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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全球性的疫情來得急又快，兩年來，依然如夢魘般揮之

不去。臺灣歷經防疫模範生到三級警戒臨危應變，考驗智慧

更是人們意志的試煉。位於南臺灣一隅的大林慈濟醫院，同

樣經歷了一場醫療量能的洗禮。梳理這一路滾動發展的經驗

值，從醫院到社區以至網路世界，如何以人工智慧為經，用

多元醫療防護策略為緯，展開防疫全面攻略。

大林慈濟醫院防疫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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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三法做先鋒

二○二一年一月，衛生福利部桃園醫

院爆發群聚感染事件，同年五月八日，

臺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出現群聚

感染，接著在宜蘭縣羅東鎮、新北市蘆

洲區以及臺北市萬華區陸續出現群聚感

染，隨著本土感染情況快速擴大，臺灣

在五月十九日全面進入第三級防疫警

戒。直到兩個月後的七月二十七日，在

本土疫情趨緩下，才由指揮中心宣布調

降防疫警戒至二級。

儘管南部疫情看似無風無浪，但臺灣

頭到尾早已是一日生活圈，如何在三級

警戒中把關以確保醫療服務，在莫名的

壓力下更需智慧對治。

這次臺灣的情況不一樣！

大林慈濟醫院急診部李宜恭主任，直

接點出因著社區傳染讓疫情變得變化莫

測。「去年的疫情有其局限性，可以從

症狀、TOCC去區別風險，但從五月初
以來的疫情，在社區感染下讓接觸史不

易確定，症狀的參考也不盡準確，讓風

險的評估變得困難。」

因此急診部快速做出三項重要的調

整，包括把檢傷分類拉到急診室外、運

用快篩來做病人分流，以及醫護人員保

持全副武裝，藉以在安全的考量中兼顧

搶救生命的責任，如果病人需要立即處

置，會先送到急診負壓隔離室，或是獨

立空調的區域，給予必要的治療。

去年的病例很少，很多人的觀念都停

留在他到底有沒有病，但這該是一個風

險的概念。李宜恭強調，對急診部最重

要的思考是染疫後的傳染性，倒不是染

病與否而已。他分析，民眾從發病前兩

天就有傳染性，通常，傳染性會在幾天

後降得很低，因此，需要有工具來做即

時的研判標準以做進一步的因應。PCR
核酸檢測可以用來看是否感染並做風險

的區別，但需要等候的時間太久，有時

也無法判讀是否具有傳染性。用抗原快

篩，可以很快的篩出結果。儘管廠牌間

的差異不小，但就是盡量去做。在醫院

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所以只能讓風險

盡量降低。

疫情下人心惶惶，不僅在社會中，

從事第一線的醫護團隊也需要給建立信

心。李主任每天早上與急診的夥伴們坐

下來，並竭盡所能地與大家溝通，當下

處境的風險為何？試著接受風險的存

在，以及如何處理風險，一次、兩次，

持續不斷地溝通，就會逐漸獲得大家的

認同。

本土疫情爆發，大林慈院急診部強化篩檢作業

以降低病毒散播風險。圖／大林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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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能達到良好溝通的基礎需建

