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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品管中心感染管理控制室七人小組，負責院裡院外大

大小小感染管理相關業務，猶如人體的中樞神經系統，隨時整合複

雜的疫情訊息，即刻做出適當的建議措施，以因應疫情的最新變化。

三月三十一日有急診醫師、護理師因搶救病童而確診，發生院內感

染，感管室團隊在疫情衝擊當下前十四天機智控疫、機動補位，以

經驗、智慧陪伴全院同仁披甲上陣，沉著迎戰瘟疫，守住東臺灣唯

一急重症後送醫院的醫療量能。

機智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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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機智控疫
14天

四、五月期間，臺灣這波 Omicron
新冠肺炎疫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捲

各縣市，花蓮慈濟醫院自三月底起接連

因搶救二歲童、以及一位住院病人外出

活動，引發的院內感染事件，在全院防

疫團隊擬定因應對策，以及院內同仁上

下一心全力配合下，十四天內有效防堵

疫情，同時也守住花蓮的急重症醫療量

能。這中間，感染管理控制室（下稱「感

管室」）團隊日以繼夜機智抗疫，已是

防疫團隊整體運作中的核心組隊。

其實，從 Omicron肆虐全球各地的疫
情發展，預測到可能帶給臺灣的影響，

今年 (二○二二 )二月春節連假開始、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連假，不只中央疫情

指揮中心都會發布訊息提醒，院長林欣

榮時常在主管會議中指示要遵循最新防

疫規範，感管室團隊也透過全院公告跟

進，叮嚀同仁要自主做好防疫措施，特

別是四月初清明連假就在眼前了。

只是沒想到三月底，新冠肺炎

Omicron病毒已隨著遊客擴散到花蓮，
慈濟醫院急診醫師、護理師就在搶救生

命的過程感染。三十一日上午八點多，

同仁確診消息從屏東傳回花蓮，防疫團

隊隨即啟動，展開與病毒一連串的攻

防。

【第一週 03.31～ 04.06】

沉著應對  急診室找出感染源

花蓮慈濟醫院的感染管理控制室規

模不大，團隊就是感染科主任黃妙慧醫

師兼主任，以及江惠莉組長、張淑萍、

何翠華、王韻程、黃奕霏五位感控護理

文／游繡華

三月三十一日早上，花蓮慈濟醫院感染管制室團

隊在院長室緊急防疫會議結束後，隨即到急診室

啟動相關因應事宜。左起為江惠莉組長、感控護

理師何翠華、感控醫檢師鄭仕雯、感控護理師張

淑萍。攝影／周英芳

感管室主任黃妙慧醫師（左一）、感控護理師何

翠華（左二）與急診室護理長陸家宜（右一）確

認病床空間配置圖，右二為護理部副主任王琬詳。

攝影／周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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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一位感控醫檢師鄭仕雯，負責院裡

院外大大小小感染管理相關業務。

三月三十一日一大早，江惠莉組長剛

進辦公室，桌上的分機就響起，電話那

端，急診室護理長陸家宜一口氣說出：

「剛剛接到休假護理師打電話回來說她

人在屏東的醫院篩出『陽性』！」電話

這端的她，心裡半信半疑，急診是高風

險單位，同仁平時警覺性都很高，也有

定期篩檢的呀⋯⋯不過，她立即回應急

診護理長：「好，冷靜，我們先確定這

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該名同仁在電話中很緊張，也沒說

清楚是抗原快篩陽性？還是 PCR核酸
檢測陽性？於是江惠莉組長直接打電話

到對方醫院的感管室，得到同仁已確診

被通報的答案，隨即通知院長室啟動緊

急會議，研擬相關因應措施。

會議結束後，感管室團隊立即分工，

有的人做疫調，匡列接觸者，召回急診

室同仁，先做一次全面的 PCR核酸檢
測。很快的在下午檢驗醫學科的資料出

來，有兩位小兒科醫師、兩位護理師陽

性，除了一邊做這四人的疫調，急診團

隊也很快地發現這四位同仁在前兩天都

有接觸到一位因為熱痙攣就醫的小朋

友，只是當下急於做處置救人，再加上

這孩子沒有典型的症狀，沒有警覺要幫

他篩檢，不然在檢傷分類時，就會被分

流到疫病區。

左起：急診部主任陳坤詮醫師、企畫室主任邱聖豪、護理部督導張智容、護理部主任鍾惠君在急診大廳

討論緊急因應措施。攝影／周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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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急診同仁確診後，在聯絡召回急診及相關同仁進行 PCR 採檢的過程，檢傷站已開始處理名單，輸

