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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嬰幼兒的特徵

2.嬰幼兒感染的風險與來源

3.嬰幼兒常見感染的種類

4.嬰幼兒感染的預防

5.嬰兒室/產後護理之家與托嬰中心的感染控制



嬰兒的特徵

嬰兒室與產後護理之家的感染控制



嬰幼兒感染病的危險因子分析~1
先天性感染

早產兒
感染

新生兒 嬰幼兒

1~6月 6~24月

嬰兒 幼兒 兒童

2~3歲 >3歲母乳

1.缺乏完整的免疫
2.個人衛生差
3.環境接觸(爬行與玩具)
4.玩伴接觸,較常暴露在感染源中
5.初次感染
6.容易發生併發症

1.個人衛生
2.母體的被動免疫
3.母乳中的特異與
非特異免疫

4.環境接觸尚少
5.玩伴接觸尚少

Chou KC.
CID 2000;
31:509~12





照顧中心感染的危險性

1、較大的罹病率

2、小嬰孩缺乏完整的免疫

3、較常暴露在感染源中

4、容易發生併發症



什麼時候考慮將病兒帶離照顧中心

1、發燒(肛溫高於華氏101度或攝氏38.3度)。
2、皮膚起疹子又發燒。

3、下痢。

4、嘔吐。

5、不尋常的疲累。

6、進食不佳。

7、持續的哭鬧和煩躁不安。

8、持續咳嗽和呼吸困難。

9、皮膚或眼睛變黃,意謂黃疸。



控制幼兒照護機構的流行性傳染病

流行病的預防：

1.制定規則來降低照護機構內的感染危險因子

2.員工健康狀況包括其免疫力、疫苗接種、過去病史

、結核篩檢。

3.照護機構內的人員需知道感染管制措施的內容，

健康教育訓練。

4.對於病童的隔離及重返照護中心的時機應有一定的規範。

5.照護機構負責人的警覺性與預防措施。

6.公衛專家及小兒科醫師從旁協助，預防傳染病的散播。



嬰兒感染的風險與來源
The origins of microflora in newborn



嬰幼兒先天性感染與周產期感染的發病時間

1st週 2nd週 3rd週 4th 週 2nd月 3rd 月 4th月 5th月

Parvovirus B19
德國麻疹
弓漿蟲
梅毒
巨細胞病毒
水痘
愛滋病AIDS
單純炮疹病毒

B 型肝炎病毒
人類乳突病毒
披衣菌
B 型鏈球菌
腸病毒
流感病毒
一般感冒病毒
輪狀病毒



幼兒照護機構的流行性傳染病

# 傳染病的流行是指某一疾病或臨床症狀在短時間內

大量出現，譬如食物中毒、麻疹與手足口病

# 傳染病易於在孩童、照護人員、家人以及社區間散

播，所以兒童照護機構潛在著有流行傳染病的危險

腸病毒引起的手足口病與潰瘍性咽峽炎

# 知道其致病體、傳染源、傳染媒介及傳染方式後，

才能採取有效的防治措施來控制感染



照顧中心常見的感染的分類

1、小孩或大人(照顧者或父母)都會患病：

如呼吸道症狀、下痢。

2、只有小孩會患病：如嗜血桿菌腦膜炎。

3、只對大人造成顯著疾病：如A型肝炎病毒。

4、只在特殊情況才會致病：

如巨細胞病毒影響懷孕母親的胎兒。

小孩常常反複的受到季節性病毒感染，

造成咳嗽、下痢、發燒、起疹子等症狀。

類似感冒的症狀常伴隨眼睛、耳朵的感染，

嚴重則造成肺炎。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初訂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2007/12/26討論通過

壹、 目的

為預防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及早發現群聚事件，

並使工作人員能即時妥適處理及採取必要防疫措施。

貳、對象

凡醫療(事)、教育、補教、幼教、托嬰、產後護理機

構、社會機構等提供嬰幼兒照護服務之機構。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2007/12/26討論通過

參、 感染監測

一、醫療(事)機構之感染監測由機構內受過感染管制相關訓練之

工作人員，負責偵測感染個案，並採取必要之感染控制措施。
二、托嬰中心和產後護理機構之負責人或護理人員須定期接受傳

染病防治訓練或人口密集機構感染控制訓練每年至少3小時。

(有傳染病即時資訊公告及宣導機制(如海報)) 
三、規劃獨立或隔離空間，供發燒或疑似感染傳染病患童暫留觀察。

四、嬰兒室須增設隔離床位，以便收容有疑似症狀(如發燒、腹瀉

…等)之新生兒或母親曾於待(生)產期間出現疑似症狀

(如發燒、腹瀉…等)之新生兒，並於必要時轉送醫院治療。

五、類似群聚事件的處理原則：

1. 立即通報主管機關。 2. 依疫情進行隔離。

3. 進行工作人員及訪客相關管制。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2007/12/26討論通過

