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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官方的觀點而言，新冠肺炎的防疫非

常成功：經濟不但沒有受創，連續這兩年GDP還
有成長，2021年所得稅超收4000億元，傲視世界
各國。台灣四面環海，努力邊境封鎖，決戰於境

外，在世界各國新冠大流行排序，是倒數第七的

國家，所以在大流行之前，有充分的時間準備。

絕大多數國民都有施打疫苗(2300萬人口，其接
種人次已達6000萬劑)，甚至抗病毒藥物也備齊
在各醫院、診所；唯一美中不足的是75歲以上國
民施打疫苗的比例不高(其中82%~連1劑疫苗都
沒有施打，換算約有27萬人)。整體而言，我們
醫療沒有崩壞，在流行的最高峰2022年5、6月，
醫院雖然滿載，但不至於有重症無病床可住的窘

境，死亡人數也在可以接受的範圍。這個結果當

然要歸功於：

1. 政府組織架構明確，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統一事權，統籌各部會齊心防疫。

2. 邊境封鎖得宜。
3. 台灣許多優秀的人才嚮往醫學系，醫事人員素
質優異，加上都有不忍人之心，願意在最艱困

的環境，堅守崗位。長時間穿上隔離衣照顧重

症病人、PCR採檢，犧牲奉獻令人感動。
4. 健保制度讓台灣的醫療遍佈全國各地，可近
性高，非常有效率，可以承受繁重的醫療負

擔。尤其健保卡註記，雲端藥歷及檢驗等，

對防疫、治療病人幫忙甚大。

5. 醫師公會全聯會在邱泰源理事長的領導之
下，非常認真努力，精誠團結，每兩個禮拜

舉行一次防疫會議，幾乎每次都聘請黃立民

教授、顏慕庸主任等專家與會報告解惑，讓

家醫計畫「醫療群」在COVID-19防疫之關鍵地位

所有的理事長把最新訊息帶回到各縣市醫師

公會，當然無形中大幅提升台灣的防疫水

準。

6. 台灣民眾素質甚高，大家都願意共體時
艱，承擔自己的不方便，努力NPIs  (Non-
pharmaceutical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非藥
物公衛防疫措施)，讓疫情不至於蔓延。

7. 台灣的輿論非常自由、透明、發達，所有的
資訊都可以在第一時間傳遞給絕大部分國

民，不管是從電視、報紙、臉書、Line等，讓
所有的國民第一時間接收到最新的資訊，知

識就是力量，防疫自然有效率化，不愧是資

訊王國。

8. 當然還有許許多多的無名英雄，例如各地衛
生所、區公所等默默努力非常辛苦的基層人

員、長照機構的服務人員、防疫計程車等。  

圖1 醫師公會全聯會召開醫政研討會，集思廣益努力
防疫。(2020.6.21高雄市漢來大飯店) 

其中還有一個一般民眾比較不熟悉，但很重

要的因素，就是家庭醫師照護計畫的「醫療群」

組織。2003年3月14日台灣發現第一個SARS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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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台大醫院成為首家收治SARS病患的醫院，
發生院內群聚感染，臨時關閉急診室；和平醫院

封院；社會極度恐慌，風聲鶴唳，診所似乎是一

盤散沙，難以凝聚團結。甚至有部分平常沒有在

看發燒、感冒的專科診所不敢開診。所幸SARS
病毒太強，隨宿主死亡而無法大量傳播，而且

SARS病人一定會發燒的特性，相對容易防治，
沒有蔓延開來，2003年7月5日世界衛生組織宣
佈將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但是國家記取教
訓，銳意改革，那時疾管局蘇益仁局長主導成立

事權統一的疾管署，專責未來(嚴重傳染病)感染
事宜。謝博生教授改革醫學教育，任何一位醫學

生畢業後，都要再接受兩年的PGY(Post-graduate 
year training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具有診治一
般疾病的能力。在這次新冠肺炎大流行之際，就

派上了用場，每家診所都是可用之兵。

  

更重要的是從2003年我們也成立家庭醫師照
護計畫，把各地區的診所和醫院結合成一個醫療

群，初步的構想是希望團結區域醫療力量，可以

讓每一個鄉鎮的病人得到基本的全人、全家、全

社區的照護，而減少病人轉診到大醫院的奔波不

便。以大岡山醫療群為例，從民國2004年成立，
慢慢擴展到45家診所67位醫師，每兩個禮拜舉行
一次學術活動，努力畢業後再教育課程。每年二

到三次的團體衛教演講(一次約300-400位民眾參
加)，提升民眾健康意識和知識。每三個月所有
的醫師家庭聚餐，聯絡情誼。醫療群也有一個所

有醫師成員都有參加的Line群組，凡有資訊、新

圖2 筆者自不量力，2003年5月第一時間整理SARS
資料成冊，供醫師會員參考。

圖3 台灣疫情初始，大岡山醫療群團體衛教演講，
採取實名制，努力提升民眾防疫、健康意識。

(2020.10.25國軍岡山醫院)   

