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 西中牙醫診所感染管制查核表 

診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日期___年__月__日 

編號 項目  結果評核 備註 

1 
張貼明顯告示，提醒就醫民眾與陪病者，若有發

燒或/和呼吸道症狀請配戴口罩候診。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2 
對發燒或疑似感染之病人有詢問TOCC(旅遊史、職

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之機制。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3 
應遵循標準防護措施及依照傳染途徑(空氣傳播、

飛沫傳播、接觸傳播等)，採取適當感染管制對策。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4 

依照診所設置標準規定，設有濕洗手設備(包括肘

動式、踏板式或感應式等非手控式水龍頭、液態

皂、手部消毒劑及擦手紙)；並備有方便可及且數

量足夠之酒精性乾洗手液。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5 

醫料照護人員在(1)接觸病人之前、(2)執行清潔/無

菌操作技術之前、(3)有暴露病人血液體液風險之

後、(4)接觸病人之後、(5)接觸病人週遭環境之後，

皆有確實執行洗手（洗手包括濕洗手及乾洗手）。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6 訂有傳染病通報機制，有專人負責傳染病之通報。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7 
於診間或候診區張貼最新疫情防治文宣提醒民

眾。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8 

取得最新疫情資訊，傳達診所內各相關單位；如

有新興傳染病疫情或大規模感染事件發生時，應

依照衛生主管單位的最新規定，規劃並執行相關

感染管制處置作為。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9 

以無菌操作技術在清潔乾淨區域準備注射藥品；

應使用新的注射針和針筒進入藥瓶抽取藥品，不

可將針頭留置於藥瓶上重複抽取藥品，且病人使

用過注射針和針筒不可重複使用。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10 
注射針、針筒、注射藥品使用的管路(tubing)和轉

接器(connector)等，只能使用於單一病人。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編號 項目  結果評核 備註 

11 
單一劑量包裝或單次使用的小瓶裝、安瓿裝、瓶

裝、袋裝靜脈注射藥品僅限單一病人使用。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12 

多劑量包裝的注射藥品在開封後應標註日期（開

封日與到期日）及存放於適當環境，並應依廠商

說明使用，超過開封後可使用期限應立即丟棄；

若廠商說明書未載明開封後可使用期限，應依藥

典規範或根據操作環境、流程及藥品特性，審慎

訂定藥品期限；最長不可超過28天。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13 
多劑量包裝藥品如果要提供不只一位病人使用，

應集中存放在清潔乾淨區，避免交叉汙染。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14 

醫療單位有能安全處理感染性廢棄物及尖銳廢棄

物的容器；且工作人員應明確知悉使用後的尖銳

物品處理步驟。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15 
有尖銳物品扎傷及血液、體液暴觸事件發生後之

追蹤機制，並確實執行。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16 
依實務需求備有合格之個人防護裝備，如：手套、

口罩、工作服、眼臉防護裝備、隔離衣等。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17 

定期清潔並確實消毒照護環境、設施及儀器面板

等；門診區若設有兒童遊戲設備，每天應至少一

次以能殺死腸病毒及諾羅病毒之消毒劑(如漂白

水等)確實消毒(含所有玩具)，並留有紀錄。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17-1 
有無設置兒童遊戲設備，如投幣式電動遊戲機(搖

搖馬) 

□有，於診所內 

□有，於診所外 

□無 

 

18 

執行醫材及醫療器械(包括軟式內視鏡)之清潔、消

毒、滅菌程序，應確實依照廠商建議與相關指引

辦理，並訂有適當監測機制；若屬單次使用之醫

療器材，不再重複使用。 

□ 符合   

□ 部分符合    

□ 不符合 

 

19 監測衛材使用效期，不得使用及儲放過期物品。 

□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受查診所代表人簽名                 稽查員簽名                  

 



111年 西中牙醫診所感染管制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診所版) 

編號 項目  查核說明 查核共識 

- 總則 

1、 本年度感染管制查核對象係指衛生福利

部醫事管理系統登記為西醫診所者。 

2、 本查核項目係依據疾病管制署公告之

「診所督導考核之感染管制建議項目及

評量說明」訂定。 

3、 相關資訊皆公告於-本局全球資訊網/下

載專區/表單下載/111診所督考-感染管制

診所參考資料，請診所自行下載使用。 

 

 

 

1 
張貼明顯告示，提醒就醫民眾與陪病者，若有發

燒或/和呼吸道症狀請配戴口罩候診。 
入口處須張貼呼吸道與咳嗽禮節相關海報。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單下

