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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四:長照機構群聚個案送醫、安置、隔離演練 

【開場白】 

各位長官大家好，我是彰化老人養護中心護理科科長李承道，歡迎各位長官來到本

中心 2樓養護照顧區，現階段演練的情境如下： 

本中心 2C 護理區目前照顧 45 位養護型住民，包括男性 24人，女性 21 人，平均年

齡 80.2 歲，日前有 1 位 65 歲張姓女性住民因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就醫，於今日確

診為新冠肺炎。 

依據彰化縣衛生局的安置計畫，同區已有上呼吸道症狀的 2 位住民，將送至部立彰

化醫院就醫；另外 9 位無症狀住民，將轉送至與本中心相鄰的中彰榮家暫時安置；

其餘 33位住民採原區就地隔離安置。 

我們今天將會進行 4個階段的演練： 

第一階段：本中心 2位住民送醫流程實地演練 

第二階段：本中心異地安置住民流程實地演練 

第三階段：(因第二階段運送流程較為冗長，利用住民在斜坡道推送的空檔，穿插)

住民房間介紹 

第四階段：就地安置住民之照顧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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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送醫流程 

1.說明官： 

(1)接下來開始進行第 1 個階段送醫流程實地演練，請長官觀看右邊的螢幕，現在

有 2 輛救護車正在從大門口進入本中心，這是 119 勤務中心所派遣的車輛，在

本中心工作人員的引導下，將從本中心右側道路抵達 C 棟外側的出入口，勤務

人員將經由 C棟外側的無障礙斜坡道進入 2C護理區，這個動線是 2C護理區就

醫分流的動線，不會與其他的服務動線重疊。 

(2)各位長官請看走道的盡頭，119 消防局弟兄們(119 人員回應)，現在 2 組的 119

勤務人員已經推送擔架床進入走道，由本中心已經穿妥防護裝備的方護理長及

林照服員(已站在走廊盡頭)引導勤務人員分別前往 213 房第 1 床及 218 房第 3

床，陳姓及林姓阿公因有持續性咳嗽、呼吸急促情形，由當班顏姓護理師聯絡

衛生局，經衛生局指示並安排 119 救護車，將 2 位住民轉送部立彰化醫院就醫。

顏姓護理師並已先行電話聯繫彰化醫院急診室，告知 2 位住民症狀及相關接觸

史，另傳真住民就醫摘要。 

(3)各位長官，目前 119 勤務人員已經將住民推出住房，弟兄們!(勤務人員：我們

要將住民送到彰化醫院)，勤務人員將推送陳姓及林姓阿公依感染就醫動線，從

2C 護理區後側出口，經由無障礙斜坡道抵達 1 樓的救護車接送區，上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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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彰化醫院就醫。住民於彰化醫院治療期間，本中心護理人員將會持續與醫

院及家屬間隨時保持聯絡，掌握住民病情。 

(4)在 2 位住民就醫後，本中心安排 2 位清消人員進行清消工作(已站在 217 房前)， 

2位清潔同仁： 

(4-1)清消人員：有(2位一起回答) ，我已經戴上口罩、防護面罩 (1位回答)、穿好

防護衣、戴上手套(另 1位回答)，將進行清消(2位一起回答)。 

(4-2)各位長官，我們看到其中 1 位清消人員將進行住民住房內清消工作，使用抹

布、拖把，以 500PPM 的漂白水將房間內空調濾網、風扇、床欄、床旁桌、

扶手、地板、洗手台及馬桶等進行清消；住民的棉被、枕頭套、床單、床隔

簾也要一併拆下，送洗衣房清洗，並以高溫消毒。另一位清消人員使用噴霧

器，針對 2C 護理區內部走道、戶外無障礙斜坡道兩側壁面、地面、牆角及

扶手等，進行全面性的清消，好，現在已經清消完畢。 

(二) 異地（中彰榮家）安置住民流程 

1.說明官： 

(1)各位長官，接下來將進行第 2 個階段住民異地隔離安置的實地演練。本中心安排

2 位照服員，將協助 1 位阿公及 1 位阿嬤轉安置到中彰榮家進行隔離。照服大姐

(已站在 216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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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照服大姐：我是照服員美麗，我已經穿戴好外科口罩、隔離衣和手套(自己說明

