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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傳染病防治緊急應變及動員清空計畫傳染病防治緊急應變及動員清空計畫傳染病防治緊急應變及動員清空計畫傳染病防治緊急應變及動員清空計畫    

 

壹壹壹壹、、、、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近年來，東南亞及大陸地區不斷有新型流行性感冒及致死病例發生，由於新型流

感病毒傳染力強、病原變化快，易導致世界大流行。行政院衛生署基於國家安全、社

會經濟及人民生命維護之考量，認為有列入傳染病防治法加以積極防治之必要。本院

身為傳染病防治應變醫院，必須重視並提高警覺，為使本院各單位能妥適因應傳染病

大流行，特訂定本院傳染病防治緊急應變及動員清空計畫。 

貳貳貳貳、、、、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14 條規定，應變醫院應盡「傳染病防治法」之權利及責

任。 

參參參參、、、、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一、一旦國內發生傳染病大流行時，接受轄區指揮官指示，迅速啟動防治機制。 

二、本院依據傳染病防治緊急應變及動員清空計畫，提供適當之感管措施，預防傳 

染病之擴散，以及預防院內員工被感染。 

肆肆肆肆、、、、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一一一一、、、、醫院緊急應變組織架構醫院緊急應變組織架構醫院緊急應變組織架構醫院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一)成立醫院緊急應變指揮中心：由院長擔任指揮官，由行政副院長擔任聯絡官

兼第一副指揮官，與其他外部機構保持密切聯繫；醫療副院長擔任醫院發言

官兼第二副指揮官，統一對大眾及媒體發言，臨時媒體採訪區設置於急診討

論室；安全官由主任秘書擔任，評估事件與安全對本院可能的危害影響，下

設有四個組，計畫部組長由感染科主任擔任、執行部組長由內科部主任擔任、

後勤部組長由總務主任擔任，財務行政部組長由會計主任擔任。 

(二)緊急應變指揮中心組織架構，(附圖一) 

(三)緊急應變指揮中心組員之職掌，(附表一) 

(四)緊急應變指揮中心組員之任務編組，(附表二) 

二二二二、、、、啟動傳染病防治緊急應變及動員清空計畫啟動傳染病防治緊急應變及動員清空計畫啟動傳染病防治緊急應變及動員清空計畫啟動傳染病防治緊急應變及動員清空計畫    

((((一一一一))))啟動及通報程序啟動及通報程序啟動及通報程序啟動及通報程序    

1.遇病患符合傳染病通報定義時，第一線醫師負責通報，且進行必要之採檢， 

並通知感控室，由感控護理師負責統整通報資料並依規定通知衛生局，若有 

異常現象，如疫災或新興傳染病時，立即通知感染科主任並向指揮官報告， 

由指揮官決定是否啟動本院傳染性疾病應變計畫。 

2.由指揮官召開緊急應變會議，原則上不採廣播方式以免造成人員的恐慌。 

3.啟動及通報流程(附圖二) 

((((二二二二))))病房動員清空及病房動員清空及病房動員清空及病房動員清空及病床數之規劃病床數之規劃病床數之規劃病床數之規劃    

1.本院接受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指示，清空及收治第一類及第五類傳染病病人， 

並採取「分段分區」原則進行淨空負壓隔離病房及收治疑似或確定傳染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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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傳染病防治醫療網高高屏指揮中心調度運用。 

2.各樓層、病房及病床數規劃(如附表三) 

當疫情發生時，本院預計開放床位 108 床(一般病房 88 床、負壓隔離病房 20 

床)，其中十樓負壓隔離病房(20 床)、九樓病房(20 床)全面清空管制，作為 

緩衝區，一旦進入大流行，八樓病房(20 床)、六樓綜合病房(12 床)、五樓病 

房(36 床)，全面清空作為收治大量傳染病病患。 

3.六樓(10 床)及七樓(16 床)，一旦發生群聚感染時員工接受自主隔離管理之觀

察區。 

((((三三三三))))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啟動病房清空計畫之原則啟動病房清空計畫之原則啟動病房清空計畫之原則啟動病房清空計畫之原則    

1.疫情第二及三級(原 A2 級)：出現境外移入確定病例及境外移入病例所引起之

第二波感染。 

(1)疫情之發生，不在高高屏地區時，負壓隔離病房不再收住新病人，進行準 

備淨空。 

(2)疫情之發生，在高高屏地區時，立即淨空負壓隔離病房，隨時待命收治病

患。 

2.疫情第四級(原 B 級)：社區流行，但控制中 

(1)疫情之發生，不在高高屏地區時，隨時準備進行淨空負壓隔離病房，待命

收治感染病患。 

(2)疫情之發生，在高高屏地區時，立即完成淨空負壓隔離病房，疫情若有持 

續擴大趨勢，隨時準備清空全院之病床收治大量感染病患。 

3.疫情第四及第五級(原 C 級時)：全國流行，但控制中及全國流行，但控制中 

(1)疫情發生區域不在高高屏地區時，本院完成淨空負壓隔離病房，隨時待命 

收治感染病患，並做全院淨空之準備。 

(2)疫情發生區域在高高屏地區時，立即淨空全院之病床隨時準備收治病患 

((((四四四四))))啟動病房清空計畫之啟動病房清空計畫之啟動病房清空計畫之啟動病房清空計畫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1.疫情第二及三級(原 A2 級)： 

(1)一旦台灣地區疫情進入疫情第二及三級(原 A2 級)，由感染科主任報告醫療 

副院長及院長，經院長指示召開「傳染病緊急應變中心」會議，由指揮官 

宣佈「醫院緊急應變指揮系統」架構，各組配合執行相關防疫工作。 

(2)啟用急診負壓隔離發燒篩檢站看診，並對所有進入本院民眾進行體溫篩檢 

、旅遊史及禽類(TOCC)接觸史調查，對有上呼吸道感染並具有接觸史之病 

患，則依據本院動線管制路線引導病患至急診發燒篩檢站看診，由醫院內 

科部醫師排班看診。 

(3)疫情之發生不在高高屏地區時，負壓隔離病房開始不收新病患，並進行準

備淨空負壓隔離病房；原開放性肺結核之病患集中住負壓隔離病房之「東 

區病房」；「西區病房」暫收治不明原因發燒肺炎病患。九樓內科病房開始 

不再收治新病人，由九樓主治醫師指揮，將現有病人轉至其他病房，並逐 

漸淨空九樓病房，以做為本院之緩衝區。 

(4)本院接獲「高高屏傳染病防治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收治第一位轉入本院

負壓隔離病房之疑似或確定傳染病前，由胸腔科主任指揮立即進行淨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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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十樓負壓隔離病房，並由聯絡官請求高雄市衛生局醫政科協助，將本院 

原肺結核病患轉至其他有負壓隔離病房之醫院繼續治療。 

2.疫情第四至六級(原 B&C 級)： 

(1)疫情發生不在高高屏地區時，負壓隔離病房完成淨空待命收治病患，一般 

病房開始準備陸續淨空。 

(2)疫情發生在高高屏地區時，全院病床完成淨空待命收治病患，全院病床淨 

空預計開放 108 床收治病患(附表三)。 

(3)當負壓隔離病床(20 床)已住滿時，取消九樓的緩衝區之設置，一般病房改 

裝簡易負壓後，開始收治一般傳染病之病患使用(一間一床)，收住順序由 

上往下樓層病房逐步開放收住院病患，以利人力之運用。 

(4)由指揮官決定停止門急診，由轉院聯絡組組長公告。 

(5)急診發燒篩檢站由內科部醫師排班輪流看診，看診量每日每診若超過 20 

人次，則於本院停車場加設第二臨時發燒篩檢站，由外科系醫師支援看診， 

並於停車場搭帳蓬設置病患候診區。 

(6)進入本院所有民眾一律發給外科口罩，進行體溫篩檢、咳嗽、旅遊史、職 

業史及禽類接觸史等調查。 

((((五五五五))))各各各各病房原住病患轉院機病房原住病患轉院機病房原住病患轉院機病房原住病患轉院機制制制制及原則及原則及原則及原則：：：：    

1.由本院「傳染病緊急應變中心」聯絡官協助聯繫，請求高雄市衛生局醫政科 

協助病床調度，以利病房之淨空。 

2.各病房由單位醫療科主管指揮，護理長協助聯絡轉院相關事宜。 

3.各病房轉院原則說明如下： 

(1)負壓隔離病房：開放性肺結核之病患，病情穩定傳染力低，住院已超過十 

天以上者，建議病患辦理出院轉至相關友院門診繼續追蹤治療。需住負壓 

隔離病房之傳染病病患，協助轉院或署立台南胸腔病院繼續治療。 

(2)一般病房：  

疫情第二及三級(原 A2 級)：九樓病房開始逐步淨空不收治新病患。 

疫情第四至六級(原 B&C 級)：各樓層原住病患病情穩定可轉門診治療者辦 

理出院，需繼續住院治療者，由聯絡官依其 

主要疾病，請衛生局醫政科協助轉至他院相 

關病。 

(3)特殊病房：疫情第四至六級(原 B&C 級) 

洗腎中心：由外包廠商佳特醫療事業機構負責安排病患至其所屬醫療機構 

繼續洗腎治療。 

呼吸照護病房：病患轉往市立聯合醫院、阮綜合醫院。 

加護病房：病患轉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阮綜合醫 

院。 

護理之家：由護理之家負責人將病患安排轉往三民區博正護理之家。 

((((六六六六))))病房清空完成時限病房清空完成時限病房清空完成時限病房清空完成時限    

疫情第二及三級(原 A2 級)：隔離病房清空時間，預計 3-4小時內完成。 

疫情第四至六級(原 B&C 級)：一般病床清空時間，預計 2 天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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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動線管制之原則動線管制之原則動線管制之原則動線管制之原則：：：：    

((((一一一一))))樓層區隔之管制樓層區隔之管制樓層區隔之管制樓層區隔之管制        

召開「緊急應變指揮中心會議」，指揮官決議由後勤部門禁管制組遵照動線管

制之原則，門禁管制拉起封鎖線，嚴禁非隔離自主管理人員進入，急診發燒

篩檢站外指派警衛加強管理。樓層區隔採「分層、分區」收治病患，由上往

下樓層病房逐步開放，在上一樓層住滿病人時，再收住下一樓層，醫院樓層

區隔示意(附圖三)，其說明如下：1.疫情第二及三級(原 A2 級)： 

(1)本院中央醫療大樓共十層樓，其中十樓負壓隔離病房(如圖深紅色部份)為 

重感染區，主要收治確定及疑似傳染病病人。負壓隔離病床共二十床由高 

高屏「傳染病防治醫療網疫情指揮中心」調度及控管，除工作人員外，嚴 

禁任何閒雜人等進出負壓隔離病房。 

(2)九樓內科病房(淺紅色部份)為緩衝區，配合疫情狀況，陸續淨空暫。 

(3)八樓為內科病房(粉紅色部份)，七樓 11間及 6 樓 10 間病床，為員工隔離 

自主管理之樓層及區域。五樓護理之家及四樓呼吸照護病房為加強管理之 

單位及樓層。 

(4)各樓層之工作人員，除醫師外，不得擅自進出其他樓層，並應依規定穿著

適當防護裝備。 

2.疫情第四至六級(原 B&C 級)： 

(1)負壓隔離病房為重感染區，原則上依病情嚴重度隨時調整，病情較重或病 

危之病患集中於十樓負壓病房。 

(2)病患收住院依序由上往下樓層病房逐步開放，(10F->9F->8F->南棟 6F->5F)

收住院病患及進行動線之管制，預計開放一般急性床 108 床。原則上採「分 

層、分區」收治病患及人員管理，在上一層樓住滿病人時再收住下一層樓， 

以防止感染並節省人力(附圖三至圖九)。    

((((二二二二))))病患輸送動線管制病患輸送動線管制病患輸送動線管制病患輸送動線管制((((參考醫療大樓一樓平面參考醫療大樓一樓平面參考醫療大樓一樓平面參考醫療大樓一樓平面，，，，附附附附圖圖圖圖十十十十))))    

病患輸送由急診發燒篩檢站沿一樓東側外圍路線，由八號電梯(病患專用電梯)

進入本院十樓負壓隔離病房或收治感染症病患之各樓層病房。 

((((三三三三))))出入口管制出入口管制出入口管制出入口管制：：：：((((參考醫療大樓一樓平參考醫療大樓一樓平參考醫療大樓一樓平參考醫療大樓一樓平面圖面圖面圖面圖，，，，附圖十附圖十附圖十附圖十))))    

