之傳染病病人，有完整

的院內接觸者的追蹤資料」，在自評表中請醫院提供院內目前已制定之「病人於

住院後發生經呼吸道傳染之疾病」及「病人於住院後發生多重抗藥性菌株感染」

二種情況接觸者追蹤列管機制，其附件資料應如何準備？所謂「接觸者」的範

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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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1)參照自評表之說明進行準備：經呼吸道傳染之疾病，以提供單一疾病(除 TB

之外)或綜論性質之接觸者追蹤列管機制，擇一即可；多重抗藥性菌株感染以提

供住院病人被診斷出 CRAB、VRE 等多重抗藥性菌株感染後相關處理之標準作

業流程（SOP），擇一即可（精神科醫院可改提供住院病人感染疥瘡或腹瀉之處

理 SOP）。(2)依據本項評分說明「註一」：其他住院且確定為接觸傳染或呼吸道

傳染之傳染病病人之「院內接觸者」係指住院確定個案於入院當時尚未診斷為

傳染病病人，但住院一段期間後才被確認，自病人入院之日至確定之日這段期

間，在未經適當防護下有接觸該病人之醫院工作人員及同一病室之病人為須追

蹤之「院內接觸者」。 

 

Q12：有關基準 6.3「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病人，有完整的院內接觸者的追蹤資料」評

分說明所提「有主動轉介至轄區衛生主管機關持續追蹤」，其所指之轉介轄區衛

生主管機關為何？ 

A12：結核病之院內接觸者（含病人、家屬及工作人員）如於追蹤期間出院或離職時，

醫院應主動轉介至轄區衛生局之結核病業務相關承辦人，以利接續追蹤。 

 

Q13：有關基準 6.3「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病人，有完整的院內接觸者的追蹤資料」評

分說明「註一」所提「同病室的其他病人、家屬及醫療照護工作人員，且未佩

戴 N95口罩以上等級防護裝備與指標病人接觸一天內 8小時（含）以上或於指

標病人可傳染期期間累積 40小時者」需列入院內接觸者之列管，如果病人診斷

出結核病，但住院未超過 5天，其院內接觸者是否不需追蹤列管？ 

A13：本項評量目的是將確定的結核病院內接觸者，主動通報至衛生主管單位，以利

後續的追蹤。因此，醫院在自訂接觸者追蹤機制時，可參閱評分說明註一：「院

內接觸者係指：同病室的其他病人、家屬及醫療照護工作人員，且未佩戴 N95

口罩以上等級防護裝備與指標病人接觸一天內 8 小時（含）以上或於指標病人

可傳染期期間累積 40小時者，可傳染期之核計以『病人有呼吸道症狀日或痰抹

片陽性採痰日』的前三個月起算」來界定院內接觸者，其接觸時間認定則於「與

指標病人接觸一天內 8 小時（含）以上」以及「於指標病人可傳染期期間累積

40小時（含）以上」二種原則中只要符合其中一項，就必須落實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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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有關基準 6.3「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病人，有完整的院內接觸者的追蹤資料」評

分說明「註一」所提「同病室的其他病人」需列入院內接觸者之列管，若於精

神專科醫院，病房區中包含數間病室，病人會在病室外的共同空間中活動，於

共同空間之接觸是否須依「註一」之原則列管？ 

A14：精神科醫院之病人室內活動空間（如病房區之公共活動空間、職能治療室等）

均可列入院內接觸者界定範圍，應依「未佩戴 N95 口罩以上等級防護裝備與指

標病人接觸一天內 8小時（含）以上或於指標病人可傳染期期間累積 40小時者，

可傳染期之核計以『病人有呼吸道症狀日或痰抹片陽性採痰日』的前三個月起

算」之原則來認列院內接觸者，並進行列管；另，精神科病人之戶外活動範圍

則不予列入。 

 

Q15：有關基準 6.3「住院確定為結核病之病人，有完整的院內接觸者的追蹤資料」評

分說明「註一」提及院內接觸者的防護裝備，其防護裝備是否一定要 N95 口罩

因考量實際成本支出過高，是否有其他配套方法？ 

A15：本項說明係經由疾病管制局權責單位研議有關「防護裝備」之定義，為有效防

止吸入帶有結核菌之飛沫，應使用可有效過濾 1μm大小飛沫之防護口罩。N95

口罩可過濾 95%之 0.3μm大小之飛沫，因此，基於本項基準為「住院確定為結

核病之病人，有完整的院內接觸者的追蹤資料」，對於醫療院所內進入高危險地

區的所有人員均建議使用 N95 口罩來防範發生結核菌感染。因此，至少應妥善

配戴 N95以上等級口罩，始可視為有適當防護裝備。 

 

