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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新冠肺炎(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

• 這是2019年底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被發現的一個新

的冠狀病毒。最初是世界衛生組織於2019年12月

31日接獲報告，中國當局在湖北省武漢市發現40多

人感染一種新的病毒。這病毒是一種之前沒有鑑定

出來過的冠狀病毒，所以世界衛生組織暫時將之命

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









臨床症狀

• 臨床表現常見發燒、乾咳四肢無力等，也可能出
現咳嗽有痰、頭痛、咳血、腹瀉及味覺消失等症
狀

• 進展到重症患者除X光呈現毛玻璃狀病變的病毒性
肺炎表現外，會出現急性呼吸道窘迫症候群、敗
血性休克、代謝性酸中毒或凝血功能障礙等，甚
至死亡。



咳嗽

頭痛

呼吸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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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無力

腹瀉

嗅覺、味覺消失







新冠肺炎抗疫100天大記事
0121 台灣出現首例確診病例

0131 民眾掀口罩搶購潮。指揮中心宣布全面徵用醫療用口罩，作為調配第一線醫療、警政人員使用

0202 全國高中以下學校延後至2月25日開學

0203 首架武漢包機抵台。247名台商搭乘東方航空包機深夜抵台，機上1人確診

0206 實施「口罩販售實名制」。民眾可持健保卡到特約藥局購買，藥局湧現大批排隊人潮

0208 寶瓶星號返抵基隆港，防疫中心登船檢疫歷程9小時後全數1,709國人歡呼返家

0221 鑽石公主號乘客搭乘華航包機返國。

0229 國內爆發首起醫院群聚事件

0310 第二批武漢包機抵台，陳時中全程在桃園機場坐鎮指揮

0312 口罩實名制2.0上路，民眾可上網預購口罩

0319 全面境管，外籍人士一律限制入境

0324 全面禁止旅客登機來台轉機

0403 指揮中心宣布，高鐵、台鐵、捷運、客運乘客須戴口罩

0404 指揮中心針對11處人潮擠景點發出國家級警告簡訊

0409 口罩日產量達1500萬片，每人限額放寬:兒童14天可領10片，大人14天領9片

0418 敦睦艦隊磐石號爆發群聚感染。至25日止共31人確診

0427 台灣連續15天無本土病例荷蘭為感謝台灣捐贈口罩回贈3999朵鬱金香



本縣各鄉鎮市居家檢疫/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每日通
報曲線圖(衛生局)

13

109.05.07

類別
累計總人

數
目前列
管人數

居家隔離 19 0

入境旅客 60 2

通報檢驗
(自主健
康管理)

699 94

(未含民政居家檢疫人數)



本縣各鄉鎮市居家檢疫
每日通報曲線圖(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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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07

累計總人數 目前列管人數

1,188 74



病人及接觸者處理

• 就醫及病例通報

• 檢體採檢送驗

• 疫情調查-於24小時內完成疫調作業，包括
基本資料、臨床狀況、發病前14天/至就醫
隔離前的活動地點、旅遊史、接觸史、就
醫史

• 接觸者名單建立



接觸者匡列

自個案發病日起至隔離前，在無適當防護下曾有長
時間（大於15 分鐘）面對面之接觸或提供照護、相
處、接觸病患呼吸道分泌物或體液之醫療人員及同
住者

另特殊情況之接觸者匡列原則如下︰

醫院接觸者︰依「醫療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感染管制指引」進行匡列

 航空器接觸者︰座位與個案同一排及前後二排之旅
客、服務個案該區之空服員

 學校接觸者︰同班上課之同學





疾病名稱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狀群
(SARS)

中東呼吸症狀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MERS)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Severe pneumonia with 

novel pathogens)

致病源(病毒)

傳染方式 近距離飛沫、接觸 (直接
或間接)

近距離飛沫、接觸(直接
或間接)、動物接觸傳染
或飲用駱駝奶

有限人傳人，傳染方式可
能為近距離飛沫、接觸(直
接或間接)、動物接觸傳染
(待釐清)

潛伏期 2至7天(最長10天) 2至14天 2至10天(最長14天)

