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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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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傳染病防治

依據疾病特性依據疾病特性依據疾病特性依據疾病特性

選定目標對象選定目標對象選定目標對象選定目標對象

依據疾病特性依據疾病特性依據疾病特性依據疾病特性

選定目標對象選定目標對象選定目標對象選定目標對象

疫情監疫情監疫情監疫情監測通報測通報測通報測通報
疫調與介入疫調與介入疫調與介入疫調與介入
接觸者追蹤接觸者追蹤接觸者追蹤接觸者追蹤

疫情監疫情監疫情監疫情監測通報測通報測通報測通報
疫調與介入疫調與介入疫調與介入疫調與介入
接觸者追蹤接觸者追蹤接觸者追蹤接觸者追蹤

個案治療照護個案治療照護個案治療照護個案治療照護個案治療照護個案治療照護個案治療照護個案治療照護

預防接種預防接種預防接種預防接種

感染管制感染管制感染管制感染管制

初段預防
衛教推廣
教育訓練

次段預防
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末段預防
避免併發症
治療照護
避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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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途徑分類傳染途徑分類傳染途徑分類傳染途徑分類傳染途徑分類傳染途徑分類傳染途徑分類傳染途徑分類
� 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

–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霍亂霍亂霍亂霍亂、、、、傷寒傷寒傷寒傷寒、、、、副傷寒副傷寒副傷寒副傷寒、、、、桿菌性痢疾桿菌性痢疾桿菌性痢疾桿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阿米巴性痢阿米巴性痢阿米巴性痢
疾疾疾疾

� 呼吸道傳染病呼吸道傳染病呼吸道傳染病呼吸道傳染病：：：：

– MERSMERSMERSMERS----CoVCoVCoVCoV、、、、新型冠狀病毒呼吸道重症新型冠狀病毒呼吸道重症新型冠狀病毒呼吸道重症新型冠狀病毒呼吸道重症、、、、結核病結核病結核病結核病、、、、流感併發重症流感併發重症流感併發重症流感併發重症、、、、白喉白喉白喉白喉、、、、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麻疹麻疹麻疹麻疹 、、、、百日咳百日咳百日咳百日咳、、、、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腮腺炎、、、、侵襲性侵襲性侵襲性侵襲性ｂｂｂｂ型嗜血桿型嗜血桿型嗜血桿型嗜血桿
菌感染症菌感染症菌感染症菌感染症、、、、退伍軍人病退伍軍人病退伍軍人病退伍軍人病、、、、水痘水痘水痘水痘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新型新型新型新型AAAA
型流感型流感型流感型流感

� 蟲媒傳染病蟲媒傳染病蟲媒傳染病蟲媒傳染病：：：：

– 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鼠疫鼠疫鼠疫鼠疫、、、、西尼羅熱西尼羅熱西尼羅熱西尼羅熱、、、、瘧疾瘧疾瘧疾瘧疾、、、、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日本腦炎日本腦炎日本腦炎日本腦炎、、、、萊姆病萊姆病萊姆病萊姆病、、、、地方性地方性地方性地方性
斑疹傷寒斑疹傷寒斑疹傷寒斑疹傷寒、、、、恙蟲病恙蟲病恙蟲病恙蟲病、、、、黃熱病黃熱病黃熱病黃熱病

� 性傳染病性傳染病性傳染病性傳染病：：：：

–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HIV)(HIV)(HIV)感染感染感染感染////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愛滋病愛滋病愛滋病)))) 、、、、梅毒梅毒梅毒梅毒、、、、淋淋淋淋
病病病病

腸胃道傳播腸胃道傳播腸胃道傳播腸胃道傳播腸胃道傳播腸胃道傳播腸胃道傳播腸胃道傳播疾病疾病疾病疾病疾病疾病疾病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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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疾病都要小心這些疾病都要小心這些疾病都要小心這些疾病都要小心這些疾病都要小心這些疾病都要小心這些疾病都要小心這些疾病都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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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是一群病毒(約60多種)的總稱，因為這些
病毒都可以經由腸道引起感染，所以被稱為腸病