Q16：有關基準 7.2「針扎事件的預防及處置」評分說明 C-4「對有可能接觸到血液、

體液的工作人員，若 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為陰性者，施行 B型肝炎疫

苗接種」之評量共識「若有拒絕施打 B 型肝炎疫苗之員工，則需具有其簽署之

切結書備查」，針對員工拒絕施打疫苗也拒絕簽署切結書，醫院如何處理？是否

有可依循的相關法源依據？ 

A16：為維護病人及醫療人員之安全，疫苗接種為醫療人員的權力與義務，醫院可自

訂疫苗接種相關規範，提供醫療人員遵循，並強調接種疫苗之權利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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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醫院為非「愛滋病指定醫院」，針扎發生時，來源者（病人）經過立即檢驗愛滋

病毒抗體反應為陽性，後續處理流程？ 

A17：非愛滋病指定醫院之感染科或其他科醫師應先瞭解扎傷之狀況及血液交流情

形，再撥打 1922民眾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轉針扎處理專線諮詢，若評估需進行

預防性用藥，需於針扎後 24小時內轉介至愛滋病指定醫院。 

 

Q18：關於針扎來源者（病人）篩檢 HIV病毒，是否可因其急迫性不須簽署同意書？ 

A18：依據「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第 15條第 4項規定，

如醫事人員發生針扎事件，仍經當事人同意（書面同意或口頭同意）及諮詢程

序，始得抽取當事人血液進行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檢查。 

 

Q19：關於工作人員連續接種 B 型肝炎疫苗後表面抗體仍為陰性者，須連續接種幾次

B型肝炎疫苗就不需再接種？疫苗資料要如何呈現？ 

A19：(1)於接種 B型肝炎疫苗後，經檢驗未具 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者，建議

可追加 1劑 B型肝炎疫苗，並於 1個月後抽血檢驗，若表面抗體仍為陰性（< 10 

mIU/ml），可以採「0-1-6個月」之時程，接續完成第 2、3劑疫苗，並於第 3劑

疫苗完成注射後 1∼2個月內，再抽血檢測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 HBs）；依

據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預防接種組（ACIP）建議，如經再次補接種仍

無法產生抗體者，則無需再接種，但仍應採取 B 型肝炎之相關預防措施，並定

期追蹤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之變化。(2)本年度新增試辦基準 7.4「訂有

醫療照護人員預防接種防疫措施，並據以落實執行」，評分說明 C-1所提之「免

疫力證明文件」係指疫苗接種紀錄或抗體檢驗陽性報告，其文件格式可參考「醫

療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之附件。 

 

Q20：有關基準 9.1「洗手設備及相關硬體設施之方便性及安全性」評分說明 C-1「洗

手設備之位置及數量合乎實際需要」之洗手設備係指濕洗手設備，ICU2 床或 2

個隔間之間至少設有一洗手台，醫療照護單位原則上 1 個單獨區域需有一洗手

台，因院內 ICU預重建，目前規定 ICU 兩隔間需設有一洗手台，未來 ICU洗手

設備是否會更改為每個隔間需設有一洗手台？ 

A20：ICU為感染率高的單位，建議重建或整修 ICU時，可採取較高標準進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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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於每隔間設置一洗手台。 

 

Q21：有關基準 9.8「定期環境監測與醫材管理」評分說明 C-4「監測內視鏡、氣管鏡

室等相關器械、設備之清洗消毒液有效濃度，並有紀錄」，其中消毒液有效濃度

及監測採檢頻次之規定為何？ 

A21：有關內視鏡、氣管鏡室等相關器械、設備之清洗消毒液有效濃度監測及監測採

檢頻次，目前未有足夠參考文獻及佐證資料，醫院仍應依產品使用注意事項及

實際消毒使用量等相關數據，訂定有效濃度相關檢測流程，並據以確實執行；

未來若有彙集充足之文獻及佐證資料，將會納入明年度基準研修及評量共識建

議。 

 

Q22：有關基準 10.1「訂有完善的員工教育訓練計畫」，此項目統計時間為 98 年 4 月

至 99 年 3月，若新進人員已接受了 8小時的 e-learning訓練課程，目前已無法

回溯，是否有其他因應方式？ 

A22：本項評量目的為藉由完善的教育訓練計畫，建立院內員工對於感染控制的認知；

因醫療院所資訊化普及，本年度評量共識認計 e-learning的教育訓練方式，惟考

量教育訓練過程應包含討論、成果評估、相關回饋機制等，實地/課室式之教育

訓練仍有其必要性，故本年度認可 50%的時數以 e-learning的方式提供教育訓練。 

 

Q23：有關基準 11.1「當大規模感染事件發生時，應有應變計畫，支援感染管制工作」

評分說明 C「訂有大規模感染事件發生之應變計畫，擬定支援單位的原則及序

位，以及支援人數的合理估計」，其中所指支援單位係指某特定單位或是以群體

人數來計算？支援人數如何估計？ 

A23：支援單位及支援人數的估算，需視醫院實際狀況及醫院規模大小決定。 

 