＋動作)，我是照服員玉珠，我也已經穿好防護裝備，我們要協助將

住民送到中彰榮家安置(自己說明)（說明後轉身走向 212 住房及

217住房）。 

(1-2)現在照服員美麗及玉珠正分別前往 212 房第 3 床及 217 房第 2 床，進入前於住

房門口先進行乾洗手，進入房間後再次向 2 位住民說明即將進行異地隔離安置，

安撫住民情緒，降低住民的焦慮與不安，協助住民轉移位到輪椅上。而本次的

轉安置，事前已由本中心的社工員分別向家屬及住民溝通說明，取得諒解與同

意後才執行。 

現在照服員已經將 2 位住民從住房推出，一樣會經由 2Ｃ護理區走道後方的就

醫動線，經無障礙坡道前往 1 樓搭乘防疫專車。推送住民時，照服員需要隨時

觀察住民的情緒，注意是否因為緊張、焦慮，而發生手腳沒有正確放在輪椅扶

手及踏板上的情形，以避免發生危險，尤其是在推送住民進入斜坡道時，為避

免住民往前傾倒，輪椅是以後退的方式推送。 

 (三)住民房間介紹 

(1)各位長官，在工作人員推送住民上車前的空檔，要穿插第 3 階段房間介紹，現在

鏡頭帶到的是本中心住民的房間。本中心住民房間原本為 6 人房，在防疫整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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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本中心已將部分生活自理能力較佳的長者，在徵詢其同意後，將其暫時安置

於 1 樓失智專區之單人空房內，將大部分(約 70%)的住房由每間 6 人調降為 5 人

以下，以減少每間住房住民密度，降低感染風險。 

(2)本中心住民房間，扣除房間入口兩側的盥洗室後，長寬各約有 6 公尺，有整片的

落地鋁門窗，門窗隨時保持開啟，採光及通風情形良好，能看到窗外的綠樹，房

間外也有陽台及走廊，每個房間均有獨立分離式冷暖空調。為了安置現有住民，

本中心已將房間調整為安置 4 人的隔離空間，並增加實體屏障，考量隔間的強度

及防疫效果，本次是以 T 字型隔間，隔間材質係採用鋁製外框，中間採用 10 釐

米厚的強化玻璃，玻璃相當厚實，安全性高，隔間尺寸為高 200 公分，長 230 公

分，床尾部分 1 個床位為 110 公分，2 個床位有 220 公分，隔間後可以有效阻隔

飛沫，達到最佳防疫效果。 

(3)每個房間入口 2 側，均設有獨立的洗手台及馬桶，因為係為住民共同使用，為了

減少感染風險，安排專人進行清消工作，每日以 500PPM漂白水進行 3次清消。 

(四)上防疫專車 

 (1)各位長官，空間已經介紹完畢，防疫專車已經抵達，讓我們將鏡頭拉回防疫專車

現場，繼續進行第 2個階段的演練。目前螢幕上的畫面是 2位需要進行異地安置

的住民，在照服員的協助下已經快要推送至 C 棟斜坡道出口，即將搭上防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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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本次異地安置住民，係依據衛生局安置計畫，將有症狀的住民及工作人員送

醫後，剩餘無症狀的 42 位住民，其中的 9 位失能程度較輕、疾病別輕症、健康

狀況較穩定、可自行下床移位或由他人稍微協助可坐輪椅的住民，經由家屬及住

民本人同意後，所採行之安置方式。經本中心以電話向彰化縣衛生局提出協助需

求後，由彰化縣衛生局派出專車前來接送。 

(2)本次異地安置的載送任務，係由縣府的防疫專車擔任，防疫專車設有輪椅升降設

備，每輛防疫專車各負責載送 1 位住民，由本中心至中彰榮家只需 2-3 分鐘，安

置於中彰榮家住民之照顧人力，業請彰化縣衛生局協助調度，衛生局已安排照顧

天使等人員進行照顧。 

(3)而本中心也已事前將住民安置所需全新的個人換洗衣物、日常生活用品、收音機

等個人育樂器具，以及長期慢性病用藥，指派專人送達中彰榮家，並與榮家護理

人員進行交班。轉安置後本中心社工員將每日以電話聯繫住民，了解其隔離期間

生活情形，並提供所需協助。現在防疫專車已經(將)前往中彰榮家。 

(五)隔離住民之照顧服務 

(1)各位長官，現在將進行第 4 個階段，就地安置住民照顧服務實地演練，住民於本

中心就地安置照顧，必需滿足身、心及社會之需求。因管制區原有工作人員為接

觸者，已進行居家隔離，我們已由非管制區調派人員，也請彰化縣政府派員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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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長官，目前站在住民住房前(216 房前)有 3 位工作人員(3 位工作人員：工作