出姓名條碼。攝影／周英芳

黃妙慧主任（左三）向花蓮縣衛生局局長朱家祥（右一）、醫政科科長周傳慧（右二）報告因應措施及

處置現況。攝影／周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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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屏東第一位確診的急診

護理師，足跡很單純，就是連日上班，

然後三月三十日下大夜班，與友人到南

臺灣旅遊，隔天凌晨因頭痛就醫，得知

確診。而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我們很快向花蓮縣衛生局報告急診

團隊發現的感染源可能性，之後也確認

到該童與家人返家後在北部已確診，這

是當天最大的收穫，因為找到感染源頭，

心裡想應該可以控制住這疫情。」江惠

莉組長回顧三月三十一日那天的情景。

篩出陽性

為身心科病人移轉病房

接著就是匡列那幾天在急診收住院

的病人。約有二十幾個人分散在各個病

房，逐一做篩檢之外，團隊也分工訂出

追蹤期程，只是沒想到隔天，四月一

日，篩出一位收治在身心科病房的病人

陽性，這位病人當時在急診診間的位置

剛好比較靠近兒科留觀區。

緊跟著整個身心科病房全面篩檢下

來又出現一位陽性，且環境採檢過程在

護理站採到陽性。經防疫團隊緊急討論

後，因病人特殊性，決定將全數的病人

移轉病房，包括召回當天出院的陰性病

人在醫院「就地居隔」。江惠莉組長說，

身心科病房團隊算是滿堅強的，在震驚

之餘還能相互幫忙，很讓人感動。一日

下午，醫護團隊合作很快地把五樓的東

區病房清空，晚上就把位在十樓西區的

身心科病人全部搬下來。

因為身心科病房出現病人感染事件，

二日上午十點，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黃頌

恩醫師來到院中協助實地疫調，並提供

相關防疫諮詢，當天副院長王志鴻、吳

彬安、陳培榕、主祕陳星助、醫祕李毅、

護理部主任鍾惠君、花蓮縣衛生局局長

除了幫同仁做 PCR 核酸篩檢，感管室團隊同步進

行急診室環境採檢，確認環境的乾淨與安全無虞。

上：感控護理師張淑萍，下：感控醫檢師鄭仕雯。

攝影／周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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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智控疫
14天

朱家祥、東區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副指揮

官何愉懷，以及院內防疫團隊主管均蒞

會。

黃頌恩醫師的明確指引，對感管室

團隊來說尤其重要。江惠莉組長指出，

因為當時花蓮社區已有確診個案，花蓮

縣衛生局光做疫調就已經很忙碌了，特

別是花蓮慈濟醫院是東部唯一的醫學中

心，和去年發生院內感染的部立桃園醫

院的情境完全不同，既無法關掉身心科

病房，也沒有辦法轉出任何一個病人，

處理方式須有諸多考量，「我們只能自

己想辦法，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去製造出

一個匡列居隔的環境，而且要維持每一

感控護理師何翠華（左）和護理長陸家宜（中）、王琬詳副主任 ( 右 ) 討論最快控制疫情的細節，務必

嚴防漏洞。攝影／周英芳

急診部黃泰瑀醫師幫同仁採檢 PCR。攝影／王琬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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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病人的安全」，因此怎麼做相對最

好，中央的防疫醫師剛好提供一個明確

的方向。

社區感染波及開刀房

連夜普篩匡列隔離  

就這樣，整個四天的清明連假還算平

安，還記得四月五日下午開完防疫會議

後，江惠莉組長和團隊彙整相關資料，

五點多便離開醫院。怎料到晚上九點

多，檢驗醫學科傳來一個安養中心護理

人員陽性的訊息，心想萬一安養機構爆

了很麻煩，於是就撥電話給這位護理人

員，「在談到足跡時，她說有跟我們開

刀房的護理同仁聚餐，還說她們三人現

在正一起在我們的急診看醫生，我整個

人開始醒過來。」

那時原本想洗完澡就要休息，聽到這

驚人的訊息，江惠莉組長趕緊在感管室

群組內發「糟糕了！」檢驗醫學科九點

多來的訊息是初步判斷，她整個心裡就

是覺得不太妙，在等待確認報告之前，

她在群組裡繼續發文跟感管室夥伴說：

「我們要不要先去洗個澡，等一下可能

又要出門了！」就在她洗澡洗到一半，

手機裡傳來訊息響音「噹、噹、噹」，

跳出訊息「陽性」，於是群組內的每一

個人東西收一收，就直奔醫院。

說到這裡，疲累的江惠莉組長露出

幸福的神情：「『我們家』的人真的很

好，不用特別講什麼要不要來，全員到

齊，包括主任妙慧醫師。」自疫情爆發

以來，只要遇到緊急狀況，都是這樣，

即使假日，時間到了，辦公室裡的每個

人就出現了。那天晚上，院長室主管隨

即召開緊急防疫會議，共識因應策略，

四月二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黃頌恩醫師（身著粉紅色衣）到花蓮協助疫調。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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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智控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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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啟動感恩樓旁的篩檢站，緊急去通知