Q24：有關基準 11.2「緊急清空與消毒作業規範」內之組織名單需填具業務負責人姓

名，此項規定對於人員異動頻率頗高之小規模醫院，恐會造成一直更換人員名

單的狀況，增加承辨單位工作負擔。 

A24：建議可於組織架構中進行標註，並製作人員名冊進行對應，當遇人員異動時，

則只需修改名冊內之名單，不需更改組織架構內容，惟需加註更新日期，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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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辨人員管控規範更新時程。 

Q25：醫院自訂之抗生素使用管制規範，是否有相關參考資料？ 

A25：建議抗生素使用管制規範可參考國內外學術文獻資料、專業學協會指引，或是

參考其他醫院之規範，並將相關資料提供給院內醫師參考，以共同研訂適合醫

院自身使用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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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2、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 

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 
（Healthcare Personnel Vaccination Recommendations）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09/08/11訂定 

一、前言 

針對疫苗可預防疾病，促使醫療照護人員完成相關預防接種在確保其免疫力，

係避免醫療照護人員在照護病人的過程中，因暴露傳染病病原而受到感染。同時降

低醫療照護人員在照護病人的過程中，將自身感染的病原傳染給受照護病人的風

險。「醫療機構執行感染控制查核辦法」第八條中明白揭示：醫療機構應有員工保健

措施，對於高危險單位之工作人員，應定期提供胸部 X光、疫苗注射等必要之檢查

或防疫措施；並視疫病防治需要，進行員工健康狀況之了解及提供必要之配合措施。

相關研究也指出，員工預防接種有助於避免病人因受到醫療照護人員傳染，而感染

到疫苗可預防疾病所導致的罹病與死亡，並可減少醫療照護人員因感染引發疾病所

衍生的醫療費用、工時損失等成本支出。基此，在維護醫療照護人員與病人權益，

同時提供一個更安全的醫病環境考量下，醫療機構執行機構內相關人員預防接種措

施，是一項重要的院內感染控制策略。 

本局參考國內外相關指引與文獻並配合國內現況，訂定「醫療照護人員預防接

種建議」，提供醫療機構全面性有系統地規劃實施醫療照護人員預防接種政策。本預

防接種建議適用於包括醫院、診所、安養機構、養護機構、長期照護機構、護理之

家機構、榮民之家、身心障礙福利服務機構之全日型住宿機構、呼吸治療中心、精

神復健機構之康復之家等醫療單位內，第一線會接觸到病人的醫療照護人員，包括

醫師、護理人員、檢驗技術人員、緊急救護醫療人員、醫療輔助技術人員、看護人

員等，及整學期固定在地區級以上教學醫院執勤之醫事實習學生。 

二、醫療照護人員接種疫苗建議： 

1. B型肝炎疫苗（Hepatitis B）： 

醫療照護人員可能在執行工作的過程中，會因尖銳物品扎傷或血液或體液暴

觸而受到 B型肝炎病毒的感染。所以針對未曾接受 B型肝炎疫苗預防注射，且經

檢驗未具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者，應提供 B 型肝炎 3 劑完整的疫苗注

射，注射期程分別為第 1劑注射，間隔 1個月接種第 2劑、滿 6個月接種第 3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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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完成 3劑疫苗注射後 1∼2個月內，抽血檢測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 HBs），

以瞭解是否產生保護力，後續因應措施如下： 

（1）如 B型肝炎表面抗體效價高於 10 mIU/ ml（陽性反應），表示已產生免疫力。 

（2）如 B型肝炎表面抗體效價低於 10 mIU/ ml（陰性反應），建議可追加 1劑 B

型肝炎疫苗，並於 1個月後抽血檢驗，若表面抗體仍為陰性（< 10 mIU/ml），

可以採「0-1-6 個月」之時程，接續完成第 2、3 劑疫苗，並於第 3 劑疫苗

完成注射後 1∼2個月內，再抽血檢測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 HBs）： 

（Ⅰ）如 B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 HBs呈陽性反應，表示已有免疫力。 

（Ⅱ）依據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預防接種組（ACIP）建議，如經

再次補接種仍無法產生抗體者，則無需再接種，但仍應採取 B 型肝

炎之相關預防措施，並定期追蹤 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之變

化。 

其他有關扎傷或血液、體液暴觸後之 HBV 感染預防措施，請參閱本局「扎

傷及血液、體液暴觸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2. 流感疫苗（Influenza） 

醫療照護人員應接種流感疫苗，以避免在執行照護工作時受到病人的傳染，

或因自身感染流感而將病毒傳染給病人。對於醫療機構來說，推行機構內醫療照

護人員的流感疫苗接種，可以避免工作場所因流感爆發而影響其健康照護工作的

執行，節省醫療成本支出。因此，醫療照護人員每年接種流感疫苗，是目前普遍

建議並且認定為保障病人安全的重要措施。衛生署為維護國人健康，參照傳染病

防治諮詢委員會預防接種組建議，自民國 92 年度起將醫療機構之醫護等工作人員

納入流感疫苗接種實施對象，提供世界衛生組織每年對北半球建議更新病毒株組

成之不活化疫苗。近年來提供接種之流感疫苗均為包含 2 種 A 型（H1N1 及

H3N2）、1種 B型不活化病毒的三價非活化流感疫苗（Trivalent Inactivated Influenza 

Vaccine；TIV)。 

有關流感疫苗注射實施對象、實施期間、疫苗管控等相關作業規範，請參閱

本局全球資訊網頁>流感防治網>疫苗接種項下公佈之年度流感疫苗接種計畫。 

3.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疫苗( Measles、Mumps、Rubella；MMR) 

