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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發展署: “The greatest challenge we have faced since World War Two.”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visualizing-what-covid-19-does-to-your-body/





JAMA. 2020 Feb 24. doi: 10.1001/jama.2020.2648

新冠肺炎
臨床表現



Structure of coronavir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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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在台灣
確診病例: 486例
死亡病例: 7例



境外移入是台灣主要的傳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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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新冠病毒可能來源與突變
Haplotype analysis of SARS-CoV-2 viruses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10.1093/nsr/nwaa036



新冠病毒可能的跨洲傳播途徑及群聚

DOI: 10.12074/202002.00033



新冠病毒可以離體存活

Journal of Hospital Infection 104 (2020) 246e251



新冠病毒可以離體存活，但受溫溼度影響

J Gen Virol. 1985 Dec;66 ( Pt 12):2743-8. doi: 10.1099/0022-1317-66-12-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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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悍的新冠病毒傳播力



大數據累積新冠病毒臨床病史
及死亡相關危險因子

Lancet. 2020 Mar 11. pii: S0140-6736(20)30566-3

 For survivors, the median duration of 
viral shedding was 20·0 days (IQR 17·0–
24·0) from illness onset, but the virus 
was continuously detectable until death 
in nonsurvivors. The shortest observed 
duration of viral shedding among 
survivors was 8 days, whereas the 
longest was 37 days. 

 Among 29 patients who received 
lopinavir/ritonavir and were discharged, 
the median time from illness onset to 
initiation of antiviral treatment was 14·0 
days (IQR 10·0–17·0) and the median 
duration of viral shedding was 22·0 days 
(18·0–24·0). 

 The median duration of viral shedding 
was 19·0 days (17·0–22·0)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disease status and 24·0 days 
(22·0–30·0) in patients with critical 
disease status.



輕症痊癒者之中和抗體產生量不一



JAMA Intern Med. Published online July 21, 2020. doi:10.1001/jamainternmed.2020.4130

社區中不可避免的高比例無症狀帶病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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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成功經驗

關鍵因素:
1. 專業領導
2. 證據引導政策
3. 中央與地方的合作無間
4. 醫護人員的辛勞付出



口罩是對抗病毒威脅的主要關鍵

疫情初期：日生產量約100萬片

現生產量：約2000萬片





上升中的口罩需求

Survey says 
masks will be on 
people’s faces at 
least through 
early 2021

麥肯錫



證據引導政策

新案例與群
聚感染每日
追蹤報導
指標個案被
確認及隔離



資訊匯集降低誤解



疫情初期高比例之PCR篩檢涵蓋率

 Nasopharynx and oropharynx 
samples sent to center for test, 
results available within 12-24hrs

 Sputum sample, and plasma 
samples for antibody detection

 Three negative results for 
confirm virus free



邊境管控阻絕可能外來病毒進入

機場海關



北醫附醫「零接觸式防疫科技平台」

 於病房利用影像與紅外線偵測技術，內建 AI 演算法可鎖定病人自動量
測心律、呼吸和體溫等數據病人透過行動裝置掃描QR code 下載醫院
App 即可掌握自身生理數據、醫療紀錄及電子衛教資源。

 病人動態儀表板
 遠距視訊病歷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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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新冠病毒之藥物使用實證
藥物名稱 目前實證

Ritonavir
/lopinavir
interferon

 藥物接受器模擬研究顯示lopinavir/ritonavir對SARS-CoV-2可能有療效。
 隨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99名使用lopinavir/ritonavir之嚴重肺炎

(SpO2<94%)成人(>18歲)患者與100名接受標準治療者相比，兩組達臨床改
善天數與28天死亡率均無統計顯著差異，lopinavir/ritonavir治療組中有
13.8%因副作用而停止用藥。

 隨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86名接受lopinavir/ritonavir合併ribavirin與IFN-β1b
的輕症患者，相較於41名僅接受lopinavir/ritonavir者，較早清除病毒(陰轉
天數中位數7 vs 12天)與達症狀緩解。

Remdesivir  體外試驗顯示有抑制病毒效果。
 個案報告顯示患者於入院第七天起使用remdesivir，隔日起病況改善。
 恩慈療法結果顯示，68%患者用藥後氧氣需求下降，插管與非插管病患追
蹤18天死亡率分別為18%與5%。

 小規模隨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158名接受remdesivir治療的嚴重肺炎病患，
相較於接受標準治療者，兩組達臨床改善或病毒清除天數均無顯著差異。

 大規模隨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538名接受remdesivir治療的嚴重肺炎病患，
相較於521名接受安慰劑者，較快達臨床改善(臨床改善天數中位數11 vs 
15天)。

 隨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397名接受五天或十天remdesivir治療的嚴重肺炎
病患，校正收案時疾病嚴重度後，臨床改善率並無統計差異