人員報到)。 

第 1位是彰化縣政府支援的社工師 

(1-1)社工師：大家好，我是社工師岱遠，我今天除了防護裝備外，還另外準備了可

以視訊的平板，將協助住民與家屬進行視訊。 

再來是由本中心 3D區支援的護理師 

(1-2)護理師：大家好，我是護理師鸝瑩，已經穿戴好防護裝備，準備好藍芽傳輸生

理量測的設備：包括額溫槍、血壓計、血糖機、血氧機等，要為住民

健康把關。 

由本中心康樂家園支援的照服員 

(1-3)照服員：大家好，我是照服員佳芬，我已著裝完畢，依照本中心營養師的設計，

攜帶了營養品要為住民補充營養喔! 希望增加住民的免疫能力，包括

益生菌、液態營養品。 (說完後 3位人員即轉身進入 317房)。 

(2)在工作人員陸續進到住民房間後，各位長官，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217 房第 2 床，

工作人員在服務前均會依據洗手五時機進行洗手，接下來護理師為住民進行生命

徵象的量測及整體的評估，詢問住民是否有任何不適，評估有無呼吸道症狀，如

有任何狀況，將立即協助安排就醫，在防疫期間，合作醫院之醫師、居家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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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穿著防護裝備後，提供住民醫療服務。讓住民不用舟車勞頓，到感染風險更

高的醫院就醫。 

(3)各位長官，接下來看到的是 217 房第 3 床，照服員正在引導住民進行餐前洗手，

隨後將提供營養師開立的營養品，本中心設有 2 位專任的營養師，在防疫期間，

營養師為提高住民抵抗力，在膳食上額外給予補充：有改善腸道功能的益生菌包，

每週提供 2 次的養生茶，增加養生食材為基底的湯品，每週 2 瓶液態均衡配方，

每週 2 瓶補氣保健品，如：養氣人蔘、蜆精、雞精等。除了每天營養師開立的 3

餐、點心及水果外，再服用營養師提供的營養品，相信能讓每位住民都能健健康

康，順利渡過本次的疫情。 

 (4)各位長官，最後我們看到 217房第 1床，社工師正在利用通話平板，讓家屬及住

民使用通訊軟體進行視訊通話。防疫期間，本中心已採行最嚴格的訪客管理，除

有特殊原因，一律禁止訪客進入，為了舒解住民及家屬的思念之情，本中心提供

了視訊服務，希望透過視訊服務，可以取代家屬的探視，減少感染的風險。除此

之外，社工師可利用社工專業提供住民適切的服務，滿足住民心理及社會的需求。 

結語：現在所有住民及工作人員均已安置隔離完畢，人力調度已完成。本中心將持

續加強住民及工作人員的健康監測，並加強環境之清消及相關之感控措施。

本階段演練到此結束，謝謝長官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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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五: 後送安置作業 

項目 狀況假定 演練程序 演練旁白/動作/台詞 單位/裝備需求

/附件 

狀況五:後送至中彰榮家安置照顧 

1.安置流程動線(4位住民從防疫專車下車後至進入單人房內的流程):護理人員須穿著隔離

衣，住民從專車下來後先消毒輪椅的輪子，並推入房間內，由護理人員每日監測住民健康

狀況 2次，且須 24小時值班(排班表)。 

一 專車從部彰老

載 2 位接觸者

長輩到榮家收

容安置 ( 入門

前) 

1.2 名志工

至房舍外

接長輩到

房 舍 前

（信義三

房）。 

2.一名志工

（輔具人

員）持消

毒器具在

輪椅腳消

毒後進入

房舍。 

說明官旁白 

1. 社會處接獲衛生局指示後於榮

家開設集中隔離區收容安置

所，所內隔離房計 30間，每間

隔離房為獨立空間，獨立衛

浴，有床旁桌、個人椅、個人

衣櫥及防疫包。 

2. 接觸者入住前已完成房舍內外

每日 2次消毒。 

3. 輪椅使用前後也會立即消毒。

(志工同時於門外消毒輪椅) 

4. 社工(靜珮)：(接電話)好，等下

有四名民眾會來進住。 

1.社會處社工及

紅十字會志工

協助寢室區內

寢具盥洗用具

擺設完成。 

2.紅十字會物資

專車在房舍外

運送物資。 

3.推輪椅志工 2

名、輔具人員

1 名、消毒器

1台。 

4.隔離衣、外科

口罩、手套各

15套。 

二 

 

