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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CoV) 

• 冠狀病毒(CoV)屬冠狀病毒科（Coronavirinae），為一群具外套膜（envelope）

之單股正鏈RNA病毒，分α, β, γ, 與δ四個屬，在電子顯微鏡下可看到類似皇冠

的突起，因此得名 

• 人類感染冠狀病毒以呼吸道症狀為主，包括鼻塞、流鼻水、咳嗽、發燒等一般

上呼吸道感染症狀，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ARS-CoV）、中東

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CoV）與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感染後

比一般人類冠狀病毒症狀嚴重，部分個案可能出現嚴重的肺炎與呼吸衰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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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 2019年12月起，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多起病毒性肺炎群聚，多數與武漢華南

海鮮城活動史有關，2020/1/17檢出病原體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 SARS-CoV-2初判基因序列與蝙蝠的冠狀病毒、SARS-CoV相似（約八成相似） 

• 截至2022/8/31全球已有5億確診個案，死亡人數在640萬人以上，在醫療資源

無法負荷國家，致死率在5-10% 

• 病例年齡:全年齡層皆可感染，15歲以下比例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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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 潛伏期: 1-14天(多數為5至6天)  

• 傳染途徑: 吸入含有病毒的呼吸道飛沫及氣膠粒、帶有病毒的飛沫直接噴濺

於眼口鼻黏膜、手部直接碰觸到帶有病毒的飛沫，或間接碰觸帶有病毒的

物體表面，使手部遭受病毒汙染後，再碰觸眼、口、鼻黏膜。 

• 一般的環境，如家具、廚房，消毒可以用1：100的稀釋漂白水（500 

ppm）。浴室或馬桶表面則應使用1：10的稀釋漂白水（5000 ppm）消毒。 

• 75%酒精洗手液可以殺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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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感染比較表 

 

5 Taiwan CDC 



嚴重病毒性肺炎的Coronavirus 

• SARS CoV，MERS CoV 及 SARS-CoV-2 作用受器、潛伏期、R0值、 感染者心血管疾病的盛行

率、平均致死率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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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reviations: CV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ERS CoV,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R0, the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SARS CoV,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2,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JAMA Cardiol. doi:10.1001/jamacardio.2020.1286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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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型冠狀病毒臨床表現 

• 83% 發燒 
• 82% 咳嗽 
• 31% 呼吸喘 
• 少有腹瀉或噁心嘔吐 
• 17% 發生ARDS 
 Lancet Jan 29,2020 



2019新型冠狀病毒臨床表現 

• 進展至重症患者，除雙肺X 光呈瀰漫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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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症率約20%，致死率介 於 

      2.2-14.6%(統計區間不同) ， 

      年齡大及慢性病患較易出現 

      重症及死亡，並有重症及危 

      重症病患於病程初期僅輕微 

      發燒或無發燒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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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的臨床特性 
Study/Country Participants Results 

Guan, et al.  

(NEJM) 

 

China 

 

 

2019/12/11~2020/01/29 

30個省552家醫院 

1099位實驗室確診病患 

 

Mean age: 47 

Female: 41.9% 

 症狀 

最常見: 發燒(入院時43.8%，住院時88.7％)和咳嗽(67.8％) 

腹瀉3.8% 

 潛伏期中位數: 4天；住院天數中位數: 12天  

 Chest CT 

ground-glass opacity: 56.4% 

無明顯異常：非重症17.9% , 重症2.9% 

 入院時Lab data 

Lymphocytopenia 83.2% 

Thrombocytopenia 36.2% 

Leukopenia 33.7% 

 合併症: HTN 14.9%, DM 7.4%, Coronary heart disease 2.5% 

 嚴重度: 重症15.7%, ICU入住5%, 插管2.3%, 死亡1.4% 

 最常見的嚴重併發症為ARDS 3.4% (非重症1.1%, 重症15.6%)及septic shock 1.1% 

(非重症0.1%, 重症6.4%) 

US CDC COVID-19 

Response Team 

 

USA 

 

2020/02/12~2020/03/16 

來自49州、哥倫比亞特區和

三個美國領土通報的4226個

病例(排除從中國武漢和日本

遣返的病例，包括從遊輪遣

返的患者） 

 死亡率 

≥85 y/o: 10%-27%,  65-84 y/o: 3%-11%, 55-64 y/o: 1%-3% 

20-54y/o: <1%, ≤ 19 y/o: no mortality 

 住院率與ICU入住率在各年齡層的分佈與死亡率不同： 

住院和入住ICU在年齡較輕的患者較為常見 

 死亡個案中有20%是20-64 y/o; 住院個案中有20%是22-64y/o (與中國早期的報告

相反) 9 JAMA Cardiol. doi:10.1001/jamacardio.2020.1286  



COVID-19 患者的合併症 (1/2)  