1.台灣疫情第二及三級(原 A2 級)：後勤部門禁管制組遵照指揮官指示，啟動出 

入口管制。 

2.本院一樓共有七個出入口，管制原則如下： 

疫情第二及三級(原 A2 級)：醫院大門為員工及一般病患或家屬之出入口，急 

診室為急診病患之出入口。 

疫情第四至六級(原 B&C 級)：醫院大門關閉，急診室為一般急診病患及家屬 

出入口。通衛生局之出入口為員工上下班出入

口期間只開放醫院大門及急診室入口，檢驗室

旁出入口、一樓後門(營養室旁)出口、往衛生

局出入口、往中醫停車場出入口、以及感染性

廢棄物置放處出入口均關畢。地下室入口輸送

防疫物資專用。 



 5 

3.停車場停止放置車輛，柵欄由專人管制，僅救護車出入。 

4.疫情期間進入十樓負壓隔離病房之中央樓梯門關閉，各樓層東側門均關閉， 

僅供住、出院病人及清潔人員使用。 

(四)電梯管制：(參考醫療大樓一樓平面圖，附圖十) 

1.一旦開始收治病患，後勤部設備運輸組馬上啟動電梯管理之機制。本院共有 

八部電梯，電梯由設備運輸組組長派專人(警衛)管制。如果發生群聚感染時， 

再依據指揮官指示隨時調整電梯管制措施。 

2.電梯管制原則： 

(1)疫情第二及三級(原 A2 級)： 

一號電梯：八樓病房使用 

二號電梯：十樓病房員工使用(電梯管制到九樓) 

三號電梯：運送防疫物資及物品專用 

四號電梯：RCW使用 

五號電梯：五樓骨科病房 

六號電梯：六樓綜合及外科病房使用 

七號電梯：運送感染性廢棄物使用 

八號電梯：傳染病患使用。 

(2)疫情第四至六級(原 B&C 級)： 

一號電梯：八樓病房員工使用(電梯管制到八樓) 

二號電梯：十樓及九樓員工使用(電梯管制到九樓) 

三號電梯：運送防疫物資、物品專用 

四號電梯：暫時關閉管制 

五號電梯：五樓骨科病房 

六號電梯：六樓綜合及外科病房員工使用 

七號電梯：運送感染性廢棄物使用 

八號電梯：傳染病患使用 

3.六號電梯暫時管制，僅提供腎臟功能不好之病患，需轉入 ICU進行緊急洗腎 

時使用，其動線由八號電梯下經地下室接六號電梯送 ICU。 

4.三樓以下員工上下班走樓梯 

(五)隔離病房動線管制(參考十樓負壓隔離病房平面圖，(附圖四) 

1.負壓隔離病房分東、西二區，工作人員上下班經一號電梯直達九樓，由樓梯

旁側門進入十樓更衣室。 

2.工作人員進出隔離病房需穿著適當之防護裝備及登錄後方可出入隔離病房。 

四四四四、、、、人力人力人力人力動員動員動員動員與管理與管理與管理與管理    

(一)由感管小組依照疫情等級，訂有人力支援預估表，包括各樓層病床數、預計 

可使用房間數及醫護人力預估表、以及人力支援排班表(醫師、護理、醫事、

行政及工友)(如附表三)。 

(二)人力支援管理原則如下： 

1.護理及工友人力： 

(1)護理人力 185人，工友 23人，護理人力配置依病情嚴重度，原則上採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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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或一對三之比例，工作人員均在固定樓層及區域作業，不相互支援及輪 

調到其他樓層工作。 

(2)護理人力採分層、分區照護，為能有效運用人力，由上往下樓層病房逐步 

開放，護理人力及工友如有不足，將報請高雄市疫情指揮中心徵調院外人 

力支援。(附表四-附表五) 

2.醫師人力： 

◎疫情第二及三級(原 A2 級)： 

(1)急診發燒篩檢站由內科醫師排班看診(附表六) 

(2)疫情期間負壓隔離病房，由胸腔科主治醫師收治病患。 

(3)急診及病房(含 ICU)值班原則：依據原排班表值班。 

◎疫情第四至六級(原 B&C 級)： 

(1)門急診停診，全面淨空病房收治病患，外科系醫師接受指揮官指示，加入 

本院防疫工作，包括外科部、泌尿科、婦產科、骨科、皮膚科及眼科、耳 

鼻喉科等主治醫師，隨時待命接受執行部組長任務指派，加入診療工作。 

(2)急診發燒篩檢站由內科系醫師輪班看診，每日每診病患超過 20人次，加開 

第二診由外科系醫師負責，由外科部主任負責診療排班之工作(附表七、附 

表八)。 

(3)各樓層病房排班收治住院病患，依據排班表輪流收治住院病患，由感染科 

協助指導。 

(4)負壓隔離病房收治「疑似或確定病例數」超過十名時，請求衛生局疫情指 

揮中心，調派感染科及胸腔科醫師各一名，支援本院防疫之工作。 

3.醫事及行政人力 

聽從指揮官指示配合疫情狀況機動式調配醫事及行政人力支援協助相關防疫 

之工作，排班表(附表九至十一)。    

(三)人員管理方面： 

1.疫情期間要求各病房護理長加強工作人員(含看護工)管理，配合感管小組所 

訂之規定加強洗手及穿著適當防護裝置，疫情期間儘量不到其他樓層走動。 

看護工(含外包清潔工)均予列冊登錄管理及配戴識別證。 

2.員工健康管理(含看護工)，每日量體溫二次，並監測是否有呼吸道感染症狀， 

特別是咳嗽。若有發燒請假回家休息三天，由單位護理長院內網路通報，體 

溫異常員工病情監控記錄表，由轉院連絡組追蹤管理。(體溫異常員工病情監 
控記錄表(如附表十二)。若疑似暴露於群聚感染區域之員工，由感染科診治 

後，則收容在 7F進行隔離自主管理。 
3.疫情期間限制訪客、陪探病及記者採訪。 

五五五五、、、、物資與資源物資與資源物資與資源物資與資源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一)防疫物資之儲備與管理 

1.資源控管組，經由中央物資管理資訊系統(MIS)掌控院內防疫物資庫存量及國 

內可運用之資源。 

(1)疫情分級為 0 至第一級時，本院依據標準使用量進行評估，以負壓隔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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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急診發燒篩檢站人員及預估病人數之使用量為計算基準，訂定每月防

疫物資預估之數量，本院維持一個月循環庫存量，一旦台灣疫情進入在「第

二級及第三級」時將有足夠之防疫物資。 

(2)疫情進入第四至第六級時，預期本院將發生大量感染症患者湧入，因此防

疫物資勢必會擴增，因此以全院員工 535人(包括護理之家及外包清潔工)

做為計算基準，預估防疫物資每月可能使用量(附表十三)，一但進入第四

至第六級時時防疫物資發生不足部份，將尋求高高屏感染症防治醫療網指

揮中心協助，支援撥補防疫衛材及裝備。 

2.物資控管組申請購買足夠之物質庫存量，足以供應臨床病人使用，以避免短 

缺。 

3.採購組建立防疫物資供應商聯絡資料，密切與各供應商保持聯繫，隨時掌握 

可提供防疫物質之數量，可補進各種防疫物資以確保供應無虞。 

(二)藥品儲備及管理 

1.由藥品控管組組評估疫情啟動後重要藥品每月使用預估量，足以供應臨床病 

人使用，使用量預估表(附表十四)。 

2.抗病毒藥克流感藥物 (Tamiflu)每週三經由中央物資管理資訊系統(MIS)登 

錄使用情況，庫存量 500顆。 

(三)營膳供應之補給 

1.營養膳食供應照往常進行，負壓隔離病房飲食含工作人員每日負責派員搭 3

號專用電梯送十樓。 

(四)用品之補給 

1.病患生活用品由後勤部用品補給組評估使用量。 

2.慈善機構捐贈之防疫器材及物品，由用品補給組負責造冊管理及提供單位使 

用，生活用品由該組負責管理及發放給各單位使用，(附表十五-附表二十)。 

(五)救護車之管理 

1.原診治醫院有疑似或確定需隔離治療之傳染病人，由 119救護車載送至本院。 

2.疫情進入第四至六級(原 B&C 級)時，本院開始淨空全院病床，原住院病患轉 

院之救護車使用原則規劃如下： 

◎一般急性病人轉院： 

由本院救護車或病患自行轉診，救護車不敷使用之情形，報請高雄市衛生

局醫政科協助調度。 

◎特殊之病人轉院： 

(1)洗腎中心：由外包廠商佳特醫療事業機構負責安排救護車，戴送病患至

其所屬醫療機構繼續洗腎治療。 

(2)呼吸照護病房：由轉往市立聯合醫院、阮綜合醫院、小港醫院、國軍高

雄總醫院或左營醫院之救護車戴送病患。 

(3)加護病房：由轉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阮綜合醫 

院之救護車戴送病患。 

(4)護理之家：由外包廠商負責安排救護車，戴送病患轉往三民區博正護理 

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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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救護車司機防護之等級，遵循感管小組所規定，穿著適當防護裝備。司機並 

應負責車內急救設備、材料之維護與籌措，保證隨時均能正常運作，並應做 

好車內、車外之消毒工作。 

六六六六、、、、消毒及感染性廢棄物之管理消毒及感染性廢棄物之管理消毒及感染性廢棄物之管理消毒及感染性廢棄物之管理    

((((一一一一))))清潔與消毒清潔與消毒清潔與消毒清潔與消毒    

1.每日以 0.05%漂白水擦拭病房一次，電梯、樓梯扶手、公共電話每日擦拭二 

次。 

2.未以負壓隔離艙輸送病患時，所經之路徑地面及電梯，以 0.05%漂白水(5%稀 

釋 100倍)進行噴灑消毒。 

3.環境消毒：以 0.05%漂白水(5%Sodium hypochlorite 稀釋 100倍)消毒 

金屬類儀器：以酒精 Alcohol (70%)消毒 

器械類：以0.05%漂白水浸泡10分鐘後送消毒(10F) 

屍體處理：2%漂白水 

血液及體液污染的物體：5%漂白水以清水做 1:5稀釋 

((((二二二二))))感染性廢棄物處理感染性廢棄物處理感染性廢棄物處理感染性廢棄物處理    

1.每日隔離病室或感染區產生的廢棄物，應置放於感染性廢棄物垃圾袋中。 

2.負責處理隔離病室醫療廢棄物的人員，在處理廢棄物時應穿戴完整的乙級個

人防護裝備。 

3.廢棄物以一層袋子具有生物危險標示感染性廢棄物袋盛裝，並應注意垃圾袋

的外層不可染污，但如果有染污的可能時，應以二層袋子包裝廢棄物。 

4.液態廢棄物如病患的尿液或糞便等，如果醫院原有適當的污水處理系統，可

直接沖入污水處理系統即可。 

5.感染性廢棄物處理由七號電梯送冷凍櫃置放，代清運公司工作人員著改良式 

甲級防護到本院，運送感染性廢棄物到焚化場焚燒，運送車及廢棄物先以

0.05%漂白水噴灑消毒後運走。    

((((三三三三))))屍體處理運送之流程屍體處理運送之流程屍體處理運送之流程屍體處理運送之流程    

1.病患死亡由醫護理人員通知家屬、感控室以及報告高雄市衛生局疾病管制處。 

2.病患死亡後 24小時內，由護理人員通知葬儀社屍體處理，並告知病患所罹患

之傳染病。 

3.屍體處理葬儀社人員及照顧工作者應穿著完整甲級防護裝備。 

4.屍體處理以 2%漂白水噴灑消毒，並用完全密封於非滲透性的雙層屍袋中，不

可有任何體液滲漏，屍袋外側應保持清潔。 

5.工作人員進出隔離病房或感染之病房，依據本院感管小組所訂進出病室之標 

準作業執行。 

七七七七、、、、防護措施及防護措施及防護措施及防護措施及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一)由感染管制小組訂定標準個人防護裝備，員工依據疫情等級穿著適當之防護

裝備，(附表二十一) 

(二)為推動感染管制之繼續教育使第一線之醫護人員熟稔各種感染症相關新知 

及標準作業流程，提昇危機處理能力及技巧，故擬訂相關教育訓練如下： 

1.醫護人員每年須完成 8 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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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及其他人員每年須完成 4小時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3.每年辦理高高屏地區傳染病防治演習一次。 

八八八八、、、、發生群聚感染處理原則發生群聚感染處理原則發生群聚感染處理原則發生群聚感染處理原則及流程及流程及流程及流程：：：：    

(一)工作人員發生類流感之症狀，應馬上停止工作，報告感控室，並由感染科醫

師診療及建議請假回家休息三天，單位護理長負責通報追蹤管理。 

(二)同一病房、同一時段出現第二位員工開始發生類似症狀，馬上報告指揮官召 

開「傳染病緊急應變中心」會議，先做初步評估，由醫療技術專家(感染科醫 

師)及狀況分析組進行調查。 

(三)對該病房受感染之員工其接觸者及處所進行調查，以瞭解疫情可能擴散之程 

度。接觸者應接受自主健康管理。 

(四)對疑似被感染之工作人員先採集檢體送驗，並安排在單人病房觀察治療。 

(五)檢驗結果若為疑似或確定 A型流感，通報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並

請指派專家進入院內進行調查及支援處置。 

(六)其他未接觸者之工作人員，仍在原單位繼續照顧病患，並經高高屏疫情指揮 

中心指揮官同意後給予預防性抗病毒藥劑。下班後在本院 6、7樓自主管理 

區，接受十天隔離自主管理。  

(七)受感染單位不足人力由護理科調派支援。 

(八)該病房護理站、休息室及治療室等應進行全面清潔及消毒。 

伍伍伍伍、、、、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一、當疫情發生時本院有能力處理及因應流感大流行之侵襲。 

