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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感管查核自評表填寫說明 

規劃查核路線、陪評人員、資料呈現 

醫院傳染病監測、通報及防治措施 

   (新增3.5項目) 

常見群聚事件及婦兒科感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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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感染管制查核項目一覽表 

大  項 項目數 可選項目 

1.持續性院內感染管制品質改善 1 1 

2.實行組織性的感染管制管理 2 0 

3.院內感染管制防治措施 5 2 

4.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進行監測、通報及防治措施 6 1 

5.發燒篩檢、動線規劃、隔離措施、追蹤調查及危機處理 2 0 

6.員工保護措施 2 0 

7.為降低感染風險，提供安全、乾淨、合宜的照護環境 5 3 

8.醫院感染管制及傳染病教育訓練 2 0 

9.抗生素抗藥性管制措施 4 3 

10.特殊照護服務之感染管制防治措施 2 2 

項目合計 31 12 

※基準3.5為新增項目，本年度僅納入試評，不列入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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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前 
 

自評表 

 

團隊分工 

動線規畫 

資料呈現 

對口單位 

查核中 

分組說明 

行徑路線 

查核後 

檢討改善 



自評表填寫注意事項~1/2 

自評等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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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狀況： 

根據CBA各項執行現況簡單描寫 (500字以內) ，
具體作事蹟可儘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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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01年1月至101年
12月間之資料為填報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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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表欄位(或選項)勾選完整~2/2 

項次 查核基準 

2.1 應設立感染管制單位，聘有合格且足夠之感管人力負責業務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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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三、100年4月至101年3月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統計表」 

6.1 訂有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體溫監測及胸部X光檢查等保護措施，
並據以落實執行 

6.2 對於暴露於病人血液、體液及尖銳物品扎傷事件的預防及處置（包
含切傷等其他出血）訂有作業流程 

9.1 應有抗生素使用管制措施及執行情形記錄表 

9.2 正確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9.3 門診抗生素使用情形合理 

9.4 對多重抗藥性菌種作有效的管理及通報 

10.1 透析照護服務之感染管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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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準備 

※現場查看順序 

     (6.2) 

※資料文件 

 

 感管查核 

現場

動線 

資料
審查 

人員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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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感管查核狀況 

• ER 、OPD 、ICU、WD(高風險：感染科、綜合科、
負壓) 

• CSR 、HD 、RCW 

• 檢驗室、內視鏡室 

必看的
單位 

• 醫師(3.1 、 5.1 、 6.1 、6.2 、8.1 、9.1 、9.2 、9.4 

• 護理人員(3.1 、6.1 、6.2 、8.1 、9.4 

• 檢驗技術人員(7.4 、7.5) 

• 其他 

必問的
族群 

• 傳染病通報：最新資訊(H7N9) 、防疫現況 

• PPE,隔離,洗手,健康管理：疫苗、 CXR,血體液暴觸 

• 抗生素管理、抗藥性菌趨勢 

• 血液透析,呼吸管路,供應室動線、物品滅菌 

會問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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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疫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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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面 
 政策有最新傳染病(H7N9、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  

全院公告(透過網頁、紙
本訊息) 

醫院應變/動線規劃 

物資貯備/教育訓練 

實務面 

查訪機構內頒布訊息傳達
方式(電腦或紙本) 

詢問人員從何處可獲知相
關訊息 

員工了解哪些作為：隔
離措施、TOCC、洗手、
戴口罩、體溫、PPE 

項次：3.1 、3.4、4.1、4.6、5.1、5.2、7.1 、8.1 、 



團隊分工(陪評人員) 

醫師 
感管
師 

感管
醫檢
師 

結核
個管
師 

其他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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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統計 

 照片 

 SOP 

 品質改善手法 

 現場作答 

資料準備~掌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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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針對病房、門診區域設置之兒童遊戲設備，
訂有合宜的感染管制規範，適時檢討更新並
落實執行。 

2.因應特殊疫情，及時修訂醫院兒童遊戲區域
感染管制措施。 

3.有專責人員管理。 

 

□符合   □不符合 

本項免填條件：未設置兒童遊戲區域者。 

可【試評】  3.5 有效管理院內兒童遊戲區域   

包括開放或密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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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評分說明 

