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衛生局

109年3月31日

彰化縣長照機構

新冠肺炎群聚事件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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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程序表
時間配當 Time 推演程序 地點

0900-0930 30’ 貴賓報到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中彰榮譽國民之家

中正紀念堂

0930-0935 5’ 長官、貴賓介紹

0935-0937 2’ 目前疫情及演練背景說明

0937-0947 10’ 1-長照機構群聚事件前整備

0947-0949 2’ 2-長照機構疑似個案就醫通報

0950-1000 10’ 3-衛生局啟動疫調及風險評估

1000-1015 15’ 場地轉移

1015-1035 20’ 4-長照機構隔離安置措施 部立彰化老人養護中心C棟2樓

1035-1045 10’ 記者聯訪 部立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樓入口大廳

1045-1055 10’ 場地轉移

1055-1105 10’ 5-後送安置作業 中彰榮譽國民之家 信義三戶

1105-1115 10’ 場地轉移

1115~1130 10’ 指揮官總結及長官講評 中彰榮譽國民之家 中正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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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疫情及演練背景說明



國際疫情
(2020/3/30)

國內疫情
病例統計

全球確定病例數

703,185
全球死亡病例數

33,434
全球致死率

4.75%
國家/地區數

177第三級警告(避免至當地所有非必要旅遊; 
入境需居家檢疫14天)：全球。



彰化縣傳染病防治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組織架構

居家檢疫/居家隔離
關懷服務中心

傳染病防治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
縣長

副指揮官副縣長

執行秘書：衛生局長 秘書：民政處長

主任副縣長

副主任秘書長



彰化縣因應新冠肺炎應變作為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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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隔離-累計 147位，追蹤中57位

居家檢疫-累計 2,924位，追蹤中 1,580位

居家隔離/檢疫者就醫及通訊診療服務-累計237人次

啟動「新冠肺炎」民眾反映回應機制-計1,193件

居家隔離/檢疫者「趴趴走」、散播不實訊息查辦

■查獲 25件，裁罰金額計41萬3,334元

(2020/3/28)



演練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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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住宿式長照機構 95家，現有住民6,458人，均
為失能、罹患慢性病之老人。

此類機構人口密集，易發生群聚感染，一旦發生群
聚事件，會導致以下兩方面的衝擊：

1.因感染而罹病之老人，重症及死亡風險高，其治療
需求將造成醫療資源極大之負擔。

2.住民和工作人員因暴露而被隔離時，需要
緊急的安置空間和額外的支援照顧人力。



演練情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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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情境：長照機構新冠肺炎群聚事件之預防及發
生時之處置，包括以下重點：

– 1.預防感染及群聚之感染控制與整備策略

– 2.群聚發生後的處理與安置

(包括安置空間不足時之應變處理)

– 3.應援照顧人力的儲備支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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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項目
桌上模擬演練

•狀況一 本縣已出現社區感染風險，預防群聚事件之整備

•狀況二 地區醫院採檢發現新冠肺炎個案來自長照機構

•狀況三 衛生局啟動長照機構接觸者調查及風險評估

實兵演練

•狀況四長照機構送醫、安置、隔離演練

•狀況五後送安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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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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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聚事件前整備報告
【說明官】

有鑑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大，國外已傳出多起長照機構群
聚事件，近日國內亦有住宿式長照機構工作人員確診，長照
機構老人一旦感染，重症或死亡的風險相對高，政府單位應
儘快規劃群聚事件前的感染控制及整備工作。

狀況1-1:本縣已出現社區感染風險，為預防群聚事
件發生，長照機構需進行感染控制與防疫整備。

請衛生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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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長照機構家數、床數、人力現況
本縣共計 95家住宿式長照機構

■包括護理之家41家、老人福利機構 50家、衛福
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2家，退輔會所屬榮家2家

總安置病床數 8,320床，目前住民共計 6,458名。

機構照護人力共計 2,383名，包括

■護理人員 560位

■照顧服務員1,823位(本國籍1,055，外國籍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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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防疫整備之一
 2/4 起全面查核機構防疫整備工作