二、本院馬上可啟動傳染病防治動員清空計畫，可在最短時間完成十樓負壓隔離病 

房及九樓病房淨空作業，如疫情擴大時可順利完成清空全院病房，供收治大量

傳染病患。 

三、傳染病緊急應變中心各組均已做好相關防疫準備工作。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指揮中心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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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指揮中心緊急應變指揮中心緊急應變指揮中心緊急應變指揮中心「「「「疫情啟動疫情啟動疫情啟動疫情啟動」」」」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    

Hospital Emergency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HEICS) 

 

 

 

 

 

 

 

 

 

 

 

 

 

 

 

 

 

 

 

 

 

 

 

 

 

 

 

 

 

 

 

 

 

 

 

緊急應變緊急應變緊急應變緊急應變指揮指揮指揮指揮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組員之任務組員之任務組員之任務組員之任務 

附表一 

指揮官指揮官指揮官指揮官 
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第二副指揮官 
醫療副院長兼發言官 

 
安全官 
秘書 

第一副指揮官 
行政副院長兼聯絡官 

醫療/技術專家 
感染科專家 

執行部 
部長：內科部長 

計畫部 
部長：感染科主任  

後勤部 

部長：總務室主任 
財務行政部 

部長：會計室主任 

門禁管制組 
政風室主任 

文件資訊組 
管理中心主管 

疫情防治組 
感管師 

臨床支援組 
外科部主任 

 
轉院聯絡組 

住院室主任 

急救插管組 
麻醉科主任 

營膳用品組 
社工主任 

急診作業組 
急診科主任 

採購出納 
出納課員 

行政支援組 
人事室主任 

環境、運輸組 
總務室課員 

護理作業組 
護理科主任 

醫療諮詢組 
胸腔科主任 

藥品補給組 
藥劑科主任 

防疫物資組 
總務室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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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負責人及 

支援單位    

任務 

卡號    

任務    

一、指揮中心 

指揮官 

 

院長    A-1 

    

1.應變指揮中心啟動及成立。 

2.緊急應變決策、統籌指揮。 

3.疫災警報解除。 

4.疫災後醫院復建督導。    

第一副指揮

官兼聯絡官 

行政副副院長    A-2 1.接受指揮官任務指派，代表院內與院外行政

機關、其他醫院之聯絡事宜，並隨時向指揮 

官報告計畫組及執行組人力資源需求。 

2.由計畫部提供事件資訊，與其他外部機關聯

繫，如病人照護情形、醫院狀況、資缺乏情 

形、病人情況，是否需轉院照顧等。 

3.參與決策會議，提供院際問資訊與社區應變 

情形。 

4.從計畫部取得病患傷亡報告，並報告病患種

類、處置能量、死傷人數、病人動態、個人 

傷病資料。 

5.評估人員工作量需要、人員健康與安全、資

源需求和文件處理之能力，必要時適度的輪

調工作人員； 有心理健康需要時向後勤組用

品員工身照護組請求協助。 

6.蒐集事件結束後總結報告，並歸建人員。    

第二副指揮

官兼發言官 

醫療副院長    A-3    1.接受指揮官任務指派，擔任對組織內組員工和

外部人員(家屬訪客及媒體)提供必要的資訊。

2.成立媒體採訪區，並向大眾媒體說明開放與限

制採訪的區域，請安全官及門禁管制組組長協

助管制。 

3.向指揮官確認，何時向住院病患及週邊商家

公佈已收治傳染病性病患時間。  

4.與計畫部狀況分析新聞聯絡組及聯絡官保持

聯繫，經指揮官核准後，更新訊息發佈。 

5.負責對外發言，監測新聞媒體相關報導，評估

對本院可能衝擊，彙集各種疫情狀況報告指揮

官。並建立病人資訊中心。 

6.透過聯絡官與其他外部組織、政府機關的發

言官保持聯繫，並且交換資訊，以統一對大

眾媒體的發言。    

安全官 秘書 A-4 1.接受指揮官任務指派，監控所有緊急應變行

動、環境的危害狀況、組織防護行動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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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區的安全，給指揮官安全上的建議 

2.評估事件與建築安全及可能的危害，並評估 

可能危害物質的影響，共同進行應變計畫。 

3.參與所有命令訊息及召集事件行動計畫會議 

4.持續評估員工、病患及訪客的安全，並監控

可能的危害情況，必要時停止任何可能造成

應變人員或工作危害之行動。 

5.事件結束後總結報告，並歸建人員。 

醫療技術專 

家 

感染科主任 A-5 1.接受指揮官任務指派，統合並對指揮中心提

供有關災變因應的專業領域，建議院內疫情

發生時相關之醫療運作。 

2.定期與指揮官及各組組長開會確認資訊。 

3.持續瞭解災害現狀及更新訊息，提供指揮官 

或執行組長應變時專業建議，以利運作之順

利進行。 

二、指揮中心-計畫部 

計畫部 

    

部長： 

感染科主任 

B-0 1.接受指揮官任務指派，研擬之緊急行動應變

計畫，供院方決策之參考。 

2.確認、分派本部各組工作任務，並符合安全

規定，確認計畫部人力與物資資源充足。 

3.與指揮官研商確立災變處理目標與執行週期。

4.定期向指揮官呈報本部所掌握之最新訊息及

行動計劃，參與指揮簡報與會議。 

5.與後勤部防疫物資組密切聯繫，以掌握防疫

物資儲備量。 

6.災變應變結束後由本部與財務行政組共同完 

成費用支出表。 

7.確認復原歸建文件管理及各組檔案文件皆有

交予計畫組保管。 

1.疫情防治組 組長： 

感染管制師 

 

B-1 1.重新檢視標準防疫程序，適時提昇防疫等級。

2.依據傳染症病患處置指引及主管機關公告之

相關規定，研擬防疫程序，適時更新。 

3.統籌院內感染管制措施，制訂各種防疫標準

作業規範流程及隔離管制措施 

4.掌控全院感染病患之訊息，負責相關疫情之

網路通報。 

5.與主管機關針對感染性病患資訊保持密切聯

繫，感染症防治醫療網對內外窗口。 

6.疫情監測及辦理緊急應變處理相關之事項。 

7.追蹤工作人員健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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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院內防疫及感染管制人員教育訓練。 

2.文件資訊組 

    

組長： 

管理中心主管    

B-2    ◎文件歸建組 

1.接受計畫部部長指派，確定醫院內緊急計畫

和應變措施，都有文字記錄，隨時掌握、分

析國內外疫情動態及院內疫情等級，提供相

關資訊予指揮官及計畫部部長，以決定啟動

相關應變措施。 

2.疫情啟動時，負責更新應變組織架構之負責 

人名單及聯絡方式等。 

3.針對所有人員及資源，訂立並協調文件復原

歸建之指示及準則。 

4.緊急應變中心會議程序安排及列管事項追蹤 

，掌握目前緊急事件所有相關資訊完整，並

做成文書記錄，確認重要資料之訊息發送等。 

◎新聞聯絡組 

1.收集新聞媒體相關報導，統籌對外新聞發布

及安排媒體採訪事宜。 

2.依疫情資料，擬定新聞稿，配合指揮中心提

供必要的資訊及文稿供發言官發佈。 

3.  

4.透過院內系統公告或電子郵件寄發方式，周

知全院同仁，並進行傳染病防治之衛生教育 

與應變方案之宣導及相關海報製作等。 

◎通訊資訊組 

1.管理並維持任務進行所需之通訊及資訊系統。

2.負責協助提供各單位所需資料，如追蹤期限 

內所有門、急診及住院人員名單。 

3.提供電腦硬體、軟體及周邊設備，協調並架

構內部和外部通訊之連結。 

4.負責架設相關單位之視訊設備。 

5.維持院內、外的網路資訊暢通並保管所有通 

聯記錄和文件。    

3.藥品補給組 

 

組長： 

藥劑科主任 

 

B-5    1.統計克流感總量進行供給及調度並建立帳冊 

2.進行各項藥品供給及調度並建立帳冊。 

3.定時上網登錄克流感總量並留檔紀錄。 

4.抗病毒製劑由疾病管制局提供，須符合疾病 

管制局規定才使用，若遇庫存量不夠，須向

疾病管制申請 

5.藥品送達方式，使用 3號物資專用電梯，將

藥品放置電梯內，送至各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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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病人剩用藥不再回收，以醫療事業廢棄物及

其相關規定處理。 

7.建立與廠商緊急供貨程序，以維持正常供應 

8.提供調劑服務及必要時之藥品供應(如慢性

處方)宅配服務。 

三、指揮中心-執行部 

執行部    部長： 

內科部長    

C-0 1.接受指揮官任務指派，參與應變行動計畫，

協調並掌握所有療照護相關的應變處置。 

2.組織管理和指揮執行部門所轄單位之人員， 

完成指揮官交予之任務 

3.掌控全院各科醫師人力之評估、支援及調派。 

4.調整和管理醫療照護之人力與事務。  

5.調度醫療人員以支援隔離區（收治感染性病

患）醫療業務。  

6.適時將執行部門各組狀況確認並回報指揮官 

7.定期與指揮官、發言官及聯絡官聯繫，瞭解最

新任務狀況，並通告部門同仁，隨時配合作

業，並且知悉本部之需求(人力、資材、財 

務)，向其他相關部組請求支援。    

1.急診作業組 小組長： 

急診科主任 

C-1    1.急診室待命成立發燒篩檢站。 

2.加強發燒篩檢站病患體溫篩檢、旅遊史及接

觸史調查，並依新型流感定義診療檢查及通

報。 

3.督導並執行急診相關接收傳染病患作業的進

行。協助他院與本院雙方資料傳遞與聯繫。

確認轉入病患之資料齊全及記錄病患轉送資 

料。 

4.督導急診科醫師與急診室(發燒篩檢站）物資

求援作業。  

5.督導並指揮急診病患之淨空作業，完成留觀

及需緊急醫療之病患的轉送作業，避免醫院

混亂與擁擠。  

6.加強工作人員管理，遵守規定穿著適當防護

裝備，疫情期間儘可能不到其他樓層走動。 

7.隨時與相關部保持聯繫。 

2.醫療諮詢組 小組長： 

胸腔科主任 

 1.接受執行部組長任務指派，協調並掌握病患

所有的醫療照護。組織及主導關於執行醫療

相關科室的運作，協調指導在執行組下的醫

療人員的調派運用，維持病患之正常醫療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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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整門、急診及住院病患分類，病人分級處

置及分層隔離。 

3.掌控全院各科醫師人力之評估、支援及調派 

4.協助各病房病患評估並完成出院、轉院摘，以

利病患出院、轉院作業程序。 

3.急救插管組 

 

小組長： 

麻醉科主任 

 

C-3 1.規劃最高安全防護的人工氣管插管服務，降

低插管引起人員成染的危險性，以符合緊急

醫療的需要。 

2.麻醉醫師、護理師組成插管小組，分二組作

業，配合臨床科隨時待命，對呼吸衰竭病患

執行插管及急救等工作。 

3.負責呼吸器及呼吸治療組人力調度事宜。指

派呼吸治療師負責病患呼吸器調整等相關服

務。 

4.掌控全院呼吸器使用量 

4.護理作業組 小組長： 

護理科主任 

C-4 ◎護理作業 

規劃護理人員執行病患的醫療照護及護理人力

之調度，協助病人單位防疫動線規劃及病患處

置督導醫療人員防護用具正確穿脫及防護措施

之遵循。 

◎負壓病房(10F)清空作業 

1.單位護理長提供轉院之病人診斷、病情，由

聯絡官請求本市疫情中心協助病患轉院事

宜。 

2.與病人主治醫師及家屬聯繫辦理轉院相關手

續，進行病室清理及消毒，準備新病人之用

物。 

◎緩衝區(9F)病房清空作業 

1.根據全院空床位，將 9F 病房病人陸續轉至

8F及 6F病房。 

2.病情穩定病人辦理出院轉門診治療。 

3.機動調派5位工友協助搬運病人。 

◎全院清空作業 

護理之家：請護理之家負責人根據住民人數安

排轉至博正護理之家相關單位。 

RCW： 

1 單位負責主任向執行組組長報告，並提供轉

院病人人數、診斷、病情，請聯絡官與本市

疫情中心協助病患轉院事宜。 

2.請接受轉院派救護車及 RT來接病人。與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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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 

