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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防護措施

– 手部衛生

– 口罩

– 隔離衣

– 環境清消

疑似群聚感染事件之處理

護理之家上呼吸道感染事件處理



長期照護機構群聚病原體別分布圖

 2017年長期照護機構(歸屬於人口密集機構)共發
生145起群聚事件

– 以上呼吸感染/類流感佔86%(125件)

– 腹瀉次之佔12%(17件)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疫情資料倉儲BO」



上呼吸道感染/類流感病原體別分布圖

以上呼吸感染/類流感佔86%(125件)

– A型流感病毒佔83%(104例)

– B型流感和腺病毒次之各佔7%(9件)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疫情資料倉儲BO」



腹瀉病原體別分布圖

腹瀉佔12%(17件)中

– 以諾羅病毒占最多53%(9例)

– 輪狀病毒次之17%(3件)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疫情資料倉儲BO」



2017年人口密集機構發生群聚事件比率圖

 145起群聚事件中，老福機構35%(51件)占最多

– 護理之家次之占27%(39件)

– 矯正機關居第3，占15%(22件)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疫情資料倉儲BO」



照護機構VS.感染管制

感染管制原則，取決於機構的大小與服務
的屬性

– 照護機構之角色定位、醫療屬性與感染管制間
的關係？

– 照護的對象屬抵抗力族群（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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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melweis醫師比較醫師及助產士接生的死亡率
•使用含氯化學藥劑讓醫師洗手，降低產褥熱的發生

感染管制緣起



個人防護措施
隔離防護
措施

接觸性防護
措施

飛沫傳染防護
措施

空氣傳染防
護措施

洗手 必需 必需 必需

手套 必需 非例行 非例行

隔離衣 必需 非例行 非例行

外科口罩 非例行 必需 非例行

N95口罩 不需要 非例行 必需

髮帽 非例行 不需要 非例行

疾病別 結膜炎、疥瘡
腸病毒、流感
腸胃道傳染病

腺病毒
流行性感冒病毒
腮腺炎

麻疹
水痘

開放性肺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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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正確的個人防護裝備以降低感染的危險

手套﹝非無菌﹞ 口罩﹝高效過濾的口罩)                  (外科口罩﹞

隔離衣 保護性的眼罩或護目鏡
髮帽﹝用於高
危險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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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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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1/4)

『1公克肥皂勝過1百萬抗生素』

控制機構感染最簡單、最有效而又最重要
的方法

洗手設備：水（流動的水），洗手劑（清潔劑、
消毒溶液），水龍頭（自動控制式開關），擦手
紙（置於不易被弄濕處）

– 穿戴手套不能取代手部衛生

– 因此若在符合上述時機且須穿戴手套的情況下，
則在穿戴手套前或在脫下手套後，仍須執行手
部衛生



手部衛生(2/4)

• 濕洗手標準設備

• 洗手台前須有「正確洗手步驟」圖

• 水龍頭裝置可自動給水(感應或足控制的)

• 醫療照護相關單位應備有具去污作用之抗菌性洗手劑

• 擦手紙正確擺放
 置於擦手紙架內，擦手紙拉取方式由上往下拉取

去皂及消毒性
溶液及洗手步
驟之標示

擦手紙：由
上往下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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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3/4)

酒精性乾洗手液
– 根據WHO 醫療照護機構手部衛生指引指出，
使用酒精性乾洗手液執行手部衛生比肥皂或抗
菌皂所需花費的時間短、設置或攜帶方便、降
低手部細菌或病毒數目的效果佳且較不傷手

– WHO 全面推廣將酒精性乾洗手液普遍設置在
住民照護區域，或採醫護人員隨身攜帶等方式

– 照護人員可以在執行臨床照護工作時，不需離
開照護區域，即可使用酒精性乾洗手執行手部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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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4/4)

當雙手有明顯的髒污、受到蛋白質類物質的污染、
或是沾到血液或體液時，或是暴露在可能產芽孢
的微生物下(如困難腸梭菌或炭疽桿菌)或腸胃道
病毒(諾羅病毒)，需使用肥皂或抗菌皂洗手，但
應注意勿經常在使用肥皂或抗菌皂洗手後立即使
用酒精性乾洗手液，因為這可能會增加皮膚炎發
生的機會