相關人回院做 PCR採檢，「我們光做
疫調、整理資料就到凌晨三四點。」就

是那天，感管室同仁就直接在辦公室休

息，只有她因為小孩要上學，還是趕回

家躺一下，六點多就起來做早餐，打理

好孩子，才又返回醫院。

更要感恩東區資訊室同仁也跟著加

班。過去這二年多，資訊室同仁已針對

感管室因應防疫作業需求寫了不少程

式，簡化原本繁瑣耗時的作業流程，例

如篩檢站的大量批價、掛號，讀健保卡

列印條碼貼紙等等。她指著辦公室內感

控醫檢師座位旁的空位說，「感控護理

師在忙於疫調、匡列、通報的時候，午

休或下午五點半以後，資訊同仁就會準
四月五日深夜，啟動感恩樓旁的篩檢站，緊急去

通知相關人回院做 PCR 採檢。圖／江惠莉提供

四月六日一早，同仁排隊

篩檢。圖／江惠莉提供



人醫心傳2022.617

花蓮慈濟醫院感染管理控制室防堵院內Omicron紀實

時出現坐在那位置加班，然後問『現在

有哪些資料要跑（運算）？』」五日那

天深夜，資訊同仁也是趕來幫忙到凌晨

四點，「這次疫情幸虧有他們全力相

助，幫忙撈資料。」

【第二週 04.07～ 04.14】

染疫病房清消　專責病房收治

之後，院內疫情稍停了幾天，四月九

日週末晚上，外科大樓的整形外科病房

不僅有護理師、病人確診，護理站也採

檢到病毒。感控團隊再度連夜做篩檢、

疫調、匡列，護理部團隊則連夜因應匡

列結果做人力調整。到隔天四月十日，

自整形外科病房轉到耳鼻喉科病房做手

術的病人也確診，早上八點多召開防疫

會議，先做同棟住院病人 PCR普篩；
下午四點，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

小組召集人張上淳透過視訊向院內防疫

醫師團隊給予多方指導。

江惠莉組長說明，要在確診者的足跡

中抽絲剝繭、追查傳播鏈，十分辛苦。

就像有確診者懷疑在前一天出院的同病

房鄰床病人，時常暗自外出用餐，而確

診護理師也照顧過這位病人，於是就把

這訊息通報給衛生局，但對方一直不接

手機，好不容易才找到人，經 PCR篩
檢證實確診，以致整個疫調拖了很久。

即便挑戰不斷，防疫團隊毫不氣餒，

因應變化做滾動式調整。先是對染疫病

東區資訊室同仁張庭維午休、下班後就會到感管室報到，幫忙撈資料。攝影／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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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陰性病人就地居隔、定期篩檢追

蹤，在十日一早，對全棟各病房的病

人、醫療團隊做篩檢，另外住院病人全

面降載、調整出兩處的乾淨病房，以安

置整外及耳鼻喉科病房內的陰性病人一

人一室隔離，再進一步徹底清潔消毒染

疫的病房，並以三天的時間逐一完成全

院同仁的 PCR核酸檢測。

這一週，幸運的是身心科的病人已在

九日解除隔離，搬回原病房，五樓的東

區病房順利調整為專責病房，病房疫情

也獲得有效控制。

不過院外的花蓮社區疫情屢攀高點，

為此花蓮縣政府成立加強型防疫旅館，

讓無症狀、輕症病人入住隔離；但原本

承接的部立花蓮醫院此時發生嚴重的院

總是要忙到晚上，諮詢電話少了，感控團隊才能稍稍喘息，靜心下來做報表、核對、檢視、交流、討論。

攝影／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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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感染，而花蓮慈院因確診情形得到控