知就PO出來大家分享。個人有問題提出來，當
科的專科醫師可以回覆專業的見解，互相學習指

導，真是一個親愛精誠的大家庭。同時從事公益

活動，就讓醫療群的醫師們無形中，變成了一個

堅強的團體，不各自為政，在許多防疫作為上，

都展現出醫療群的團結價值和貢獻。

盧榮福榮譽理事長對醫療群最津津樂道

的，十幾年前高雄市曾經登革熱大流行，尤其

2014、2015兩年爆發的嚴重疫情(本土病例分
別為14999、19723例)，究其原因，除自然條件
外，有一大部分是因為病例未能即時通報，導

致病毒在社區傳播。經過陳金德副市長帶領衛

生局、環保局等團隊到新加坡考察，回來後政策

精進，利用基層醫院、診所「醫療群」組織，

NS1快篩試劑(最快速而有效的篩檢工具)，早期
發現，立即封鎖圍堵。為縮減疾病隱藏期，開

辦登革熱合約醫療院所，制定基層診所「Daily 
Monitoring 」制度(似乎是現在的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輕症居家照護」「每日關懷」的前身)。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自2016年5月起實施登革熱整
合式醫療照護計畫，經醫師公會鼓吹，醫療群診

所熱烈響應，透過675家合約醫療院所配合，推
行NS1快篩試劑檢驗及個案追蹤照護，成功將通
報確診之平均隱藏期縮短到2.3日，使通報隱藏
期再創新低，疫情隨之解緩。登革熱患者若有出

血傾向，可能危及生命；所以也拜託醫療群診所

每日關懷，追蹤發病7日內登革熱確診/高度疑似
個案，協助進行重症警示徵狀評估，掌握每位個

案健康狀況及就醫情形(含個案抽血檢驗值)，若
有變化緊急送醫，才將死亡率降到最低。一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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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大幅減少，2016年本土病例342例，2017
年本土病例只有3例，終將絕跡，可見基層醫療
群是多麼的重要。 

台灣疫情升溫後，除了醫院急診以外，各地

衛生局都廣設PCR採檢站，如果醫院沒有辦法支
援人力，就要委由醫師公會拜託診所支援，一位

醫師的診所由於還要負責門診業務，不易支援，

若診所有多位醫師，就是醫師公會拜託的對象，

公會除了個別拜託，也委託醫療群招募人力，醫

療群最了解各診所人力分佈，事半功倍。甚至岡

山區為例，我也和盧榮福榮譽理事長商量：如果

疫情嚴重，岡山秀傳醫院和岡山國軍醫院的PCR
採檢站應付不過來，需要基層診所支援的話，自

然得承擔責任，就規劃在岡山國軍醫院急診前

廣大的空地增設帳篷，成立岡山醫療群PCR採檢
站，一天分早中晚三個時段，一週7天21節，大
家輪流去做採檢工作。所幸高雄的疫情因為陳其

邁市長超前佈署，輕重症分流，醫療有效率化，

並沒有緊急徵召醫療群多增設PCR採檢站。但醫
療群每位醫師都有這種「捨我其誰」的承擔精

神。

圖4 高雄市衛生局疾管處潘炤穎處長至大岡山醫療群
舉辦登革熱整合式醫療照護計畫說明會。(2016. 
1.15岡山秀傳醫院)

圖5 疫苗缺貨時，醫療群醫師們研究低殘留量空針，
增加許多施打人數。(取材自2021.7.26自由時
報、2021.8臺灣醫界雜誌)

2021年7月台灣開放診所施打新冠疫苗，高
雄市衛生局也是先從各醫療群中精選具有NIIS系
統，或施打流感疫苗績效比較好的診所，作為第

一批施打新冠疫苗的診所，大岡山醫療群中有7
家診所中選，大家努力學習，互通有無，循序漸

進，再擴充到所有醫療群的診所，這個就是一個

互相觀摩，提高品質的最佳方式，逐步擴大參與

率，提昇施打疫苗的可近性，自然而然就可以提

高施打率。醫療群大家討論之間，也會迸出許多

火花，在台灣疫苗極度缺乏時候，吾人竟然發現

每種注射空針因為殘留量不一樣，可以施打的

人數也不同。大家都盡可能購買「低殘留量空

針」，每瓶疫苗可以多打一、兩位向隅的民眾，

聚少成多，嘉惠許多民眾，也把成果報告發表在

報紙和台灣醫界雜誌，善盡醫界一份子責任。 在疫情蔓延之際，高雄市政府還設立了四個

「得來速」PCR採檢站，其中一個就是在岡山區
巨輪路採檢站，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中央疫情

