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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一、 Youtube 武漢肺炎-透析病患自我防護 

高雄基層透析診所-莊瑤程醫師與葉時孟醫師聯手合作，將台灣腎臟醫學會的透析院

所因應武漢肺炎 COVID19 之規範內容，製作成對透析病人的衛教影片。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xmJEwqBBc&feature=youtu.be 

發行人：楊孟儒 理事長 

學術編輯：張智鴻 醫師 

週報編輯：曾庭俞 專員 

                                                                                                                                                                                                                                                                                                                                                                                                                                                                                                                                                                                                                                                                                                                                                                                                                                                                                                                                                                                                                                                                                                                                                                                                                                                                                                                                                                                                                                                                                                                                                                                                                                                                                                                                                                                                                                                                                                                                                                                                                                                                                                                                                                                                                                                                                                                                                                                                                                                                                                                                                                                                                                                                                                                                                                                                                                                                                                                                                                                                                                                                                                                                                                                                                                                                                                                                                                                                                                                                                                                                                                                                                                                                                                                                                                                                                                                                                                    

腎臟腎臟病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xmJEwqBBc&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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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腎臟醫學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緊急應變小組電話會議紀錄 



3 
 

 



4 
 

三、 透析醫療院所防護武漢肺炎 COVID-19 感染處置規範 

1090229 公告版第 2 版 

網址：https://www.tsn.org.tw/UI/G/G00101.aspx?gid=G8D7BE9302089F11  

https://www.tsn.org.tw/UI/G/G00101.aspx?gid=G8D7BE9302089F1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四、 透析醫療院所防護武漢肺炎 COVID-19_QA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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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醫療事業機構補償辦法草案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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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科醫師證書展延一年-1090303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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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術專欄-1 

2020 年 2 月 13 日，Lancet Respir Med 一篇文章： 

《醫護人員如何避免感染冠狀病毒》。  

“Protecting health-care workers from subclinical coronavirus infection” 

 

中國防控 COVID-19 記錄，截至 2 月 11 日，共有 3019 名醫護人員感染 COVID-

19：包括確診病例、疑似病例、臨床診斷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病毒檢測陽性 1716

名、5 人死亡。 

 

從醫護人員感染分析，有下列 3 個現象： 

1. 沒有症狀也可以具有高傳染能力(>50%) 

2. 症狀消失之後，14 天內仍可繼續傳染他人 

3. 口罩不能完全防護、還需要注意勤洗手、保護眼睛（病毒容易經由手接觸污染、

眼睛暴露飛沫傳染） 

 

⚫ 林口事件、醫護人員雖然都有戴口罩、但是仍有多名醫護人員發生院內感染、表

示口罩不足以防範，仍應勤洗手。 

 

⚫ 武漢一家醫院接受手術的患者，無症狀、無發燒、但是手術中仍感染了 14 名醫

護人員。表示在手術室現有的預防感染措施（戴口罩、穿手術衣服衣、戴手套）

仍無法避免被感染、表示眼睛感染的風險。 

 

⚫ 德國的一例病例顯示，患者症狀痊癒消失 2 天之後，痰液裡面還檢測到大量的新

型冠狀病毒。 

 

◼ 出院標準，需要滿足 3 個條件： 

1. 體溫恢復正常 3 天以上 

2. 呼吸道症狀明顯改善、肺部影像肺炎消失 

3. 連續兩次呼吸道 COVID-19 檢測陰性，取樣時間間隔至少 1 天（台灣已改三

次陰性） 

 

現在應再加上一個條件：>痊癒後再隔離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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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預防措施： 

1. 非必要、避免可疑個案接受手術。 

2. 日常手術除常規防護以外、可加上護目鏡。 

3. 看診時、查房後、有接觸就應勤洗手。 

4. 醫師服、醫院工作隨身物品、避免帶回家。 

5. 注意自己身體健康狀況、每日測量體溫。 

6. 減少密閉空間會議、避免長時間在密閉空間。 

7. 務必戴口罩、要注意更換、避免一個多日使用。 
 

八、 學術專欄-2 

別再摸臉了，每人每天摸臉高達 2,000 次!? 推薦 5 個戒摸臉的防疫好習慣 

網址：https://www.top10.com.tw/life/4549/top-tips-stop-touch-your-face/  

 