制，加上居隔的人力逐漸解隔，臨危受

命於四月十八日接手加強型防疫旅館的

照護任務。

以院為家心量大

全院同仁的依靠

連續兩週下來，感管室團隊包括黃妙

慧主任等人幾乎以院為家，在小小的辦

公室裡，白板已不夠用，牆壁上貼滿一

張一張的紙，是病房空間圖，入口處的

霧面玻璃上，手繪格子圖上是確診病人

的名字與病室號碼。每天的日常就是會

議、巡病房、以及來自院內各單位的諮

詢電話、衛生局的電話，電話分機的來

電還沒講完，手機響了，趕快轉給其他

位置上的同仁⋯⋯或者是講著手機的電

話，辦公桌上的分機又響了，另一個剛

講完電話的同仁趕忙接起⋯⋯就這樣，

到最後每個人接的都不是自己的電話。

感控室忙碌的情景無法言喻，似乎就

是要等到下午五點半以後，許多單位的

人下班了，這群感控護理師才能因為來

電減少了稍稍喘息，靜心下來做報表、

核對、檢視、交流⋯⋯，轉眼間又是過

了晚上九點，直到工作告一段落往往已

半夜。成員皆如此，主管黃妙慧主任也

是一樣，討論追蹤確診病人、居隔病人

的後續，搬遷病房的動線、環境的清潔

消毒與採檢⋯⋯，以及隔天工作事項，

當然還要有心理準備，隨時可能突發的

新任務與變化球。

特別是在院內有感染、院外社區疫

情持續延燒、升溫，感控專業諮詢與建

議成為許多人的依靠，無論是院長室主

管、醫師、護理師、行政單位，甚至是

外包的傳送人員、清潔阿姨，有問題一

通電話就可以得到答案。即使是夜間，

有新確診病人要住院，衛生局一通電

話，值班的感控護理師接應全程處理。

無可否認，「『被需要』是一種成就

感。」江惠莉組長說。因此，當疫情一

感控室辦公室充分利用，入口的霧面玻璃、牆面

都發揮功能。攝影／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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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沒有採檢人力，感控護理師就下

去採檢；衛生局指示，安養中心有護理

師確診，慈濟醫院須負責採檢，社區健

康中心護理師認為要有感控護理師同行

才有安全感，於是感控護理師就陪著社

區健康中心的夥伴，「大家就像小學生

一樣圍成一圈，從穿戴防護裝備開始，

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染疫病房搬遷後，感控護理師除了環境採檢之外，也會指導、協助環境整理，讓外包清潔阿姨感受到安

全有靠山。圖／江惠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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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管師媽媽的疫常生活縮影

四月十四日下午，防疫會議結束後，

院長林欣榮與多位副院長帶領團隊唱生

日快樂歌，為江惠莉組長補上生日祝

福。原來是在她生日那天家裡發生了溫

暖又令人心酸的插曲。其實她早在一個

月前，已在四月六日生日那天預先排

假，只是沒想到在處理了急診感染事件

近尾聲後，清明連假最後一天晚上爆發

二位護理師確診，夜以繼日的忙碌下

來，她笑著說，那天晚上算是比較早回

家了，只是前天跨夜工作到清早，沒什

麼睡，眼皮快睜不開來，因此回到家就

先進房間躺一下。然後「妹妹就跑過來

說，我買了一個禮物要送給妳；我就說

『好好好。』然後又說我先睡一下。」

直到九點多，孩子們就叫醒她，說要切

蛋糕。

就見著先生拿著生日蛋糕，二個兒

子、小女兒圍過來開始唱生日快樂歌。

不過她實在太疲勞了，坐在那裡沒什麼

表情，七歲的女兒突然放聲大哭，不停

嚷著：「媽咪，妳都不開心！妳都不喜

歡我送妳的禮物！媽咪，妳都不開心，

妳都不開心⋯⋯」她趕緊抱著女兒安

慰：「媽媽，沒有不開心，我沒有不喜

歡妳的禮物。媽媽是真的太累了。」但

似乎沒有效果，聽著女兒的哭聲，她也

忍不住落淚，跟著女兒一起哭。

這場家庭慶生會，最後是先生默默的

把蛋糕收進冰箱，兩個兒子乖乖地去睡

覺，她和女兒就回房裡抱著哭著哭著就

睡著了。第二天一早，就讀七年級的大

兒子上學前過來說了一句：「byebye，
抱一下。」母子倆就緊緊的抱了抱，只

是在兒子轉身走後，她看見的是兒子手

往臉上拭淚的背影，真的很捨不得。

「（當晚）可能就是多方情緒累積到

一個高點吧！」惠莉事後回想起來也不

是什麼大事，可能是跨機構、跨單位之

感管室黃妙慧主任（藍色工作服）、江惠莉組長

（藍色工作服）、內科部副主任王智賢（後排右

二）、老年醫學科主任高聖倫（後排右一）與社

區健康中心護理師去安養中心做篩檢。圖／江惠

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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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意見不一樣，需要花非常大的心力去