毒。臺灣的氣候濕熱，適合腸病毒存活，全年都

有感染個案發生，以4至9月為主要流行期，6月
為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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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腸病毒腸病毒腸病毒腸病毒腸病毒腸病毒腸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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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傳染途徑腸病毒傳染途徑腸病毒傳染途徑腸病毒傳染途徑腸病毒傳染途徑腸病毒傳染途徑腸病毒傳染途徑腸病毒傳染途徑

腸病毒傳腸病毒傳腸病毒傳腸病毒傳
染途徑染途徑染途徑染途徑

{糞口傳染糞口傳染糞口傳染糞口傳染}
食入、水或手部污染

{飛沫傳染飛沫傳染飛沫傳染飛沫傳染}
病人口鼻分泌物、飛沫、
咳嗽、打噴嚏

{接觸傳染接觸傳染接觸傳染接觸傳染}
接觸病人皮膚水泡潰瘍

感染腸病毒之症狀感染腸病毒之症狀感染腸病毒之症狀感染腸病毒之症狀感染腸病毒之症狀感染腸病毒之症狀感染腸病毒之症狀感染腸病毒之症狀

大多是無症狀感染無症狀感染無症狀感染無症狀感染，或是只有類似一般感冒症狀

特殊臨床表現主要為：

• 疱疹性咽峽炎疱疹性咽峽炎疱疹性咽峽炎疱疹性咽峽炎

• 手足口病手足口病手足口病手足口病

• 急性出血性結膜炎急性出血性結膜炎急性出血性結膜炎急性出血性結膜炎(容易發生校園群聚)

三歲以下三歲以下三歲以下三歲以下幼童感染，併發嚴重中樞神經症狀併發嚴重中樞神經症狀併發嚴重中樞神經症狀併發嚴重中樞神經症狀(嗜睡嗜睡嗜睡嗜睡

、、、、嘔吐嘔吐嘔吐嘔吐、、、、呼吸急促呼吸急促呼吸急促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心跳加快心跳加快心跳加快、、、、無故驚嚇或肌肉收縮無故驚嚇或肌肉收縮無故驚嚇或肌肉收縮無故驚嚇或肌肉收縮之
比率較高

常見腸病毒感染症狀常見腸病毒感染症狀常見腸病毒感染症狀常見腸病毒感染症狀常見腸病毒感染症狀常見腸病毒感染症狀常見腸病毒感染症狀常見腸病毒感染症狀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兒童網疾病管制署兒童網疾病管制署兒童網疾病管制署兒童網

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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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預防方法腸病毒預防方法腸病毒預防方法腸病毒預防方法腸病毒預防方法腸病毒預防方法腸病毒預防方法腸病毒預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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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認真認真認真認真認真認真認真洗手就對了洗手就對了洗手就對了洗手就對了洗手就對了洗手就對了洗手就對了洗手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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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媒及呼吸道傳播疾病蟲媒及呼吸道傳播疾病蟲媒及呼吸道傳播疾病蟲媒及呼吸道傳播疾病蟲媒及呼吸道傳播疾病蟲媒及呼吸道傳播疾病蟲媒及呼吸道傳播疾病蟲媒及呼吸道傳播疾病

16

全國登革熱含本土及境外移入病例地理分布全國登革熱含本土及境外移入病例地理分布全國登革熱含本土及境外移入病例地理分布全國登革熱含本土及境外移入病例地理分布
(2014/01/01 - 2014/12/31) 

17

• 藉由病媒蚊叮咬而感

染的急性傳染病

• 致病原：登革病毒

• 潛伏期：3~8天(最長

可達14天)

• 可傳染期：病人發病

前1天至發病後5天

登革熱簡介登革熱簡介登革熱簡介登革熱簡介登革熱簡介登革熱簡介登革熱簡介登革熱簡介

• 不是所有的蚊子

都會傳播登革熱

• 不會人傳人

18

登革熱傳染方式登革熱傳染方式登革熱傳染方式登革熱傳染方式登革熱傳染方式登革熱傳染方式登革熱傳染方式登革熱傳染方式

圖片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埃及斑蚊埃及斑蚊埃及斑蚊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白線斑蚊白線斑蚊白線斑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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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登革熱常見症狀感染登革熱常見症狀感染登革熱常見症狀感染登革熱常見症狀感染登革熱常見症狀感染登革熱常見症狀感染登革熱常見症狀感染登革熱常見症狀