專車從部彰老

載 4 位接觸者

長輩到榮家收

容安置(入門後

至服務台) 

1.依登記、

收容流程

進行收容

安 置 作

業。 

2.護理人員

進 行 醫

護、防疫

等照顧服

務。 

3.物資銀行

依民生物

資進貨、

分類、調

配、轉送

管理之機

制進行運

作。 

4.民間志工

演練台詞 

(四名志工至外推民眾入內) 

社工(靜珮)：阿伯，你是叫 OOO

嗎？(逐一確認名字) 

社工(靜珮)：這裡是我們的服務

台，旁邊也有護理站，這邊每天會

提供三餐，旁邊我們也有實物銀

行，有一些餅乾、零嘴，如果你們

入住期間有需要都可以按鈴跟我們

聯繫。 

(同時秉陞、志工雅芳整理物資) 

(推輪椅的志工協助比物資位置) 

1.安全組、服務

組、衛生組設

於服務台：志

工站 4 名、社

工站 2 名、護

理師 1 名及清

潔員 1 名、維

安人員 1 名各

自就位。 

2.物資銀行設於

服務台後方，

提供收容者物

資需求。 

3.集中檢疫場所

工作人員配置

標準。 

4.入住及退房注

意事項。 

5. 行動載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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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援

服務。 

台。 

6.額溫槍 1台。 

7.24 小時值班

(排班表)。 

8.具感染風險民

眾追蹤管理機

制。 

三 專車從部彰老

載 4 位接觸者

長輩到榮家收

容安置(進入房

舍-環境介紹) 

志工推輪椅

長輩進入房

舍，並向長

輩進行環境

介紹。 

說明官旁白 

    中彰榮家集中隔離所下設三組人

員：安全組、服務組、衛生組。其

中服務組任務有 

1.協助被檢疫者入住及退房事宜 

2.提供檢疫者食宿及必要生活用品 

3.確認必要之防護用品庫存量並即

時補充由社工及志工進駐，安排24

小時輪班，服務不打烊（照顧、關

懷、陪伴、送餐） 

    我們來看房舍的設備跟服務項

目。 

演練台詞 

志工(推-映辰)：阿伯，這是你住14

天的房間，右手邊是廁所，是無障

礙空間，盥洗用具都準備好了，每

天護理人員都會量測體溫，另外像

你有慢性病的，也會來幫你量血

壓，另外這裡有一個呼叫器及緊急

鈴3個，有緊急需要都可以找我

們。 

說明官旁白 

    安置所也結合中彰榮家廚房及結

合慈濟基金會的資源，提供每日三

餐配送，由輪值的志工分送至房

舍。 

(慈濟志工送便當到社工站，志工

分送到門口) 

社工 (秉陞 )： (拿著視訊設備 )阿

伯，你兒子打電話來關心你的狀

況，你們倆可以聊一下(把手機給

阿伯) 

1. 運動輕音樂 

2. 慈濟人員 2

名、便當 4

個。 

四 退房-返回住家  說明官旁白 

    退房後社工協助申請防疫補償，

每日 1000 元，並請在家健康自主

1. 防疫補償申

請流程。 

2. 出院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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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3 月 23 日起已開始受理民

眾申請。 

演練台詞 

社工(秉陞)：阿伯，今天你就可以

回家了(兒子跟阿伯一起走到服務

台)，這是回家後的注意事項跟提

醒(給出院須知及補償表件)，現在

政府有防疫補償，每日1000元，你

可以到公所去申請喔！或是請你兒

子直接網路上申請，如果因為家人

要照顧你有影響生活，現在也有紓

困急難救助可以申請，或是撥1957

都可以洽詢。 

社工(秉陞):要注意回家後盡量不要

到人多的地方，如果有也要戴口

罩，身體有不適或是發燒、咳嗽就

要趕快就醫喔！ 

A病人:好好好……(點頭)。 

說明官旁白 

    預計退房前收容所也會將預計返

家及返回機構的名單回報給衛生局

及機構。 

防疫補償表

件。 

參演人員計推志工 4 名，服務台志工 2 名、社工站 2 名、中彰榮家 3名（護理師 1 名、清

潔員 1名、維安人員 1名）、慈濟 6名，計 17名 

另社會處人員：處長、副處長、林科長、鴻泉、瑩如、喬彥、芷薇、詩涵、威威、瑩秀，

計 10名。 

以上計 27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