武漢肺炎肆虐，2011 年拍的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最近暴紅了起來，劇情

宛如重現現在大家面對的疫情現實，變成大家口耳相傳的在家防疫電影口袋名單，熱

門程度不輸現在當紅韓劇愛的迫降。在全境擴散中傳染病情報局官員艾琳‧米爾絲博

士(凱特·溫絲蕾 飾)電影中有句台詞說：平均每個人一天接觸自己的臉達 2,000-3000

次。由於人類呼吸道感染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污染的手與口腔，眼睛或鼻孔的接觸而傳

播的，如果我們人真的一天內會有意識或無意識接觸到自己的臉高達 2000 次以上，

那真的大家有很高的機會病從口入。Top10 團隊基於好奇心研究了一下是否有相關

文獻可以佐證電影”全境擴散”中這個嚇到吃手手的數據。 

 

每個人平均每日接觸自己的臉達 2,000-3000 次!? 

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中飾演傳染病情報局官員的凱特·溫絲蕾有句台詞說：

平均每個人一天接觸自己的臉達 2,000-3000 次。 

 

Top10 團隊基於好奇心研究了一下是否有相關文獻可以佐證電影”全境擴散”中這

個嚇到吃手手的數據。目前研究的結果是沒發現有相關的文獻有提到這麼高的數據，

然後有一些文獻是有提到相關的數據，例如加拿大的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在一篇頭戴顯示器的研究 “Exploring the Use of Hand-To-Face Input 

for Interacting with Head-Worn Displays” 中有提到“Hand to face contact is 

frequent and can lead to an average of 15.7 contacts/hour in work settings.” 

https://www.top10.com.tw/life/4549/top-tips-stop-touch-yo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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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也就是人在一般工作情況下會用手接觸到臉的次數大約為每小時 15.7 次，換

算成一天的話大約不到 400 次(假設睡覺時間也納入)。 

 

再仔細追蹤上述每小時 15.7 的數據是怎麼來的，發現是 2008 年柏克萊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做的一項研究 A study quantifying the hand-

to-face contact rate and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to predicting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註 2]，該研究認為，人類呼吸道感染的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污染的手與口腔，

眼睛或鼻孔的接觸而傳播的。因此，感染傳播的關鍵風險因素應該是手與臉接觸率。

柏克萊進行了一項研究，在與他人隔離的情況下執行辦公室類型的工作，分別對 10

名受試者進行了 3 小時的錄像。在隨後觀看影像時，記錄了與眼睛，鼻孔和嘴唇的

接觸次數，每個受試者的總接觸率為樣本平均值 x = 47，樣本標準偏差 s =34，該研

究發現受測者每小時的平均總接觸率為 15.7 次。 

 

另外一個有關手接觸到臉次數的研究是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 (UNSW Medicine, 

UNSW Australia, Sydney)發表的”Face touching: a frequent habit that has 

implications for hand hygiene. [註 3]”進行了行為觀察研究。通過錄像帶觀察受測

者的面部觸摸行為。使用標準化的評分錶，統計並分析了粘膜或非粘膜區域的手對面

接觸的頻率。研究結果顯示平均而言，觀察到的 26 名學生中的每人每小時觸摸他們

的臉 23 次。在所有面部觸摸中，有 44％(1,024 / 2,346) 涉及與粘膜的接觸，而 56

％(1,322 / 2,346)的接觸涉及非粘膜區域。在觀察到的粘膜接觸中，有 36％(372)涉

及口腔，31％(318)涉及鼻子，27％(273)涉及眼睛，而 6％(61)是這些區域的組合。 

 

也許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中台詞說：平均每個人一天接觸自己的臉達

2,000-3000 次，是有點太多了，但如果根據上述加州柏克萊與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

的研究，平均每個人一天接觸自己的臉的次數仍可達 400-600 次，這些數據或許都

遠高於我們對於自己行為的認知。但也證明勤洗手，改善手部衛生習慣是很重要的。 

 



33 
 

每個人平均每日點擊自己的手機高達 2600 次!? 