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下下載呼

吸道與咳嗽禮節相關海報。 

2 
對發燒或疑似感染之病人有詢問TOCC(旅遊史、職

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之機制。 

診間須張貼詢問TOCC與通報法定傳染病之

提醒。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單下

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下下載

TOCC問診提醒單張。 

3 
應遵循標準防護措施及依照傳染途徑(空氣傳播、

飛沫傳播、接觸傳播等)，採取適當感染管制對策。 

診所內是否具疾病管制署「門診感染管制措

施指引」或相關對策指引，並隨時可取用傳

閱。 

1、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

單下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

下下載「門診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2、 紙本或電子檔皆可，如為電子檔，須以



編號 項目  查核說明 查核共識 

電腦顯示並置於桌面。 

4 

依照診所設置標準規定，設有濕洗手設備(包括肘

動式、踏板式或感應式等非手控式水龍頭、液態

皂、手部消毒劑及擦手紙)；並備有方便可及且數

量足夠之酒精性乾洗手液。 

1、 濕洗手設備依門診感染管制指引設立：

洗手臺並備有肥皂、擦手紙。 

2、 乾洗手設備依門診感染管制指引設立：

診間及候診區此二區域提供酒精性乾洗

手。 

 

5 

醫料照護人員在(1)接觸病人之前、(2)執行清潔/無

菌操作技術之前、(3)有暴露病人血液體液風險之

後、(4)接觸病人之後、(5)接觸病人週遭環境之後，

皆有確實執行洗手（洗手包括濕洗手及乾洗手）。 

醫療照護人員知道並能清楚說出手部衛生

五時機並須張貼落實正確洗手海報單張。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單下

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下下載洗

手五時機與正確洗手單張。 

6 訂有傳染病通報機制，有專人負責傳染病之通報。 

1、 指定專人負責傳染病通報與聯繫事務，

請負責專人說明以下： 

通報時機：有疑似法定傳染病之病人。 

通報方式：填寫報告單，傳真至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並電話通知。 

2、 須出示法定及新興傳染病個案(含疑似病

例)報告單。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單下

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下下載法

定及新興傳染病個案(含疑似病例)報告單。 



編號 項目  查核說明 查核共識 

7 
於診間或候診區張貼最新疫情防治文宣提醒民

眾。 
須張貼最新疫情防治文宣。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單下

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下下載疫

情防治宣導海報。 

8 

取得最新疫情資訊，傳達診所內各相關單位；如

有新興傳染病疫情或大規模感染事件發生時，應

依照衛生主管單位的最新規定，規劃並執行相關

感染管制處置作為。 

診所內部須有最新疫情資訊，並可隨時取用

傳閱。 

1、 進入疾病管制署官網(www.cdc.gov.tw)→

搜尋「疫情監測速訊」，即可下載。 

2、 紙本或電子檔皆可，如為電子檔，須以

電腦顯示並置於桌面。 

9 

以無菌操作技術在清潔乾淨區域準備注射藥品；

應使用新的注射針和針筒進入藥瓶抽取藥品，不

可將針頭留置於藥瓶上重複抽取藥品，且病人使

用過注射針和針筒不可重複使用。 

1、 操作區須張貼安全注射行為說明單張。 

2、 藥品準備區是否為清潔乾淨區域。 

3、 檢查治療區、藥品準備區等區域是否有

已開封未丟棄的注射針或針筒，包括預

先填充藥品的針筒以及將針頭置在藥瓶

上。 

4、 詢問醫護人員認為「使用相同針筒更換

針頭的方式抽取注射藥劑」是否適當，

以及是否曾經這樣操作。 

1、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

單下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

下下載落實安全注射宣導單張。 

2、 「乾淨區域」指不會接觸到血液、體液、

污染的儀器設備或受到其汙染的區域。 

3、 使用前才可抽藥，不可事先抽。 

4、 將針頭留置在藥瓶上，會破壞包裝完整

性，增加藥品汙染風險。 

5、 針頭或針筒只要一經使用就要視為已經

污染，都必須丟棄，不可重複使用。 

10 
注射針、針筒、注射藥品使用的管路(tubing)和轉

接器(connector)等，只能使用於單一病人。 

1、 檢查治療區、藥品準備區等區域是否有

已開封未丟棄的管路或連接器。 

1、 針筒有可能因管路回流被微量的血液汙

染。 



編號 項目  查核說明 查核共識 

2、 詢問醫護人員認為「使用管路注入藥

品，可重複使用針筒」是否適當，以及

是否曾經這樣操作。 