參、 感染監測

六、異常的通報：依「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相關規定

辦理。發現疑似傳染病群聚事件時，應立即通報轄區衛生主管

機關，並辦理以下處置(尤其是針對重症感染的監測通報)：
1.將疑似個案移至獨立或隔離空間，啟動必要的感染防護措施。

2.對疑似傳染性物質污染的區域及物品，採取適當的消毒措施。

3.收集全體住民、工作人員名單(含：醫護人員、呼吸治療人員、

住民服務員、清潔工及流動工作人員)，實施初步的疫情調查，’
確認群聚的主要症狀及影響的範圍。

4.依據疑似感染的部位、疑似個案的分布，採集適當的人員與

環境檢體送驗，必要時通報衛生主管機關人員，協助採集及

運送檢體。 (~有緊急醫療轉送機制與流程(醫療院所))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2007/12/26討論通過

肆、 人員管理

一、工作人員健康管理

1.任用前需作健康檢查，不可有任何接觸性或呼吸道之

活動性傳染性疾病，如疥瘡、開放性結核於傳染期。

2.罹患發燒、急性呼吸道、腸胃道、皮膚感染或傳染性

疾病有傳染之虞時，於發病期間，不可照護嬰幼兒。

3.個人防護裝備的適當使用。如接觸不同個案或不同部

位時，須更換手套並洗手。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2007/12/26討論通過

肆、 人員管理

一、工作人員健康管理

4.有工作人員健康管理 (健檢/疾病史)

5.有工作人員休假管理

6.熟悉洗手時機與熟悉正確洗手步驟

7.工作人員應疫苗接種

(比照醫療人員接種建議:A/B型肝炎疫苗,dTap,

麻疹/德國麻疹/腮腺炎/水痘疫苗,流感疫苗)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2007/12/26討論通過

肆、 人員管理
二、 工作規範

1.照護新生兒之人員於進入嬰兒室前，應注意手部消毒及更換
隔離衣或消毒過之工作服，並於照護每一新生兒前、後，
確實洗手。

2.母嬰同室措施，在接觸或哺育新生兒前，應依規定更衣、洗手。
3.非嬰兒室當班及有症狀(如發燒、腹瀉…等)之工作人員禁止
進入嬰兒室。

4.嬰幼兒感染症狀(如發燒、腹瀉、進食或行為模式改變…等)時
，應予以提高注意，隔離觀察，存留紀錄，必要時立刻就醫。

5.當疑似群聚感染發生時，須立即通報主管機關及轄區衛生局，
配合找出疑似及確定感染者並予以隔離，防止繼續傳播，
並依感染途徑實施適當的感控措施，調查環境可能感染源，
加強環境清潔及消毒。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2007/12/26討論通過

肆、 人員管理

三、訪客

1.進入嬰兒室前，須依規定洗手及更換隔離衣。

2.罹患發燒(除已知感染之發燒)、急性呼吸道、腸胃

道、皮膚感染或傳染性疾病者，不得進入餵奶室。

3.6歲以下兒童不可進入餵奶室。

4.若有上述情形，仍必須進入餵奶室，則須經醫師

同意，加強洗手採取適當防護施並留存訪客登記。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2007/12/26討論通過

伍、環境
一、飲水設備之冷水與熱水系統間，不得互相交流。

新生兒飲用水，務必使用處理過的水。
二、食物調理區與換尿布的地方分開，並各自有洗手的設備。
三、每日清潔地面、桌面、床櫃、衣櫃，尤其門窗、把手、

窗沿、桌面等環境表面，並隨時清除污染處。
四、每日清潔幼兒玩具、遊戲床、嬰兒床舖等，使用前視情形

再加以清潔，至少每週終期消毒。具感染性病童之玩具應
漂白水浸泡後再以清水清潔，慎防幼兒誤食。

五、嬰兒室維持室內溫度25-27℃，每6-8床設置洗手設備。
六、嬰兒床床與床間應有適度間隔，不得互相緊鄰，建議距離

三呎以上；嬰兒室每日應以漂白水消毒液500ppm擦拭地面
及環境，若為血液體液等污染，則使用1000ppm消毒。
因對嬰幼兒可能會造成傷害，消毒後應以清水徹底擦拭。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2007/12/26討論通過

陸、 器材及物品

一、物品使用以單次為原則，若須重複使用，應清洗後

經消毒或滅菌，方可重複使用。

二、須直接接觸粘膜之器材及物品，以高層次消毒或滅菌

後方得使用。

三、傳染性疾病使用過之物品，以單次使用為原則，重複

使用者，應立即簡單擦拭或沖掉器械上血液，予以

消毒後，再行清洗、滅菌之流程。

四、用物處理



嬰幼兒照護中心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衛生署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感染控制組2007/12/26討論通過

