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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社區醫療防疫安全體系-基層醫師



1. 疫情狀況

資料提供：https://covid19.who.int/

https://covid19.who.int/


資料提供：https://covid19.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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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北市醫師公會防疫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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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診所的防疫重要性

• 回國民眾就醫，診所高
達64%，診所是防疫不可
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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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診所的防疫整備

• 初期面對防疫戰備物資不足的困境

• 邱泰源理事長依據SARS疫情經驗指示

• 動線管理及分流轉介的處理原則（SOP）

• 向政府爭取防疫戰備物資的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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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2日召開流行性感冒及
武漢肺炎記者會

• 1月22日，台北市醫師公會
成立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
炎)緊急應變小組，洪德仁
常務理事為召集委員、林應
然理事為副召集委員，訂定
第一版的處置原則

• 共召開11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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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2.4 訂定處理原則（SOP）

• 與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學者專
家（黃立民教授、顏慕庸院
長）、台北市、新北市醫師公
會一起討論

• 因應疫情變化，做適當修改，
共計改版5次

• 著重於處理原則(動線管理、
分流轉介)及防疫物質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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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診所防疫SOP 1

• 著重動線管理及分流轉介

• 在診所門口張貼海報，提醒戴口罩就醫、量體溫、TOCC

• 進入診所馬上量體溫、酒精洗手，請病人拿健保卡讀卡，查詢及
詢問TOCC

• 完成後進入診間，醫師再次讀卡，從雲端查詢旅遊史、接觸史、
職業史，再次關懷詢問

• 進行正常的診療

• 病人看完診後，請他到空氣流通的走廊等待，藥師進行調劑，藥
師交付藥品並還健保卡

10



2.5 診所防疫SOP 2

• 若有特殊旅遊史、接觸史、職業史、相關症狀或發燒的病人，告知病
人需要跟防疫專線聯絡，請病人到走廊等候

• 醫師和1922或台北市防疫專線0223753782聯絡，請教討論通報與否，
若需要通報，則提供民眾的相關基本資料，包括：姓名、電話、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字號、住址、連絡電話，進行後續的追蹤

• 開立電子轉診單，轉介到鄰近的醫學中心，並和該醫院急診部電話連
絡，告知即將轉介病人前往就醫

• 提供電子轉診單給予病人，並且告知立即就醫，再次提醒戴口罩、幫
忙酒精洗手，並提醒不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醫院

• 若病情嚴重者，則防疫中心會派救護車前來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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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同仁及環境管控

• 醫師及醫療團隊（含工作人員），著裝髮
帽、適當口罩、面罩、手套提供服務，隨
時用自來水、肥皂洗手或酒精洗手

• 每小時至少一次，以稀釋消毒水，抹布擦
拭走廊椅子、門口把手、候診椅子、掛號
台、診療椅、醫師診療椅、診療桌面、通
道門的把手、廁所把手、扶手、馬桶蓋及
坐墊等

• 保持診所的通風，常態打開前後門、電風
扇、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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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防疫戰備物資整備

• 政府配發相關防疫戰備物資，
包括：醫療口罩、外科口罩、
N95口罩、面罩等

• 其他物資，包括：藥用酒精、
隔離衣、手套、髮帽等，大多
由診所自行購買，也遇到物資
不足的困境

• 台北市自2月發展出12個戰備
物資分區配置（診所），給基
層醫師便利的請領方式，迄今
已經提供700萬片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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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hfcATWdmg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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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通訊診療

• 鼓勵及培訓診所醫師參加，配合衛生局指定

•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民眾，有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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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居家醫療

• 在安全防護條件下，持續提供居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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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正常的診療服務

• 疫情期間，很多病患不敢前往醫學中心就醫

• 鼓勵民眾前往社區診所，就近提供慢性病、相關疾病的健康守門
及診療服務，維持正常的分級醫療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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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防疫知能的宣導

• 醫師幹部在各電視台政論節目、
電台、fb、學校、社區等，並
投稿報章、醫學會及醫師公會
雜誌、網路媒體，進行防疫知
能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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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社會處方