洗腎中心： 

1.機動調派 5名工友協助搬運病人。 

2.洗腎中心負責人聯繫病人轉診至其他機構。 

各病房： 

1.醫療科主任向執行組組長報告，並提供轉院

病人人數、診斷、病情，請聯絡官與本市疫

情中心協助病患轉院及救護車、支援轉院人

力等事宜。 

2.護理人員向家屬說明並請準備轉院相關事宜 

3.動員全院工友協助搬運病人。 

◎人力調度 

1.視疫情狀況隨時調整人力： 

原則上採 1 對 2及 1 對 3之比例照護，採分

層分區照護。 

2.隔離病房人力配置： 

病患 5人：護理(10-12人)；工友(4-5人) 

病患 10人：護理(15人)；工友(6人) 

病患 20人：護理(20人)；工友(7人) 

3.發燒篩檢站(發燒門診)人力配置： 

一診：護理(7人)工友(5人) 

二診：護理(8人)工友(6人) 

4.9F、8F、6B、5A、5B 等病房之護理人員排序，

按疫情狀況及護理人力需求，支援隔離病房。 

5.OPD、ICU護理人員排序，按疫情狀況及護理

人力需求支援發燒篩檢站 

6.手術室人員排序，支援供應中心及其他單位

不足之人力。 

7.預計開放108床，各病房及發燒篩檢站、供應

室護理人力由目前185人負責，待9F開放收治

病人時則需請求支援工友人力，每病房需支

援工友6-7人，需要30-35工友人力。 

◎人員管理 

1.按照感管小組所訂之規定配戴防護措施。 

2.疫情期間禁止工作人員及看護工到其他樓層

走動。 

3.看護工列冊登錄管理配戴識別證及體溫監測 

4.每天員工自我量體溫二次，同仁如發燒感冒

必須請假回家休息三天，由護理長通報並追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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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疫情期間限制訪客。 

6.人員依動線規劃進出。 

7.居家護理員之防護配戴與院內同等級。 

◎教育訓練 

1.配合感管小組訓練及審核護理人員及工友穿

脫隔離衣及相關感控措施執行。 

2.看護工之教育訓練，建立其正確感染控制措

施及觀念。 

3.護理人員安撫及輔導，以提昇士氣。 

◎衛材補給及感染性廢棄物處理 

1.感染區病房之衛材物質之補給量及輸送管理 

，配合感管小組規定辦理。 

2.感染性廢棄物按規定分類處理後由七號專用

電梯運送。 

5.臨床支援組 外科部主任 C-5 1.接受執行部組長任務指派，  

2. 

3.適時回報各小組狀況予執行部門組長。 

◎實驗診斷小組 

1.維持實驗室、血庫、血液供給在最理想的狀

態，主導實驗室工作人員的運作，檢驗人員

之安全防護。 

2.協調檢驗組人力調度事宜。 

3.病患資料整理。 

◎放射組 

1.提供影像診斷之照會與檢查，規劃影像診斷 

作業流程及安全防護措施。 

2.協調放射檢查組人力調度事宜。 

三、指揮中心-後勤部 

後勤部 總務室主任 D-0 1.接受指揮官任務指派，組織並指揮後勤部的

運作，以維持食物充足及醫療、防疫物資的

充份補給。 

2.協助指揮官統籌指揮疫災之物資統計及供應

業務。 

3.確認病人與工作人員安全的環境，並且監控

各種廢棄物處理的進行。 

4.配合防疫物資之規劃，以避免短缺。 

5.外包廠商的溝通及內部動員。 

1.門禁管制組 

 

政風室主任 

 

D-1 1.負責院內出入口的管制及院內人員安全的維 

護。本院五個出入口(不含大門及急診室)，各

樓層東側門及十樓中央樓梯門之上鎖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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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院內、外危險區域安全警戒，車輛人員動

線管制。 

3.引導轉入病患之救護車到達本院區之定點， 

以確保收治動線。 

4.警衛輪值同仁執行停車場淨空及防疫物資輸

入口(地下室)之管制。 

5.管理並維護醫院建築物結構，和警務單位機 

關協調醫院之安全。 

2.環境運輸組 總務室課員 D-2 1.接受後勤部組長任務指派，救護車及其他運 

送人員之調度、派遣。 

2.救護車司機聯繫、協調之窗口。救護車司機配

合指揮，協助運送病患轉出。 

3.聯絡廠商作電梯樓停之設定，執行搭乘管制 

4.醫院基礎設施之維持和維修，包含空調、電 

力、水源、醫療氣體、衛生設施、環境維護、

損害控制、傳送等，並確認有足夠之燃料。 

5.接受後勤部組長任務指派，配合宣導防疫注 

意事項與消毒方法，進行院區的清消作業， 

並監督清潔外包人員及廢棄物處理。 

6.確認醫院環境之清潔及消毒。 

7.負責外包公司人員管理，清潔人員之排班， 

安排廢棄物處理及各項清消工作。 

3.防疫物資組 

 

小組長： 

總務室課員 

 

B-4 1.掌控院內相關物資存量及國內可運用之資源 

，擬定所需之相關資源(含防護物質、醫療物

資、清潔清毒用品等)及數量。並妥善分配物

質，以避免短缺。 

2.統計防疫物資並做好保管與調度。 

3.緊急狀況下之物資分配。 

4.定時上網登錄防疫物資總量並留檔紀錄。 

5.適時回報計畫部物資狀況。 

6.外援物資之點收保管並建立帳冊。 

4.營膳用品組 社工室主任 

 

D-4 接受後勤部組長任務指派，提供緊急狀況時病

患、家屬、工作人員等的飲水及食物的準備及

供應。 

◎員工膳食供應 

第一級：本院餐廳負責供應。 

膳食運送：以 3號電梯運送至病房。 

第二級以上： 

1.本院餐廳無法供應所需飲食份數，已洽高雄

市立凱旋醫院營養室，由其供應之合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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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提供本院所需之飲食。 

2.膳食運送：由 3號電梯將所需飲食送至各樓 

層，由護理人員領取再送至各病房。 

3.市立凱旋醫院營養室： 

Tel：7513171轉 2001。 

◎病人膳食供應 

疫情第一級： 

1.病患伙食，比照員工供應 

2.膳食運送：以 3號電梯運送至病房。 

疫情第二級(含以上)： 

1.本院餐廳無法供應所需飲食份數，已洽高雄

市立凱旋醫院營養室，由其供應之合約廠

商，提供本院所需之飲食。 

2.膳食運送：由 3號電梯將所需飲食送至各樓

層，由護理人員領取再送至各病房。 

3.管灌及流質飲食：所需之食材至少保持一週之

存量，並與廠商聯繫隨時可依需要量進貨。    

4.營膳用品組 社工室主任 

 

D-5 ◎病人衣物供應 

1.隔離病患之衣物供應，由家屬自行提供為原

則，或提出委託院方代購服務，請隔離區的

護理人員協助，轉本組人員辦理代購。 

2.若遇單身無家屬親友、家境清寒或特殊因素

而無法自行提供者，則採勸募方式募集或由

勸募款購置提供 

3.疫情第二及三級： 

被單等物品準備 120 份(60人*2) 

疫情第三級以上： 

被單等物品準備216份(108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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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日用品供應 

1.建立日常生活用品供應廠商名單，以備流感

時期採購補給之需。 

2.流感時期調查登記院內隔離病患及隔離員工

日常生活用品的名稱、數量需求明細表，及

請購、配發等事項。 

3.評估病人日常生活用品基本需求庫存量 

4.被隔離病患因需求，提出委託院方代購日常 

生活用品服務，請隔離區的護理人員協助調

查，且隔離區病房書記，需依需求明細逐筆登

帳。於每日「上午九時半、下午三時前」，轉交

本組彙整、配發。 

5.對隔離病患、隔離區的人員，因需求而委託

院方代購日常生活用品服務，其物品費用收

費標準，會請住院室、總務室、會計室等單

位，訂定收費標準，及採「代收代付」或歸

入「住院服務收入」方式辦理。 

6.隔離區護理人員轉知被隔離病患，各項物品

以代購服務為原則，需自行付費並採記帳方

式處理，於出院時繳納款項。 

7.若有社會各界善心人士捐贈生活用品時，依

發放優先順序與數量免費供應。 

8.申請代購者，務必於需求表上「簽名」，確定

委託代購服務意願。 

9.日常生活用品調查、籌購(募)、配發等運用

人力，若不足時，請院方協調其他人力支援。 

4.營膳用品組 社工室主任 

 

D-5 ◎外界捐贈材料、物品之管理及運用 

1.建立高雄地區公部門與民間社會福利機構或 

慈善機構的名單，尋求發揮愛心贊助。 

2.協調公關組發布尋求接受各界社會福利團體

或慈善機構或善心人士，提供日常生活用品

或款項的捐助。 

3.對社會各界捐贈衛材與物品的登記、配發、

運用陳報院方核定。 

(1)社會各界捐贈物品或捐款，登錄於接受外

界捐贈「生活用品」物品及「捐款」統計

表，並依規劃及需求，提供隔離病房隔離

區運用。 

(2)訂定捐贈物品發放標準與對象優先順序： 

(3)列冊低收入戶、遊民、孤苦無依、持有重 

大傷病卡、身心障礙手冊者 

(4)雖有家屬但因年老體弱、年幼、身心障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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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經濟能力之家境清寒者 

(5)弱勢族群，單親家庭、原住民家庭、家庭

主要工作能力者現失業者。 

(6)雖有家屬但因遠居他處而乏人協助者。 

(7)被隔離之一般病患或民眾。 

※捐贈品發放對象優先順序，請隔離區的

護理人員協助訪查，個案經濟狀況簡易

問卷表提供參考。 

4.對熱心贊助捐贈之個人或團體，制給收據，

並發放感謝獎牌，配合公關組擇期公開表揚。 

4.營膳用品組 社工室主任 

 

D-5 ◎志工人力需求 

疫情期間，發布志工人力需求，徵求社會各

界臨時支援志工人力，對志工人力調度、運

用，協助執行各項服務性工作。 

5.轉院聯絡組 住院室主任 D-6 1.提供全院空床數。  

2.協調聯繫床位調度，並掌握病床空床數，協

助醫療科做病患床位調度，因應疫情各階段

之床位淨空作業。 

3.協助辦理住、出院手續。 

4.掌控住院、急診留觀室病患之人數、住院情

況，建立家屬查詢窗口。 

5.配合院方轉院流程，安排病患住院、轉院，

且全時間監控並記錄病人於醫院中住院及離

院後之動向。掌控轉入、轉出病患資料及總

數，提供指揮中心參考。 

6.資料登錄、彙整並確保有文字紀錄。 

7.與各收容單位負責人員保持聯繫，了解病患

動向及醫療資源。 

8.適時回報病患入出院總數予後勤部門組長 

四、指揮中心-財務行政部 

財務行政部 小組長： 

會計室主任 
D-0 1.接受指揮官任務指派，監控財務、會計及行

政的運作。 

2.查核補給的獲得及各項工作的支出，將所有

與緊急事件有關的支出項目做文字存檔。 

3.監督財務管理、資金進出及損害求償的業務。 

4.負責醫院在緊急事件期間，醫院所有財產的 

登錄、接收、調查和管理。 

5.在緊急事件期間負責所有現金收支精確的帳

目、報表與分析。 

1.採購出納

組 

出納課員 D-1 1.負責疫情期間所有支出帳目、報表建立。  

2.院區資金運作及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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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應付款帳冊接受財務行政部組長指派，

依後勤組指示，負責緊急應變時必需物資之

採購事宜。 

4.接受財務行政部組長指派，負責緊急事件所

引起之員工或病患、家屬或是民眾的訴求或

賠償等事務。 

5.接受財務行政部組長指派，提供事件發生待

所有支出之記錄。 

2.行政支援

組 

人事室主任 D-4 1.接受財務行政部組長任務指派，負責接觸者 

及罹病員工之假別、差假、津貼及撫師等申 

請及發放事宜。 

2.協助維持工作人員的士氣，記錄員工差勤狀

況。 

3.疫情期間配合計畫部調派行政及醫事人員支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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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緊急應變緊急應變緊急應變指揮指揮指揮指揮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組員之任務編組組員之任務編組組員之任務編組組員之任務編組 
指揮官 院長：謝敬崇 