麻疹與德國麻疹皆為高傳染性，且於潛伏期就具傳染力的疾病。根據世界衛

生組織(WHO)建議，在訂有麻疹消除計畫的國家，除了常規的預防接種政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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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針對特定族群，其中包括醫療照護工作人員，提供預防接種，以達到消除麻

疹的目標。 

對於不具有麻疹或德國麻疹免疫抗體的醫療照護人員，建議應提供 2 劑麻

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且間隔至少 4週。判斷是否對麻疹及德

國麻疹具有免疫力的條件如下： 

（1）經檢驗證實具有麻疹、德國麻疹抗體者（醫療照護人員的麻疹、德國麻疹之

檢驗報告結果如為『indeterminate』或『equivocal』，應視為對麻疹、德國麻

疹無免疫力）；或 

（2）曾注射過麻疹、德國麻疹疫苗，且有疫苗接種紀錄者（麻疹必須為出生滿 1

歲後曾經注射過 2劑的活性減毒疫苗，且 2劑間隔 28天以上；德國麻疹則

為至少注射過 1劑的活性減毒疫苗）。 

4. 水痘疫苗（Varicella, chickenpox） 

水痘亦為一高度傳染性疾病，醫護人員不可避免的會在醫療工作中照顧到水

痘或帶狀疱疹的病人，因此若醫護人員過去不曾感染過水痘帶狀疱疹病毒，也不

曾接受過疫苗注射，即有被感染的危險。在國內的醫護人員中過去確曾發生被感

染水痘的情形，因此為了避免因工作而被感染，甚至出現併發症或傳染病人，醫

護工作同仁有必要在執業前先瞭解自己的水痘帶狀疱疹病毒抗體狀態，若為抗體

陰性者，應考慮接受水痘疫苗注射。 

其免疫力判斷方式包括： 

（1）經檢驗證實具有水痘帶狀疱疹病毒抗體者。 

（2）有水痘疫苗 2劑接種注射證明，且 2劑至少間隔 28天。 

（3）有醫師診斷證明的水痘或帶狀疱疹病史。 

5. 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疫苗（Diphtheria,Tetanus, Pertussis） 

我國現行的常規接種時程係針對幼兒於出生滿 2個月、4個月、6個月各接種

一劑白喉破傷風百日咳混合疫苗(DTP)，並於 18個月追加一劑，國小一年級則追

加一劑減量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Tdap; tetanus toxoid, reduced 

diphtheria toxoid and acellular pertussis vaccine﹚。前述接種劑別完成後，一般國際

建議每隔 10 年應給予追加一劑破傷風類毒素(toxoid)，或破傷風、減量白喉混合

疫苗(Td; tetanus and diphtheria toxoids vaccine)，以維持免疫力。 

目前對於醫療照護人員除建議每隔 10 年接受一劑破傷風、減量白喉混合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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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外，如未曾接種過 Tdap，則建議其中一劑改接種 Tdap取代替 Td，以增加百

日咳免疫力。 

三、結語 

上述內容中所列舉之建議，應由各醫療機構應依本身機構屬性、規模、以及照

護對象特性等因素，評估感染風險與相關措施之成本效益，規劃機構內人員的預防

接種政策並據以落實，以確實達到保障工作人員健康與提升病人安全之目的。其他

如肺炎鏈球菌疫苗、A 型肝炎疫苗等，建議可依醫療照護人員本身的健康情況或工

作性質自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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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人員建議接種之疫苗種類與建議事項： 

疫苗種類 簡要建議事項 
Ｂ型肝炎 
Hepatitis B 

1. 針對未曾接受 B型肝炎疫苗預防注射，且經檢
驗未具 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者，連續
給予 3劑的疫苗（第 1劑注射、間隔 1個月接
種第 2劑，滿 6個月追接種第 3劑）。 

2. 注射方式：肌肉注射。 
3. 於完成 3 劑疫苗注射後 1∼2 個月檢驗Ｂ型肝
炎血清抗體。 

流感 
Influenza 

1. 每年接種 1劑當年度疫苗。 
2. 注射方式：肌肉注射。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 
MMR (Measles、Mumps、Rubella)

1. 對於不具有麻疹或德國麻疹免疫力的醫療照

護人員，建議提供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

合疫苗(MMR)。 
2. 注射方式：皮下注射。 
3. 注射劑量：2 劑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
疫苗，間隔至少 4週。 