陸、器材及物品
四、用物處理

1.衣物及布單：嬰兒衣物及床單，每天至少更換一次。
2.洗澡盆：單獨使用為原則，使用後應清洗後消毒或滅菌。
3.奶瓶、奶嘴均應充分清洗，避免奶垢殘留，玻璃奶瓶應以
高壓蒸汽消毒，塑膠奶瓶、奶嘴(含安撫奶嘴)需(煮沸)消毒
後，才可使用。

4.溫奶器應每日排空餘水並清洗後乾燥之。
5.每一嬰(幼)兒床、床墊、床被及保溫箱須單獨使用，並於
住院期間定期消毒。出院後，必須經以消毒或滅菌後方可
重複使用。

6.其他：餵奶杯、紙尿布…等皆以單次使用為原則。
五、廢棄物處理：依廢棄物分類處理規定辦理。



托嬰中心感染控制作業查核暨輔導表



我的天阿!燒
的這麼高,會
不會燒壞腦筋?



嬰幼兒發燒的頻率

<1 256 1.2
1 ~ 2 319 1.0
2 ~ 3 253 2.4
3 ~ 4 196 5.1
4 ~ 5 189 6.3
5 ~ 6 128 13.2

年 齡 (月) 人 次 >38.3oC

Pantell. Clin Pediatr 1980;19:77.



什麼是發燒? 

1.發燒是一種常見的症狀，是因為身體產生的熱量多於消失的熱量，

體溫升高超過正常的溫度就是發燒。

2.正常的體溫:口溫是攝氏36.5~37.5度，腋溫是攝氏36~37度，

肛溫是攝氏37~38.1度。

3.發燒時會感覺皮膚乾熱、臉部會潮紅、呼吸淺又快、心跳加速，

有時也會覺得噁心想吐、沒胃口、頭痛或全身不舒服等現象。

4.引起發燒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了病毒或細菌的感染，

如感冒、扁桃腺發炎、腦炎，其次是環境太熱，出汗太多，

身體熱量無法散發，如中暑、高溫下工作者常易發生。



發燒對於人體的影響

~一些免疫學的研究顯示適度發燒可提升免疫系統的效能，

也有研究顯示退燒藥可能因為壓抑免疫反應，所以反而會減緩

呼吸道病毒被清除的速度、增加動物敗血症的死亡率，

所以適度的發燒對生物有益。

~發燒的時候需要產生多餘的熱量，所以會增加氧氣消耗量、

二氧化碳製造量與心臟輸出量，此點會加重心臟病與慢性貧血

病人的心臟負擔、加重慢性肺病患者的肺臟負擔、惡化糖尿病

與先天代謝異常病人的代謝異常。

~3個月至6歲的小孩可能因為發燒而導致熱性痙攣 。

~除非是腦炎、腦膜炎等直接影響腦部的疾病，

41OC以下的發燒本身並不會對病人腦部直接造成傷害。

http://www.pediatr.org.tw/index.asp


有關退燒處理的合理性與爭議

※反對意見：

~會勿糢糊了對診斷、

治療有用的臨床表癥

~藥物的副作用

~發燒可能具保護性

~一般為自限性

◎贊成意見：

~發燒太高具有副作用

~治療熱性痙巒

~降低發燒造成的不適

~發燒太高可能具有危險性



院內感控需要特別留意的咳嗽
1.流行時期(季節)的咳嗽：流行性感冒或SARS冠狀病毒流行期間，
任何的咳嗽，尤其是併有發燒的咳嗽都應提高警覺；這二種病毒
傳染性高、致病力強且毒性高，易影響醫護人員的健康。

2.過久的咳嗽：如無確定病因，需注意百日咳、肺結核與鼻竇炎
的可能性；因為要有所認知，才能確定診斷。

3.具有傳染性的咳嗽：空氣或環境污染所引起的咳嗽，常於同時間
與同地點有群聚現象。感冒與流行性感冒常於短時間(1-5天)經
由近距離傳播感染而出 現典型症狀。百日咳經近距離傳播感染，
潛伏期1-2周，通常幼兒與抵抗力不全者為主要受害對象。
肺結核的潛伏期更長，任何人都可能被感染。