感染管制規範： 

地板及牆面應採用防撞且
平滑可用漂白水消毒材質
，避免用小塊活動拼湊地
板，不易清理。 

所有玩具應可用漂白水消
毒材質。 

每天確實執行消毒(漂白水
等)，有日期與執行者簽名
紀錄。 

 

因應院內發生疫
情或社區如腸病
毒流行季節等，
訂有管制時機及
相關機制，避免
交互感染。 

 要有執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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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進行監測、
通報及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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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痰液耐酸性塗片陽性病人之相關感管措施 

4.3有專人負責結核病個案管理及衛教工作 

4.4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進行監測、通報及防 

     治措施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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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防疫物資貯存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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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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肺結核通報個案初次痰塗片套數3套(含)以上者達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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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傳染病通報之病例數均有統計並建檔，且以網路方式
進行傳染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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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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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或實驗室發現傳染病(含疑似)個案 

完成傳染病通報單 

收集相關檢體 

衛生主管機關 

機構內上網通報 

及時配合中央疫
情機關修正傳染
病通報作業 



中國大陸地區人類
H7N9流感疫情升
高，衛生署召開專
家諮詢會議將
「H7N9流感」列
為第五類法定傳染
病並於今日成立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應變 ( 2013-04-03 )  

 



H7N9 流感病例通報定義與通報方法(草案) 

一、通報定義-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一)符合臨床條件及流行病學條件；(二)符合檢驗條件。 
說           明 

臨床
條件 

具有下列任一條件： 

(一)急性呼吸道感染，臨床症狀至少包括發燒（≧38℃）及咳嗽。 

(二)臨床、放射線診斷或病理學上顯示肺部實質疾病。 

流行
病學
條件 

發病前 7 日內，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一)曾經與出現症狀的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包括照護、相處、或有
呼吸道分泌物、體液之直接接觸； 

(二)曾至有出現H7N9 流感人類病例地區之旅遊史或居住史； 

(三)在實驗室或其他環境，處理動物或人類之檢體，而該檢體可能含
有H7N9 流感病毒。 

檢驗
條件 

具有下列任一條件： 

(一)臨床檢體培養分離及鑑定出H7N9 流感病毒； 

(二)分子生物學H7N9 核酸檢測陽性； 

(三)血清學抗體檢測呈現為最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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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病例：符合檢驗條件 



H7N9流感通報採集咽喉擦拭
液及血清兩項檢體送驗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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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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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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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體處置的流程 

所有檢體均視為具感染性，必須有個
人防護裝備及標準作業程序 

採檢 處理 包裝 運送 檢驗 

採檢及處理檢體人員防護裝備(依病原體危險程度) ，含口

罩、防護衣、面罩、安全操作櫃等，以預防操作過程中產

生生物性飛沫。 

檢體雙層包裝，以預防包裝及運送過程中

產生破損污染。 



檢體滲透或破損處理原則 
輸送途中檢體滲漏破損嚴重，造成地面污染或出現
碎片時，就近取得敷蓋及消毒用物 

 (一)用布或擦手紙覆蓋並吸收溢出物。 

 (二)用5%漂白水消毒劑傾倒於覆蓋的布或擦手紙，包括其 

        周圍區(傾倒做法自區域週邊開始，朝向中心進行處理) 

        經30分鐘後再清除處理。 

(三)碎玻璃或其他銳器，用畚箕或硬質紙板收集，存放於防 

       穿刺容器內，並依據醫院感染性廢棄物處置，再以75% 

       濃度漂白水依1：10稀釋(1cc漂白水加入99 cc清水； 

        5000ppm)局部消毒清潔溢出物區域。 

聯絡總務室及通知該區域清潔「責任區」負責人，
並於現場等待清潔人員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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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常見群聚事件感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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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感染管制監測 

 

 

 

病人
(住民) 

監測 

※感染監視系統： 
   1.主動監測：感管人員 

2.被動監測：其他人員 

※法定傳染病通報與監測 

※特殊監測 

1.發燒監測 

2.呼吸道疾病：咳嗽監測 

3.腸胃道疾病：腹瀉監測 

4.皮膚疾病：疥瘡監測 

1.報表製作 

2.管制圖監測 

3.同單位相同菌株 

   警示系統 

4.抗生素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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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管制計劃 

