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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底出現的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造成全球兩百多
萬以上染疫者死亡，各國政府嚴陣以

待，紛紛祭出封鎖邊境、封城到居家隔

離等種種防疫措施，以降低擴散風險。

風險極高的醫療機構，則由感染科及感

染管制中心等醫護團隊扛起防疫統籌調

度大任，全員戒備隨時應變。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感染科」很

陌生，很多人不知道感染科是看什麼疾

病？甚至連聽都沒有聽過這個科。

這段期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臺灣感染醫學

界大老張上淳醫師，常出現在電視媒體

或社交軟體上，提供對新冠肺炎疫情的

專業看法，讓很多人在新興傳染病引爆

的大疫情過程中，突然發現「感染醫學

科」舉足輕重的地位。感染科究竟還有

哪些是我們應該知道的事呢？以下就來

一窺端倪。

什麼病症都看的感染科

備受尿失禁困擾的五十歲張女士，曾

接受過尿道懸吊手術後導致解尿困難，

小便白濁、反覆出現灼熱感，為此陸續

跑過多家醫療院所治療，效果不彰，甚

至還出現抗藥性菌株。很長一段時間，

張女士三天兩頭跑急診、住院，病情卻

得不到控制，苦不堪言。

尿道感染雖是很常見的疾病，一般人

適當治療後往往就能恢復健康。張女士

咬牙面對頻尿的椎心刺痛感，也曾經一

度積極就醫，但每次治療都未獲改善，

她自述日子有如陷入「像得了不治之

症」的絕境，心情愈來愈沮喪，不知該

如何自處，更萌生輕生念頭。

輾轉到過許多醫學中心後，張女士來

到臺中慈濟醫院感染科主任王瑞興醫師

門診，王主任耐心聆聽她罹病的來龍去

脈，建議住院調整藥物，最終在抗生素

與抗藥性菌株間找到平衡，張女士只要

持續吃藥就可以控制病情，免於症狀重

覆發生。如獲新生的張女士，含淚感謝

王主任，幫她走出低谷，找回生命的新

希望。

看什麼病都不奇怪

這也是感染科

三十歲阿偉曾因反覆肺炎與氣胸症

狀，前後在多家醫療院所胸腔科就診，

各種治療都未能奏效，一度頻繁進出加

文／曾秀英

王瑞興主任指出，感染科臨床接觸的疾病最明

顯的是不明原因的發燒、發炎指數上升、起疹

子及不明原因的不舒服。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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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病房，也一直查不出病因，在症狀反

覆發生的折磨下，年紀輕輕就已心力交

瘁。

王瑞興主任仔細瞭解阿偉曲折的就

醫過程後，感染科專業的高度敏感讓他

覺察病情的不簡單，透過更多檢查與評

估，並進一步了解他的感染風險背景，

最後確診免疫力低下的根源來自愛滋

病。

阿偉聞訊有如晴天霹靂，難以接受。

王瑞興主任協助病人向他的父親揭露病

情，詳細告知愛滋病各種相關症狀與治

療副作用，投入很多心思調整用藥，逐

漸讓他的病情趨於穩定，幫阿偉的體能

調到正常狀態，長期追蹤持續醫療，最

感染科可說是「疑難雜症第一科」，必須趕緊找

出是什麼微生物感染致病，才能給予正確診斷與

治療。圖為微生物組進行檢驗。攝影／曾秀英

王瑞興主任強調感染管制的觀念必須廣為宣導，讓民眾建立正確防治觀念。圖／感染管制中心提供，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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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得以回到罹病前的生活，也有足以維