水痘 
Varicella (chickenpox) 

1. 不具免疫力的醫療照護人員（未曾注射過疫苗

或無血清學檢驗證實具抗體者、未經醫師診斷

有罹患水痘或帶狀疱疹病史），建議接種水痘

疫苗。 
2. 注射方式：皮下注射。 
3. 注射劑量：2劑水痘疫苗，間隔至少 4週。 

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疫苗

Diphtheria,Tetanus, Pertussis 
1. 我國現行的常規接種時程係針對幼兒於出生

滿 2 個月、4 個月、6 個月各接種一劑白喉破
傷風百日咳混合疫苗(DTP)，並於 18個月追加
一劑，國小一年級則追加一劑減量破傷風白喉

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Tdap）。完成基礎
接種後，一般國際建議每隔 10 年應予追加一

劑破傷風類毒素(toxoid)，或破傷風、減量白喉

混合疫苗(Td)，以維持免疫力。 
2. 注射方式：肌肉注射。 
3. 目前對於醫療照護人員除建議每隔 10 年接受

一劑破傷風、減量白喉混合疫苗(Td)外，如未
曾接種過 Tdap，則建議其中一劑改接種 Tdap
取代替 Td，以增加百日咳免疫力。 

4. 注射方式：肌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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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照護人員建議接種疫苗紀錄表 
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血清學抗體檢驗 預防接種 
疾病 

檢驗結果 檢驗日期 檢驗單位/簽章 疫苗種類 疫苗劑別 疫苗品名 接種日期 接種單位/簽章 

   第一劑    

   第二劑    

B型肝炎 

   

Hepatitis B 

(HepB / HepA-HepB) 第三劑    

   第一劑    水痘 

   Varicella 
第二劑    

麻疹    第一劑    

德國麻疹    

Measles,Mumps, 

Rubella 第二劑    

第一劑    

第二劑    

破傷風、

白喉、百

日咳 

   Diphtheria,Tetanus, 

Pertussis 

(Td / Tdap) 
第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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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3、個人防護裝備使用建議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09/12/03初訂 

壹、說明 

一、本建議係參考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加、澳等國家之個人防護裝備(PPE)使用指引

等內容訂定，提供 PPE的選取與使用之原則及注意事項供各醫療(事)機構參考。 

二、建議內容所提之 PPE穿脫順序係屬建議性質，各機構可參考本使用建議所提之

相關原則與注意事項，自行依隔離單位特性、暴露風險及穿戴裝備不同，酌予

修訂穿脫順序，以降低脫除過程中自我污染的可能性。 

三、醫療(事)機構工作人員平時即應加強工作風險評估之觀念，依工作內容性質與

病原體之傳染途徑等因素選取合適的 PPE並正確使用。因此本建議之目的係為

介紹個人防護裝備使用之基本概念，並非針對特定疾病訂定，也未考量防疫物

資缺乏時可能有像 N95 口罩等原屬拋棄式之防護裝備需要重複使用的特殊狀

況。 

 

貳、PPE選取 

一、基本原則 

依循傳播途徑防護措施指引工作時，必須注意： 

（一）正確使用個人防護裝備，保護自身安全 

（二）確保不會造成環境汙染或其他人感染 

（三）儘量降低因防護措施可能對病人產生的不良影響(例如：焦慮、沮喪和其他情

緒低落的情形，感覺到被污辱，減少與臨床員工的接觸，增加可預防之不良

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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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護措施 

※『各項 PPE應於進入病室前，確實穿戴正確無誤後再進入』 

 

參、PPE使用 

一、穿 PPE的順序 

（一）以下提供的為穿戴個人防護裝備建議順序，這個順序的主要目在於降低穿脫

個人防護裝備時的自我污染可能性，但各個機構可依隔離單位特性不同及所

需穿戴裝備不同之所需，酌予修訂 

（二）步驟 (資料來源:因應 H5N1 流感醫療事機構感染控制指引) 

1.使用乾洗手液或水及肥皂執行洗手 

2.戴上拋棄式的外科口罩或高效過濾口罩 

3.使用高效過濾口罩者，執行密合度檢查 (fit check) 

4.穿上隔離衣 

5.戴上髮帽(執行引發飛沫微粒(aerosol)產生的治療措施時可使用) 

6.戴上面罩或護目鏡 

7.戴上手套(確定手套有覆蓋於隔離衣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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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進入病室並關門 