2、 針頭、針筒、IV管路等組件屬於一次性

使用的衛材，一但連結使用就要視為已

經污染，必須丟棄。 

11 
單一劑量包裝或單次使用的小瓶裝、安瓿裝、瓶

裝、袋裝靜脈注射藥品僅限單一病人使用。 

檢查冰箱、治療區、藥櫃等區域是否有已開

封的單一劑量包裝或單次使用注射藥品。 

1、 單一劑量與多劑量定義應由藥品廠商說

明書為準，如無廠商說明書，目前由診

所人員自行說明即可；但仍須提醒診所

單一劑量與多劑量定義應由藥品廠商說

明書為準，勿以藥品包裝體積做為判斷

依據。 

2、 單一劑量包裝通常不含防腐劑，使用後

如有殘留應立即丟棄。 

12 

多劑量包裝的注射藥品在開封後應標註日期（開

封日與到期日）及存放於適當環境，並應依廠商

說明使用，超過開封後可使用期限應立即丟棄；

若廠商說明書未載明開封後可使用期限，應依藥

典規範或根據操作環境、流程及藥品特性，審慎

訂定藥品期限；最長不可超過28天。 

1、 檢查已開封的多劑量包裝藥品是否標示

開封日期或開封後可保存的截止日期。 

2、 計算開封日期與稽核日期差距天數，確

認沒有超過廠商說明書指定天數；若廠

商說明書沒有註明，則可存放之最長天

數以28天為限。 

3、 確認藥品開封日期及使用期間均沒有超

過產品有效日期。 

1、 單一劑量與多劑量定義應由藥品廠商說

明書為準，如無廠商說明書，目前由診

所人員自行說明即可；但仍須提醒診所

單一劑量與多劑量定義應由藥品廠商說

明書為準，勿以藥品包裝體積做為判斷

依據。 

2、 建議診所，如果可以，多劑量包裝最好

僅提供給單一病人使用，但如果沒有，

只要保存與操作符合規範，目前仍視為



編號 項目  查核說明 查核共識 

符合。 

3、 多劑量包裝注射藥品開封後應標示開封

日期或開封後可保存的截止日期，保存

期限以廠商說明書為準，如無廠商說明

書，以28天為限。 

13 
多劑量包裝藥品如果要提供不只一位病人使用，

應集中存放在清潔乾淨區，避免交叉汙染。 

請受查單位說明多劑量藥品的儲存地點及

檢查治療區是否存放已開封或未開封的多

劑量包裝藥品。 

「乾淨區域」指不會接觸到血液、體液、污

染的儀器設備或受到其汙染的區域。 

14 

醫療單位有能安全處理感染性廢棄物及尖銳廢棄

物的容器；且工作人員應明確知悉使用後的尖銳

物品處理步驟。 

須有安全處理感染性及針類廢棄物的容

器，且容器須標示生物醫療廢棄物標示。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單下

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下下載生

物醫療廢棄物標示(感染性廢棄物)。 

15 
有尖銳物品扎傷及血液、體液暴觸事件發生後之

追蹤機制，並確實執行。 

須出示醫療機構扎傷及血、體液暴觸後建議

處理流程：包括扎傷及血、體液暴觸後建議

處理流程、員工扎傷通報記錄單。 

1、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

單下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

下下載「工作人員針扎事件處理標準程

序(扎傷及血液體液暴觸之感染控制措施

指引)」。 

2、 紙本或電子檔皆可，如為電子檔，須以

電腦顯示並置於桌面。 

16 
依實務需求備有合格之個人防護裝備，如：手套、

口罩等。 

口罩:為領有衛署(部)醫器製、衛署(部)醫器

陸輸、衛署(部)醫器輸等許可證字號之一般

依實務需求備有相關合格之個人防護裝

備，口罩一定要有，其他則提醒如有實務需



編號 項目  查核說明 查核共識 

醫用口罩，且須在效期內。 

手套: 效期內之一般檢驗或乳膠手套(免看

許可證)。 

求仍須備有。 

17 

定期清潔並確實消毒照護環境、設施及儀器面板

等；門診區若設有兒童遊戲設備，每天應至少一

次以能殺死腸病毒及諾羅病毒之消毒劑(如漂白水

等)確實消毒(含所有玩具)，並留有紀錄。 

1、 提供環境設備定期清潔、消毒等執行記

錄，需出示診所環境清潔記錄表。 

2、 需出示或說出漂白水之正確調配與消毒

方式。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單下

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下下載

「診所環境清潔紀錄表(參考格式)」及漂白

水之正確調配與消毒方式，使用診所自製的

紀錄表亦可。 

17-1 
有無設置兒童遊戲設備，如投幣式電動遊戲機(搖

搖馬) 

僅須調查有無設置即可，如有設置，提醒亦

須定期清潔消毒並留紀錄。 

 

18 

執行醫材及醫療器械(包括軟式內視鏡)之清潔、消

毒、滅菌程序，應確實依照廠商建議與相關指引

辦理，並訂有適當監測機制；若屬單次使用之醫

療器材，不再重複使用。 

1、 診所執行清潔、消毒、滅菌等程序，依

廠商建議與相關指引辦理：須出示相關

說明書與指引。 

2、 提供定期清潔、消毒、滅菌等執行記錄；

如屬單次使用之醫療器材，不再重複使

用：需出示診所器械消毒記錄表。 

診所可至本局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表單下

載/111年診所感染管制查核作業項下下載

「診所器械消毒記錄表 (參考格式)」，使用

診所自製的紀錄表亦可。 

19 監測衛材使用效期，不得使用及儲放過期物品。 
不得使用、儲放過期物品與衛材(手套、口

罩、棉棒、紗布、隔離衣…等)。 

過期物品須集中管理報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