生的工作。

但其實來自外界，甚至家人不諒解

的眼光與質疑，愛滋病人該怎樣才能跟

社會融合？才是最讓王瑞興憂心的事。

除了主動提出開設 Line官方帳號，為
他們建立暢所欲言的管道，每天撥出十

幾分鐘解答用藥和各種身心疑慮問題。

他於二○一九年回到校園，成為臺中教

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研究所碩士

班學生，期待透過強化心靈領域，將諮

商心理技巧運用在愛滋病人的醫療工作

上。

王瑞興主任目前也是臺灣長期照顧感

染預防暨控制學會中區副祕書長，針對

「感染科怎麼好像什麼病都看，看什麼

病都不奇怪」的疑問，他一一說明，協

助大家揭開感染科不為人知的面紗。

微生物傳染病，感染科的由來

「其實，一開始醫療所有分科的科別

都從器官科開始，例如：心臟科、腎臟

科、腸胃科。所有疾病起先都有專科來

處理時，肺炎病人由胸腔科治療，鼻竇

炎屬耳鼻喉科範圍，泌尿道感染歸腎臟

科與泌尿科相關的器官科負責。」王瑞

興主任從醫學發展說明各醫療科成立緣

由，「當有些疾病的發展沒辦法被局限

在個別的器官，於是演變成出以系統為

概念，跨器官的科別，例如：血液腫瘤

科、風濕免疫科。而隨著抗藥性菌株、

細菌病原體的變化，發展出『微生物傳

染病』的科別。」王瑞興說，這就是感

染科的由來。

當初選擇專科時，王瑞興最早考慮過

精神科，後來發現當時接觸到的精神科

醫師，許多都傾向專注疾病的診斷和藥

物的使用，而他更想多花時間了解個案

的背景和內在需求。王瑞興曾經也想過

走腎臟科、加護重症科，嚮往有很多醫

療儀器和檢查數據的醫療環境，但仍因

缺少「照護病人、促進健康」的直接感

受，最後決定選擇感染科。

疑難雜症第一科，萬能輔助科

王瑞興以感染科主任的角度，說明感

染科業務的分類。他指出，感染科臨床

接觸的疾病，最明顯的是不明發燒、不

明發炎指數上升、不明疹子以及不明原

感染管制中心主任何承懋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感管中心承擔起院內外的窗口，進行醫

院感染管制管理。圖為何主任觀察血品成分。

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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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不舒服。因為，當病人身體不明的