溝通。不過那晚的舉動的確把家人嚇到

了，特別是結婚十多年第一次給她準備

蛋糕的先生。

她很感恩防疫會議裡的主管、同仁

對她的關懷與鼓勵。事實上，團隊裡的

每位護理師都是家有多個就讀小學或幼

兒園小小孩的媽媽，但為了院內的防疫

工作，幾乎是以院為家直到深夜，返家

稍稍休息後，隔天又到醫院裡上班；在

疫情緊張時刻，團隊能夠全心全力在防

疫工作上付出，家人的支持是很大的力

量。

跟進跟出打點　手把手團結互助

面對疫情來勢洶洶，為了維護安全的

就醫環境，每一個單位每一位同仁都很

努力，因為只要有一個環節稍不注意，

病毒就可能攻進來。因此四月十八日接

手加強型防疫旅館的照護任務，感控團

隊第二資深護理師張淑萍，二話不說，

安撫好家中老小，陪著團隊進駐旅館，

因為感控風險管理做得縝密周全，安置

在旅館的確診病人可以獲得安全有品質

的照護，同時可確保旅館工作人員及慈

院照護團隊的安全。

談起夥伴張淑萍，江惠莉組長指出，

在醫院疫情最危急的時候，所有的感控

同仁忙進忙出不得一刻喘息的時候，特

別最前面的兩個星期，根本沒有時間好

好吃飯，但依然沒有餓著，「這都要感

謝凡事使命必達的淑萍，儘管她已經夠

忙了，還是會張羅好大家的餐飲，她會

把食物送到妳面前，溫柔催促『這是妳

的，趕快吃』⋯⋯」，忙歸忙，辦公室

裡就是這麼溫馨。

疫情高峰　動態補位齊頭並進

或許疫情剛開始的二星期，讓全院

防疫團隊像陀螺般的轉動不停，但也累

積下許多寶貴的經驗。至四月中旬起，

在接手加強型防疫旅館照護任務之前，為確保同

仁的安全，感管室先到旅館做環境採檢，圖為黃

妙慧主任。圖／江惠莉提供

左一為張淑萍感控護理師。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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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入佳境，門住診恢復運轉如常，在迎

戰本土疫情走向高峰的情況下，站穩腳

步、同步推進各項原有的或延伸而來的

醫療服務，更是用心維護東部緊急醫療

救護應變量能。

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一日，花蓮慈

院承擔社區快篩，因為快篩陽性者通常

多已出現不舒服症狀，因此感管室團隊

先想出三種緩解症狀的處方藥包，讓

急診醫師在幫快篩陽性者做 PCR篩檢
時，針對症狀開藥，讓他們在住處等候

PCR檢測結果前可以先就症狀治療。
由於時間很趕，快篩陽性者人數又多，

感管室團隊也立即補位，製作貼紙提醒

民眾服藥注意事項，並在辦公室手工作

業；這構思之後臺北市市長柯文哲也在

五月二日提出，「我們比北中南五都還

更早。」惠莉組長的笑容裡盡是對團隊

跑在前頭的感激之情。

感控團隊的努力，讓各單位得以在獲

得充足保護下執行業務。時至五月底，

整體而言，不僅在院內擴大照顧花蓮縣

的中重症確診病人，並承擔起花蓮縣加

強型防疫旅館的照護工作，還包括社區

篩檢、快篩陽性者 PCR篩檢、兒童疫
苗施打、長者第四劑疫苗施打⋯⋯。此

外，跨科醫療團隊並且在負壓手術室完

成了超過二十例確診者緊急手術，有腦

部手術、心血管手術，還有大腿骨折的

兩歲確診男童，以及凌晨三點轉來的確

診孕婦緊急剖腹產等等，全院上下一

心，傾力守護每一條寶貴生命。

疫情終極考驗當前，每一位同仁都是

防疫最珍貴的戰力，頂著壓力和汗水，

肩負著守護生命的使命，團結以愛戰

疫。

四月二十五日開始，花蓮慈濟醫院感染管理控制

室針對快篩陽性者的症狀緩解提供處方，並製作

貼紙提醒服藥注意事項，下為黃妙慧主任。圖／

江惠莉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