 3/5 啟動訪客管制，住民及工作人員健康監測
■各機構配置至少一間檢疫隔離房，新住民、住院返回住
民須安置觀察14天

■床距建議維持1-2公尺以上、每天消毒、維持通風

■建議盡量降低單一病室病床數(不超過6人，越少越好）

 3/19 長照機構全面禁止訪客，避免非必要探訪

 3/19 機構分艙分流及個人防護裝備穿戴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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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防疫整備之二
 3/22 禁止不同機構間護理及照顧人員互相流動支援

 3/25 機構住民全面戴口罩

 3/27 嚴查(禁)住民超收，已清查28家機構

 3/27 全面清查機構員工同住家人居家隔離/檢疫者，
限制該員工工作範圍並持續健康監測

提供充足的防護裝備，自2/3起口罩發放共計
303,495片，確保30天安全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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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緊急安置空間清查整備

經清查全縣可用之緊急安置空間，總計286間(單人)

■長照機構 7家，單人房計 136間

■中彰榮家 30間

■彰化榮家 50間

■安置空間不足時，將啟用地區醫院安置輕症

7家，計 70間單人病房

已請各機構及醫院，將安置空間集中一樓層或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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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照護人力之儲備、支援及調度

照顧人力支援，規劃三管道

1.調度 95家機構照顧人力支援

■聯合大排班，降低輪班壓力

■支援期間不照顧其他不具感染風險之對象

2.招募及訓練長照居家服務照服員，待命支援

■已招募 72位照服員，規劃辦理教育訓練

3.社會處招募及訓練社工及照顧天使 (家屬、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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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聚事件前整備報告
【說明官】
住宿式長照機構是否落實執行群聚事件前的感染控
制及整備工作，是防疫減災的重點，部立彰化老人
養護中心是彰化縣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的住宿式
長照機構，收住人數相當多，其感染控制整備工作，
對群聚事件的預防相當重要。
狀況1-2:部立彰化老人養護中心之感染控制與整備

請部立彰化老人養護中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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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部立彰化老人養護中心防疫整備因應

1.內部整備
●訪客管制：

全面禁止探訪，有特殊原因者需事前預約，於大門口量測體溫，詢問TOCC ；

執行手部衛生，於戶外臨時會客區面會，並設有戶外洽公區；鼓勵家屬採視訊

方式關懷住民。

●住民、員工健康管理：

1. 每日體溫量測及健康監測，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工作人員暫不上班。

2.辦理所有人員防疫訓練衛教(23場次)、演練(14場次)，組訓防疫志工隊協助
防疫。

3. 新入住民及住院返回住民安排於1人1室之隔離室，隔離觀察14天。

4.加強院內感控措施:加強經常接觸環境表面、復康巴士及救護車的清消工作
。 18



1-2部立彰化老人養護中心防疫整備因應

2.安置床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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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度調整住民床位，部分養護住民暫移失智專區
單人房，將寢室6床調整為4床，減少每間寢室人
數、拉大床距，降低感染風險。

 分艙分流：劃分全院為8個照護區塊，每區塊再
細分為2~3個「照顧單元」，工作人員分組照顧；
上下班、工作動線均分流管制。

 如發生疑似病例，通報1922由救護車載送住民至
醫院社區採檢站候診。



一、群聚事件前整備報告
【說明官】
衛生局已盤點本縣住宿式長照機構可供使用空間，
為預防群聚事件安置需求，本縣中彰榮家及彰化榮
家尚有閒置空間80間。
狀況1-3:中彰榮譽國民之家整備因應情形
請中彰榮譽國民之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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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本家依據各項感控指引，訂定防

疫應變計畫，建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以為因應。

二、為落實教育訓練與衛教宣導，本家計已辦理衛教宣導、教

育訓練達50餘場次。

三、工作人員與住民每日定時量測體溫3次，並詳實記錄，如

發現異常，立即送醫及啟動感控作業程序。

四、臺中榮總、埔里分院及彰化縣衛生局主動蒞家指導及稽核

防疫作為，目前各項防疫部署，均符合規定。

五、目前依據縣府感控指引，已暫停住民會客及探視申請，改

以視訊方式與家屬聯繫。
21

新冠肺炎群聚感染控制與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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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日落實房舍消毒作業（以漂白水清潔消毒），並以複式