4.異常咳嗽型態：陣咳、咳後嘔吐或用力吸氣後激烈的咳嗽，
應考慮百日咳的咳嗽。

5.出現體重減輕的咳嗽：除肺癌與抵抗力障礙病患的伺機性感染外，
應注意肺結核的可能性。

6.咳嗽的痰含血絲：除肺癌外，應注意肺結核的可能性。



近三個月出現數起類諾瓦克病毒感染聚集事件，疾病管制局呼
籲各級人口密集機構加強管控措施，防範類似案例的發

台灣地區過去三個月內，各級學校、老人之家、呼吸照護病房、精神科
病房和身心障礙機構等單位，陸續通報多起學生或住民發生腸胃道集體
感染的事件，已有四起18名案例證實是類諾瓦克病毒(Norovirus)的感染
，另有三起百餘名疑似冬季急性腸胃炎疫情現正調查中。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報導：2002年間，美國地區類諾瓦病毒的感染流行
，估計大約有2,300萬人受到感染，其中5萬人需住院治療，310人死亡(多
數為老人、嬰幼兒和免疫功能不全的病患)，造成60%~80%的腸胃道群聚
感染事件，包括：學校、餐廳、醫院、安養中心、托兒所、渡假中心等人
口密集機構；該報告顯示，只要早期的發現並採取適當管控措施，疫情大
多可以在兩週以內獲得控制。近期國際間較嚴重的疫情資料顯示，日本福
山地區一間安老院2004年12月下旬傳出病毒性腸胃炎疫情，42名感染的老
人中有6人死亡；美國也傳出一艘觀光郵輪120名遊客及員工陸續出現爆發
病毒性腸胃炎疫情。

2005.1.18



諾羅病毒在公共衛生上的角色
~常見且難以預防及控制

1. 低病毒致病量 (<100 virus)
2. 無症狀的病毒排泄期長 (>2 wks)
3. 環境穩定性高

(10 ppm chloride, freezing, heating 60oC
4.型別變異大 (many genetic/antigenic types)
5.免疫保護效果不佳 ( 易再感染 )
6.自然帶原者?

Glass Roger I et al. In Scheld WM.Emerging infections 4. 2000.pp.35



輪狀病毒發病與治療

無症狀感染

沒有抗病毒藥物可供治療
預防與治療脫水:口服電解質補充液, 靜脈注射
不必嚴格禁食

~嬰幼兒: 4~36 月大
(通常<5 歲)

~老年人
~免疫障礙病患

~正常成人
~生活中接觸機會頻繁

(但症狀輕微或無症狀)

嚴重脫水

Non-enveloped



輪狀病毒(Rotavirus)
糞便量多而穩定：對一般消毒劑具抵抗性，環境穩定度高

兒科病房院內傳染常見：2% 至 70% (文獻記錄)
馬偕醫院小兒科：1991-5共1,167例，123(10.5%)為院內傳染；

年齡較社區感染低(<3月嬰兒 47.2% vs 22.9%)。
低抵抗力病患院內傳染高：12~25%；糞便病毒排泄久。

傳染途徑：主糞-口，空氣傳播、蚊蟲媒介、醫護人員雙手/醫具。

研究發現；19%醫療器具發現輪狀病毒蹤跡(RT-PCR)。無症狀病

毒帶原者、密閉病房、床位密度高、完全醫護人員照護的病患

等，院內傳染機率增加。

檢驗：糞便免疫螢光、RT-PCR。



腸病毒感染的致病機轉



各年齡層感染腸病毒的危險程度

0~3歲

3~6歲
(幼稚園)

7~12歲
(國小)
成人

大部分無抗體

1/2有抗體

2/3有抗體

大部分人接觸
過腸病毒

1.免疫系統不如成人完備
2.年紀越小接觸過的病毒越少
3.腸病毒71型感染易出現嚴重
併發症,大部分是<3歲的兒童

1.幼稚園是容易傳播病菌的地方
2.小孩的衛生習慣較差

在學校容易被同學傳染

因為熬夜、壓力、飲食等因素
導致免疫力下降

相對危險程度



婦產科爆腸病毒~1死13嬰兒疑集體感染

台北縣汐止市 X 婦產科，
爆發新生兒疑似集體感染
腸病毒事件！
一名感染腸病毒的早產兒，
因為在不知情的狀況下，
和其他小寶寶放在同一區
育嬰室，導致十多名新生
兒集體發燒。這家婦產科，
今天起停診全面消毒。

經過衛生單位檢驗結果，證實為Echo-11型腸病毒。



嬰兒室腸病毒病例聚集事件之調查

李聰明,賴玫娟,邱南昌,李文珍.感控雜誌2003;13:20-32.

嬰兒室於2000年6月底至8月初發生疑似腸病毒感染個案增加的情形，引起醫護人員
極度的擔心，因而展開調查，以判斷是否真有院內感染群突發事件。
感染個案定義為口腔粘膜出現水泡。感染個案發生在兩個期間，
分別為6月25日至7月19日及7月29日至8月19日，在第一個階段中共有6位感染個案
，第二階段則有11位。危險因素方面採取病例個案對照研究方法，以17位腸病毒感
染者為個案組，取同時期其他住嬰兒室但未感染者為對照組，發現若個案的母親在
生產前曾出現感染症狀，此因素具有統計相關意義。
此外對個案及工作人員共採集188件檢體，以聚合酵素鏈鎖反應(PCR)和/或病毒培養
和/或RNA序列來分析。
感染的17位新生兒的咽喉檢體之PCR中有12位(70.6%)是陽性反應，肛門檢體PCR
陽性反應佔77.8% (7/9)。只有8位的個案母親接受咽喉採檢，1例呈陽性(16.7%)。
醫護工作人員共受檢154人次，陽性率為37.6% (35/93)。我們將4株屬於個案、
8株屬於工作人員及8株來自門診病患的病毒株做RNA序列分析，發現個案間或是個
案與工作人員之病毒株相關性不高。所有感染個案皆安然出院，也無後遺症產生。
在此次腸病毒流行期，嬰兒室疑似院內感染的個案數亦隨著門診及住院的病例數升
高，可能只是反應出該時段社區之情況，並非院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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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院治療) 最高體溫 臨床與檢驗表現