Study/Country Participants Results 

China CDC Weekly 

 

China 

截至2020/02/11 

中國44672位確診個案 

 

• 53%缺少合併症數據 

 

 合併症: CVD 4.2%, HTN 12.8%  

 嚴重度:  

輕度 80.9% (無死亡), 嚴重 13.8% (無死亡), 病危 4.7% (死亡率49%) 

 死亡率隨年齡增加而上升 

 致死率(case fatality rate): 

 Over all: 2.3% 

 50-59 y/o: 1.3%, 60-69 y/o: 3.6%, 70-70 y/o: 8%, ≥80y/o: 14.8% 

所有致死個案中22.7%有CVD 

 有合併症個案的致死率:  

 CVD: 10.5%, HTN: 6%, DM: 7.3%, Chronic respiratory disease: 6.3% 

 性別分佈：男女比例差不多，但男性致死率(3.6%)高於女性(1.6%) 

Chen, et al.  

(Lancet) 

 

China 

2020/01/01~2020/01/20 

來自中國武漢金銀潭醫院，依

據WHO臨時指引診斷的99位個

案 

 

Mean age: 55.5 

Male: 67% 

  40%的患者有潛在的心血管或腦血管疾病 

10 JAMA Cardiol. doi:10.1001/jamacardio.2020.1286  



COVID-19 患者的合併症 (2/2)  
Study/Country Participants Results 

Huang, et al.  
(Lancet) 
 
China 
 

截至2020/01/02來自中國武漢

金銀潭醫院，經實驗室診斷確

診的41位住院病患 

 

Median age: 49 
Male: 73% 

• 32%病患有潛在疾病: 

 CVD 15%, HTN 15%, DM 20% 

 

• 最常見的併發症: 

 ARDS 29%, Viremia 15%, 急性心肌損傷 12% (high-sensitivity troponin 上升), 續發性感

染10% 

 

• ICU患者和非ICU患者血漿中的多種inflammatory biomarkers與健康成年人相比皆升高 

Wang, et al.  
(JAMA) 
 
China 
 

2020/01/01~2020/01/28 
來自中國武漢大學中南醫院，
138位住院病患 
 
Median age: 56 
Male: 54.3% 
 

• 64位病患(46.4%)有ㄧ或多種合併症: 
 HTN 31%, DM 10%, CVD 14.5%, Malignancy 7.2% 

 
• 36位病患(26.1%)因併發症轉至ICU: 
 ARDS 61％, arrhythmia 44%, shock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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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死亡率相關因素 (1/2) 
Study/Country Participants Results 

Yang, et al. 

(Lancet Respir Med) 

 

China 

 

2019/12/24~2020/01/26 

來自中國武漢金銀潭醫院，52

位病況危急入住ICU的病患 

 

Mean age: 59.7 

Male: 67% 

• 28天內的死亡率為61.5% (存活20人, 死亡32人) 

• 40%病患有合併症(存活 vs 死亡: 20% vs 53%)。各合併症分佈: 

 CVD 死亡 vs 存活: 53% vs 20% 

 Chronic cardiac disease 死亡 vs 存活: 9% vs 10%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死亡 vs 存活: 22% vs 0% 

• 大部分病患都有器官受損徵象: 

 ARDS 67%, acute kidney injury 29%, liver dysfunction 29%, pneumothorax 2% 

 Cardiac injury 23%: 定義為high-sensitivity cardiac troponin I (hs-TnI)高於正常值上限 

(>28 pg/mL) (死亡 vs 存活: 28% vs 15%) 

• 與死亡相關的因子：高齡、合併症及ARDS 

Zhou, et al.  

(Lancet) 

 

China 

 

2019/12/29~2020/01/31來自中

國武漢金銀潭醫院及武漢肺科

醫院，經實驗室確診的191位

死亡或出院的病患 

 

Median age: 56 

Male: 62% 

• 死亡54位，存活137位 

• 死亡風險: 隨入院時的年齡、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score)、及 D-

dimer值增加而升高 

• Viral shedding: 存活者中位時間為20天(interquartile range: 17-24天) 

• 致死個案有合併症的比率較存活者高: 

 HTN 死亡 vs 存活: 48% vs 23% 

 DM  死亡 vs 存活: 31% vs 14% 

 Coronary heat disease 死亡 vs 存活: 24% vs 1% 

• 死亡者比起存活者心血管併發症比率較高: 

 Hear failure 比率較高(死亡 vs 存活: 52% vs 12%) 

 Acute cardiac injury 比率較高(死亡 vs 存活: 59% vs 1%) 

 hs-troponin,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如IL-6、ferritin)較高 12 
JAMA Cardiol. doi:10.1001/jamacardio.2020.1286  



COVID-19 死亡率相關因素 (2/2) 
Study/Country Participants Results 

Ruan, et al. 