稽核方式查察執行效能。

七、模擬隔離、感染等各種狀況，實施多次實地、實人演練，

以利緊急狀況應變處置。

八、設置檢疫隔離所，以因應住民出國返台或具高風險性接觸

者，分艙實施健康自主管理，避免增加交叉群聚感染風險

九、為因應疫情變化，本家調整住民房舍騰空獨棟空間30間（

床）單人套房，各房基礎設施、用具，均已完成檢整，及

完成照護人力講習訓練，並建立安置標準作業程序，可隨

時收住安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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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群聚感染控制與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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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聚事件前整備報告

【說明官】
長照機構一旦發生群聚事件，因接觸住民都是失能
者，其隔離安置需要有受過訓練的人力來照護，尤
其目前現有人力已呈現緊繃，當疫情來臨時，更需
要儲備的照顧人力來支援。
狀況1-4:照顧天使百人團的招募、訓練及支援機制

請社會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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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成立應變小組
社會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成立應變小組，各組工作業務緊急配合調度



1-4盤點量能-本縣人力、物力及財力

啟動本縣災時志工調度機
制，除統籌調度縣內社工
人力外，並招募志工人力，
除由原本縣八大區單一窗
口團體主責外，並透過
「公益串聯站彰化有夠讚」
公益整合平台依志工專長
媒合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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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實物銀行據
點共23點，據
點進行物資分類、
數量清點，調查
各收容所物資需
求及協助物資運
補。

1-4成立物資管理服務中心



1-4訓練及支援
志工基礎及社福類特殊訓練增列
災防教育及演練。依照中央個人
防護指引，使用適當之防護裝備，
包括一般外科口罩，隔離衣等。

成立志工站及社工站：志工及社
工並搭配照顧服務員互相配合建
立第一線服務輪值機制，並嚴守
保密原則及「收容安置所工作人
員基本防疫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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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區醫院疑似個案採檢通報

【說明官】
為早期發現長照機構新冠肺炎個案，早期收治，預
防群聚事件發生，衛生局已持續加強醫院對機構住
民之篩檢，如發現疑似個案，立刻通報。
狀況二:員生醫院發現疑似新冠肺炎個案來自部立彰
化老人養護中心，立刻進行採檢並通報衛生局。

請員生醫院報告。

282828



員生醫院疑似個案採檢通報

 3/30清晨部彰老住民因發燒38.5度及呼吸急促，
由救護車載送至社區採檢站

 醫師進行評估診療，胸部X光檢查出現肺炎，診
斷疑似新冠肺炎進行通報及採檢。

 以下由員生醫院主治醫師說明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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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社區採檢站 傳染病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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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生醫院醫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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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生醫院醫師報告

• 圖(影)片螢幕

• 個案後送員生醫院影音檔----接海川連結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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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動長照機構接觸者調查及風險評估

【說明官】

長照機構接觸者調查比一般個案的疫情調查更為複
雜，因為這些機構的老人有慢性疾病及失能的狀況，
因此越精準的疫情調查才能有效進行接觸者的隔離
安置

狀況3-1:衛生局啟動長照機構接觸者調查

請衛生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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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接獲員生醫院通報，立刻通報疾病管制署中
區管制中心及衛福部長照司，請求支援以下事項：
 請中區實驗室加快檢驗。
 請疾管署防疫醫師協助評估症狀及健康狀況
 請部立彰化醫院確認可收治床數。
 請長照司協助失能老人接觸者隔離安置。
 必要時，啟動跨縣市支援機制。

3-1通報中央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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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驗結果未出之前，衛生局已立刻啟動接觸者調查，
對象包括：
 通報個案、照顧個案之護理師及照服員等。