或許你可能沒有每天接觸自己的臉高達 2000 次，但你很有可能每天點擊自己的手機

高達 2600 次。2016 年一家名為 Dscout 的公司研究發現我們沉迷於手機，重度使

用者每天在手機上單擊、點擊或滑動的次數為 5427 次，重度使用者占所有手機使用

者的 10％，其餘的人每天平均會碰到手機達 2,617 次。 

 

數據是怎麼來的，Dscout 公司一直在研究與智能手機的交互是否繁重，這家專門研

究消費者對產品反應的研究公司招募了 94 位 Android 設備用戶，並在其智能手機

上安裝了特殊軟件。 該公司在其網站說，該工具跟踪了五天每個用戶的“互動”。

“在每次互動中，我們指的是每次點擊，鍵入，滑動和點擊。 我們稱它們為 touch”。

Dscout 說，將這些數字平均起來，意味著最重的用戶在一年內觸摸他們的設備數百

萬次。 

 

細菌病毒容易在表面光滑的手機停留數小時-數天不等，因此手機的消毒也是很重要

的，勤洗手之餘也別忘了要多消毒手機，否則很可能又不小心把手機上的病毒無意識

的帶到我們身體內囉。 

 

如何避免不斷接觸我們的臉呢？ 

方法 1：替換行為 

一旦發現自己有常有觸摸臉的習慣，例如不自主的挖鼻孔、咬指甲或吃手手，就可以

做出有意識的努力來替代行為。 試著選擇其他行動來代替。只要確保每次您發現自

己要做時都用相同的動作來代替觸摸您的臉即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新動作將成

為一種替代習慣。 

 

方法 2：保持雙手忙碌 

保持雙手忙碌，專心在某件事上是避免觸摸臉部的最簡單的方法之一。 無論您是要

打電腦，玩遊戲還是練習繪畫技巧，進行使雙手保持活動狀態的活動都將為減少手接

觸臉的次數。 

 

方法 3：便利貼提醒 

有時，不斷的提醒就是您所需要的，尤其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手機上設置每日提

醒，並在經常使用的物品(例如筆記本電腦，梳妝台或電視遙控器)上貼上醒目的便利

貼提醒自己，避免淺意識的去摸臉或托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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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4：戴上手套跟眼鏡 

儘管看起來很傻，但是是讓您更加了解自己的行為的另一種方法。戴上手套後，也會

減少潛意識下去接觸臉部的機會。戴上眼鏡可避免揉眼睛的機會，如果您很幸運的沒

有近視，或許可以試試平光眼鏡喔。 

 

方法 5：尋求他人協助 

如果您讓您的親人、閨蜜、朋友知道您要避免觸摸自己的臉，那麼當您下意識地觸摸

您的臉時，他們會提醒您。 你們也可以互相的提醒，這樣的方法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知道勤洗手，常清潔手機是真的很重要的。最後希望疫情早日結束，

大家都平安渡過這次疫情。 

 

[註 1]：Exploring the Use of Hand-To-Face Input for Interacting with Head-

Worn Displays 

[註 2]：A study quantifying the hand-to-face contact rate and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to predicting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註 3]：Face touching: a frequent habit that has implications for hand hygiene. 

[註 4]：We touch our phones 2,617 times a day, says study 

 

分析說明： 

(1) 本文為 Top10 團隊彙整外媒與相關網路文章之結果，非參考投票、民調、網路

問卷等資料。 

(2) 文章所分享之圖片、影片、文章或資料內容是引用自網路或轉寄分享或從各網站

蒐集而來，如有侵權請告知。 

 

編輯日期： 

(1) 最新更新日期：2020 年 02 月 24 日 

(2) 文章發表日期：2020 年 02 月 24 日 
 

九、 會費招領 

協會於 1 月 31 日收到一筆一萬元的匯款，請繳費院所與協會聯絡。 

匯款帳號末五碼：2XXX1 

（協會電話：0933-255-108、line ID：dialysis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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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9 年度會費繳交 

109 年度會費於 109 年 1 月 1 日開始繳交，繳費資訊如下： 
 

常年會費 

負責醫師 10000 元 

非負責醫師 1000 元 

醫院會友 1000 元 
 

 