須和住人有直接接觸的健康照護員工，在工作時
不應穿戴人工指甲或其他指甲的裝飾物；並應該
經常修剪指甲，維持指甲尖端長度不超過 0.5 公
分





正確洗手可以降低接觸病毒數量

3歲以下幼兒感染腸
病毒後，易併發腦炎
或肺水種

摟抱、親吻、更換
尿片後或餵食幼兒前，
務必洗手

洗手一定須搓揉，
將手上病毒量減少



洗手步驟七字訣

內外夾弓大立完



內 外

夾

弓

內

大 立

完



個人防護裝備(1/5)

手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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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住民大小便失禁)，應穿戴手套

– 穿戴符合工作性質，大小合適且耐久的手套

 若提供直接的住民照護，需穿戴醫療用拋棄型手套

 清潔環境或醫療設備，可穿戴醫療用拋棄型手套或
可重複使用的多功能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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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除手套注意事項



22

脫掉手套仍要洗手的理由

手套會有肉眼看不到的小破動

操作過程手套被弄破

脫手套時會污染雙手



個人防護裝備(2/5)

隔離衣

– 於執行照護住民行為期間，當預期接觸到血液
、體液、分泌物或排泄物時，應穿上合適於工
作的隔離衣以保護皮膚和衣服被弄髒或受污染

 當直接接觸之病人有非自制性的分泌物或排泄物時
應穿上隔離衣

 在離開住民周圍環境前卸除隔離衣並執行手部衛生

– 即使是與同一位住民有多次的接觸，也不要重
複使用隔離衣



個人防護裝備(3/5)
 勿重複使用隔離衣，隔離衣應完全覆蓋工作服
 正確穿著隔離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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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頸部和手腕位置要綁緊

 正確脫除隔離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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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醫療機構感染管制手冊彙編及個人防護裝備使用建議簡報



個人防護裝備(4/5)

 嘴、鼻及眼睛防護~口罩

– 在密切接觸藉飛沫傳染疾病住民時（距離在1公
尺以內）必須完全覆蓋鼻子與口部

– 避免自己的手接觸口鼻以免經由黏膜接觸傳染

– 使用時限：使用者依作業環境來判斷何時更換



個人防護裝備(5/5)
口罩配戴

– 配戴口罩前必須清潔雙手
– 如何配戴
 罩住口、鼻、下巴
 固定鼻樑處
 綁緊帶子
 調整密合臉型

– 戴上口罩後，盡量避免觸摸口罩；如不能避免
，觸摸口罩前後都應洗手

– 口罩向外的一面可能沾附病菌，脫下口罩時應
避免觸摸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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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脫除

先脫下層帶子

再脫上層帶子

勿碰觸口罩外層，丟棄並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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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清潔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before.com.tw/Catalog/Image%255C%E6%B8%85%E6%BD%94%E7%94%A8%E5%85%B7_TOP.jpg&imgrefurl=http://www.before.com.tw/Catalog/Category2-1.htm&h=300&w=300&sz=26&hl=zh-TW&start=3&tbnid=bBV0u7hNBq2lTM:&tbnh=116&tbnw=116&prev=/images%3Fq%3D%25E6%25B8%2585%25E6%25BD%2594%25E7%2594%25A8%25E5%2585%25B7%26gbv%3D2%26svnum%3D10%26hl%3Dzh-TW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before.com.tw/Catalog/Image%255C%E6%B8%85%E6%BD%94%E7%94%A8%E5%85%B7_TOP.jpg&imgrefurl=http://www.before.com.tw/Catalog/Category2-1.htm&h=300&w=300&sz=26&hl=zh-TW&start=3&tbnid=bBV0u7hNBq2lTM:&tbnh=116&tbnw=116&prev=/images%3Fq%3D%25E6%25B8%2585%25E6%25BD%2594%25E7%2594%25A8%25E5%2585%25B7%26gbv%3D2%26svnum%3D10%26hl%3D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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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原則

環境消毒依照規定之日程徹底執行，且消
毒溶液每日更換
–一般環境清潔，應以「低濃度漂白水」及乾淨無破損
的抹布

–由高處往低處除塵，過程中避免抖動

–清潔順序應由上而下，由清潔至髒污，抹布及用水在
肉眼可見其髒污時應清洗或更換

濕拖原則由清潔處向髒污處，房間若無特
殊污染時
–採低濃度漂白水由裡面擦向外面

–使用過之拖把，應於拖布槽處，以清水清洗並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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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劑的使用-酒精
濃度70%的酒精是強效
且廣效的殺菌劑，常用
來消毒小範圍的表面和
一些儀器的表面

酒精為易燃物，若當表
面消毒劑使用時，須限
制在小範圍表面積的消
毒，且只能使用在通風
良好處以避免燃燒硬化
和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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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氯酸鈉（Sodim hypochlorite）