第一副指揮官兼聯絡官 行政副院長：黃文棧 

第二副指揮官兼發言官 醫療副院長：蘇健裕 

安全官 秘書：翁豊榮 

四組組長、小組長及組員： 

部別 組長 組別 小組長 組員名單 

疫情通報組 蔡璻瑛感管師 TB個管師：顏郁櫻 

實診科：劉淑鳳、康博旻醫檢師 

狀況分析及新

聞聯絡組 

管理中心 

高麗容主管 

狀況分析：吳秋蘭 

新聞聯絡：施秋娟、許景雯 

住院室：饒值榕 

護理科：陳雪芳護理長 

通訊資訊組 資訊室 

劉福松主任 

資訊室：陳聖賢管理師 

薛憲治管理師 

總務室：徐文欽、王媺妤  

物資控管組 總務室 

蘇秋雲 

衛材庫房：蔡泰宇、馬健倫 

蔡秋雪、郭秀枝 

蔡苾玲 

計畫部 感染科 

游信良主任 

藥品控管組 藥劑科 

朱俊明主任 

藥劑科：李燭惠藥師 

        羅琇文藥師 

執行部 內科部 

楊志余主任 

 

急診作業組 急診科 

高益凱主任 

護理科：李先茹護理長 

工友數名 

急診科：吳怡泰及李嘉文醫師 

白勝玉、陳燕玲(NSP) 

藥劑科：陳秀芷藥師 

實診科：楊恕奇醫檢師 

放射科：徐明世放射師 

王世陽放射師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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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照護組 外科部 

李大寬主任 

10F：吳宗儒主任 

9F： 楊清評主任 

8F： 郭恩芳醫師 

6F： 

5F： 

ICU：劉金林主任 

RCW：洪明潤醫師 

急救插管組 麻醉科 

吳志毅主任 

第一組：吳志毅主任 

楊蕙茹麻醉師 

江雅惠呼吸治療師 

第二組：方文博醫師 

宋念瑜麻醉師 

李姿青呼吸治療師 

護理作業組 護理科 

孫鳳卿主任 

護理作業：曹維媛護理長 

緩衝區(9F)病房清空作業： 

余秋霞副主任 

人力調度及人員管理： 

劉和琴副主任 

醫事輔助組 實驗診斷科 

陳文財主任 

實診科：白宏梌醫檢師 

藥劑科：洪佳蓮藥師 

放射科：黎明麗主任 

蘇信元放射師 

重症管制區 隔離病房 

張瑞芳護理長 

負壓病房清空作業： 

張瑞芳護理長 

門禁管制組 政風室 

陳淑珍主任 

政風室：張新杰 

總務室：李昆探、馬鍾愛鴛 

陳清雲、鄭凱仁(外包) 

莊正清、林金生 

設備運輸組 總務室 
蔡世豪課員 

總務室：趙立人、蔣保麟 

劉勝光、劉勝輝 
歐陽建、林照清 

環境管制組 總務室 
龔祺偉勞安師 

總務室：楊文華、陳勇志 
陳永盛、王國良 

外包清潔隊：王明清 
營膳供應組 營養室 

宗靜文主任 
營養室：蘇莉真營養師 

邱宗發 

後勤部 總務室 

楊淑如主任 

用品補給組 社工室 

趙敏杏主任 

社工室：蘇秋萍社工師 

志  工：蕭秀美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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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院聯絡組 住院室 

程春美主任 
住院室：許彩雲、歐海妹 

黃秀卿、胡文瓊 

病歷室：陳月色、薛明秀 

陳盈妤 

會計組 會計室 

范珠琴 

會計室：許修齊 

出納組 總務室出納 
陳懿德 

總務室：許嘉紜、陳妍珍 

採購組 總務室 
林寶枝 

廖敏惠、李逸周 

財務行

政組 

會計室 

趙麗香主任 

人事組 人事室 
林東慶主任 

人事室：施能瀛、宋沂芳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傳染病緊急應變計畫啟動及通報流程傳染病緊急應變計畫啟動及通報流程傳染病緊急應變計畫啟動及通報流程傳染病緊急應變計畫啟動及通報流程    

    
 

 

 

 

 

 

 

 
 

 

 

 

 

 

 

 

 

 

 

 

遇病患符合傳染病通報定義時，第一線醫師負責通報且

進行必要之採撿，並通知感控室 

感控護理師負責統整通報資料，依規定通報衛生

主管機關 

是否為異常現象:

如發現新興傳染

病、高傳染性疾病

或成染群眾現象等 

是 否 

立即通知感染科主

任並向指揮官報告 

，由指揮官決定是否

啟動本應變計劃 

採適當隔離措施並 

持續監控疫情 

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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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傳染病緊急應變計畫啟動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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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樓層區隔平面示意圖 

 

 

 

 

 

 

 

 

 

 

 

 

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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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負壓隔離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負壓隔離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負壓隔離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負壓隔離病房平面示意圖 
 

 

 

 

 

 

 

 

 

 

 

 

 

 

 

 

 

 

 

 

 

 

 

 

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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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九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九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九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九樓病房平面示意圖 
 

 

 

 

 

 

 

 

 

 

 

 

 

 

 

 

 

 

 

  
 
 

附圖五 

○○○○○○○○ㄧㄧㄧㄧㄧㄧㄧㄧ 

2222 號電梯號電梯號電梯號電梯(9(9(9(9 樓病房專用樓病房專用樓病房專用樓病房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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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八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八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八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八樓病房平面示意圖 
 

 

 

 

 

 

 

 

 

 

 

 

 

 

 

 

 

 

 

 

 

 

 

 

 

附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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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七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七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七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七樓病房平面示意圖 
 

 

 

 

 

 

 

 

 

 

 

 

 

 

 

 

  

 

 

 

 

 

 

 

 

附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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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六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六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六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六樓病房平面示意圖 
 

 

 

 

 

 

 

 

 

 

 

 

 

 

 

 

 

 

 

 

 

 

 

  

附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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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五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五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五樓病房平面示意圖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五樓病房平面示意圖 
 

 

 

 

 

 

 

 

 

 

 

 

 

 

 

 

 

 

 

 

 

 

 

 

  

附圖九 

往骨科病房往骨科病房往骨科病房往骨科病房(16 間間間間) 

2222 號電梯號電梯號電梯號電梯(9(9(9(9、、、、10101010 樓病房專用樓病房專用樓病房專用樓病房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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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醫療大樓平面示意圖 

 

 

 

 

 

 

 

 

 

 

 

 

附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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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第四級至第六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第四級至第六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第四級至第六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第四級至第六級((((原原原原 BBBB 級及級及級及級及 CCCC 級級級級))))    
各樓層病床數各樓層病床數各樓層病床數各樓層病床數、、、、預計可使用房間數及醫護人力預估表預計可使用房間數及醫護人力預估表預計可使用房間數及醫護人力預估表預計可使用房間數及醫護人力預估表 

醫護人力    樓層    床位數 房間數    預計可使用 

之房間數 醫師 護理 呼吸治療師 工友 

10F(隔離病房) 20 床 20 間 20 間 4 20 2 7 

9F(內科病房) 48 床 23 間 20 間 4 20 2 7 

8F(內科病房) 46 床 22 間 20 間 4 20 1 7 

6F(綜合病房) 19 床 15 間 12 間 5 15 1 6 

6F 外科病房  26 床 10 間 0 間 - -  - 

7F(內科病房) 16 床 11 間 0 間 - -  - 

5F(骨科病房) 86 床 41 間 36 間 5 36 1 13 

4F(RCW) 34 床 - 0 間 - -  - 

3F(ICU) 14 床 1 間 0 間 - -  - 

3F(洗腎中心) 15 床 1 間 0 間 - -  - 

急診室 11 床 1 間 0 間 36 34 1 6 

嬰兒床 5 床 1 間 0 間 - -  - 

嬰兒病床 5 床 1 間 0 間 - -  - 

手術恢復床 5 床 1 間 0 間 - -  - 

4F 護理之家(外包) 62 床 22 間 0 間 - -  - 

供應中心(CSR) - - - - 6  8 

預估量 412 床 187 間 108 間 - 151 8 54 人 

實際現有量 412 床 187 間 108 間 58 186 3 23 人 

不足 - - - 感染科醫師 2 名 

胸腔科醫師 2 名 

- -5 -31 人 

 
註： 1.資料日期：98年 5 月 6日 

2.流感大流行期間預計可開放之床數(間)108 間。(含負壓隔離病房 20間) 

3.收治疑似或確定病患超過 5人時，即請求高高屏疫情指揮中心支援感染科及胸腔科醫師一名，工友不足亦請支援。 

4.因採分區隔離收治病患，除醫師外，其他工作人員均在固定樓層區域作業，不宜相互支援或輪派，因此人力需求特別多。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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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十樓負壓隔離病房排班表十樓負壓隔離病房排班表十樓負壓隔離病房排班表十樓負壓隔離病房排班表    

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張瑞芳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蔡佳蓉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ＯＯＯＯ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ＯＯＯＯ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陳孟孟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ＯＯＯＯ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陳音伶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葉芬芳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李明樺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蘇玉芳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劉  靜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陳玉菁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劉姿吟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蔡美陵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廖偉玲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楊淑娟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陳月華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ＯＯＯＯ ００００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蘇誼庭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吳春霈 OFOFOFOF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OFOFOFOF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    

林慧敏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OFOFOFOF    OFOFOFOF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OFOFOFOF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OFOFOFOF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ＥＥＥＥ    OFOFOFOF    OFOFOFOF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ＮＮＮＮ    OFOFOFOF    OFOFOFOF    OFOFOFOF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ＤＤＤＤ OFOFOFOF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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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急診發燒篩檢站門診急加護病房人力支援表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急診發燒篩檢站門診急加護病房人力支援表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急診發燒篩檢站門診急加護病房人力支援表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急診發燒篩檢站門診急加護病房人力支援表 
日 班別 ER 護理站 發燒篩檢站  OPD 順位 日 班別 ER 護理站 發燒篩檢站 

白班 ERA 組 劉素珍 ERB 組 蘇慧玲 王芬美  王芬美 白班 ERA 組 蔡雅惠 ERB 組 徐姝妮 王玉萍 

小夜 ERA 組 藍瑞香 ERB 組 鄭嬌娥 陳翠雯  藍瑞香 小夜 ERA 組 黃碧華 ERB 組 何慧菁 陳怡伶 1 

大夜 ERA 組 陳翠雯 ERB 組 張玉琳 柯美朱  鄭嬌娥 

11 

大夜 ERA 組 邱亭妤 ERB 組 邱淑慧 王秀玉 

白班 ERA 組 劉懿慧 ERB 組 呂銀玉 劉素珍  劉素珍 白班 ERA 組 吳淑女 ERB 組 曾薰儀 劉素珍 

小夜 ERA 組 陳欣怡 ERB 組 柯美朱 張美燕  劉懿慧 小夜 ERA 組 蘇慧玲 ERB 組 施淑萍 吳美瑛 2 

大夜 ERA 組 王婉婷 ERB 組 邱佩貞 鍾淑芳  陳欣怡 

12 

大夜 ERA 組 葉淑娟 ERB 組 陳曉葳 王芬美 

白班 ERA 組 邱淑慧 ERB 組 邱亭妤 何慧菁  柯美朱 白班 ERA 組 郭玲伃 ERB 組 藍瑞香 陳翠雯 

小夜 ERA 組 柯瑞娟 ERB 組 廖雪貴 王秀玉  張玉琳 小夜 ERA 組 蔡惠如 ERB 組 鄭嬌娥 劉秋玉 3 

大夜 ERA 組 黃碧華 ERB 組 陳怡伶 徐姝妮  劉素珍 

13 

大夜 ERA 組 柯美朱 ERB 組 何佳玲 劉懿慧 

白班 ERA 組 葉淑娟 ERB 組 施淑萍 陳曉葳  高瑞勤 白班 ERA 組 顏淑華 ERB 組 王婉婷 邱淑慧 

小夜 ERA 組 王玉萍 ERB 組 蔡雅惠 吳淑女  陳靖丰 小夜 ERA 組 莊秋鳳 ERB 組 邱佩貞 邱亭妤 4 

大夜 ERA 組 曾薰儀 ERB 組 吳美瑛 陳嬉容  陳翠雯 

14 

大夜 ERA 組 王心怜 ERB 組 鍾淑芳 何慧菁 

白班 ERA 組 藍瑞香 ERB 組 鄭嬌娥 劉懿慧    白班 ERA 組 柯瑞娟 ERB 組 黃碧華 葉淑娟 

小夜 ERA 組 蘇慧玲 ERB 組 王芬美 何佳玲    小夜 ERA 組 廖雪貴 ERB 組 陳怡伶 施淑萍 5 

大夜 ERA 組 莊秋鳳 ERB 組 顏淑華 劉素珍    

15 

大夜 ERA 組 王秀玉 ERB 組 徐姝妮 陳曉葳 

白班 ERA 組 王心怜 ERB 組 陳靖丰 劉秋玉    白班 ERA 組 王玉萍 ERB 組 曾薰儀 顏淑華 

小夜 ERA 組 劉秋玉 ERB 組 柯美朱 曾薰儀  ICU 順位 小夜 ERA 組 蔡雅惠 ERB 組 吳美瑛 藍瑞香 6 

大夜 ERA 組 王玉萍 ERB 組 蔡雅惠 吳淑女  王婉婷 

16 

大夜 ERA 組 吳淑女 ERB 組 高瑞勤 鄭嬌娥 

白班 ERA 組 吳美瑛 ERB 組 王婉婷 邱佩貞  邱佩貞 白班 ERA 組 王芬美 ERB 組 張玉琳 郭玲伃 

小夜 ERA 組 鍾淑芳 ERB 組 邱淑慧 邱亭妤  鍾淑芳 小夜 ERA 組 劉秋玉 ERB 組 呂銀玉 陳欣怡 
7 

大夜 ERA 組 何慧菁 ERB 組 柯瑞娟 廖雪貴  邱淑慧 

17 

大夜 ERA 組 蘇慧玲 ERB 組 張美燕 莊秋鳳 

白班 ERA 組 王秀玉 ERB 組 黃碧華 陳怡伶  邱亭妤 白班 ERA 組 柯瑞娟 ERB 組 陳靖丰 黃碧華 

小夜 ERA 組 徐姝妮 ERB 組 葉淑娟 陳曉葳  何慧菁 小夜 ERA 組 廖雪貴 ERB 組 柯美朱 陳怡伶 8 

大夜 ERA 組 施淑萍 ERB 組 藍瑞香 鄭嬌娥  柯瑞娟 

18 

大夜 ERA 組 王秀玉 ERB 組 葉淑娟 徐姝妮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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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班 ERA 組 陳嬉容 ERB 組 張玉琳 柯美朱  廖雪貴 白班 ERA 組 王玉萍 ERB 組 施淑萍 曾薰儀 