 接觸者調查之範圍包括：
 個案於機構內之活動範圍
 照顧個案之護理師及照服員於機構內活動範圍

 住民照顧空間之分析

3-1接觸者調查對象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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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彰化縣衛生局與部彰老電話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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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症狀開始之前14天 3/11-25 為暴露期
■ 3/3案孫女自西班牙返台，3/17曾來機構探視

 個案3/25出現症狀，3/30住院，共6天傳染期
■個案出病室皆戴口罩
■每日上午坐輪椅於2C公共區域活動
■三餐皆於機構交誼廳用餐
■下午參與機構安排之活動，晚上會到交誼廳

 發病後較少出入公共區域

3-1個案日常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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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新冠肺炎個案，女性(65歲)，部彰老住民無旅遊史

推估暴露期

3/11 3/25 3/30

傳染期推估發病日

採檢
通報
光

肺炎

3/17
孫女
探視

食慾差、全身
倦怠、發燒、
呼吸急促

醫院
急診

3/30凌晨 3/31

確
診

X

推測感染源：案孫女(20歲)，3/3自西班牙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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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3位護理師負責照顧此個案
 確診個案並無使用管路、無抽痰、平常需坐輪椅
 護理師採三班制

■固定在2C病房輪值
■主要負責測量體溫、量血壓、給藥
■同時會接觸其他 2C住民及行政人員

 3位護理師均未出現症狀

3-1照顧個案之護理師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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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執行量體溫、給藥等護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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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8位照服員負責照顧此個案
 主要協助沐浴、換尿布及環境清潔等
 照服員採兩班制
 固定在2C病房輪值
 同時會接觸其他 2C住民及行政人員

 其中2位照服員出現症狀

3-1照顧個案之照服員活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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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送餐服務及生活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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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彰老共8區，各區動線分流
■護理站於通道入口處，不與其他區動線交叉
■各區以防火門間隔
■具獨立移送個案無障礙坡道

 2C病房共9間病室，每間6床均收治5人，計45床
■病室床距100-150cm，床尾距230cm
■與鄰床以布圍簾隔開
■ 1套衛生設備

 獨立空調，具對外窗戶

3-1照顧空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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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病房之住民及工作人員皆與個案持續接觸，均列入
接觸者，合計 57人，均立即採檢並隔離14天
 住民合計44人
 同住病室住民 4人
 其他 8間病室 40人
 工作人員合計 13位
 護理師 3人、照服員 8人
 其他工作人員 1人，清潔人員 1人

3-1 接觸者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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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個案活動空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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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自主健康管理者匡列
 此中心為人口密集機構，除2C病房之外，所有人員

合計437人，均列入自主健康管理
 有症狀者立即採檢，先行隔離等待採檢結果
 共7區病房，包括：
■住民269人
■護理師21人
■照服員88人
■其他工作人員59人(含清潔工3人、行政14人)

47



3-1部彰老全院8區示意圖

住院區

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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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動長照機構接觸者調查及風險評估

【說明官】
衛生局已接獲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來電，通報個案
檢驗結果為陽性。由於長照機構住民均為失能老人，
除了調查暴露及感染風險之外，也要評估失能程度
及慢性疾病的狀況。評估之後，才能依據病人感染
的風險及健康狀況，進行後續安置作業。

狀況3-2:接觸者的風險評估

請衛生局報告。
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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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住民健康狀況

 衛生局初步調查結果發現：
 2C病房44位住民：
■ 65-75歲14人，75歲以上30人。
■ 40位住民罹患慢性病 (包括：糖尿病、高血壓、腎

臟病、心血管疾病等)
 住民失能程度
■長期臥床0人
■坐輪椅43人
■可獨立行走1人

50



3-2住民健康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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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接觸者風險評估
 疾管署防疫醫師協助評估症狀及健康狀況
 住民 44位
■出現疑似症狀2位
■無疑似症狀
 具多重慢性病33位，生命徵象均穩定
 身體狀況穩定9位