即漂白水，濃度是5.25%或6%

用途：布單、衣物、污染之桌面、地板等環
境表面之消毒。血液污染之清潔，如B型肝
炎、HIV（AIDS）等

高濃度：原液稀釋10倍(1:9)；低濃度：原液
稀釋100倍(1:99)

排泄物以原液5%浸泡30分鐘後沖走，洗潔便
池直接灑入，等10分後再刷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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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消毒劑 (漂白水、漂白粉)

配製或使用稀釋漂白水的方法
– 使用口罩、橡膠手套和防水圍裙，最好也使用護目
鏡保護眼鏡以避免被噴濺到

– 在通風良好處配製和使用漂白水

– 使用冷水稀釋，因為熱水會分解次氯酸鈉並降低其
消毒效果

– 一般漂白劑含有5﹪次氯酸鈉應按照以下表格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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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漂白水泡法

濃度

溶液

低濃度漂白水 高濃度漂白水

漂白水加清水稀釋
100倍 200倍

漂白水加清水稀釋

10倍 20倍

5-6% 10-12% 5-6% 10-12% 

漂白水CC 1 1 1 1

清水CC 100 200 10 20

注意事項：
1.泡製時防護-口罩及手套
2.泡製後須加蓋，24小時內，以免氯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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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環境消毒
消毒之前請先清潔

消毒時請配戴口罩

使用政府核可的消毒藥品，並遵照其使用說明
(漂白水加清水稀釋比例為1:99)

除地面及其他水平表面外，應特別加強患者常
碰觸的表面之消毒，如床舖之扶手、床緣、床
邊的桌子、電視遙控器、電話、洗手間設備的
表面(門把、扶手、便器、通風口等)

除非有明顯的髒污，天花板、牆壁、窗簾等無
須特別處理

大範圍的環境與空氣消毒，沒有必要

http://www.knmall.com.tw/pic/6/614/tn_4710363604000.jpg
http://www.knmall.com.tw/pic/6/614/tn_4710363604000.jpg


漂白水濃度算法
濃度:6%

– 60,000ppm漂白水
 100ppm或500ppm或1,000ppm漂白水如何泡製？

濃度:12%

– 120,000ppm漂白水

 1,000ppm漂白水如何泡製？

漂白水 60,000*A
= 100

A=1,000,00/60,000=1.6C.C.
約為1:500清水 1,000

漂白水 60,000*A
= 500

A=500,000/60,000=8.3C.C.
約為1:100清水 1,000

漂白水 60,000*A
= 1,000

A=1,000,000/60,000=16.6C.C.
約為1:50清水 1,000

漂白水 120,000*A
= 1,000 A=1,000,000/120,000=8.3C.C.

清水 1,000



疑似群聚感染事件之處理

依「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通報

通報條件
– 機構/場所每日應紀錄病患之健康狀況，發現其受照顧、收容者或工
作人員（含流動工作人員）出現下列症狀時，應進行通報

上呼吸道
感染

不明原因

發燒

其它
類流感

每日腹瀉三次

（含）以上

咳嗽持續
三週



通報條件

 符合下列任何一項
或合併多項症狀：

 發燒
 咳嗽
 喉嚨痛
 呼吸急促
 流鼻涕

上呼吸道感染

倘經診斷有確切
病因如患有慢性
肺疾、感冒、服
用藥物等所造成
，則不符通報條
件

咳嗽持續三週



通報條件

 同時符合下列二項
條件：

 突然發燒（耳溫超
過38℃）及呼吸道
感染

 具有肌肉痠痛、頭
痛或極度厭倦感其
中一項症狀

類流感

 合併下列任何一項或
多項症狀，倘經診斷
或已知有確切病因如
服用藥物、管灌食、
患有腸道慢性病導致
腹瀉及原慢性腹瀉等
所造成，則不符通報
條件

 嘔吐
 糞便帶有黏液或血絲
 水瀉

每日腹瀉三次
（含）以上



通報條件

 耳溫量測超過38℃

者，若為慢性病患
或長期臥床者，則
指耳溫量測超過
37.5℃者

不明原因發燒

 人員未完全符合上
述任一項通報條件
，惟因疑似傳染病
發生且有擴散之虞
時，以加註疾病或
症狀說明方式進行
通報

其他



疑似群聚感染事件之處理

檢體送驗
依照衛生主管機關之指示，協助
採集適當人員與環境檢體送驗

收集資料

全體服務對象、所有工作人員(含:特約醫師、護理人員
、照顧服務員、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營養師、藥
師、社工、志工、廚工、供膳及外包等工作人員)名單，
並收集人、時、地關聯性之疫情調查，協助瞭解疑似個
案分布，並確認群聚的主要症狀及影響之範圍。