�發燒發燒發燒發燒
�後眼窩痛後眼窩痛後眼窩痛後眼窩痛
�頭痛頭痛頭痛頭痛
�肌肉痛肌肉痛肌肉痛肌肉痛
�皮膚出疹皮膚出疹皮膚出疹皮膚出疹
�關節疼痛關節疼痛關節疼痛關節疼痛

• 居家預防居家預防居家預防居家預防

• 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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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預防登革熱預防登革熱預防登革熱預防登革熱預防登革熱預防登革熱預防登革熱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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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蚊躲在哪裡病媒蚊躲在哪裡病媒蚊躲在哪裡病媒蚊躲在哪裡病媒蚊躲在哪裡病媒蚊躲在哪裡病媒蚊躲在哪裡病媒蚊躲在哪裡??

水生植物 盆栽底盤

水桶菜園水桶 塑膠杯

盆栽 萬年青

寵物水盤
圖片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MERS-CoV是什麼?

23

來源

•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簡稱MERS-CoV）於2012年9月首次
從沙烏地阿拉伯一名嚴重肺炎病人的痰液中分離出來；屬於冠
狀病毒科之beta亞科。此病毒與引起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的冠狀病毒並不相同。

流行區域

• 主要集中於中東地區，以沙烏地阿拉伯病例最多
•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CoV)疫情流行地區建議為第
一級者，包括中東地區：巴林、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約旦、
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巴勒斯坦、卡達、沙烏地阿拉伯、敘
利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葉門等14個國家 。

24

MERSMERS--CoVCoV病例分佈圖病例分佈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疾管署資料疾管署資料疾管署資料疾管署資料104/5/19

� 全球自2012年9月至今（2015）年5月31日累計1,152名病例，其中434例死亡(
死亡率約3-4成)，以沙烏地阿拉伯1,014例最多，阿拉伯聯合大公國71例次之。
� 韓國今年截至6月2日止確診病例已累計25人。
� 我國已將MERS-CoV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加強監測與通報等防疫作為，自
2012年9月至今年5月31日止共通報17例疑似病例，均已排除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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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d: 2015/06/15

註：總病例數150例，27例發病日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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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S-CoV旅遊疫情建議分級表及意涵

分級標準 意涵 旅行建議 旅客風險
第一級
注意
(Watch)

提醒注意 提醒遵守當地的一
般預防措施

旅遊地區風險為一般或略高
於一般，對旅客衝擊有限

第二級
警示
(Alert)

加強預警 對當地採取加強防
護

特定場所風險提高，或與特
定風險因素有關

第三級
警告

(Warning)
避免所有非必
要旅遊

避免至當地所有非
必要旅遊 對旅客有高度風險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疾病管制署疾病管制署疾病管制署

� 疾管署6月2日提升首爾之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至第二級：警示（Alert），呼
籲國人採取加強防護措施，非醫療必要避免前往南韓醫療院所。
� 南韓除首爾以外其他地區則為第一級：注意（Watch），加強一般防護，
注意個人衛生。

MERS-CoV傳染途徑

28

� 目前了解傳染是侷限性的；除非是密切接觸，例如照顧病人時沒有做好個人
防護，否則在一般情形下不易人傳人感染。
� 目前仍無法完全了解人類如何感染MERS-CoV。部分確診個案中，病毒是經
由人與人密切接觸而傳染，例如家人、病人及醫護人員之間的傳播；近期院
內感染的通報案例有增加趨勢。

MERS-CoV感染症狀

29

� 從目前的臨床資料顯示，大部分病患表現是嚴重的急性呼吸系統疾病，其症
狀包括發燒、咳嗽與呼吸急促等，也可能出現腹瀉等腸胃道症狀。
� 感染者胸部X光通常會發現肺炎，部分病人則出現急性腎衰竭或敗血性休克
等併發症，死亡率約達三成。

MERS-CoV感染預防方

法

30

� 注意手部衛生：用肥皂或酒精性乾洗手液保持手部清潔，且雙手不隨意碰觸
眼、口、鼻。
� 實施咳嗽禮節：咳嗽、打噴嚏，用衛生紙遮口鼻，並將紙丟進垃圾桶。有呼
吸道症狀，戴上口罩並與人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
� 如前往中東地區，勿於當地接觸駱駝或生飲駱駝奶；自中東地區返國14天內
如出現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狀，請戴口罩且勿搭程大眾運輸工具，儘
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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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流感預防流感預防流感預防流感預防流感預防流感預防流感預防流感