立在充分的訓練、團隊合作以及供應無

缺的資源。在大林慈濟急診部中總能看

到最新、防護性最好的人身設備。頸部

以上的面罩、護目鏡以至於口罩，都要

給同仁最有效以及最舒服的個人防護設

備，這樣才有立場去期待同仁面對與接

受風險。

善用智能決戰境外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因應國際疫情緊張而提升為一級

開設。在這期間，行政院整合各部會資

料建立「智慧型防疫系統」，建立居家

隔離、居家檢疫和自主健康管理機制。

位於嘉義縣小鎮的大林慈濟醫院跟進，

透過資訊科技的助攻，以更具創意與多

元地展開防疫工作。

資訊 IT黃智瑋高專主導開發，一
週內為醫院完成「旅遊史即時查詢系

統」、「網路預約探病系統」。即插

即查的旅遊史即時查詢系統，僅需由民

眾自行插入健保卡，系統在一秒不到時

間，自動以視覺化顯示民眾旅遊史，輔

助第一線人員快速辨識，讓民眾「快速

通關」不卡關，這套系統已提供慈濟醫

療體系與外院使用，共同建構智能防疫

環境。

大林慈院醫務祕書兼智慧醫療創新中

心主任林庭光指出，二○二○年四月即

引進人臉辨識系統，同仁在上傳五官清

晰照片完成建檔後，於同仁專屬入口，

只要「刷臉」，甚至不必脫除口罩，就

可以同時完成人臉辨識、測量、記錄體

溫、開啟自動門進入醫院，不必擔心輸

入密碼或伸手推門，會造成交叉感染。

在醫療院所籌備實施 TOCC查驗的
同時，大林慈濟已在非門診時段對全院

住院病人進行批次查驗旅遊史，一人只

需 0.89秒。住院組陳健榮組長說。起
初因應健保署提供的旅遊史查詢，查驗

民眾旅遊史需要一一插卡核對，平均一

人最少需花費十七秒不等，而全院收治

的住院病人約有六百多人，為此請資訊

IT不分晝夜開發系統，利用爬蟲技術即
時下載旅遊史結合 HIS資訊系統開發，
一天內完成「整合型智慧爬蟲機器人程

式」，以高效率完成查驗住院病人旅遊

史。

在醫院例行的防疫會議中，擔任副指

揮官的賴俊良副院長叮嚀，萬一病人或

員工確診，需要查詢人與人的接觸史，

疫情期間，大林慈院急診部同仁做好個人防護，

全力守護醫院。攝影／于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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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入院到就醫、擴及住院接觸輸送、醫

護和書記、鄰近病床病人等，以往需由

感控人員以人工查詢接觸史，但傳染病

查詢就得快，要鎖住高風險就要用最快

速的方式減災，所以應善用電子化紀錄

查詢。是以資訊夥伴把 HIS系統與各會
議室簽到退、醫療紀錄整合，幾天內快

速完成醫療資訊疫調系統。

賴副院長說，若有病人被發現為確

診者，可以據此系統回溯所有院內接觸

者，甚至追出是受誰感染，並將醫師、

護理師或醫事人員等人的接觸時間訂出

參考值，計算其風險高低，便於疫調的

進行。也就是說，除了 COVID-19疫情
外，未來若是遇到流感，或是肺結核等

傳染病爆發，都可以加以運用，非常實

用。

此外，政府提供一九二二實聯制系

統，是針對進出建物的相關紀錄。大林

慈院為更精確鎖定病人動向、地點，將

Notify與 HIS系統結合，開發「靜思實
聯疫碼通」，在院內各門診區、大門與

交通車等處設置 QR-Code，來院民眾
綁定系統後，在進入各空間時只需用手

機掃描 QR-Code，即可記錄足跡，還
可透過連結查詢自己過去二十八天的足

跡，同時可以不定期傳送相關資訊給病

人，方便實用。

大林慈濟防疫資訊系統獲中衛發展

中心二○二○年臺灣持續改善競賽特別

組智能應用類銀塔獎，今年初更獲得

SNQ國家品質標章及戰疫特別獎。「感
恩這次我們的防疫快速應變資訊系統，

可以獲得國家品質肯定！這無不是對團

隊的肯定，雖然，我們是窮人家的『黑

松露』！」賴副院長詼諧地以黑松露來

比喻大林慈院猶如黑鑽石的精實醫療團

隊，成為防疫不破的智慧醫院。

大林資訊團隊開發的「靜思實聯疫碼通」，可

透過手機掃描記錄足跡並傳送，讓防疫工作更

確實。攝影／林惠萍

「刷臉」的人臉辨識系統，讓院內同仁進出醫

院有效避免接觸與交叉感染。攝影／江珮如



人醫心傳2021.1113

大林慈濟醫院防疫全攻略

愛的防疫學

今年五月，隨著疫情升溫，染疫個

案遽增，讓臺灣北部的醫療量能短時間

內超載，中央啟動北病南送，身為嘉義

的防疫責任醫院，大林慈院專責病房全

力配合從嘉義篩檢站送來的確診病人，

不僅病房滿載，更有病情急轉直下而送

往加護病房。去年收治染疫病人僅十三

人，今年則快速累積到五十一人，其中

十三人為重症。

在醫院裡，編列預算能採購最佳的防

疫裝備，落實訓練則能無懼疫情威脅，

但唯有愛與關懷，才能真正穿越病毒的

資訊同仁除了軟體程式設計，也要處理硬體端的架設。圖為戶外防疫篩檢站拉線組裝資訊配備。攝影

／張菊芬

大林慈濟防疫資訊系統獲 SNQ 國家品質標章及

戰疫特別獎肯定。圖／大林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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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關卡，直抵病人徬徨無助心底的最