加強清潔消毒
對疑似受到傳染性物質污染的區域
及物品，採取適當的清潔消毒措施

就醫隔離
將疑似傳染病個案安排就醫，或移至
獨立或隔離空間，啟動必要的感染防
護措施及動線管制

應立即通報轄區衛生主管機關，配合辦理以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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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清潔與消毒建議

地板

護理站

公用廁所及浴室

病床及床旁桌椅

會客室

器械處理槽

污物間

儲藏室

洗手檯

清潔用具

500 ppm漂白水即0.05﹪濃度，市售漂白水5.25﹪稀釋100倍。
可用於各種環境區域污染之消毒。

100 ppm漂白水，效果有限且易變質本次修正不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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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應保持地板清潔，避免以掃帚掃地揚起
灰塵

若遭血液、體液、引流物污染時

–立即以500 ppm 漂白水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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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站

 桌面應保持整潔

 遭血液或體液污染應立即以500ppm漂白水擦拭
乾淨

 應有足夠的洗手設備、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液

 護理站應規劃為“清潔區”。工作人員未經脫
除手套、洗手及脫除隔離衣(或罩袍)不得進入
清潔區

 應與更衣室、用餐地點、污物處理室作適當的
區隔，降低交互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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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廁所及浴室

 隨時保持廁所之清潔：每日定期清潔並有紀
錄

 若沾有血液、引流物、體液等，則以500 
ppm漂白水隨時擦洗

加強握把處

腹瀉加強馬桶擦洗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ahs.nccu.edu.tw/_image/sch/6/%E6%A0%A1%E5%9C%92%E9%9B%86%E7%B6%BF/7/%E7%84%A1%E9%9A%9C%E7%A4%99%E5%BB%81%E6%89%80-1.JPG&imgrefurl=http://www.ahs.nccu.edu.tw/6-1g.htm&h=1200&w=1600&sz=302&hl=zh-TW&start=7&usg=__g6-3f9iGAcpWLNB3md67YppxrZ8=&tbnid=_6fEA38YS0MO_M:&tbnh=113&tbnw=150&prev=/images%3Fq%3D%25E5%25BB%2581%25E6%2589%2580%26gbv%3D2%26complete%3D1%26hl%3Dzh-TW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ahs.nccu.edu.tw/_image/sch/6/%E6%A0%A1%E5%9C%92%E9%9B%86%E7%B6%BF/7/%E7%84%A1%E9%9A%9C%E7%A4%99%E5%BB%81%E6%89%80-1.JPG&imgrefurl=http://www.ahs.nccu.edu.tw/6-1g.htm&h=1200&w=1600&sz=302&hl=zh-TW&start=7&usg=__g6-3f9iGAcpWLNB3md67YppxrZ8=&tbnid=_6fEA38YS0MO_M:&tbnh=113&tbnw=150&prev=/images%3Fq%3D%25E5%25BB%2581%25E6%2589%2580%26gbv%3D2%26complete%3D1%26hl%3D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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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及床旁桌椅