行政 

工作
人員 

監測 教育 

政策 

•新進人員 
•職前體檢及預防 
 接種 

•在職人員 
•健康及安全在職 
 教育 
•罹患傳染病隔離 
 及健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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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療照護者感控管制預防策略 

員工安全 

 

疫苗接種 
Hepatitis B 
Influenza 
MMR 
Varicella 
DTP(Diphthe

ria、

Tetanus 、

Pertussis) 

 

隔離防護 

標準隔離

防護 

接觸、飛

沫、空氣

隔離防護 

 
 

 

暴露處置 

預防用藥 

工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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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機構常見群聚事件 
分類 疾病名稱 

呼吸道 流行性感冒(Influenzae)、結核病(Tuberculosis) 、
肺炎鏈球菌(S. pneumoniae) 、披衣菌(Chlamydia 

pneumoniae) 、退伍軍人菌(Legionella spp) 、 

其他病毒( RSV) 

胃腸道
(含食物
中毒) 

病毒性腸炎(如Norovirus) 、困難梭狀桿菌
(Clostridium difficle) 、沙門氏菌(Salmonellosis) 、
大腸桿菌(E. coli O157：H7 colitis) 

其他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MRSA)、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 

疥瘡(Scabies)、結膜炎(Conjunctiv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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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精神科醫院（療養院）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群
聚
或
群
突
發
處
理 

通報:立即通知機構內感染管制工作 
     人員，評估病患狀況，必要時 

 應通報轄區衛生主管機關 

病患:疑似個案移至獨立或隔離空間， 
     啟動必要的感染防護措施 
工作人員:收集人員名單及疫調 

環境消毒:疑似受到傳染性物質污染 
  區域及物品，採取適當消毒措施。 

檢體收集:疑似感染的部位、疑似個 
         案分布，採集適當人員與 

環境檢體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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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預防流感傳染策略 

醫療人員健康管理：疫苗接種 

感染管制措施有效執行：接觸+飛沫 

抗病毒藥物治療 

環境及用物消毒 

感染者照護： 

隔離措施(集中照護) 

口罩、手部衛生 

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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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食物或進食前、如厠後須徹底洗淨雙手 

•所有食物（特別貝殼類海產）應該澈底煮熟

才食用 

•有嘔吐或腹瀉症狀的人，勿上班或上學，並

就醫診治，尤其餐飲業者(廚工)，應於症狀

解除至少48小時後才可上班 

•立即清理糞便及嘔吐物，澈底消毒被污染的

地方；清理期間應安排其他人士遠離嘔吐物

及被污染的地方，處理時須戴上手套及口罩，

事後必須澈底洗手 

•目前無疫苗可預防 

預 

防 

方 

法 

諾羅病毒 (Norovirus） 



諾羅病毒 消毒方式 

酒精或乾洗手液無消毒功能。 

需要較高濃度（比腸病毒高10倍）的稀釋 漂白水。 

    泡製方式(以市售漂白水次氯酸鈉濃度5％計算) 

  一般環境消毒 0.1% (1000ppm) 泡製方式： 

    【  200cc 漂白水       +     10 公升清水中】 

      免洗湯匙10 瓢       +8 瓶大瓶寶特瓶          

 嘔吐物或排泄物污染時0.5% (5000ppm) 泡製方式： 

    【1000cc 漂白水         +       10 公升清水中】 

      免洗湯匙50 瓢        + 8 瓶大瓶寶特瓶       

消毒停留30 分鐘後，再使用清水擦拭。 

 