個案1 
(指標個案)

38.5 ℃ 活動力差、腹瀉、嘔吐、食慾不振、肢端皮
疹、口內潰瘍、肌抽躍

個案2* 38.2 活動力差

個案3* 38 活動力差、腹瀉

個案4 40 活動力差

個案5 38.8 活動力差

個案6 38 腹瀉、食慾不振

個案7 37 燥動、活力差，食慾差

個案8 37.8 前口腔潰瘍，活力差

病童臨床表現



新生兒腸病毒71型感染個案臨床表現發燒、活力差、食慾不振及

腹瀉，個案少有皮疹或是口內潰瘍的情況。一般檢驗無特殊。

孩童皆已出院，並無孩童有後遺症。

感染來源：指標個案為的傳染來源為個案之兄(HFMD)，發病時

間也符合腸病毒的感染時間。

其他嬰兒的傳染則為坐月子中心的環境或是工作人員傳播。

由個案發病時間的密集性、年齡相近性、及同一照護機構及檢驗

結果，此符合腸病毒71型於此照護中心發生群聚感染。

檢測了五位孩童的母親肛門拭子腸病毒檢驗，結果皆為陰性反應

。十五位護理人員、三位工友檢驗是否有帶源的可能性：肛門拭

子腸病毒檢驗，結果也皆為陰性反應。

感染流行病學分析



新生兒的腸病毒感染

》可產前經胎盤感染(如CXB1於羊水中、echo11於臍帶血)

》周產期經由母體產道、呼吸道及口腔分泌物感染

》嬰兒室之護理人員傳遞而感染

》危險因子：奶瓶餵食、衛生不佳、抗體不足或缺乏等

》孕婦影響：目前無研究統計証明有直接影響。部份研究

早期懷孕小兒麻痺病毒感染，估計有13 - 24%的流產

率；懷孕早期遭受科沙奇B型病毒感染有引致心臟、腎

泌及腸胃道異常的報告而依科病毒致畸胎作用較少。



發生季節：夏、秋

已知有區域性之腸病毒流行現象

產婦有周產期病毒感染現象

新生兒並無細菌性敗血症的危險因素

護理單位有新生兒感染現象，但無培養結果

新生兒有陰性培養之敗血症及腦膜炎現象

新生兒有心肌炎、肝炎及紅丘疹

新生兒的腸病毒感染特徵



嬰兒腸感染病毒的臨床表癥
有腦膜炎之嬰兒 N=55 無腦膜炎之嬰兒 N=53

No. %

男嬰
月齡小於 3 個月
發燒超過 38.3oC
平均體溫
燥動哭鬧
嗜睡
食慾不振
稀便
嘔吐
紅疹
上呼吸道症狀

29
44
53
39
40
30
25
23
13
13
9

53 %
80 %
96 %
39 %
72 %
55 %
45 %
42 %
24 %
24 %
16 %

25
46
49
39
48
26
24
20
16
10
8

47 %
87 %
92 %
39 %
91 %
49 %
45 %
38 %
30 %
19 %
15 %

No. %



腸病毒的預防方法
1.勤洗手，養成良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2.均衡飲食、適度運動及充足睡眠，以提昇免疫力。

3.生病時，應儘速就醫，請假在家多休息。

4.注意居家環境的衛生清潔及通風。

5.流行期間，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不流通的公共場所。

6.儘量不要與疑似病患接觸，尤其是孕婦、新生兒及幼童。

7.新生兒可多餵食母乳，以提高抵抗力。

8.兒童玩具（尤其是帶毛玩具）經常清洗、消毒。

9.幼童之照顧者或接觸者應特別注意個人衛生。

CDC, Taiwan



腸病毒的分期處理---家長衛教篇

臨床分期 臨床特點 建議處置

第一
期

黏膜皮膚期
（手足口病
或咽峽炎）

發燒、喉嚨痛、食慾下降、流口水、口腔
潰瘍、手腳掌、屁股或膝部出現小水泡等
。

請兒科醫師診斷是否腸病毒，是
否接觸過腸病毒患者。在此時期
，讓小朋友在家休息，口服無纖
維果汁，避免刺激，觀察有無第
二期的症狀。

第二
期

神經期（腦
脊髓炎）

肌抽躍（手腳不自主的抽動）、肢體無力
（單或多肢）、步態不穩，無故驚嚇、眼
球運動異常（如鬥雞眼）、睡眠狀態改變
、頭痛、頸部僵硬、厲害嘔吐等。病人心
跳開始加快（家長可將耳朵貼在小朋友左
胸，計算一分鐘的心跳數）。