（三）如何穿隔離衣 

1.選擇適當的隔離衣型式和大小，隔離病房醫療用途的隔離衣，最好是防水

且長度足以覆蓋至小腿 

2.隔離衣開口在背後 

3.注意頸部和手腕位置要綁緊 

（四）如何佩戴口罩 

1.佩戴的口罩應合乎臉型，口罩太大或太小或根本不符合臉部外型，口罩面

體與臉部之間產生縫隙，空氣中的危害物便會在未經濾材過濾的情況下進

入口罩面體以內，造成危害 

2.佩戴口罩時 

(1) 先將口罩覆蓋口、鼻、下巴 

(2) 以綁帶或鬆緊帶將口罩固定 

(3) 輕壓鼻樑片，使口罩與臉頰和鼻貼合 

(4) 調整口罩，確認已經貼合臉部並完全覆蓋口鼻和下巴(若佩戴高效過濾

口罩，此時應執行密合度檢查) 

 

 

 

 

3.密合度檢查 

(1) 每次配戴 N95或 P2高效過濾口罩時都應該執行密合度檢查(Fit Check)  

(2) 執行密合度檢查時 

A、 吸氣，此時可感覺到口罩有微微的塌陷 

B、 吐氣，重點需注意觀察口罩邊緣是否有漏氣情形 

 

 

 

 

 

注意觀察口罩邊緣是

否有漏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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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佩戴眼部或面部防護裝備 

1.使用護目鏡時，以護目鏡耳架或彈性帶固定於頭部 

2.使用面罩時，將頭帶固定於額頭部位 

3.調整使佩戴舒適，護目鏡應該密合臉部但不會過緊 

 

 

 

 

 

 

（六）如何戴手套 

1.手套是個人防護裝備中最後一個穿戴的品項 

2.選取適當的大小與材質 

3.戴上手套 

4.如果穿著隔離衣，要將手套拉上使其完全覆蓋袖口 

 

（七）注意事項 

1.可能的話，應有觀察者或鏡子可以觀察個人防護裝備穿脫情形 

2.接觸病人前，通常是在進入隔離病室/區域前，穿戴好個人防護裝備 

3.若穿隔離衣或穿戴全套裝備時，應避免在同一地點穿著及脫除個人防護裝

備(即：避免清潔區與污染區交叉或重疊) 

4.平時最好預先做好密合度測試(fit test) ，以選取適合個人配戴之 N95口罩，

並於每次使用時進行密合度檢查(fit check)，以達到 N95口罩對呼吸道的預

期保護效果 

5.如何正確使用個人防護裝備：進入污染區後注意 

(1) 不要用戴手套的手碰觸臉部 

(2) 避免用戴手套的手調整或碰觸身上穿戴的其他防護裝備 

(3) 手套破損就要脫除，並在換戴上新的乾淨手套前必須執行手部衛生 

(4) 避免不必要的物品或環境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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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脫 PPE的順序 

（一）以下提供的為脫除個人防護裝備建議順序，正確地脫除個人防護裝備可預防

由已受污染的個人防護裝備及手部造成的自我污染，但各個機構可依隔離單

位特性不同及所需穿戴裝備不同之所需，酌予修訂 

（二）步驟 (資料來源:因應 H5N1 流感醫療事機構感染控制指引) 

1.離開隔離病室/區域 

2.脫除手套並丟棄於垃圾桶內 

3.移除隔離衣並丟棄於垃圾桶內（若戴雙層手套，在脫除隔離衣時或脫下隔

離衣後脫除第二層手套） 

4.使用乾洗手液(較佳)或水及肥皂執行手部衛生 

5.脫除護目鏡並丟棄於垃圾桶內。若是可重複使用的，放置於指定容器內送

後續消毒 

6.若戴有髮帽，脫除髮帽並丟棄於垃圾桶內 

7.當手移除外科手術口罩或高效過濾口罩時，避免接觸到口罩表面(或許受到

污染)並丟棄於垃圾桶內 

8.使用乾洗手液(較佳)或水及肥皂執行手部衛生 

（三）如何脫除手套 

1.此時雙手皆戴有手套，先以一手抓起另一手手套接近腕部的外側 

2.將手套以內側朝外的方式脫除 

3.脫下來的手套先以仍戴有手套的手拎著 

4.已脫除手套的手，將手指穿入另一手的手套腕口內側 

5.以內側朝外的方式脫除手套，並在脫除過程中，將拎在手上手套一併套入

其中 

6.將脫下來的手套丟入醫療廢棄物垃圾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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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脫除護目鏡或面罩 

1.以未戴手套的手抓住耳架或頭帶(即：護目鏡或面罩的清潔面) 

2.將護目鏡或面罩移離開臉部 

3.將回收使用的護目鏡或面罩置入預備容器中，送後續處理；單次使用者則

丟入醫療廢棄物垃圾桶中 

 

 

 

 

（五）脫除隔離衣 

1.解開頸部與腰部綁帶打結位置 

2.將隔離衣自頸部與肩膀位置緩緩脫除 

3.內側面朝外，將汙染的外側面捲包在內 

4.將脫下的隔離衣捲疊起來，丟入醫療廢棄物垃圾桶中 

 

 

 

 

 

 