 每天以清潔液或清水擦拭

 若沾有血跡、引流物、體液等，則以500 

ppm漂白水隨時擦洗

 個案轉出或出院時，病床及床旁桌徹底的
使用500 ppm漂白水清潔

加強床欄及床緣處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cn.made-in-china.com/image/2f0j01sCwtFAgEZUoaM/%E4%B8%89%E6%91%87%E5%A4%9A%E5%8A%9F%E8%83%BD%E7%97%85%E5%BA%8A%2B(KYP-1).jpg&imgrefurl=http://cn.made-in-china.com/showroom/czkangyou/product-detailvbwxjZYEXtWJ/China-%25E4%25B8%2589%25E6%2591%2587%25E5%25A4%259A%25E5%258A%259F%25E8%2583%25BD%25E7%2597%2585%25E5%25BA%258A%2B(KYP-1).html&h=426&w=600&sz=62&hl=zh-TW&start=1&usg=__Fy0QSFbNTDKk7lQf__nUGwCOAmM=&tbnid=fsjegreqEVAHsM:&tbnh=96&tbnw=135&prev=/images%3Fq%3D%25E7%2597%2585%25E5%25BA%258A%26gbv%3D2%26complete%3D1%26hl%3Dzh-TW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cn.made-in-china.com/image/2f0j01sCwtFAgEZUoaM/%E4%B8%89%E6%91%87%E5%A4%9A%E5%8A%9F%E8%83%BD%E7%97%85%E5%BA%8A%2B(KYP-1).jpg&imgrefurl=http://cn.made-in-china.com/showroom/czkangyou/product-detailvbwxjZYEXtWJ/China-%25E4%25B8%2589%25E6%2591%2587%25E5%25A4%259A%25E5%258A%259F%25E8%2583%25BD%25E7%2597%2585%25E5%25BA%258A%2B(KYP-1).html&h=426&w=600&sz=62&hl=zh-TW&start=1&usg=__Fy0QSFbNTDKk7lQf__nUGwCOAmM=&tbnid=fsjegreqEVAHsM:&tbnh=96&tbnw=135&prev=/images%3Fq%3D%25E7%2597%2585%25E5%25BA%258A%26gbv%3D2%26complete%3D1%26hl%3Dzh-TW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trade-taiwan.org/vender/12725471/image/4.jpg&imgrefurl=http://www.trade-taiwan.org/WebSiteTemp/a4.asp%3Fpage%3D3%26v_id%3D12725471%26bk%3D&h=240&w=270&sz=8&hl=zh-TW&start=6&usg=__0ZNGhR0RCib7mnpjzvnCD6L-CaA=&tbnid=QRu-t15_exjbyM:&tbnh=100&tbnw=113&prev=/images%3Fq%3D%25E9%2599%25AA%25E7%2597%2585%25E5%25BA%258A%26gbv%3D2%26complete%3D1%26hl%3Dzh-TW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trade-taiwan.org/vender/12725471/image/4.jpg&imgrefurl=http://www.trade-taiwan.org/WebSiteTemp/a4.asp%3Fpage%3D3%26v_id%3D12725471%26bk%3D&h=240&w=270&sz=8&hl=zh-TW&start=6&usg=__0ZNGhR0RCib7mnpjzvnCD6L-CaA=&tbnid=QRu-t15_exjbyM:&tbnh=100&tbnw=113&prev=/images%3Fq%3D%25E9%2599%25AA%25E7%2597%2585%25E5%25BA%258A%26gbv%3D2%26complete%3D1%26hl%3D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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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客室

 每天以清潔液或清水擦拭桌椅

 隨時保持環境整齊清潔

加強桌面及椅側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eoooc.com/about/Images/%E4%BC%9A%E5%AE%A2%E5%AE%A4.jpg&imgrefurl=http://www.eoooc.com/about/indexphotpshop1.ASP&h=335&w=503&sz=150&hl=zh-TW&start=7&usg=__95k1-J8psuYbqWYtX9EQskBjKUA=&tbnid=I-coWWjsUmAwMM:&tbnh=87&tbnw=130&prev=/images%3Fq%3D%25E6%259C%2583%25E5%25AE%25A2%25E5%25AE%25A4%26gbv%3D2%26complete%3D1%26hl%3Dzh-TW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eoooc.com/about/Images/%E4%BC%9A%E5%AE%A2%E5%AE%A4.jpg&imgrefurl=http://www.eoooc.com/about/indexphotpshop1.ASP&h=335&w=503&sz=150&hl=zh-TW&start=7&usg=__95k1-J8psuYbqWYtX9EQskBjKUA=&tbnid=I-coWWjsUmAwMM:&tbnh=87&tbnw=130&prev=/images%3Fq%3D%25E6%259C%2583%25E5%25AE%25A2%25E5%25AE%25A4%26gbv%3D2%26complete%3D1%26hl%3D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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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物間

 隨時保持清潔及檯面之乾燥

 污物桶應加蓋並作適當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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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藏室

隨時保持置物櫥櫃及檯面之清潔乾燥

儲藏室應與污物室作適當的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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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檯

隨時保持清潔及檯面之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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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用具

 清潔區與污染區之清潔用具應分開使用

 洗器械用之水桶與清洗拖把等之水桶分開

 清潔用具使用後，經洗淨消毒後，置於固
定之位置晾乾



隔離空間設置較洽當

• A • B

病床 病床 病床

電梯

走廊

護理站

病床 廁所

病床 用餐區

病床 污物區

病床 隔離區

交誼廳

電梯 電梯

病床 污物區

病床 隔離區

走廊

病床 護理站

病床 用餐區

病床 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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