指揮中心終於規定5月26日起「快篩陽經醫師診
斷視同確診」，確診病人一多，就全力委託診所

的醫師來執行「輕症居家照護」，但是謹慎貼心

的陳其邁市長又很怕確診幼童如果沒有小兒專科

醫師確認，直接居家照護，萬一病情變化很快，

徒生意外，所以主導在岡山巨輪站「多」設立

「小兒快篩陽性～小兒科專科醫師特別門診」，

希望一天三節，一個禮拜21節，都有小兒科醫師
駐診，幫小朋友仔細檢查，直接面對面醫師親切

診察，是否適合居家照護，或是有惡化可能需要

圖6 醫療群認真防疫，也結合在地力量廣結善緣。
2021.7.2岡山區邱志偉立法委員贈送岡山醫療群
許多防疫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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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並委由高雄縣醫師公會負責招募小兒專科

醫師輪值。面對每位病人都是確診兒童，部分醫

師當然也會考慮怕被傳染，若再傳染給妻兒，就

裹足不前。公會只好從岡山醫療群醫師中就近拜

託，所幸陳國俊醫師、吳惠足醫師願意承擔此責

任，再找他們的同學好友、學長學弟、舊同事，

填滿了21節，除了令身為理事長的筆者非常感
動，也深深覺得醫療群的力量真的不可忽視。

果然台灣在今年4月底開始大流行之際，新
北、台北的醫院負荷沉重，到急診做PCR，要求
診療的病人絡繹不絕，長時間久候，頗多民怨。

遠在南台灣的高雄市一向超前部署，4月7日高雄
縣、市兩個醫師公會的重要幹部，就被請到高雄

市政府三樓市長室的小會議室，陳其邁市長親

自主持，研商委由診所負責「輕症居家照護」事

宜，並於4月18日正式實施。接著確診的人數越
來越多，5月27日達到高峰，單日94855人確診，
需要被輕症居家照護者極多，只有再拜託各地的

醫療群動員所有的診所參與，共同分擔，讓每位

確診病人都能得到醫師良好的照顧，終於度過難

關，每天確診人數低於3萬人，可見醫療群在防
疫的關鍵地位。

圖7 由大岡山醫療群主責的岡山巨輪站「小兒快篩陽
專科醫師特別門診」。

圖9 高雄市一向超前部署，早於2022.4.7即研商推動
由診所負責確診者「輕症居家照護」事宜。

圖10 筆者以醫療群、醫師公會的經驗，多次於高雄市
政府防疫記者會協助說明防疫理念。(2021.6.2)

圖8 「輕重症分流」超過85％的輕症宜由診所照顧，
減輕醫院的負荷，以保全醫療能量。 (取材自
2020.9臺灣醫界)

筆者不揣淺陋，兩年前就參考了義大利、

英國第一波新冠肺炎大流行，醫療崩潰的慘痛教

訓，提出「輕重症分流」概念，超過85%的輕症
宜由診所來照顧，小於15%有可能重症者由醫院
診治。把醫學中心重症加護病房當作我們救人的

大本營，而分布在台灣各處的診所，就是保衛大

本營的前方。委由診所來照顧絕大部份輕症病人

的重責大任，避免人心焦躁浮動，民眾全都湧向

各大醫院急診，才能大幅減輕醫院的負荷，以保

全醫療能量，如此才不至於醫療崩壞，並將此概

念刊登於2020年9月份的台灣醫界雜誌。

至截稿日2022年8月初，醫療強國日本正值
新冠肺炎第7波大流行，單日確診人數25萬（人
口數換算台灣為5萬人），93%為BA.5，鑑於
Omicron傳染力強，台灣自不應掉以輕心。只是
這個時間點，台灣剛度過第一波500萬人確診大
流行，目前疫情不嚴重，大家「悶」了近兩年，

正值暑假旅遊旺季，家家戶戶皆往台灣各地旅

行，旅館一房難求，或恐是下一波感染的絕佳溫

床？假若下一波BA.5台灣疫情嚴重，甚至，萬一
往後還有更嚴重的變種病毒來襲，吾人以為，如

果台灣各地都有堅強的醫療群，或許台灣就多一

分力量，也多一分勝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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