深處。南部醫院儘管收治人數無法與北

部相比擬，但透過愛與關懷的「十八般

武藝」盡展，展現醫療的本懷，與對未

來防疫醫護的借鏡。

我們自己想像，才剛來到臺灣就被檢

查為確診病人，然後抓進病房關，都還

沒看過出名的珠珍奶茶呢 ! 那種恐懼、

擔心及害怕，可想而知。他們說什麼我

們真的聽不懂，之後就開始找印尼、菲

律賓的通訊軟體 APP 怎麼用，認真上

網查，結果發現他們也有用 LINE，大

家又叫又跳，好像中了樂透一樣，後續

又開始找設定，把他們的文字再用翻譯

軟體，一個一個輸進去翻譯。

楊家嘉護理師告訴病人，有什麼問

題就寫下來。用原文也沒關係，之後大

家就在轉貼、翻譯中花了很多時間，但

無形中也學了很多他們的語言，照護期

間，透過簡單的幾句話，看到病人臉上

有了笑容。

他們會不會和我們一樣，打開便當時

會覺得沮喪呀？

家嘉說，再好吃的便當，連續吃一個

星期也會無感，病人應該也會有同樣的

心情吧。護理師們開始腦力激盪，該如

何帶給病人一些小確幸？「加菜囉！！

蛋蛋的幸福。」護理夥伴們買來香噴噴

的滷蛋，七手八腳地為每位病人的餐盒

添上一顆，然後寫上俏皮的祝福。

沒多久，阿姨在 LINE上發給醫療團
隊一個大大的問號。「希望今天晚上的

加菜，可以讓阿姨您感受到我們特地準
專責病房的護理師們貼心為病人加菜祝福。圖

／大林慈院專責病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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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蛋蛋的幸福喲！」

「我足開心，多謝妳們遮爾頂真（這

麼認真細心）。」

「看到阿姨妳開心，阮醫護團隊嘛綴

著（也跟著）開心起來了！」家嘉說，

今年的端午節沒辦法回家，醫療團隊享

用粽子的同時，也為每位病人準備好，

在克難中共度佳節。

不只為病人加菜，這群防疫病房的護

理師更身兼多職，像是社工、心理師、

營養師，甚至幼教老師的分身。她們為

病房裡的小病人做氣球玩偶、準備玩

具、繪本，陪玩遊戲，只為讓小朋友們

能打發苦悶的時間、願意好好吃飯。

自己到底要不要去，會不會進了那道

門後就再也出不來了？回想當初對於是

否要加入專責病房團隊時，楊家嘉心裡

有過掙扎與害怕。最後，她想通了：「人

生短短在世，不就是要做有益群眾的事

嗎？若大家只想著自己，這個世界怎麼

會美好！」於是有了後續這一路飽滿的

回憶。

照護團隊跨越憂懼，同心力抗病毒。攝影／于劍興

用心關懷外籍移工確診病人。圖／大林慈院專

責病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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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守住醫療防線