若有左述任何症狀或安靜且不發
燒時心跳每分鐘大於140次，應
立刻到醫院求診。建議住院，密
切觀察心跳、血壓。儘量安撫病
人、避免刺激。觀察有無第三期
的症狀。

第三
期

交感神經興
奮期（腦幹
功能異常）

心跳快（安靜且不發燒時，心跳每分鐘大
於160次）、血壓高、冒汗、蒼白、四肢冰
冷等

必須住院（醫師可能會建議住加
護病房）。觀察病人有無出現第
四期的症狀。

第四
期

心肺期（心
臟衰竭

全身無力、呼吸困難、精神明顯不佳或不
活潑、意識明顯改變等

須住加護病房。

第五
期

失償期（休
克）

意識喪失、全身軟癱、呼吸微弱、嘴唇或
手腳指發紫、口鼻冒泡或出血等

須住加護病房。



嬰幼兒感染常見症狀

》一般性：體溫不穩、食慾差、看起來不好

》腸胃系統：腹漲、嘔吐、厭食、腹瀉、肝脾腫大

》呼吸系統：呼吸不順暢、呼吸快速、鼻翼煽動、

呻吟聲、發紺、呼吸窘迫

》心血管系統：蒼白、皮膚濕冷、心跳快、血壓低

、發紺

》神經系統：躁動或嗜睡、發抖或抽筋、反射不正

常、無力、哭聲尖銳、囟門突出

》血液系統：黃膽、蒼白、脾腫大、出血斑或紫斑

、出血跡象



疾病管制局發布今年首例百日咳確定病例
提醒民眾應按時帶幼兒接種疫苗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於3月14日確認今年首例百日咳病例，個案係一個月大之男嬰，
於2月27日出現咳嗽,哮聲,陣發性咳嗽,發紺，
3月5日診斷為百日咳並於同日通報，
3月14日因本局檢驗結果呈陽性，確定為今年首例百日咳確定病例，
針對其家中的接觸者進行疫調並採檢，除發現母親於過年期間有陣發性咳嗽等
症狀外，未發現其它家中其它接觸者。
百日咳為呼吸道急性傳染病，較易發生在冬天及春天，主要經由空氣或飛沫傳染，
且好發於嬰幼兒，其他年齡層亦可能發生，但症狀較輕微或不明顯。
感染初期會出現類似感冒的症狀，之後會演變成陣發性咳嗽、吸入性哮聲、
咳嗽後嘔吐等伴隨咳嗽而來的症狀，且久咳不癒。嬰幼兒較可能因併發肺炎、
痙攣或嚴重的腦部病變或死亡。故該局呼籲家中有嬰幼兒的家長應避免帶嬰幼兒
出入公共場所，並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有咳嗽時應戴上口罩，
如有咳嗽持續超過2週且有陣發性咳嗽、咳嗽後臉潮紅或嘔吐及吸入性哮聲，
請儘速就醫治療。
同時應按時帶嬰幼兒完成白喉、百日咳、破傷風（DPT）混合疫苗之接種，
其接種時程為出生滿2、4、6月及18個月，共計四劑；以提高對於百日咳的抵抗力。

2008/3/17



嬰幼兒未施打百日咳疫苗發生群聚事件

2007/8/21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於8月8日接獲彰化縣通報2名百日咳個案，疑似有百日咳群聚情形，
該事件發生於某收容機構，該機構有志工26名，收容弱勢團體學員6名，計32人，
其中有10名出現疑似百日咳症狀，8月17日經採檢檢驗證實6人為確定病例。
衛生局調查發現，該協會內之嬰幼兒均未按常規接種疫苗，6名確定個案中2例為夫妻
，3名為2個月至5歲之嬰幼兒，另發現1名學員亦遭受感染，衛生局立即對該協會進行
消毒、全面性預防性投藥及衛教等防疫措施，並要求該協會暫時停止生活營活動，
疫情已順利控制，衛生所目前已針對未接種百日咳疫苗之嬰幼兒進行補接種工作。
本案之發生除民眾未按時接種疫苗外，由於該協會屬流動戶口之住民，衛生所不易
掌握其疫苗接種情形，且不定時有有外籍志工加入，增加傳染病感染機會，
單位加強掌握轄區類似團體之學幼童預防接種狀況，確實追蹤完成疫苗接種。
成人及小於6個月的嬰兒感染時症狀較不典型，家中有嬰幼兒的家庭，應留意：
一、家中或照顧家庭之成員若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狀(如：不停咳嗽、頭痛、呼吸不