（六）脫除口罩 

1.依序先解開下側，然後是上側的口罩綁帶；或移開固定於頭部或耳朵的鬆

緊帶 

2.不碰觸口罩外側污染面；以抓住綁帶或鬆緊帶方式，將脫下的口罩丟入醫

療廢棄物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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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脫除高效過濾口罩 

1.先移除固定於下側的鬆緊帶 

2.再移除固定於上側的鬆緊帶 

3.不碰觸口罩外側污染面；以抓住綁帶或鬆緊帶方式，將脫下的高效過濾口

罩丟入醫療廢棄物垃圾桶 

 

 

 

 

 

（八）注意事項 

1.避免在脫除個人防護裝備過程中污染自身是使用個人防護裝備最需要注意

的事項 

2.脫除個人防護裝備時，避免接觸污染面，降低污染自身的風險 

(1) 污染面：個人防護裝備上，比較有機會接觸到可能有病原體存在之病

人身體、分泌物或污染環境的區域通常是個人防護裝備的外側正面 

(2) 清潔面：個人防護裝備上，比較不可能接觸到病原體的區域通常是個

人防 

3.護裝備的內側、外側背面、或頭部/背部的防護裝備打結位置 

4.脫除個人防護裝備的地點應備有手部衛生設備及感染性廢棄物垃圾桶 

5.脫除個人防護裝備過程中若疑似或確定污染到手部，隨時執行手部衛生 

6.脫除個人防護裝備後立即執行手部衛生 

7.如果配戴高效過濾口罩，應在離開隔離病室(前室)並關上房門後立即脫除，

並執行手部衛生 

8.脫除個人防護裝備的地點，可視穿戴裝備的規格不同及病人隔離的狀況不

同而有所差異，但須注意確保隔離病室/區域外的環境及其他人不會受到汙

染或感染。例如， 

(1) 只戴手套，則於離開病室前在病人房內即可脫除 

(2) 若有穿隔離衣或穿戴全套裝備時，則建議在前室脫除個人防護裝備；

如果沒有前室可以在病室內側之門口通道處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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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PPE介紹 

一、手套：保護雙手 

（一）目的 – 照護病人、環境清消、其他 

（二）手套材質 – vinyl, latex, nitrile,其他 

1.對含有乳膠材質的手套會產生過敏反應者，可以尼龍(nylon)、塑膠(plastic)

或橡膠等材質的手套取代。 

2.含有乳膠(latex)或乙烯醇(vinyl)材質的手套應使用於做病患檢查或一般性

操作時 

3.橡膠(heavy rubber)材質的手套用於清潔器械和環境表面清消工作 

4.手扒雞手套(food-handlers’ gloves)只適用於接觸未污染的物品 

（三）在執行侵入性醫療處置或需採無菌操作之工作時，例如手術、配置病人的營

養輸液或準備化療藥品等，需要使用無菌的手套。除此之外，一般使用的手

套都不需無菌。 

（四）一般性操作以配戴單層手套為原則。 

（五）限單次使用的手套，不可重複使用。 

（六）使用手套的注意事項 

1.使用手套的時機：當預期可能接觸到血液或其他可能的感染物質、黏膜組

織、不完整的皮膚或可能受污染的完整皮膚時(如病人大小便失禁)，應穿戴

手套。 

2.換手套的時機 

(1) 手套若有破損或明顯髒汙情形，即使仍在照護同一位病人，仍需更換

手套  

(2) 每要變換照護對象時，都應更換手套 

(3) 絕勿清洗或重複使用拋棄式手套 

(4) 脫除的手套應丟入醫療廢棄物垃圾桶 

3.工作順序由清潔部位到污染部位 

4.減少碰觸污染的機會 – 保護自己、他人、和環境 

(1) 不要用戴手套的手碰觸臉部或調整身上穿戴的其他防護裝備 

(2) 除非照護病人工作之所需，否則應避免用戴手套的手接觸物品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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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隔離衣或圍裙 (Gowns or Aprons) 

（一）使用目的－通常用來保護工作人員的皮膚和工作服，避免受到血液、體液等

感染物質的污染。同時避免照護傳染病病人時，受到病人或是存在環境中的

感染物質的污染。 

（二）材質－將影響其是否可以洗滌或是否具備防水性 

1.天然或人工合成材質 

2.可重複使用或拋棄式 

3.防水性 

（三）乾淨或無菌－通常是在執行侵入性醫療處置時，例如在插置中心導管，才會

需要使用無菌的隔離衣 

 

三、眼－口－鼻防護 

（一）用於眼、口、鼻防護的個人護裝備，可評估執行工作性質之風險，依所需組

合使用 

（二）外科口罩/高效過濾口罩 

目的：保護口、鼻以免受到飛沫/飛沫微粒的污染 

※應完全覆蓋口鼻部位，並具防水功能 

（三）護目鏡 

目的：保護眼睛以免受到噴濺 

※應與眼部周圍緊密貼合 

※個人使用的眼鏡不適宜當成護目鏡的替代品 

※護目鏡若能具備防起霧功能當有助於視線清晰度 

（四）面罩 

目的：保護臉、口、鼻、眼以免受到噴濺 

※遮蔽範圍應自前額延伸至下巴下方，並環繞臉部周圍 

 