(Intensive Care Med) 

 

China 

 

來自中國武漢金銀潭醫院及同

濟醫院，經實驗室確診的150位

死亡或出院病患 

 

• 死亡68位(45%)，存活82位(55%) 

• 死亡患者中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比率(13/68)較存活者(0/82)高 

• 68例致死病例的死亡原因: 

 呼吸衰竭: 36 

 心肌損傷和循環衰竭: 5 

 以上兩者皆有: 22 

 不確定原因: 5 

• 死亡個案之troponin, myoglobin, CRP, ferritin, 及IL-6的數值皆較高 

• 此研究顯示COVID-19患者可能有高度的炎性負擔(inflammatory burden)，且可能使

myocarditis相關的cardiac events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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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A Cardiol. doi:10.1001/jamacardio.2020.1286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 109 年1 月15日，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 醫療院所診治病患時，如發現疑似個案符合病例

定義，務必於24小時內通報衛生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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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定義(一) 
2022.6.21 

一、臨床條件 

（一）發燒（≧38℃）或有呼吸道症狀 

（二）嗅、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 

（三）醫師高度懷疑之社區型肺炎 

二、檢驗條件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一）臨床檢體（鼻咽或咽喉擦拭液、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液等）分離並鑑定出新型冠狀病毒。 

（二）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三）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陽性（醫事人員執行抗原快篩）。 

（四）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通過之家用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或核酸檢驗試劑檢測陽
性，並經醫師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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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定義(二) 
2022.6.21 

三、流行病學條件 

發病前 14 日內，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一)有國外旅遊史或居住史。 

(二)曾經與極可能病例或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包括在無適當防護下 

提供照護、相處、或有呼吸道分泌物、體液之直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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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定義(三) 
2022.6.21 

四、通報定義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一) 符合臨床條件(一)及流行病學條件任一項 

(二) 符合臨床條件(二)及流行病學條件任一項 

(三) 符合臨床條件(三) 

(四) 符合檢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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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因應院內發生COVID-19確定
病例之應變處置建議  2022.10.13 

 風險對象之管理措施： 

(一) 管理期間得由醫院依疫情調查結果及群聚風險評估決定。 

(二) 風險對象得進行 1 次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醫院得視傳播風險評

估調整篩檢頻率。 

(三) 工作人員：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若出現任何症狀，應先暫停上班

並進行採檢，待相關症狀緩解及確認採檢結果為陰性後方能返回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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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COVID-19 疫情醫療照護工
作人員返回工作建議 2022.10.13 

 法定傳染病通報個案（非確診）： 

1.檢驗呼吸道檢體病毒核酸檢驗或抗原快篩為陰性，且 

2.退燒超過24小時（未使用退燒藥），且 

3.相關症狀緩解後 

惟若仍於居家隔離期間者，應繼續居家隔離至期滿。 
19 



個人防護 

• 口罩 

• 洗手 

• 沒洗手別碰 眼/鼻/口 

• 執行醫療行為做好ＰＰＥ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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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正確配戴步驟 
• 開：打開包裝並檢查口罩是否有破裂或缺陷，一般設計為有顏色為外層，

此面朝外，且鼻樑片應在最外層上方。 

• 戴：將兩端鬆緊帶掛於雙耳，鼻樑片固定於鼻樑上方，口罩完全攤開拉

至下巴，若必要可打結調整鬆緊帶長度，維持臉部密合度。  

• 壓：雙手食指均勻輕壓鼻樑片，使口罩與鼻樑緊密結合。  

• 密：可透過鏡子輔助或觸摸確認口罩是否正確配戴，包含內外側、帶子

鬆緊、鼻樑片方向及形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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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衛生 
• 時機: 

1.接觸病人前 

2.執行清潔/無菌操作技術前 

3.曝觸病人體液風險後 

4.接觸病人後 

5.接觸病人週遭環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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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步驟七字訣 

內 外 夾 弓  

          大 立 完(腕) 



洗手七步驟 



 



 



洗手要多久？ 

•濕洗手平均 : 40-60秒 

•乾洗手平均 : 20–30秒 



醫療照護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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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實習學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武漢肺炎)」因應措施 

• 以下狀況暫停見實習： 

（一）符合居家隔離者。 

（二）自主防疫期間有症狀或無2日內家用抗原快篩陰性檢驗結果者。 

（三）依教育部公告，醫院之實習環境及狀況符合應暫停實習條件。 

• 加強見實習學生教育訓練（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數位學習課程）、防護措施（口

罩配戴、手部衛生管理等） 

• 單位主管每日監測與關懷所有見實習生健康狀況，如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如流鼻水.

咳嗽.喉嚨痛)、腹瀉(每日三次以上)、皮膚紅疹或其他症狀等，須立即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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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識能測驗 

 

完成測驗當下即可得知測驗成績，
測驗須達滿分為止始能開始實習。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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