小夜 ERA 組 何佳玲 ERB 組 鄭嬌娥 王心怜  王秀玉 小夜 ERA 組 蔡雅惠 ERB 組 陳曉葳 吳美瑛 9 

大夜 ERA 組 蘇慧玲 ERB 組 劉素珍 劉素珍  黃碧華 

19 

大夜 ERA 組 吳淑女 ERB 組 王婉婷 邱亭妤 

白班 ERA 組 鍾淑芳 ERB 組 柯瑞娟 廖雪貴  陳怡伶 白班 ERA 組 蘇慧玲 ERB 組 邱佩貞 何慧菁 

小夜 ERA 組 高瑞勤 ERB 組 王婉婷 邱佩貞  徐姝妮 小夜 ERA 組 王芬美 ERB 組 鍾淑芳 邱淑慧 10 

大夜 ERA 組 王芬美 ERB 組 高瑞勤 藍瑞香  葉淑娟 

20 

大夜 ERA 組 藍瑞香 ERB 組 陳怡伶 王心怜 

白班 ERA 組 鄭嬌娥 ERB 組 柯美朱 劉素珍  施淑萍 白班 ERA 組 王芬美 ERB 組 柯美朱 柯瑞娟 

小夜 ERA 組 劉秋玉 ERB 組 周夢熹 陳欣怡  陳曉葳 小夜 ERA 組 藍瑞香 ERB 組 邱佩貞 廖雪貴 21 

大夜 ERA 組 黃碧華 ERB 組 張玉琳 曾薰儀  王玉萍 

27 

大夜 ERA 組 鄭嬌娥 ERB 組 鍾淑芳 王秀玉 

白班 ERA 組 葉淑娟 ERB 組 呂銀玉 陳怡伶  蔡雅惠 白班 ERA 組 陳翠雯 ERB 組 邱淑慧 黃碧華 

小夜 ERA 組 施淑萍 ERB 組 柯瑞娟 徐姝妮  吳淑女 小夜 ERA 組 張玉琳 ERB 組 邱亭妤 陳怡伶 22 

大夜 ERA 組 陳曉葳 ERB 組 廖雪貴 王玉萍  曾薰儀 

28 

大夜 ERA 組 呂銀玉 ERB 組 何慧菁 徐姝妮 

白班 ERA 組 蔡雅惠 ERB 組 王秀玉 廖秀苓  吳美瑛 白班 ERA 組 曾薰儀 ERB 組 王玉萍 何佳玲 

小夜 ERA 組 吳淑女 ERB 組 曾薰儀 王婉婷    小夜 ERA 組 吳美瑛 ERB 組 蔡雅惠 陳怡伶 23 

大夜 ERA 組 邱淑慧 ERB 組 吳美瑛 邱佩貞    

29 

大夜 ERA 組 葉淑娟 ERB 組 吳淑女 顏淑華 

白班 ERA 組 邱亭妤 ERB 組 徐姝妮 陳曉葳    白班 ERA 組 施淑萍 ERB 組 鄭嬌娥 劉素珍 

小夜 ERA 組 何慧菁 ERB 組 黃碧華 葉淑娟    小夜 ERA 組 陳曉葳 ERB 組 黃美綾 柯美朱 24 

大夜 ERA 組 柯瑞娟 ERB 組 陳怡伶 施淑萍    

30 

大夜 ERA 組 陳靖丰 ERB 組 劉秋玉 劉懿慧 

白班 ERA 組 廖雪貴 ERB 組 吳淑女 吳美瑛    白班 ERA 組 蘇慧玲 ERB 組 鍾淑芳 邱亭妤 

小夜 ERA 組 王秀玉 ERB 組 王玉萍 劉懿慧    小夜 ERA 組 王芬美 ERB 組 高瑞勤 王婉婷 25 

大夜 ERA 組 蔡雅惠 ERB 組 張美燕 莊秋鳳    

31 

大夜 ERA 組 藍瑞香 ERB 組 周夢熹 邱佩貞 

白班 ERA 組 陳嬉容 ERB 組 陳靖丰 王心怜                  

小夜 ERA 組 高瑞勤 ERB 組 陳怡伶 劉秋玉                  26 

大夜 ERA 組 蘇慧玲 ERB 組 顏淑華 王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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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第二及第三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第二及第三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第二及第三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第二及第三級(原原原原 A2 級級級級) 
急診發燒篩檢站急診發燒篩檢站急診發燒篩檢站急診發燒篩檢站「「「「內科醫師內科醫師內科醫師內科醫師」」」」排班表排班表排班表排班表 

日期                

午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吳明仁 楊志余 康水成 蔡光喜 吳宗儒 洪明潤  吳明仁 楊志余 康水成 蔡光喜 吳宗儒 洪明潤  

下午 楊清評 許明浚 黃冠誠 薛榮海 許鉉昂   楊清評 許明浚 黃冠誠 薛榮海 許鉉昂   

晚上               

日期                

午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吳明仁 楊志余 康水成 蔡光喜 吳宗儒 洪明潤  吳明仁 楊志余 康水成 蔡光喜 吳宗儒 洪明潤  

下午 楊清評 許明浚 黃冠誠 薛榮海 許鉉昂   楊清評 許明浚 黃冠誠 薛榮海 許鉉昂   

晚上               

 

註註註註：：：：流感疫情啟動級數為流感疫情啟動級數為流感疫情啟動級數為流感疫情啟動級數為 A2 級時級時級時級時，，，，急診室業務維持常態急診室業務維持常態急診室業務維持常態急診室業務維持常態，，，，急診發燒篩檢站每日開二個時段診治急診發燒篩檢站每日開二個時段診治急診發燒篩檢站每日開二個時段診治急診發燒篩檢站每日開二個時段診治。。。。 
郭恩芳醫師第二線隨時支援郭恩芳醫師第二線隨時支援郭恩芳醫師第二線隨時支援郭恩芳醫師第二線隨時支援 

    

    

    

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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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疫情第四級至第六級疫情第四級至第六級疫情第四級至第六級疫情第四級至第六級((((原原原原 BBBB 級及級及級及級及 CCCC 級級級級))))    

急診發燒篩檢站急診發燒篩檢站急診發燒篩檢站急診發燒篩檢站「「「「內科系醫師內科系醫師內科系醫師內科系醫師」」」」排班表排班表排班表排班表    

日期                

午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吳明仁 楊志余 曾慧嘉 吳宗儒 洪明潤 林玉珮 曾愉芳 曾慧嘉 吳宗儒 洪明潤 侯怡君 劉靜芸 吳明仁 楊志余 

下午 楊清評 許明浚 黃冠誠 薛榮海 許鉉昂 劉家嘉 黃雅凰 黃冠誠 薛榮海 許鉉昂 劉家嘉 黃雅凰 楊清評 許明浚 

晚上 高益凱 曾靜娟 康水成 郭恩芳 蔡光喜 林宏憶 林信義 康水成 郭恩芳 蔡光喜 林宏憶 陳功恒 高益凱 曾靜娟 

日期                

午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洪明潤 曾愉芳 林玉珮 吳明仁 楊志余 曾慧嘉 吳宗儒 侯怡君 林玉珮 楊志余 劉靜芸 吳宗儒 洪明潤 吳明仁 

下午 許鉉昂 劉家嘉 陳功恒 楊清評 許明浚 黃冠誠 薛榮海 劉家嘉 黃雅凰 許明浚 黃冠誠 薛榮海 許鉉昂 楊清評 

晚上 蔡光喜 林宏憶 林信義 高益凱 曾靜娟 康水成 郭恩芳 林宏憶 林信義 曾靜娟 康水成 郭恩芳 蔡光喜 高益凱 

註註註註：：：：一一一一、、、、流感疫情啟動級數為流感疫情啟動級數為流感疫情啟動級數為流感疫情啟動級數為 B 級或級或級或級或 C 級時級時級時級時，，，，全院病房清空不收治一般住院病患全院病房清空不收治一般住院病患全院病房清空不收治一般住院病患全院病房清空不收治一般住院病患。。。。 

二二二二、、、、急診發燒篩檢站每日開三個時段診治急診發燒篩檢站每日開三個時段診治急診發燒篩檢站每日開三個時段診治急診發燒篩檢站每日開三個時段診治 

三三三三、、、、如急診發燒篩檢站每一時段之病患數超過如急診發燒篩檢站每一時段之病患數超過如急診發燒篩檢站每一時段之病患數超過如急診發燒篩檢站每一時段之病患數超過 20 人時人時人時人時，，，，即於本院停車場開設即於本院停車場開設即於本院停車場開設即於本院停車場開設「「「「第二發燒篩檢站第二發燒篩檢站第二發燒篩檢站第二發燒篩檢站」」」」由外科系醫師輪流排由外科系醫師輪流排由外科系醫師輪流排由外科系醫師輪流排 

班班班班，，，，另支援必要之護理人員及工友另支援必要之護理人員及工友另支援必要之護理人員及工友另支援必要之護理人員及工友。。。。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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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疫情第四級至第六級疫情第四級至第六級疫情第四級至第六級疫情第四級至第六級((((原原原原 BBBB 級及級及級及級及 CCCC 級級級級))))    

「「「「外科系醫師外科系醫師外科系醫師外科系醫師」」」」第二線醫師排班表第二線醫師排班表第二線醫師排班表第二線醫師排班表    

日期                

午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謝政修    施昇良    林威成    劉金林 蔡健光 鄭嘉宏 周大贏 陳瑞乾 黃世民 李大寬 林建宏    陳啓文    林修權 史守正 

下午 劉金林 蔡健光 鄭嘉宏 周大贏 陳瑞乾 黃世民 李大寬 林建宏    陳啓文    林修權 史守正 羅中艾 葉榮華 湯雅涵 

晚上 周大贏 陳瑞乾 黃世民 李大寬 林建宏    陳啓文    林修權 史守正 羅中艾 葉榮華 湯雅涵 吳明峯 鄭皓碩 李嘉文 

日期                 

午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羅中艾 葉榮華 湯雅涵 吳明峯 鄭皓碩 李嘉文 洪榮燦    朱俊旭    吳怡泰    陳昶齡 黃健中 謝政修 施昇良    林威成    

下午 吳明峯 鄭皓碩 李嘉文 洪榮燦    朱俊旭    吳怡泰    陳昶齡 黃健中 謝政修 施昇良    林威成    劉金林 蔡健光 鄭嘉宏 

晚上 洪榮燦    朱俊旭    吳怡泰    陳昶齡 黃健中 謝政修 施昇良    林威成    吳明峯 鄭皓碩 李嘉文 洪榮燦    朱俊旭    吳怡泰    

排班次序 

1.謝政修 2.施昇良 3.林威成 4.劉金林 5.蔡健光 6.鄭嘉宏 7.周大贏 8.陳瑞乾 9.黃世民 10.李大寬 11.林建宏 12.陳啓文 13.林修權  

14.史守正 15.羅中艾 16.葉榮華 17.湯雅涵 18.吳明峯 19.鄭皓碩 20.李嘉文 21.洪榮燦 22.朱俊旭 23.吳怡泰 24.陳昶齡 25.黃建中    
＊吳大瑋住任第二線支援 

    