四、呼吸道防護 

（一）目的–保護使用者，避免吸入帶有感染性物質(如: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的飛沫微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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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於呼吸道防護的個人防護裝備 

1.高效能口罩(Particulate respirators) 

2.全面具或半面具特殊呼吸防護具(Half- or full-face elastomeric respirators) 

3.動力式空氣濾淨呼吸防護裝備(Powered air purifying respirators, PAPR) 

 

伍、呼吸防護計畫(Respiratory Protection Program)的要件 

一、評估使用者是否有不適合使用高效能口罩的健康因素(Medical Evaluation) 

二、為每位使用者進行口罩密合度測試(Fit testing) 

三、教育如何正確佩戴高效能口罩(Training) 

四、每次使用皆應確實執行口罩密合度檢查(Fit checking before use) 

 

陸、現階段連身型防護衣使用時機建議 

一、連身型防護衣(coveralls)和隔離衣(isolation gown)之材質與規格區別 
標準 隔離衣(isolation gown) 連身型防護衣(coveralls) 

CNS14798 
T5019拋棄式
醫用防護衣性

能要求 

P1等級 (約等同 AAMI* Level 1) 
 淨水壓≧20 cmH2O 
 衝擊穿透≦4.5 g 

P2等級 (約等同 AAMI Level 2) 
 淨水壓≧50 cmH2O 
 衝擊穿透≦1.0 g 
 次微米粒子過濾效率≧20% 
 及其他抗拉強力、破裂強度、

縫合強力、撕裂強力、透濕度

等項目 
市售材質規格

比較 
目前較為常見的拋棄式隔離衣材料有

PP、PP+PE、SMS、ACT等，罩袍式，
若不具防潑濺功能，因視需要搭配使用

防水圍裙。 

目前常見的拋棄式防護衣材質有

Microporous film 、 Microporous 
film+PP、PP+PE 等，包覆全身，防
潑濺和防次微米粒子穿透之效果較

佳，但透濕性及透氣性較隔離衣差，

不耐久穿亦不易穿脫。 
* AAMI（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strumentation） 

 

二、現階段連身型防護衣使用時機建議 

（一）照護生物安全等級第四級之病毒性出血熱、天花、SARS或肺鼠疫病例 

（二）執行不明原因死亡或疑似因高傳染性疾病致死之屍體解剖時 

（三）視疫情與疾病嚴重度之所需另行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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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4、生物安全第二等級以上負壓實驗室主管機關查核結果通知函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函 

 

地址：10050台北市中正區林森南路6號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受文者：○○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年○○月○○日 

發文字號：衛署疾管源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有關貴院○○年結核菌代檢實驗室實地訪查缺失乙案，本局復

如說明段，請 查照。 

說明：  

一、復貴院○○年○○月○○日○○○○字第○○○○○○○○○

○號函。 

二、依貴院來函表示預定於本(○○)年○○月提出高溫高壓滅菌器

之採購案，預計於年○○月完成設備更新，故本案予以結案。

該缺失事項俟貴院完成設備更新並函知本局後，併同本年度實

驗室查核行程辦理。 

 

正本：○○醫院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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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函 

 

地址：10050台北市中正區林森南路6號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受文者：○○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年○○月○○日 

發文字號：衛署疾管源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有關貴院○○年結核菌代檢實驗室實地複查缺失事項書面補正

乙案，業經本局確認已完成改善，請 查照。 

說明：  

一、復貴院○○年○○月○○日○○○○字第○○○○○○○○○

○號函。 

二、另有關貴院提供之生物安全櫃檢測報告事項，應嚴格要求廠商

載明測試方法依據及檢驗儀器校正報告，並要求實際測試人員

簽名及檢附其相關測試資格證明文件。實驗室主管應就測試報

告進行審查及簽章，始可驗收。 

三、請貴院「生物安全委員會」持續督導實驗室生物安全，並加強

檢驗人員之操作及防護安全意識，落實單位生物安全管理。 

 

正本：○○醫院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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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函 

 

地址：10050台北市中正區林森南路6號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受文者：○○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年○○月○○日 

發文字號：衛署疾管源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有關貴院○○年結核菌代檢實驗室實地複查缺失事項書面補正

乙案，業經本局於本(○○)年○○月○○日進行現場複查，結

果詳如說明，請 查照。 

說明：有關查核缺失，尚有下列事項未完成改善，請於文到後二週內

提供改善情形書面資料函送本局(檢附照片請以彩色呈現)： 

一、尚未完成生物安全櫃功能確效檢測報告。(原缺失事項一) 

二、未就院內針對實驗室產出之感染性廢棄物，進行滅菌作業

之相關流程提出說明。 

 

正本：○○醫院 

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