 2位照服員有疑似症狀
 出現疑似症狀共 4位，後送部彰就醫採檢收治

52



3-2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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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動長照機構接觸者調查及風險評估

【說明官】
由於失能老人的安置空間有限，照顧人力吃緊，因
此，必須依據接觸者調查及風險評估結果，有效運
用醫療照顧資源， 做出最適當的安置計畫。

狀況3-3:住民安置計畫

請衛生局報告。

5454



3-3住民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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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住民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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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住民安置空間

 有症狀之住民 2人，後送部彰就醫採檢、收治

 無症狀之住民 42人，需安置單人房

 評估縣內安置空間，仍不足 33人

■僅中彰榮家信義三戶1樓整修完成，可收治 9人

■中央集中檢疫所為4樓建築共120間，無電梯設備

■縣內長照機構單人房136間，已收治滿床

■彰化榮家怡園尚未整修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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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機構空間改造
• 原住房空間：6人床 • 調整後住房空間：4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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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臨時安置空間之改造

 部彰老病室寬敞，可依中央指引將6人床改為4人床

■加大床距2公尺以上

■增設實體屏障

 1cm厚強化玻璃，高200cm、長230cm

 部彰老 8間病室改造後，可就地安置32位住民

 移動前後皆以500ppm漂白水進行環境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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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機構空間改造
• 原住房空間：6人床 • 調整後住房空間：4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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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住民接觸者分流安置

 無症狀之住民 42人，需安置隔離 14天

 失能程度低且健康狀態較佳者 9人送中彰榮家

 其餘33位失能程度高之住民於部彰老就地安置

 1位有管路者住單人房

 32位安置在8間4人床病室

 除住民之外，其餘無症狀之工作人員11人，均回家
居家隔離 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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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人員分流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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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照護人力緊急調度支援
部彰老工作人員合計 13位，已返家居家隔離

已請部彰老盤點其他護理區可支援之照護人力

 可調派護理師 4名、照服員7名支援

 不足之照護人力，調派4家機構4位護理人力、7
家機構7位照服員，輪班支援

 中彰榮家安置 9人，失能程度低且健康狀態較佳
者，照顧人力由社會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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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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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照護人員防護裝備升級

除依照住宿型機構工作人員照護新冠肺炎感染風
險服務對象之個人防護裝備建議指引外，另全面
穿著隔離衣，且照護導管留置之住民(如鼻胃管灌
食等)亦須配戴N95口罩及護目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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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全面穿著隔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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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後續監測追蹤

依衛生局指示機構應遵守並落實動線分流管制

 14日內配合居家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規定

機構人員及住民每日健康監測

每日以500ppm漂白水進行環境消毒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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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官】

衛 生 局將疫情調查結果44名住民及13名工作人
員分流安置情況回報指揮官，指揮官指示盡速安
排安置作業，部立彰化老人養護中心依據衛生局
指示準備轉送病人及安置作業。
以上桌上模擬演練到此結束。

686868



演練場地轉移

因場地空間限制，我們請指揮官、次長、
長照司長、中央長官、各局處長官前往
實兵演練場地。

其餘貴賓請留在您目前的座位上收看現
場演練的視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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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照機構送醫、安置、隔離演練

【說明官】

狀況四:長照機構群聚個案送醫、安置、隔離
演練

現場實兵演練

707070



部立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實兵演練

(現場直播)

7171



四、長照機構送醫、安置、隔離演練

【說明官】
將安置狀況回報指揮官，並回報照顧人力缺口，由
指揮官責成社會處啟動支援人力(照顧天使)，排班
協助照顧失能住民。

727272



五、後送其他機構安置照顧

• 【中彰榮譽國民之家 實地演練】

狀況五:後送安置作業

請觀賞現場直播演練。

現場實兵演練

737373



五、後送其他機構安置照顧

【說明官】
將安置妥適之住民受照顧情形回報指揮官，並依指
示持續追蹤監測結果，14天監測期滿無人發病，任
務圓滿達成，人員歸建。

747474



彰化縣長照機構
新冠肺炎群聚事件演練

長官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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