十一、109 年度已繳納「院所負責醫師一萬元會費」名單 

目前累計 198 家院所已繳納一萬元會費，請尚未繳納會費之院所務必繳交，謝謝！ 
 

基隆 

泰安內科診所 安基診所 高士振診所   

台北市 

安德聯合診所 洪永祥診所 宏林診所 元林診所 文林診所 

繳費方式 

郵政劃撥 
戶名：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帳號：５０２６５６１４ 

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基層透析協會 

匯入行庫：合作金庫 台大分行 

        （銀行代碼：００６，分行代碼：１３４６） 

帳號：１３４６－７１７－０３３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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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幸診所 元泰診所 萬澤內科診所 安禾聯合診所 柏安診所 

安仁診所 怡仁診所 怡德診所 慶如診所 百齡診所 

華榮診所 杏心診所 和泰內科診所   

新北市 

安新診所 陳尚志診所 東暉診所 東辰診所 明暘診所 

德澤診所 展源內科診所 輝德診所 漳怡內科診所 新庚診所 

詠靜診所 匯康內科診所 宏明診所 佳永診所 承安聯合診所 

祥佑診所 杏原診所 國城診所 廣泉診所 恩康診所 

佳聖診所 逸原診所 逸守診所 逸安診所 逸全診所 

康全診所 幸安診所 仁馨診所 晉康診所 益康診所 

志豪診所 思原內科診所 昕隆診所 新莊新仁診所 家祥診所 

新欣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桃園 

中慎診所 佑霖診所 惠民診所 宏元診所 桃安診所 

桃德診所 中庚診所 聖文診所 安慧診所 鑫庚內科診所 

桃庚聯合診所 安庚內科診所    

新竹 

新竹安慎診所 安新診所 惠慎診所 竹東安慎診所 成民內科診所 

祥仁內科診所 宏仁診所    

苗栗 

宏福診所 竹南診所 德安診所   



37 
 

台中 

長安診所 育恩診所 雅林診所 宜家診所 蔡精龍診所 

信安診所 淨新診所 仁德診所 大業診所 旭康診所 

漢寧診所 佳弘診所 興豐內科診所 高美內科診所 佳楊診所 

東豐診所 京冠診所 佳福診所 瑞東診所 榮平診所 

仁禾診所 晉安診所 傑安內科診所 東福診所 佑全診所 

合安診所 佳仁內科診所 安新診所 榮曜診所  

彰化 

建霖內科診所 健新內科診所 里仁診所 佳安內科診所 合濟診所 

旭安診所 佳文內科診所    

雲林 

大安診所 崙安診所 宏德診所 惠腎診所  螺安診所 

明德聯合診所     

嘉義 

宏醫診所 正安診所 安馨嘉義內科診所 家馨診所 康明診所 

南投 

金生診所 草屯陳診所 農安診所 益民診所 安馨竹山內科診所 

台南 

文賢內科診所 懷仁內科診所 迦南內科診所 陳相國聯合診所 康福內科診所 

銓莘診所 榮銘內科診所 沅林內科診所 以琳內科診所 十全診所 

光明內科診所 崇仁內科診所 林建任內科診所 昕安內科診所 立福內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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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大翔內科診所     

高雄 

新鴻遠診所 仁康診所 宗禾診所 愛欣診所 建安診所 

明港診所 岡山內科診所 僾彼高榮育仁診所 高健診所 偉仁健康診所 

尚清診所 佑強診所 好生診所 茂田診所 鴻仁健康診所 

高欣診所 為好診所 裕生診所 蔣榮福診所 健聖診所 

路竹內科診所 幸安診所 五福診所 吳三江內科診所 揚銘診所 

安泰診所 高美診所 興義診所 鴻源診所 湖康診所 

安馨楠梓內科診所 佑鎮診所    

屏東 

沐民診所 仁佑診所 德家內科診所 德樹診所 立安診所 

藍文君診所 大武診所 人晟診所 德埔診所 宇安診所 

宜蘭 

傳康診所 得安診所    

花蓮 

懷德診所 維德診所 嘉恩診所   

台東 

東興內科診所 陳明正內科診所    

澎湖 

惠安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