順暢及咳嗽後嘔吐等症狀）時，應儘速就醫，注意個人衛生習慣及咳嗽禮節，
照顧幼兒時務必戴上口罩，以避免將百日咳桿菌帶回家傳染給年齡較小的小孩。

二、平日應儘量避免帶嬰幼兒到擁擠或通風不良的場所。
三、應依照接種時程按時帶嬰幼兒完成接種，以提高對於百日咳的抵抗力。
四、由於小於6個月的嬰兒症狀較不典型，尤其是出生3個月內的嬰兒常會以暫停呼

吸或發紺來表現，因此若出現上述症狀或咳嗽時，應儘速就醫治療。



咳嗽？百日咳？疾管局呼籲民眾久咳不癒時，應立即就醫

疾病管制局日前發現首例百日咳家庭聚集案例，共三例確定個案。
指標個案發病時為二個月大之男嬰，經衛生單位調查發現，其於發
病前，家中成員曾陸續出現超過二週以上之咳嗽及陣發性咳嗽症狀
，因符合百日咳臨床病例定義且與指標個案密切接觸，
研判為確定個案。

而年紀小於三個月的嬰兒，通常其初期會短至只有數天，甚至無法
辨識而直接以暫停呼吸（apnea）、窒息（choke）來表現。
如果沒有併發症整個病程約6-10週。

在未具免疫力之群體，特別是營養狀況不良或併有腸道及呼吸道感
染時，百日咳最容易導致幼兒死亡，其中以肺炎為主要死因，偶而
併發缺氧性腦病或因持續性嘔吐引起營養失調等。

2005/3/9 



嬰兒百日咳 Neonatal pertussis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volved
in Transmission of Pertussis

• Physicians 1912  Schwenkenbecher
• Nurses 1972  Kurt et al
• Physicians 1992  Etkind et al
• Nurses 1995  Christie et al
• Nurses 1997  Matlow et al
• Nurses & Physicians 2005  CDC
• Nurses                            2008  CDC

MatlowMatlow.. Infect Control Hosp Infect Control Hosp EpidemiolEpidemiol.. 1997;18:7151997;18:715--6.6.
CDC. CDC. MMWRMMWR. 2005;54(03):67. 2005;54(03):67--71.71.
CDC. MMWR. 2008;57(22):600CDC. MMWR. 2008;57(22):600--603603

SchwenkenbecherSchwenkenbecher, 1912;, 1912;
Kurt. Kurt. JAMA.JAMA. 1972;221(3):2641972;221(3):264--7;7;
EtkindEtkind. . Am J Am J DisDis Child.Child. 1992;146:1731992;146:173--6; 6; 
Christie. Christie. Infect Control Hosp Infect Control Hosp EpidemiolEpidemiol.. 1995;16:5561995;16:556--63;63;



傳染性咳嗽與院內感染控制

陳伯彥.感染控制雜誌.2006;14(4): 

咳嗽的時間：咳嗽與某些疾病有一定的時間關係。

1.經常性的咳嗽:感冒後期、鼻竇炎、慢性支氣管炎、氣喘、

異物吸入、肺結核等；

2.陣發性咳嗽:煙霧刺激、百日咳與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如腺病毒)
3.夜間的咳嗽:主要見於鼻竇炎(躺臥時痰液倒流與清晨咳嗽袪痰)、
氣喘、胃食道迴流 與慢性心肺功能不全和肺結核等；

4.過度運動後咳嗽:氣喘、趕路、搬運重物與上下樓梯等)
5.持續超過二周以上的慢性咳嗽:百日咳、肺結核、非典型

肺炎菌感染(如黴漿菌與披衣菌)、控制不當的氣喘、 COPD、
肺氣腫、肺癌等。



咳嗽與院內感染控制
一、加強醫護人員對感染性疾病的防護隔離觀念與處置措施：

疾病的防護平時就 要養成習慣確實執行，並隨時推展。
應定期推廣教育課程、政策宣導與 檢討會。
呼吸道防護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戴口罩與洗手。

二、加強醫護人員對『咳嗽』的認識與警惕。
三、加強醫護人員對傳染性『咳嗽』的認識與處置。
四、任何醫護人員出現咳嗽時，都應有適當的診斷與處置治療。

醫護人員不明原 因『咳嗽』的處置措施：
1.控制『可能是』傳染性『咳嗽』傳染源的散播：
(1)『咳嗽』的醫護人員應戴口罩：減少散播，以及 不安全感 。
(2)醫護人員的『咳嗽』原因不明前，不接觸病患，減少