第七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臨床處置暫行指引



針對新冠病毒之藥物使用實證
藥物名稱 目前實證

(Hydroxy)chlor
oquine +/-
azithromycin 

 體外試驗顯示chloroquine與hydroxychloroquine均有抑制病毒與免疫調節
(immune modulation)效果，且hydroxychloroquine用於暴露後預防亦可達有
效抑菌濃度。

 小規模非隨機臨床試驗顯示，接受hydroxychloroquine與azithromycin治療
之輕症患者較早清除病毒。但大規模回溯性研究顯示接受
hydroxychloroquine(+/- azithromycin)治療並無顯著降低重症或死亡率，且
增加產生心律不整之風險。

 接受高劑量chloroquine或合併azithromycin治療之患者，有較高比例出現
QT延長之副作用。

 隨機臨床試驗顯示，家戶內或職場確定病例接觸者於暴露後四天內接受
hydroxychloroquine預防性投藥，並未降低14天內COVID-19症狀發生率

IL-6 inhibitor 
(tocilizumab
/siltuximab)

小規模觀察性研究顯示，患者接受IL-6 inhibitor (siltuximab)治療後CRP明顯下
降，但僅約三成臨床改善

Convalescent 
plasma 

小規模觀察性研究顯示，部分患者接受恢復期血清注射後抗體上升、病毒量
下降、臨床症狀改善

第七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臨床處置暫行指引



摘錄自 Lancet. 2014 May 3;383(9928):1581-92

上呼吸道

鼻咽

口咽

咽喉

下呼吸道

氣管

支氣管/
細支氣管

肺泡

呼吸道是新冠病毒的主要攻擊目標

藉由飛沫傳播，
新冠病毒以懸浮
微粒形式攻擊人
體，上呼吸道是
首要部位。患者
會有發燒，咳嗽，
鼻涕，或其他相
關症狀。

部分病患由於免
疫力或是結構問
題，病毒會進入
下呼吸道。此時
由於下呼吸道與
肺泡具備ACE2
受體，病毒複製
速度加快，導致
肺炎或呼吸衰竭
等等病情變化。

上下呼吸道保護之道
1. 使用口罩避免直接吸入
病毒微粒

2. 避免於有傳染風險的密
閉空間交談

3. 治療鼻腔過敏，改善對
抗病毒免疫力。

4. 治療呼吸中止，減少口
腔部病毒吸入氣管風險。

5. 戒菸
6. 改善環境溫溼度，降低
空氣汙染因子，減少過
敏原，提升環境免疫力。



表皮黏膜細胞穩定度是
對抗病毒的首要條件

32AnnalsATS Volume 11 Supplement 1| January 2014



鼻噴劑及抗組織胺
改善鼻道功能及鼻倒流

吸入性類固醇
改善過敏性氣道發炎

抗氧化劑 (NAC)
減少氣道急慢性氧化壓力下
發炎, 導致痰液產生增加

建立良好的上下呼吸道環境

吸入性支氣管擴張劑
改善氣道不正常收縮及

黏液調控

抗生素
減少氣道生物膜, 免疫調控, 

以及細菌相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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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區分的季節型流感與新冠肺炎

JAMA.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14, 2020.
doi:10.1001/jama.2020.14661



境外移入是台灣主要的傳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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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發現指標個案?
 如何標定高風險國家?



建立不同形式的快篩能量



建立科學性本土資料，厚積防疫能量

聯合報 08/19 00:05

下一個本土案例是否會出現?

安全有效的疫苗何時上市?

COVID-20 是否出現?

我什麼時候可以放心出國?



謝謝指教

March 30, 2020. REUTERS/Ann Wang


	新冠肺炎在台灣�現狀與突破
	大綱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境外移入是台灣主要的傳播途徑
	大綱
	複雜的新冠病毒可能來源與突變
	新冠病毒可能的跨洲傳播途徑及群聚
	新冠病毒可以離體存活
	新冠病毒可以離體存活，但受溫溼度影響
	強悍的新冠病毒傳播力
	大數據累積新冠病毒臨床病史�及死亡相關危險因子
	輕症痊癒者之中和抗體產生量不一
	投影片編號 17
	大綱
	台灣的成功經驗
	口罩是對抗病毒威脅的主要關鍵
	投影片編號 21
	上升中的口罩需求
	證據引導政策
	資訊匯集 降低誤解
	疫情初期高比例之PCR篩檢涵蓋率
	邊境管控阻絕可能外來病毒進入
	北醫附醫「零接觸式防疫科技平台」
	大綱
	針對新冠病毒之藥物使用實證
	針對新冠病毒之藥物使用實證
	投影片編號 31
	表皮黏膜細胞穩定度是�對抗病毒的首要條件
	投影片編號 33
	大綱
	不易區分的季節型流感與新冠肺炎
	境外移入是台灣主要的傳播途徑
	建立不同形式的快篩能量
	建立科學性本土資料，厚積防疫能量
	謝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