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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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二及第三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二及第三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二及第三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二及第三級((((原原原原 A2A2A2A2 級級級級))))    

            急診發燒篩檢站行政人員排班表急診發燒篩檢站行政人員排班表急診發燒篩檢站行政人員排班表急診發燒篩檢站行政人員排班表        

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林寶枝 黃麗娜 楊文華 黃鵬璆 龔祺偉 張新杰 蔡世豪 許嘉紜 施秋娟 蔡苾玲 趙立人 楊秀雀 

下午 黃寶英 蔡秋雪 蔣保麟 曾瑛萍 蘇秋萍 陳怡樺 陳勇志 陳懿德 廖敏惠 范珠琴 楊超雲 林宏凌 

晚上 蘇秋雲 吳秋蘭 宋沂芳 楊奣傑 顏嘉慧 蔡泰宇 馬健倫 許修齊 沈艷儀 許景雯 廖敏惠 劉美樺 

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薛憲智 胡文瓊 張素綺 陳志偉 楊薇莉 郭珮君 林寶枝 黃麗娜 楊文華 黃鵬璆 龔祺偉 張新杰 

下午 陳秀娟 饒值榕 魏宏福 陳梅君 陳秀燕 何風 黃寶英 蔡秋雪 蔣保麟 曾瑛萍 蘇秋萍 陳怡樺 

晚上 陳聖賢 楊善雲 黃碧芬 林玉惠 蘇莉真 王怡真 蘇秋雲 吳秋蘭 宋沂芳 楊奣傑 顏嘉慧 蔡泰宇 

 

 

    

    

    

    

附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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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二及第三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二及第三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二及第三級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二及第三級((((原原原原 A2A2A2A2 級級級級))))    

                                醫院大門發燒篩檢行政人員排班表醫院大門發燒篩檢行政人員排班表醫院大門發燒篩檢行政人員排班表醫院大門發燒篩檢行政人員排班表                    

日期               

午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郭珮君 王怡真 陳秀燕 陳梅君 黃碧芬 張素綺 饒值榕 陳秀娟 劉美樺 楊秀雀 楊超雲 許景雯 

下午 何風 楊薇莉 蘇莉真 林玉惠 陳志偉 魏宏福 楊善雲 陳聖賢 薛憲智 林宏凌 廖敏惠 趙立人 

晚上 - - - - - - - - - - - - 

日期               

午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蔡苾玲 廖敏惠 許修齊 許嘉紜 陳勇志 蔡泰宇 張新杰 蘇秋萍 楊奣傑 黃鵬璆 蔣保麟 吳秋蘭 

下午 范珠琴 沈艷儀 施秋娟 陳懿德 馬健倫 蔡世豪 陳怡樺 顏嘉慧 龔祺偉 曾瑛萍 宋沂芳 楊文華 

晚上 - - - - - - - - - - - - 

晚上 - - - - - - - - - - - - 

    

    

    

    

    

    

附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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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四至第六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四至第六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四至第六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疫情第四至第六((((原原原原 BBBB 級及級及級及級及 CCCC 級級級級))))    

                急診發燒篩檢站醫事及行政人員排班表急診發燒篩檢站醫事及行政人員排班表急診發燒篩檢站醫事及行政人員排班表急診發燒篩檢站醫事及行政人員排班表        

日期                

午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林蕙妙 蘇信元 陳仁傑 蕭芯如 黃震洲 陳威伃 張廖文 李宏儒 黃昱錡 白宏梌 林秀芬 康博旻 柯盈如 陳昕慈 

下午 邱玉好 王世陽 陳孟君 王淑敏 林信義 張秀連 吳瑞屏 陳俊江 葉佳佳 吳怡然 施淑珍 劉淑鳳 蔡郁青 李靜宜 

晚上 徐明世 王善靉 趙子瑩 王信堯 陳功恆 林彥璋 王舒萱 顏玉茹 張奕群 楊恕奇 莊佩彣 潘炤穎 鄭雅倩 夏慧伶 

日期                

午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上午 劉志豐 馬繹慧 傅郁雯 朱麗慧 許玉芳 黃淑姬 張瓅今 周若榆 蔡幸慧 侯佩君 侯雅齡 王睿瑩 徐國瑋 陳盈妤 

下午 涂麗雯 蔡秋菊 林美琪 徐荷萍 連冠惠 羅琇文 林玉千 陳秀芷 陳佳迪 吳欣容 張國軒 高曉芳 林惠萍 李宜蓓 

晚上 邱錦屏 邱子珍 李燭惠 蘇意玲 陳怡秀 洪佳蓮 林美雯 黃子芸 高彰嶺 陳志名 李京玲 董曉雲 林孜綺 葉名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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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體溫異常員工病情監控記錄表體溫異常員工病情監控記錄表體溫異常員工病情監控記錄表體溫異常員工病情監控記錄表  

   第    頁 

員工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體溫異常開始日期：    年   月   日   時，   連絡電話：(宅)   

註：體溫異常系指：腋溫＞37Cْ，口溫＞37.5 ْC，耳溫＞38Cْ 者，均應由服務單位 

予以監控，並依規定通報。員工在家休養或隔離者應每天三次報告體溫及症狀 

日   期 體溫(Cْ) 症   狀 CXR 血液檢查 備   註 

上午      

下午      

 

月 

 

日 晚上      

上午      

下午      

 

月 

 

日 晚上      

上午      

下午      

 

月 

 

日 晚上      

上午      

下午      

 

月 

 

日 晚上      

上午      

下午      

 

月 

 

日 晚上      

上午      

下午      

 

月 

 

日 晚上      

  
感染管制委員會制定 

附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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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防疫物資防疫物資防疫物資防疫物資」」」」每月使用量預估表每月使用量預估表每月使用量預估表每月使用量預估表    

    
 

 

 

防疫級數      

                  使用量 
A2 級 B 級或 C 級 

防疫物資類別 庫存量 標準使用量 隔離病房 急診室 小計 標準使用量 全院清空 不足量 

N95 口罩(個) 10259 1 870 570 1440  1 16050(個) 5791 

外科口罩(個) 42500 1(2 次) 1740 3270 5010 1(2 次) 34230(個) - 

隔離衣(件) 7308 1(2 次) 1740 1140 2880 1(2 次) 32100(件) 24792 

鞋套(雙) 20495 2(2 次) 3480(2次) 1140 4620 1(2 次) 32100(雙) 12005 

髮帽(個) 20500 2(2 次) 3480(2次) 1140 4620 1(2 次) 32100(個) 11600 

全身式防護衣(件) 5477 3(3 人) 546 - 546   3(3 人) 546(件)     - 

呼吸管路(個) 0 1 57 - 57 1 152(個)      

人工鼻(個) 390 1 423 - 423 1 1140(個)  

人工鼻申縮軟管(個) 455 1 423 - 423 1 1140(個)  

呼吸端過慮器(個) 180 1 57 - 57 1 152(個)  

吐氣端過慮器(個) 0 1 28 - 28 1 76(個)  

抽痰管(支) 31950 1 20266 - 20266 1 54720(支)  

MR290(個) 68 1     56 - 56 1 150(個)  

急救球(可再使用) 0 1 76 - 76 1 76(個)  

呼吸器 51(台) 1     51 - 51 1 76(台) 25(台) 

防護面罩(可再使用) 204 1 204     - 204 1 204  

護目鏡(可再使用) 500 1 350     150 500 1 500  

附表十三附表十三附表十三附表十三 

註：1.防疫物資庫存量：以一個月庫存量為計算基準 

2.A2 級：負壓病房：29人(醫師人力 3人、護理人力 20人、工友 3人、清潔工 4人)；急診發燒篩檢站：19人(醫師 5人、護理 8人、工友 4人、清潔工 2 人)，

病人數以 40人計算；急診發燒篩檢看診病人數：以 71人計算/每日(依據 SARS 特別門診當日最高看診人次計算)=2130 人次 

3.B 級或 C級：全院員工數 535人(含護理之家 56人及外包清潔工 12人)，計算基準。病人數以 108 人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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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流感大流行疫情啟動後重要藥品每月使用預估量流感大流行疫情啟動後重要藥品每月使用預估量流感大流行疫情啟動後重要藥品每月使用預估量流感大流行疫情啟動後重要藥品每月使用預估量 

A2 級 B 級或 C 級 
藥品種類 目前庫存量 

標準使用量 

(每人、每日) 
預計使用量 
(60 人次/月) 

預計使用量 
(108 人次月) 

備註 

Normal Saline PB 500ml 3000 瓶 2 BOT/每日 120 瓶 216 瓶  

Ampicillin/Sulbactam (Unasyn) 391 瓶 3Vail x 7 105 Amp 450 Amp 5:1 

Ciprofloxacin (Ciproxin) 322 瓶 2 Vail x 7 70 Amp 280 Amp 5:1 

Augmentin 228 顆 3 顆/天 180 顆 108 顆  

Tamiflu (治療用藥)顆 500 顆 10 顆 600 顆 1080 顆 CDC 供應 

Tamiflu(預防性用藥)顆 - 10 顆 600 顆 1080 顆 CDC 供應 

20ccH/NS 瓶 2160 瓶 4 瓶/天 5066 瓶 9120 瓶  

蒸餾水(1000CC) 571 包 1 包/天 1267 瓶 2280 瓶  

Acetaminophen 33391 顆 3 顆/天 180 顆 324 顆  

Bisolvon 13087 顆 3 顆/天 180 顆 324 顆  

Medicon 14903 顆 3 顆/天 180 顆 324 顆  

Neo-Vena 14699 顆 3 顆/天 180 顆 324 顆  

 

 

 

治 

療 

藥 

品 

Detosiv 5900 顆 1 顆/天 60 顆 108 顆  

Solu-Cortef (Amp) 506 Amp 3Amp 180 Amp 324 Amp  

Propofol(Anesvan) ( Amp) 414 Amp 1Amp 60 Amp 108 Amp  

Dormicum (Amp) 370 Amp 1Amp 60 Amp 108Amp  

插 

管 

用 

藥 Tracrium(Vial)25mg 75Amp 2-3Amp/次 180 Amp 324 Amp  

Bosmin (Amp) 1179 Amp 4Amp 240Amp 432 Amp  

Atropine (Amp) 124 Amp 1Amp 60 Amp 108 Amp  

Vasopressin (Pitreesin) 19 Amp 1Amp 60 Amp 108 Amp  

急 

救 

藥 

品 Dopamine(Amp) 724 Amp 2Amp 120Amp 216 Amp  

附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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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流感大流行期間住院生活用品供應廠商名單流感大流行期間住院生活用品供應廠商名單流感大流行期間住院生活用品供應廠商名單流感大流行期間住院生活用品供應廠商名單                    

廠商名稱 類  別 電  話 地    址 聯絡人 備  註 

協榮行 
家庭生活日用品、

五金百貨。 

311-8081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 153 號 鄔平  

吉英行 ″ 841-1929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8 號 4F-2 徐麗萍  

伊登行 ″ 745-1010 鳳山市立德街 163 巷 12 號 許寶源  

維康販賣部 住院生活日用品。 分機 2607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4 號 賴調元  

藍潔行有限公司 
沐浴乳、洗髮精、

食品罐頭。 

716-6780 鳳山市林森路 438 號 白莒輝  

天柱有限公司 杯水、食品罐頭。 552-2359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 588 號 張豐裕  

 

 

 

    

附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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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高雄市立民生高雄市立民生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期間醫院流感大流行期間醫院流感大流行期間醫院流感大流行期間「「「「隔離人員隔離人員隔離人員隔離人員」」」」生活用品領用明細表生活用品領用明細表生活用品領用明細表生活用品領用明細表    
※床號：            病歷號：               病患姓名：                                

編號 品   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  註 編號 品 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  註 

1 毛  巾  條    16 看護墊  包    

2 洗髮精  瓶    17 拖  鞋  雙    

3 牙  膏  支    18 礦泉水  瓶   1500cc. 600cc 

4 牙  刷  支    19 紙  杯  條   10 個/條 

5 香  皂  塊    20 吸  管  包    

6 沐浴乳  瓶    21 報  紙  份    

7 內  衣  件   L.M.S 22 免洗碗  組    

8 內  褲  件   L.M.S 23 免洗湯匙/ 筷  包    

9 睡  衣  件   L.M.S 24 臉  盆  個    

10 衛生紙  包    25 面  霜  瓶    

11 衛生棉  包    26 刮鬍刀  支    

12 紙濕巾  包    27 衣  架  打   

13 洗衣粉  包    28 飲  料  瓶   

14 洗潔精  瓶    29 麵  包  個   

15 成人紙尿褲  包    30 食  品  個   

此物品視價格.事

後補批入帳。 

合  計      合  計      
※1.請護理人員轉知，各項物品以代購服務為原則，需付費並採記帳。若有捐贈品時，方依發放優先順序與數量免費提供。 

2.使用者務必簽名，確定委託代購服務意願。3.一式二聯：甲聯：病房書記登錄記帳。乙聯：傳真給用品組辦理配發。  

4.用品組依本單內容核發之品項、數量，影印乙份連同物品配送                     領用者簽名： _                       

日      期：       年       月      日 

附表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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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流感大流行期間提供隔離人員生活用品項目基本庫存量流感大流行期間提供隔離人員生活用品項目基本庫存量流感大流行期間提供隔離人員生活用品項目基本庫存量流感大流行期間提供隔離人員生活用品項目基本庫存量    