發熱、發紅、發疹子、發炎指數上升、

白血球升高，不知道哪個器官有問題？

就會有醫師建議病人去感染科看一看。

所以他說，感染科常常自稱是「疑難雜

症第一科」。

他表示，感染科第一項任務在臨床就

是：不明熱、抗藥性菌株、愛滋病與性

病等診治，可說是「疑難雜症第一科」

與「萬能輔助科」。王瑞興主任說，

「有些疾病症狀來得既快又猛，必須趕

緊找出是什麼微生物感染致病，才能給

予正確診斷與治療。感染科醫師的特色

是步調明快，有時面對病人突如其來的

感染症，看到臨床症狀和檢驗報告必須

在短時間內判斷用藥，從疾病變化速度

判斷疾病特質與嚴重度；觀察疾病對生

命跡象或意識與局部的功能有沒有受到

影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代表已不只

是一個表面上看到的問題，需要緊急處

理。」

曾經遇到像壞死性筋膜炎這種急症，

王瑞興主任指出，「這種疾病的病情發

展十分快速，可能早上到急診，下午住

院，晚上就死亡。這時就得靠醫師豐富

的經驗，從疾病的特定表現判斷，譬如

不成比例的紅腫痛，甚至一些出血性的

水泡，代表這可能不是一般的蜂窩性組

織炎，很有可能是包括：壞死性筋膜炎

在內的特定疾病，發現問題後必須就請

外科醫師儘快做筋膜切開手術。」

此外，感染科也是「萬能輔助科」。

王瑞興表示，臨床醫師遇到不明原因、

少見的特別感染，就會尋求感染科協

助，詢問「感染科醫師怎麼說？看法怎

麼樣？這個微生物的特性以及最可能引

發哪些疾病以及該如何防護，或該用什

麼抗生素？如何治療？」甚至平時也會

問「某些疾病要如何預防？如何減少院

內感染的情形？被針扎到了要擔心哪些

事？要不要做什麼處理防護措施？」

醫院感染管制，

院內軟硬體提升安全性

基於感染管制的事項，王瑞興說明，

感染科發揮多種輔助功能，提升治療的

安全性與完整性，包括：消毒、滅菌、

洗手、動線管理及設備等的軟體與硬體

管理，而與包括：清潔、保全、總務等

醫院內部很多面向的工作環節，也都有

一定互動的關係。這就是感染科第二項

任務，在公共衛生上，從醫院感染管

制、抗生素管理，延伸到社區的疫苗政

策。
防疫期間，新冠肺炎病毒檢測是微生物組同仁

的日常工作之一。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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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興表示，自從 SARS疫情之後，
很多人對傳染性疾病的防治有更多概

念，感染管制阻斷發生院內感染的做法

是防護制度的規畫，包括：動線、設備、

清潔與消毒滅菌。而感染管制的正確觀

念還要延伸並落實到社區及大眾，像是

勤洗手與注射疫苗等都是防止群體交叉

傳染的重點。

勤走社區，廣推感染管制觀念

既然要廣及大眾，王瑞興點出感染

科第三項任務就是教育推廣，對象除了

醫護人員，還有一般大眾。他強調感染

管制的觀念必須走出醫院，才能真正落

實。王瑞興自己走進中區大專院校做校

園講座已近四年。針對愛滋病防治及性

與性別教育進行宣導，讓學生明白世上

二○二一年一月下旬，臺中慈濟醫院防疫升級，

進入醫院需刷健保卡檢核，並有體溫掃描檢測。

攝影／江柏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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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式各樣愛情的方式或性行為的方

式，了解不安全的行為的風險與預防。

「愛滋病人也擁有各自的社會角色

跟社會身分，他可能是同性戀者或毒癮

者，也可能是在某一個特定的管道罹

病，因為不想要別人知道他是愛滋病

人，或是他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疾

病，身為醫師的我，變成是少數給得起

協助的人。我會覺得，如果我給得起，

自然就想要再多給一點。」王瑞興這麼

說。

尤其站在疾病管制的角度，偶爾就會

遇到一些自暴自棄、憤世嫉俗的人，一

旦感染愛滋病毒，接下來可能會做出一

些特殊的決定，例如：不想治療，甚至

比較激烈一點的人會覺得「我都已經變

這樣了，我幹嘛還要乖乖治療？當初我

也是被傳染的受害者，我就繼續把它傳

染出去⋯⋯」這樣的結果當然對感染控

制會造成不好的結果。教育推廣的重要

性不言可喻。

至於所有疾病微生物診斷，都需要數

據判讀。王瑞興提到感染科第四項任務

是協助實驗室，提供微生物檢驗報告做

為醫師治療判斷依據。他說，檢驗科一

直都是臨床科的後盾，協助臨床判斷。

王瑞興主任指出，臺中慈濟醫院檢驗科

提供各種感染症，如細菌、黴菌、病

毒、寄生蟲之診斷方式，做為臨床上治

療依據。另外是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CDC）認可的新冠肺炎病毒檢驗機
構。其中，在愛滋病部分，臺中慈濟醫

院著墨較多在愛滋抗藥性基因，協助其

他醫院做檢測確認，是全臺少數幾家能

執行這項業務的醫療院所。

感染管制中心肩負

防疫重任當窗口

感染科從臨床發展到感染管制的角

色，得回溯到 SARS疫情時，各國建立
「疾病不能只討論治療，還要有所謂的

預防與控制」的新觀念，臺灣各醫療院

所自此一一成立感染管制中心（簡稱：

感管中心）。

依照感管查核跟醫院評鑑條文，臺中

慈濟醫院感管中心屬於特殊單位的任務

感控中心也會指導醫護人員正確的隔離衣穿脫

步驟及進出隔離病房的步驟。攝影／江柏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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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直接隸屬院長室，橫跨所有科部