有勇敢的護理師，也有來自心臟外科

的張兼華醫師自告奮勇進防疫病房。他

認為對待染疫的病人，需要更多的同理

和耐心，以及智慧。

執行過主動脈剝離等許多大手術的張

兼華個性直爽，有話就說。而在專責病

房裡實在很難不遇到「難纏」的情況。

一位被收治的遊民在準備採檢時情緒激

動起來。儘管他自稱有精神病，卻很清

楚自身的清況。張兼華全副武裝，但超

有威脅感，怕病人會衝過來拉扯。

「我又不是犯人，你們到底有做什麼

治療，上次採檢結果沒出來，為什麼還

要做？」

「先生，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北部

的實驗室塞車，只要結果一出來就和你

說，但現在不繼續做，後面的結果會拖

更久。」

病人還是持續抱怨為何要一篩再篩，

講到激動開始敲打與張醫師間的壓克力

罩。

唉，有病毒的人最大，萬一把我面

罩扒掉？張醫師心中想歸想，還是得硬

著頭皮安撫：「你也有上網看到現在的

疫情，我們大家都不願意這樣呀！現在

一定要先做，才不會耽擱到你後面的結

果。」總算，病人安靜下來，讓張兼華

完成採檢。

專責病房裡，一位阿嬤因為身體狀況

不好而擔心撐不過去，當來採檢的醫師

一開口，竟然是平常幫自己看診的張兼

華醫師。接著幾天，還好有張醫師的陪

伴，還幫忙打電話給阿公回報病情，讓

阿嬤心情好些。沒多久，阿公也確診入

張兼華醫師（前

坐者）感恩專責

病房照護團隊齊

心付出。圖／張

兼華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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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阿嬤兩人一度進到加護病房，張

醫師開始每天打電話給他們的兒子說明

病情。

後來，老夫婦熬到出院。因為阿公

講話還是會喘，過往經營的早餐店仍暫

停營業。其實，主要的原因是鄰居看到

他們都閃得遠遠的，好像看到瘟疫般。

張醫師在回診時鼓勵他們一定會熬過難

關，當聊起在病房彼此握著手，大家都

快哭了。「唯有愛與關懷才能度過難

關。」張醫師如此堅信著。

面對病人不同的情況與需求，大林慈

濟護理夥伴歸納出六項教戰守則：

1.	進入專責病房按照醫院的 SOP 做，
不求快，求實在，穿脫安全最重要，
保護好自己就是保護好夥伴及團隊。

2.	每天不忘分享資訊給家人知道，住的
地方、吃的便當、照顧病人等感人故
事，藉由照片和視訊，讓家人放心，
慢慢地也會讓心中的擔憂轉化為親
情支持。

3.	語言不通，Google 翻譯幫忙，入住病
人需知多國語言，這樣溝通很可以。

4.	病房 LINE 群組，減少出入病房次數
與感染風險，隨時掌握病人最新動
態。

5.	防護裝備只露出眼睛，隔離衣上塗鴉
寫字傳心情，醫病又兼顧醫心。

6.	工作運用小撇步增加記憶，防止出
錯，小紙條「小叮嚀」，讓下一班同
仁可以看到，各床病人今天要做的檢
查，減少同仁驚慌感，工作化繁為簡
又順暢。

防疫傳播力

防疫需透過資訊科技以求洞燭機先、

決戰境外，而在多元傳播媒介的當代

中，如何快速、有效地傳遞適切的防疫

資訊與知識，增加防疫的效能，大林慈

濟運用社群與網路多元媒介，在防疫的

陸戰以外，進而開闢防疫空戰的健康傳

播。

在疫情期間來到大林慈院就診的民

眾，除了可以在院內各公共區的電視、

電子看板獲得來自疫情指揮中心、醫院

自製的防疫新訊與自我防護等內容外，

更能進一步透過醫院官方 Line@的主動
推播、醫院臉書官網、Youtube專區，
在指動之間掌握最新的防疫訊息。

Q1：誰不能打 COVID-19 疫苗？
A1：	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度疾病者、

兒童 <18 歲、第一劑疫苗嚴重過
敏 ( 如休克 )。

Q2：孕婦或哺乳要施打疫苗嗎？
A2：	建議施打！建議優先選擇mRNA

疫苗。接種疫苗前不需驗孕，接
種疫苗後也不需避孕。母親接種
疫苗後產生的抗體會出現在母乳
中，可能對新生兒有保護效果。

Q3：	打完 COVID 疫苗要隔多久可以捐
血？

A3：	莫德納 /BNT －不須間隔；AZ/
J&J －間隔 14 天。

大林慈濟藥學部的藥師以專業與創意

製作「疫苗懶人包」資訊大全，不定期

更新內容讓讀者看一次就懂。除了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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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網站分享外，也在醫院臉書官網分