在擁擠或密閉的空間出入；並由『院內感控小組』登錄追蹤。
(3)『咳嗽』的醫護人員應加強個人清潔消毒措施：多洗手，

經常替換與清潔消毒穿戴的衣物與醫療器具。



咳嗽與院內感染控制
醫護人員不明原 因『咳嗽』的處置措施：

1.控制『可能是』傳染性『咳嗽』傳染源的散播：

(1)『咳嗽』的醫護人員自己先戴上口罩：

(2)『咳嗽』由『院內感控小組』登錄追蹤。

(3)『咳嗽』的醫護人員應加強個人清潔消毒措施：

2.減少『可能是』傳染性『咳嗽』傳染源的傳播途徑與媒介：

(1)限制『咳嗽』原因尚不明瞭醫護人員的醫療接觸，並充分溝通。

(2)加強或改進該『咳嗽』醫護人員的醫療環境與通氣、空調設施。

(3)加強該『咳嗽』醫護人員醫療環境的消毒。

3.持續對咳嗽環境的監控(消毒)與追蹤：減少其他醫療人員、

病患或病患親 屬被感染。

4.醫院感染控制人員加強對『咳嗽』醫護人員的環境與接觸者的追蹤

咳嗽與疾病：以電腦搜尋收錄的咳嗽與疾病清單，提供參考與診斷



嬰兒室感染隔離的建議

建議之隔離方式

皮膚膿瘍 : 有包紮
皮膚膿瘍 :無包紮
結膜炎 : 細菌性,匹依菌,淋病
巨細胞病毒(CMV)
腸病毒 (Coxsackievirus, echovirus)
腹瀉: 細菌或病毒
黴菌 : 念珠菌, 黃麴菌
A 型肝炎
皰疹病毒(HSV) : 母親或嬰兒
HIV ( AIDS )

標準隔離
接觸隔離
標準隔離
標準隔離
接觸隔離
接觸隔離
標準隔離
接觸隔離
接觸隔離
標準隔離

Carner JS. Infect Control Hosp Epidemiol 1996;17:54-80



腸病毒消毒方法
1.消毒方法的選用：
a.腸病毒對酸及許多化學藥物具抵抗性，如抗微生物製劑、
清潔消毒劑及酒精，均無法殺死腸病毒。

b.醛類、鹵素類消毒劑(如市售含氯漂白水)可使腸病毒失去
活性，水中0.3~0.5ppm的餘氯即可使其不活化，而衣物
漂白水(含氯)亦可殺死腸病毒。

c.腸病毒於室溫可存活數天，4℃可存活數週，冷凍下可存
活數月以上，但>50℃的環境，很快會失去活性，
所以食物經加熱處理，或將內衣褲浸泡
熱水，都可減少腸病毒傳播。

d.乾燥可降低腸病毒在室溫下存活的時間。
e.紫外線可降低病毒活性。



醫療院所嬰兒室感染預防措施

一、嬰兒室須增設隔離床位，以便收容有疑似症狀(如發燒、

腹瀉…)之新生兒或母親曾於待(生)產期間出現疑似

症狀(如發燒、腹瀉…)之新生兒，床與床間應有適度

間隔，不得互相緊鄰，以降低院內群聚感染發生的機會。

CDC, Taiwan

入院嬰兒應有之資料:
~生產史:自然產或剖腹生產
~詳細理學檢查:
~母親周產期生產史:發燒,感冒,疾病與治療
~陪產親屬與家庭幼童急性病:感冒與腹瀉等



醫療院所嬰兒室感染預防措施

四、嬰兒室護理人員，應依嬰兒數適當調整，以避免負荷

過重，影響照護品質。

CDC, Taiwan



醫療院所嬰兒室感染預防措施

五、奶瓶、奶嘴均應充分清洗，避免奶垢殘留，玻璃奶瓶

應以高壓蒸汽消毒，塑膠奶瓶、奶嘴（含安撫奶嘴）

需煮沸消毒後，才可使用。

六、嬰兒室內使用之消毒器具、敷料罐應定期清洗更換。

七、嬰兒室飲水設備之冷水與熱水系統間，不得互相交流。

新生兒飲用水，務必使用煮沸過的水。



醫療院所嬰兒室感染預防措施

八、加強母親衛教，母親進入嬰兒室餵奶前應確實洗淨

雙手，注意個人衛生，並有適當的餵乳室。

九、回診之嬰兒，嚴禁再送入嬰兒室。

CDC, Taiwan



嬰兒室群聚感染(腸病毒)應變處理措施

確認指標病例

疑似病例

隔離

醫師
檢查與評估

轉送醫院評估
檢驗與治療
並繼續隔離

通報衛生
主管機關

繼續隔離觀察

詳細追查
是否有感染源

注意是否有續發病例
加強住院嬰兒家屬對疾病的認識
加強醫護人員清潔洗手
加強環境與醫療介面消毒

(隔離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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