• 流感的傳染途徑流感的傳染途徑流感的傳染途徑流感的傳染途徑，，，，主主主主

要是透過感染者要是透過感染者要是透過感染者要是透過感染者咳嗽咳嗽咳嗽咳嗽
或或或或打噴嚏打噴嚏打噴嚏打噴嚏所產生的飛所產生的飛所產生的飛所產生的飛
沫將病毒傳播給其他沫將病毒傳播給其他沫將病毒傳播給其他沫將病毒傳播給其他
人人人人。。。。

• 罹患流感的人罹患流感的人罹患流感的人罹患流感的人，，，，在在在在發發發發
病前病前病前病前1天天天天至至至至症狀出現後症狀出現後症狀出現後症狀出現後
的的的的3-7天天天天都可能會傳染都可能會傳染都可能會傳染都可能會傳染
給別人給別人給別人給別人。。。。

34

35

流感流感流感流感常見名詞常見名詞常見名詞常見名詞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季節性流感季節性流感季節性流感季節性流感季節性流感季節性流感季節性流感季節性流感

(Seasonal influenza)(Seasonal influenza)
�在人類在人類在人類在人類每年每年每年每年發生季節性流行的流感發生季節性流行的流感發生季節性流行的流感發生季節性流行的流感

�有效人傳人有效人傳人有效人傳人有效人傳人，，，，有有有有疫苗疫苗疫苗疫苗可供預防可供預防可供預防可供預防

禽流感禽流感禽流感禽流感禽流感禽流感禽流感禽流感

(Avian influenza)(Avian influenza)

� 主要在主要在主要在主要在禽類禽類禽類禽類間流行的流感間流行的流感間流行的流感間流行的流感，，，，分為高病原性與分為高病原性與分為高病原性與分為高病原性與
低病原性低病原性低病原性低病原性
� 偶然偶然偶然偶然感染人類感染人類感染人類感染人類，，，，主要為主要為主要為主要為禽傳人禽傳人禽傳人禽傳人，，，，H7N9可能具可能具可能具可能具
備有侷限性人傳人的能力備有侷限性人傳人的能力備有侷限性人傳人的能力備有侷限性人傳人的能力
� 病例多在於禽類疫情發生處病例多在於禽類疫情發生處病例多在於禽類疫情發生處病例多在於禽類疫情發生處，，，，且多有且多有且多有且多有禽鳥接禽鳥接禽鳥接禽鳥接
觸史觸史觸史觸史

豬流感豬流感豬流感豬流感豬流感豬流感豬流感豬流感

(Swine influenza)(Swine influenza)

� 主要在主要在主要在主要在豬隻豬隻豬隻豬隻間流行的流感間流行的流感間流行的流感間流行的流感
� 豬傳人不常見豬傳人不常見豬傳人不常見豬傳人不常見，，，，演化為人傳人則極為演化為人傳人則極為演化為人傳人則極為演化為人傳人則極為少見少見少見少見

大流行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流感
(Pandemic influenza)

如演化出如演化出如演化出如演化出新型新型新型新型流感病毒流感病毒流感病毒流感病毒，，，，人類無免人類無免人類無免人類無免
疫力疫力疫力疫力，，，，且可且可且可且可人傳人人傳人人傳人人傳人，，，，導致全球發生導致全球發生導致全球發生導致全球發生
大流行大流行大流行大流行，，，，此疾病稱為此疾病稱為此疾病稱為此疾病稱為「「「「大流行流大流行流大流行流大流行流
感感感感」，」，」，」，如如如如H1N1新型流感新型流感新型流感新型流感

36

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流感流感併發重症併發重症併發重症併發重症併發重症併發重症併發重症併發重症