方便提供諮詢與協調。現任感管中心主

任何承懋表示，感管中心在醫院扮演疾

病管制的角色，成員包括：感染科醫師、

感染管制護理師與個案管理師，還有感

染管制醫檢師與臨床藥師等。

感管中心常規業務平日收集常見感

染，例如：肺炎、泌尿道與手術部位感

染。疫情期間肩負醫院的安全防護任

務，透過感染管制手段，將高風險、一

般風險與低風險病人做分流，防止院內

群突發，這是特有名詞，指的是有個感

染源透過傳播途徑造成院內感染。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感管中心承擔起

院內、院外的窗口，配合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與衛生局滾動式的管理，隨時

調整新措施，進行醫院感染管制管理，

設立專責隔離病房，規畫人力配置、評

估病房加開數量，確保醫院在疫情期間

能夠運作順暢。

快速設立專責隔離病房

「設立專責隔離病房是很大的工程，

需要各種設備與人力的配合，依正常流

程，從零到有，絕對不可能在短時間內

完成。簡守信院長、莊淑婷副院長以及

邱國樑醫祕全力協調，推動跨科部合作，

隔離病房順利在短時間內出爐。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與衛生局訪視病房動線

與實驗室業務執行狀況獲認可，都是全

連外包人員的正確防疫都是感管中心教育的重

點。圖／感染管制中心提供

感管中心護理師會到院內各單位進行抽查，正

確洗手是防疫第一步。圖／感染管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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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合和互協的結果。」感管中心主任何

承懋醫師講起這事，有說不完的感恩。

何承懋主任說，新冠肺炎疫情最嚴

峻時期，被列為高風險的個案住進隔離

病房，有位個案曾經跟確診者近距離接

觸，剛好又出現發燒來院就醫，整個收

治過程，醫護團隊都面臨極大壓力。還

有幾位病人從海外回臺或部立桃園醫院

轉來，都有潛在的接觸史，讓人格外擔

心，醫護採檢與照顧過程中有一定心理

的壓力。

專責隔離病房每一次採檢，防護設備

全副武裝，悶熱與多層的防護增加了採

檢的負擔，完成採檢時通常已經滿身大

汗。急診科將窗戶玻璃改裝為「特殊隔

離採檢站」，減少同仁穿脫防護衣的次

數，讓採檢流程更順暢。

開發「新冠肺炎病毒自費檢驗」

何承懋主任同時身兼檢驗醫學科主

任，對於檢驗科微生物組同仁配合急診

開發項目──新冠肺炎病毒自費檢驗，

給予高度肯定。尤其是在檢驗科品管教

學副主任林凱翔指導下，同仁突破跨組

別的心理壓力，學習分子診斷室的新技

術，並因應急診科要求，配合檢體批次

流程與檢驗動作調整，得以順利增進檢

驗時效，達成後端客制化的服務品質要

求。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感染科及感染

管制中心堪稱是醫院各科眼中「不能沒

有你」的重如泰山科；疫情趨緩之後，

醫院的感染科與感管中心，在一般情形

下就不容易感覺到它的存在。王瑞興主

任說，「其實，從踏進醫院的第一步開

始，就已進入感染科管理的範圍，要開

始注意有沒有洗手？環境有沒有積水造

成病媒蚊與登革熱的疑慮？甚至到接受

手術、用藥等任何治療與預防等等，都

跟感染科業務有關，它藏在整個醫療的

環節中，更甚者，是在生活裡面都要注

意的。」

這番話，道出感染科團隊的日常，

默默承擔著感染管制大任，祈願歲月靜

好同時，所有人早已做好負重前行的準

備！

臺中慈院全院同仁以最嚴格的防疫標準進行醫

療照護。圖為模擬演練照護新冠肺炎病人。圖

／加護病房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