• 台灣醫界雜誌

• 想想論壇

• 您好我好：向醫療防疫
團隊致敬系列活動，手
做漢堡及卡片2000份，
前往10家醫院

18



社區醫師和社會處方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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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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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https://www.maybushmedicalcentre.co.uk/info.aspx?p=9資料提供：https://www.england.nhs.uk/personalisedcare/social-prescribing/



2.13 協助及指導社區據點、機構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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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診所考察(3月16日)

• 邱泰源立法委員帶領立法院及衛福部同仁實地考察，肯定與鼓勵各
級醫療團隊對防疫的付出與貢獻，了解醫療院需要政府協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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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參與地方政府防疫會議

• 參與台北市政府防疫會議

• 建立窗口聯繫:台北市衛生局歐
佳齡專門委員、台北市醫師公
會洪德仁常務委員

• 新北市、宜蘭縣也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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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區域、跨專業合作

• 區域合作:台北市醫師公會邀請北北基宜生活圈的醫師公會一起
共同參與，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

• 跨專業合作:邀請台北市醫師公會、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台北市
中醫師公會、台北市藥師公會、台北市護士護理師公會、台北市
醫事檢驗師公會、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等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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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受贈防疫物質

• 扶輪社、國際蘭馨交流協會捐贈防疫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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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捐贈日本防疫物質

• 捐贈日本川崎、福
岡、沖繩縣醫師會
防疫面罩、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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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通訊會議、教育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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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國際及AFHC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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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PGY醫師及陽明大學國際公共衛生學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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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醫療防疫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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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SARS

2009：H1N1

2012：MERS-CoV

2014：Ebola virus infection

1

3

2

4

2015：MERS-CoV(Korea)

2016：Zika virus infection

2019：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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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台灣新興傳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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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加坡醫療防疫診所(PH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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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級基層醫療防疫模式

• 建立在社區醫療群及分級醫療

• 張必正、邱泰源:台灣以創新
的分級基層醫療防疫模式因應
長期對抗 COVID-19疫情(台灣
醫界,2020, Vol.63, No.5., 
BJGP Ope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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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社區醫療防疫安全網 1

• 因應國外持續的疫情，台灣要做好國境管制，落實防疫新生活，
著重醫療的保全

•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保留80%的診所持續提供正常的醫療及
慢性病服務，20%的診所以社區醫療群醫師為基礎，耳鼻喉科、
小兒科、家醫科等診所，強化防疫的裝備和能力，成為「社區醫
療群強化診所(Community Healthcare Groups Prepared 
Clinics,CHGPC)」。必要時，提供流感快篩，並給予抗病毒藥劑、
抗生素、症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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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社區醫療防疫安全網 2

• 衛生所、社區醫院和自願參加的診所組成，提供Ｘ光設備採檢的功能，
承接由CHGPC轉介個案，給予輕症治療、重症轉診。原則上，每一行政
區設立一所，目前已經整備167家社區採檢站(Community Screening 
Station,CSS)，醫師公會鼓勵醫師自願參與社區採檢站，以補足人力
的需求

• 秋冬防疫新生活

• 還是記得要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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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社區醫療防疫安全網：社會安全層面

• 疫情造成不安，經濟受到影響，重視心理諮商

• 零接觸的醫療，零距離的感動

• 健康資訊管理系統和可攜帶的檢查儀器

• 遠距醫療的契機

• 重視兒童安全議題

• 建構醫療防疫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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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COVID-19 死亡率和經濟發展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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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OVID-19 死亡率和GDP的關聯性

38角落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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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OVID-19 和永續發展的關連性

SDG3 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

SDG4 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SDG8 Promote sustained,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SDG9 Buil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promot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ster innovation

SDG11 Make cities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SDG12 Ensur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SDG17 Strengthen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10 開啟醫療防疫及醫學教育契機

• 11月18日中午1時，於台大
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舉
行謝博生院長醫學人文論
壇

• 開啟醫療防疫及醫學教育
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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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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