疥瘡 Scabies 

疥蟲感染造成的皮膚病，皮膚
親密接觸時最容易傳染 

疥蟲是一種寄生蟲，攝氏50度，
10分鐘死亡，疥蟲離開皮膚表
面後二星期會全部死亡，蟲卵
一般可活十天。 

喜歡分佈人體皺摺及較柔軟處，
如病人手指間、腳趾縫、腋下、
下腹、屁股、陰部、女性的乳
房下等處會長出奇癢無比的疹
子，晚上棉被蓋上後會更癢。  

Scabies 



感控防治：病患方面 

早期發現、提早治療、隔離防護 

採接觸隔離防護措施 

當病患衛生習慣不好時，則需要單獨房間。 

隔離期間：有效藥物治療期間需做隔離措施
(自藥物治療初日起滿4天)。 

Scabies 



感控防治：醫療人員 

 病患入院時，應戴上手套檢查皮膚，尤以來自安養
機構、護理之家者。 

 當有疑似症狀立即通知醫師，或照會專家，確定診
斷給予治療。 

 採接觸隔離防護，集中照護原則 

 防護裝備：與病患接觸穿著手套、隔離衣，落實手
部衛生。防護裝備以一次使用為原則。 

 衛教病患，同住家人須ㄧ起治療及用物處置。 

 當發生疑似感染時，需依照醫囑治療及暫停上班等
措施 

 
Scabies 



病患專用血壓計、聽診器及使用過醫療設備不能水
洗者，應以塑膠袋包紮密封靜置兩星期後，再以
75%酒精擦拭消毒，非必要用物避免置放病室內。  

床單衣物更換後採感染性布類處理。 

床墊(有塑膠套膜): 5% 濃度漂白水依1：100(1cc漂
白水加入99 cc清水；500ppm)稀釋後擦拭，再以清
水擦拭即可使用，若無塑膠套膜則密封靜置兩星期
後方可使用。  

週遭環境用物使用漂白水消毒 

窗簾要卸除送洗，不能清洗消毒物品需靜置兩週再
以一般消毒清潔。 

感控防治：用物處理 

Scabies 



落實感染管制措施 
(觀察及評值相關醫療措施) -阻斷感染鏈(1) 

隔離措施 稽核項目 

1.採取標準防護及接觸隔離。 

2.避免直接接觸污染的排泄物、分泌物

或可能受到其飛沫污染的環境和物質。 

隔離防措施

落實否？ 

接觸病人前後嚴格執行洗手措施 乾或濕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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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感染管制措施 
(觀察及評值相關醫療措施) -阻斷感染鏈(2) 

隔離措施 稽核項目 

1.疑似個案的嘔吐或排泄物污染的衣物、
床單、被褥應立即更換，並採取適當的
消毒方法。 

2.病患周圍的環境和物品表面，如：床沿、
桌面可用漂白水擦 

環境消毒確
實否？ 

有症狀的供膳或照顧者，在急性傳染期應
停止處理食物。 

尚有無潛伏
人員未被發
現 

適當限制病人活動(特別是精神科醫院) 
停止治療否？
關閉病房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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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收治腸病毒病患防護措施 

一、採接觸隔離防護。 

二、照顧者或接觸者應特別注意個人衛生、 

       勤洗手。  

三、兒童玩具（尤其帶毛玩具）經常清洗、 

       消毒。 

四、落實每日環境清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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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消毒注意事項~1/2 

一、消毒工作重點： 

（一）全面環境清潔及重點消毒工作，包括： 

   電梯按鈕、手扶梯、門把、手推車及附設 

   兒童遊戲設施等，均以消毒劑清潔與消毒。 

（二）清潔消毒時，工作人員應穿戴防水手
套、口罩等防護衣物，工作完畢後手套應
取下，避免碰觸其他物品而造成污染。 

 

腸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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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消毒方法： 

（一）戶外紫外線、紫外線殺菌燈、氯及煮沸等均能
有效殺滅腸病毒，衣物等物品可使用沸水浸泡或曝
曬等消毒方式。 

（二）酒精（為乾式洗手液常見的主要殺菌成分）、
乙醚、氯仿、酚類（如：來舒）等常見消毒劑對腸
病毒殺滅效果不佳，避免使用。 

（三）建議使用500ppm濃度漂白水，如遭病童口鼻
分泌物或排泄物污染物品或表面，建議使用
1000ppm漂白水擦拭。 

消毒注意事項~2/2 

腸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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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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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初訂  

感染監控 

異常及感
染監控 

適當隔離

空間 

群聚通報 

人員管理 

健康管理 

工作規範 

其他 

環境清潔
消毒 

器材及物
品消毒 

用物處理 



ry ry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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