享，因為內容符合大家知的需求，短暫

的時間內已累積五十二萬多人觀看，並

有三千多次的貼文分享。在訊息龐雜紛

亂、對錯難辨的當下，藥學部提供即時

的正確資訊。

而醫院在疫情升級為三級的兩個月

內，除發布相關新聞報導外，在臉書製

作分享與疫情相關資訊一百六十多則，

累積接觸人數達到一百四十二萬，在疫

情險峻不適合外出的時光裡，即時將適

切與豐富的防疫資訊傳達到大家手中。

線上研討會　分享實務經驗

隨著疫情稍緩，但防疫尚未來到盡

頭，如何傳播正知正見，鼓勵全民積極

參與，防疫需要更加努力。大林慈院在

林名男副院長帶領教學部、公共傳播室

統籌下，於七月二十五日舉辦「疫猶未

盡」新冠病毒實務網路研討會，透過無

遠弗屆的網路媒介，以醫療專業向社會

大眾做即時的第一手分享。而藉著與嘉

義縣政府、衛生局的合作舉辦，以及多

個網路平臺、有線電視系統直播，進一

步擴大網路的傳播效益。

在林名男副院長的引言下，四位講

師分別就防疫的經驗與專長，無私地分

享。急診部李宜恭主任分享「抗原快篩

運用」時強調，防疫沒有完全安全的策

略，只有比較安全的策略，包括檢驗、

分流與隔離，抗原快篩的特異性很高，

但是敏感度跟症狀、時間有關，抗原快

篩對於有症狀，尤其是症狀發生三至四

天內，敏感度特別高，但對於症狀發生

四天後即無症狀者，敏感度低。

藥學部李紀慧主任以「新冠疫苗打

疫情期間，大林慈院藥學部即時製作「疫苗懶

人包」衛教資訊，並定期更新發布，提供民眾

正確防疫訊息。圖／大林慈院提供

七月二十五日舉辦的「疫猶未盡」新冠病毒實務網

路研討會上，胸腔內科與內科加護病房陳信均主任

分享照顧染疫病人的實務經驗。攝影／于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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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慈濟醫院防疫全攻略

破砂鍋璺到底」為題，希望大家若是看

到疫苗訊息時，務必確認消息來源及正

確性。老年醫學科張舜欽主任分享「疫

情時代下的高齡全人照護」，新冠肺炎

影響的不只是病人的身體，疫情所導致

的封閉與隔離，也讓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斷裂，特別是原本就衰弱的高齡病人，

可能加劇其功能衰退。胸腔內科與內科

加護病房主任陳信均在之前的北病南送

期間，負責照顧重症患者的經驗，談

「COVID-19病患照護的醫療抉擇──
加護病房醫師的觀點」，建議當重症病

人面臨是否插管的選擇時，醫病雙方需

要有充分的溝通，病人及家屬要充分了

解插管或不插管所會面對的狀況，有合

理的期望值，而醫護人員也要同理家屬

決策的兩難，適度減輕他們的「罪惡

感」。

「疫猶未盡」直播時有超過萬人上

線，證明即使在鄉下的大林慈院，只要

用心、符合眾人知的需求，同樣能發揮

無遠弗屆的傳播力，在守住醫療量能中

更為防疫做出更多貢獻。

大哉教育體會因果

力行推素

防疫之外，更需從根本解決。研究素

食與健康多年的林名男副院長透過各種

分享、協助社區大型疫苗注射的場合，

鼓勵大眾一起響應蔬食。

「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林副院

長說明，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大家都擔

心。遠者，要怎麼樣去防止，隔離或者

是封城？近者，有人稍微咳嗽一下，就

很擔心自己會不會受病毒傳染？⋯⋯愈

擔心就覺得要去準備東西，搶口罩、搶

食物⋯⋯這就是疾病的「果」，是非常

令人害怕的！

菩薩畏因，「因」在哪裡？因就在人

心，因就是在我們跟動物之間怎麼樣去

和平相處，如果沒有把因解決，就算千

手千眼觀音菩薩，再怎麼樣也救不完。

證嚴上人在行腳大林時曾叮嚀，大哉

教育，順此機會好好向全民衛生教育，

還要推動茹素。

林名男指出，大家心生畏懼造成恐懼

的心理。問題解決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

素食！因為素食可以減少氣候的暖化，

蚊蟲傳染的疾病能夠減少，還有公共傳

染病也能夠減少。

林名男副院長藉由帶隊前往社區進行大型疫苗

注射時同步推素，鼓勵大眾一起響應蔬食。攝

影／于劍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