可傳染期 發病前不具傳染力
發病後10天內

無法明確知道天數，若
病人體液或分泌物可分
離出病毒，則仍具傳染
力

未知

動物宿主 果子狸、蝙蝠、麝香貓等 駱駝等 未知

主要流行地區 中國大陸東南地區 中東地區 全球

臨床症狀 發燒、咳嗽、可能伴隨頭痛、倦怠及腸胃道症狀，可
併發呼吸困難或急促

發燒、咳嗽、肌肉痠痛或
四肢乏力、味覺、嗅覺失
調等，少數患者隨病程進
展出現呼吸困難

致死率 約9.6% 約34.4% 約2.6%

國內感染數
(死亡)

347(37) 目前無 435(6)

法定傳染疾病 第一類 第五類 第五類



新冠肺炎防疫作為



落實勤洗手

• 保持經常洗手習慣，以肥皂和清水洗手，如沒有或洗手設備可

用酒精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

• 當咳嗽或打噴嚏後、如廁後、碰觸公共區域後、使用公共物品

(卡拉OK麥克風)、接觸幼兒、看病前後應立即洗手。

• 養成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要立即使用肥皂及清水搓手並澈

底洗淨雙手。



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禮節

• 平常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正確戴口罩。

• 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將已污染之口罩內
摺丟進垃圾桶，並立即更換口罩。

•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或以衣袖
代替。

• 於密閉空間中(電梯、教室…等)，戴口罩僅量避
免交談。

•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室外至少1公尺，室內至少1.5
公尺



生病時在家休養

• 如出現類流感症狀戴上口罩除就醫外，應儘量在
家中休息至症狀緩解後 24 小時以上

• 就診時務必主動告知旅遊史、職業暴露、有關的
暴露，以及身邊是否有其他人有類似的症狀。









2020-02-26元氣網/阿包醫生(巫漢盟醫
師





(1)

500ppm漂白水
(0.1%)

【100cc 漂白水+10公升冷水清水中】1:100

(免洗湯匙5瓢)(1250cc寶特瓶8 瓶)

清潔區域
人員會經常接觸之表面，如：桌面、門把、樓梯扶手、
地板、手龍頭、按鍵(電燈、電梯、飲水機)、洗(乾)衣
機、及脫水機(按鍵及滾筒區) 、健身器材、遊樂設施、
桌椅、電話筒等公共區域。

(2)

5000ppm漂白水
(0.5%)

【1000cc 漂白水+10冷水公升清水中】1:10
(免洗湯匙50瓢)  (1250cc寶特瓶8 瓶)

清潔區域
使用過之浴室、廁所門把、桌面、按鍵(電燈、電梯及
飲水機)等。

(3)

酒精(75%)
平滑金屬表面、桌面及其他無法使用漂白水溶液消毒
之表面，可以進行消毒。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期間應遵守事項：
留在家中（或住宿地點），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不
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居家檢疫期間，應儘量與家人分開居住，共同生活
者須一同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包括佩戴外科口罩、
良好衛生習習慣，並儘可能保持適當距離。

居家檢疫期間，需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
每日亦有負責人員主動聯繫關懷。

如出現不適症狀，應聯繫衛生局依指示就醫，禁止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應注意事項：

請盡量於家中休養並避免外出，如需要外出應配
戴外科口罩。

落實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每日早晚各量體溫一次，詳實記錄體溫及活動史。

如出現不適症狀，主動通報地方衛生局/所，由其
協助就醫且盡量不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請勿以身試法
3/25發佈新聞4/1發佈新聞



違反居家檢疫、隔離規定



安全安心防疫





下階段防疫重點-安全安心防疫

• 長期抗戰兼顧正常生活

• 落實勤洗手、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內化
生活習慣

• 部分國家解封邊境需守住

• 增設防疫旅館避免家庭內感染



降低繼發性感染

• 長者流感、肺炎鏈球菌疫苗別漏打

• 慢性病患者、肥胖者接種流感疫苗



提升免疫系統

• 冬天或天氣寒冷時要做好保暖，身體暖和

• 調整壓力：情緒儘量維持祥和平靜，過渡激
動的情緒會耗掉太多的能量

• 睡要睡得飽、睡得好

• 均衡飲食、少食甜食及加工品

• 規律的運動

• 多接觸大自然

• 保持專注在當下，提醒自己，在這一個當下我
很安全，很放鬆





防疫事大家事



製作各項文宣宣導



5月5日世界手部衛生日
大家正確洗手











防疫事大家事

隨著疫情調整公共政策

基本個人防護作為不改變



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