填表日期：           填表單位：                       

※請護理人員轉知，各項物品以代購服務為原則，需付費並採記帳。若有捐贈品時，方依發放優先順序與數量免費提供。 

編號 品   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  註 編號 品 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  註 

1 毛  巾 60 條    17 拖  鞋 60 雙    

2 洗髮精 60 瓶    18 礦泉水 120 瓶   1500cc. 600cc 

3 牙  膏 60 支    19 紙  杯 120 條   10 個/條 

4 牙  刷 60 支    20 吸  管 25 包    

5 香  皂 60 塊    21 免洗碗 60 組    

6 沐浴乳 60 瓶    22 免洗湯匙/ 筷 60 包    

7 內  衣 120 件   L.M.S 23 臉  盆 60 個    

8 內  褲 120 件   L.M.S 24 面  霜 30 瓶    

9 睡  衣 60 件   L.M.S 25 刮鬍刀 30 支    

10 衛生紙 120 包    26 衣  架 30 打    

11 衛生棉 30 包    27 報  紙  份   視當日需求 

12 紙濕巾 60 包    28 飲  料  瓶   

13 洗衣粉 60 包    29 麵  包  個   

14 洗潔精 60 瓶    30 食  品  個   

此物品視價格.事

後補批入帳。 

15 成人紙尿褲 120 包    31       

16 看護墊 120 包    32 大型塑膠袋 60 卷    

合  計      合  計      

附表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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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公私立社會福利團體資源名單高雄地區公私立社會福利團體資源名單高雄地區公私立社會福利團體資源名單高雄地區公私立社會福利團體資源名單    

機構名稱 服務項目 聯絡電話 地址 備註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室 兒童及少年保護、志願服

務、社工專業 

337-3380 

3373381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第二科 社會救助、社福慈善基金

會 

337-3374 

333-3375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 志願服務、志工人力動員

協助 

761-1018 

761-0723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 60 號 2 樓  

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立人

協會 

急難救助、物資協助、喪

葬處理 

313-1173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  號  

慈濟功德高雄分會 急難救助、物資協助、喪

葬處理 

316-3660 

轉 33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號  

佛臨濟助會 急難救助、安置、喪葬處

理 

521-9595 高雄市鹽埕區安石接 35 號  

高雄縣慈善團體聯合會 急難救助、物資協助、喪

葬處理 

719-0895 鳳山市光復二路 243 號 4 樓  

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

會 

急難救助、物資協助 282-3100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 149-1 號  

高雄縣志願服務協會 志願服物、志工人力動員

協助 

719-4729 

761-0723 

鳳山市光華東路 100 號  

附表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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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流感大流行期間接受社會各界捐贈流感大流行期間接受社會各界捐贈流感大流行期間接受社會各界捐贈流感大流行期間接受社會各界捐贈「「「「生活日用品生活日用品生活日用品生活日用品」、「」、「」、「」、「醫療用品醫療用品醫療用品醫療用品」」」」及及及及「「「「現金捐款現金捐款現金捐款現金捐款」」」」登記表登記表登記表登記表    

捐贈單位 品    名 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捐贈日期 受理者 

         

         

         

         

         

         

         

         

         

    

附表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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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流感大流行期間病患及隔離人員經濟狀況簡易問卷表流感大流行期間病患及隔離人員經濟狀況簡易問卷表流感大流行期間病患及隔離人員經濟狀況簡易問卷表流感大流行期間病患及隔離人員經濟狀況簡易問卷表    

 

床號：                姓名：                病歷號： 

 

請您在下列適合的□打 V： 

1.您的身分？  健  保：□一般   □福保   □榮民 

                無健保：□自費   □遊民   □其他                

2.家中的成員(指同一戶)？(可複選) 

□父親   □母親   □配偶   □子     人   □女     人   □獨居   □其他                  

3.您的身分屬於或持有下列那一項？ 

  □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手冊  □重大傷病卡  □單身榮民 

  □原住民    □單親家庭      □一般身份    □其他                

4.您目前是否有工作？   □有   □失業中   □無 

5.全家每月總收入(指同一戶)？ 

  □15,000 元以下  □15,000～30,000 元  □30,000～40,000 元  □40,000 元以上 

6.您是否領有政府之各項補助津貼？(每月) 

  □低收入戶生活津貼          元       □老農年金         元 

  □中低收入戶老人津貼           元       □榮民生活補助費         元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津貼           元     □其他           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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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各單位人員防護裝備等級表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各單位人員防護裝備等級表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各單位人員防護裝備等級表高雄市立民生醫院流感大流行各單位人員防護裝備等級表    

護目護目護目護目    髮帽髮帽髮帽髮帽    手套手套手套手套    裝備類別裝備類別裝備類別裝備類別    

各類工作人員各類工作人員各類工作人員各類工作人員    

防護防護防護防護    

等級等級等級等級    

外科外科外科外科    

口罩口罩口罩口罩    

N95N95N95N95    P100P100P100P100    

鏡鏡鏡鏡    罩罩罩罩    一頂一頂一頂一頂    二頂二頂二頂二頂    一雙一雙一雙一雙    二雙二雙二雙二雙    

鞋套鞋套鞋套鞋套    

一雙一雙一雙一雙    

鞋套鞋套鞋套鞋套    

二雙二雙二雙二雙    

隔離隔離隔離隔離    

衣衣衣衣    

全罩式全罩式全罩式全罩式    

防護衣防護衣防護衣防護衣    

正壓呼正壓呼正壓呼正壓呼    

吸器組吸器組吸器組吸器組    

發燒篩檢人員發燒篩檢人員發燒篩檢人員發燒篩檢人員((((大廳及急診入口大廳及急診入口大廳及急診入口大廳及急診入口))))    乙級乙級乙級乙級        ˇ̌̌̌            ˇ̌̌̌    ˇ̌̌̌        ˇ̌̌̌                ˇ̌̌̌            

急診發燒篩檢站人員急診發燒篩檢站人員急診發燒篩檢站人員急診發燒篩檢站人員((((各類人員各類人員各類人員各類人員))))    乙級乙級乙級乙級    ˇ̌̌̌    ˇ̌̌̌            ˇ̌̌̌    ˇ̌̌̌            ˇ̌̌̌    ˇ̌̌̌        ˇ̌̌̌            

負壓隔離病房人員負壓隔離病房人員負壓隔離病房人員負壓隔離病房人員((((各類人員各類人員各類人員各類人員))))    乙級乙級乙級乙級    ˇ̌̌̌    ˇ̌̌̌            ˇ̌̌̌        ˇ̌̌̌        ˇ̌̌̌    ˇ̌̌̌        ˇ̌̌̌            

插管或急救相關人員插管或急救相關人員插管或急救相關人員插管或急救相關人員    甲級甲級甲級甲級        ˇ̌̌̌                ˇ̌̌̌            ˇ̌̌̌        ˇ̌̌̌    ˇ̌̌̌    ˇ̌̌̌    ˇ̌̌̌    

救護車人員救護車人員救護車人員救護車人員((((含含含含 119119119119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乙級乙級乙級乙級        ˇ̌̌̌            ˇ̌̌̌    ˇ̌̌̌        ˇ̌̌̌        ˇ̌̌̌        ˇ̌̌̌            

屍體處理人員屍體處理人員屍體處理人員屍體處理人員((((改良式甲級改良式甲級改良式甲級改良式甲級))))    甲級甲級甲級甲級        ˇ̌̌̌                ˇ̌̌̌            ˇ̌̌̌        ˇ̌̌̌    ˇ̌̌̌    ˇ̌̌̌        

病房病房病房病房醫護人員醫護人員醫護人員醫護人員    丙級丙級丙級丙級        ˇ̌̌̌                        ˇ̌̌̌                            

病房清潔工病房清潔工病房清潔工病房清潔工    丙級丙級丙級丙級        ˇ̌̌̌                        ˇ̌̌̌                            

病房看護工病房看護工病房看護工病房看護工    丙級丙級丙級丙級        ˇ̌̌̌                        ˇ̌̌̌                            

門診工作人員門診工作人員門診工作人員門診工作人員    丙級丙級丙級丙級        ˇ̌̌̌                        ˇ̌̌̌                            

營膳人員營膳人員營膳人員營膳人員    丙級丙級丙級丙級        ˇ̌̌̌                        ˇ̌̌̌                            

櫃台批價人員櫃台批價人員櫃台批價人員櫃台批價人員    丙級丙級丙級丙級        ˇ̌̌̌                        ˇ̌̌̌                            

藥劑科發藥人員藥劑科發藥人員藥劑科發藥人員藥劑科發藥人員    丙級丙級丙級丙級        ˇ̌̌̌                        ˇ̌̌̌                            

檢驗抽血櫃台人員檢驗抽血櫃台人員檢驗抽血櫃台人員檢驗抽血櫃台人員    丙級丙級丙級丙級        ˇ̌̌̌                        ˇ̌̌̌                            

書記人員書記人員書記人員書記人員    丙級丙級丙級丙級     ˇ̌̌̌                        ˇ̌̌̌             

 
註註註註：：：：1.1.1.1.救護車人員救護車人員救護車人員救護車人員(119)(119)(119)(119)使用負壓隔離車載運病患時則穿著改良式甲級防護使用負壓隔離車載運病患時則穿著改良式甲級防護使用負壓隔離車載運病患時則穿著改良式甲級防護使用負壓隔離車載運病患時則穿著改良式甲級防護 2.2.2.2.本院本院本院本院「「「「H5N1H5N1H5N1H5N1 流感流感流感流感」」」」防治防護裝備各單位人員穿著等級表防治防護裝備各單位人員穿著等級表防治防護裝備各單位人員穿著等級表防治防護裝備各單位人員穿著等級表，，，，僅適用於本院僅適用於本院僅適用於本院僅適用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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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名稱 
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日） 聯絡電話（夜） 手機號碼 傳真電話 E-mail 

承辦窗口(一) 郭倫毓 07-2513412 07-2514113 0982525098 07-2152639 lunyu724@kcg.gov.tw 

承辦窗口(二) 鄭淑茹 07-2513467 07-2514113 0920180737 07-2152639 wyting@kcg.gov.tw 

承辦窗口(三) 王淑桂 股長 07-2513078 07-2514113 0919620870 07-2152639  

承辦窗口(四) 韓永光 處長 07-2513278 07-2514113 0988762716 07-2154188 hyn5452@kcg..gov.tw 

高
雄
市
衛
生
局
 醫政科 吳明正 科長 07-7134000*945 0931813800 0931813800 07-3368333  

承辦窗口(一) 朱崇嘉 
119 

07-3106210 

119 

07-3106210 
0936792780 07-3101512 E7169092@kcg.gov.tw 

承辦窗口(二) 高明郎 07-3106119 07-3106119 0933307496 07-3101512 E7169092@kcg.gov.tw 

縣
市
消
防
局
 承辦窗口(三) 余碧鈴 07-2271092 07-5525734 0933090113 07-2274407 linda@kcg.gov.tw 

承辦窗口(一) 游信良 主任 07-7511131*4090 0968821823 0968821823 07-7511031 Paulyu1313@yahoo.com.tw 

承辦窗口(二) 蔡璻瑛 感管師 07-7511131*4090 
07-5334554 

0922895731 
0968821827 07-7511031 baba9768@yahoo.com.tw 

承辦窗口(二) 
李先茹 

急診室護理長 
07-7511131*2118 

07-5366332 

0915780196 
0968821707 07-9668751 Julie_hsienju@yahoo.com.tw 

民
生
醫
院
 

承辦窗口(三) 
張瑞芳  

隔離病房護理長  
07-7511131*2503 

07-7511131 

0987140387 
0968821716 07-7519006 t420619@yahoo.com.tw 

承辦窗口(一) 陳彥旭 主任 07-3121101*5677 07-3118606 0966200146 07-3118606 cidc@ms.kmuh.org.tw 

承辦窗口(二) 洪靖慈 感管師 07-3121101*7201 07-3121101*7201  07-3118606 830293@ms.kmuh.org.tw 

支
援
醫
院
 承辦窗口(三) 黃怡慧 個管師 07-3121101*6224   07-3228547 d760396@cc.kmu.edu.tw 

五 

分 

局 

承辦窗口 陳素琴 07-5570501 07-5570501  07-5574664 suchin <chin7969@cdc.gov.tw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疑似感染症個案轉送聯絡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