103年全國流感併發重症病例地理分布

• 爆發流行時爆發流行時爆發流行時爆發流行時，，，，重症重症重症重症
及死亡者多見於老及死亡者多見於老及死亡者多見於老及死亡者多見於老
年人年人年人年人，，，，以及患有心以及患有心以及患有心以及患有心
、、、、肺肺肺肺、、、、腎臟及代謝腎臟及代謝腎臟及代謝腎臟及代謝
性疾病性疾病性疾病性疾病，，，，貧血或免貧血或免貧血或免貧血或免
疫功能不全者疫功能不全者疫功能不全者疫功能不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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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程之可能樣態流感病程之可能樣態流感病程之可能樣態流感病程之可能樣態流感病程之可能樣態流感病程之可能樣態流感病程之可能樣態流感病程之可能樣態
預防流感方法預防流感方法預防流感方法預防流感方法

禽流禽流禽流禽流禽流禽流禽流禽流感簡介感簡介感簡介感簡介感簡介感簡介感簡介感簡介

39

� 禽流感是禽鳥類禽鳥類禽鳥類禽鳥類的疾病，引起禽流感的流感病毒與人類的

流感病毒很相似，但不容易感染人類

� 禽流感病毒感染可見於野生水鳥野生水鳥野生水鳥野生水鳥間，卻不常引起鳥兒生病

或只有輕微症狀

� 部份禽流感病毒感染了家禽後，會造成大量大量大量大量家禽死亡，這

類的病毒株我們將它稱為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

40

� 感染來源感染來源感染來源感染來源

� 感染病毒的禽鳥
� 病毒污染的環境

� 傳染方式傳染方式傳染方式傳染方式

� 禽傳人禽傳人禽傳人禽傳人：接觸染病禽鳥或

其排遺汙染的環境

� 有限人傳人有限人傳人有限人傳人有限人傳人：無適當防護

下與發病期病人極密切接極密切接極密切接極密切接

觸觸觸觸者，目前案例大多具有

親緣關係(如H5N1、H7N9)
。

人類感染禽流感病毒途徑人類感染禽流感病毒途徑人類感染禽流感病毒途徑人類感染禽流感病毒途徑

41

� 肉肉肉肉品和蛋類必須品和蛋類必須品和蛋類必須品和蛋類必須完全煮熟完全煮熟完全煮熟完全煮熟再食用再食用再食用再食用。。。。

� 蛋殼蛋殼蛋殼蛋殼表面表面表面表面可能沾有病毒或細菌可能沾有病毒或細菌可能沾有病毒或細菌可能沾有病毒或細菌，，，，料料料料

理前應用水沖洗乾淨理前應用水沖洗乾淨理前應用水沖洗乾淨理前應用水沖洗乾淨。。。。

� 選購選購選購選購具有具有具有具有合格合格合格合格標章的禽肉標章的禽肉標章的禽肉標章的禽肉，，，，不購買不購買不購買不購買

來路不明的禽肉來路不明的禽肉來路不明的禽肉來路不明的禽肉。。。。

� 勤勤勤勤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如需徒手處理禽肉如需徒手處理禽肉如需徒手處理禽肉如需徒手處理禽肉，，，，在觸在觸在觸在觸

碰後應正確洗手碰後應正確洗手碰後應正確洗手碰後應正確洗手。。。。

�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接觸接觸接觸接觸、、、、餵食禽鳥餵食禽鳥餵食禽鳥餵食禽鳥。。。。

� 國內外國內外國內外國內外旅遊應注意個人衛生並旅遊應注意個人衛生並旅遊應注意個人衛生並旅遊應注意個人衛生並避免避免避免避免

接觸接觸接觸接觸禽鳥禽鳥禽鳥禽鳥，，，，如出現發燒或如出現發燒或如出現發燒或如出現發燒或類流類流類流類流感症感症感症感症

狀狀狀狀，，，，應立即戴上口罩儘速就醫應立即戴上口罩儘速就醫應立即戴上口罩儘速就醫應立即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並並並

向醫師說明旅遊及禽鳥接觸史向醫師說明旅遊及禽鳥接觸史向醫師說明旅遊及禽鳥接觸史向醫師說明旅遊及禽鳥接觸史。。。。

遠離禽流感這樣做遠離禽流感這樣做遠離禽流感這樣做遠離禽流感這樣做

�取用口罩時，勿接
觸口罩內部。

42

�口罩有顏色的一面向
外，有鼻樑片的一邊
向上。

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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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微彎鼻樑片使其形成微彎鼻樑片使其形成微彎鼻樑片使其形成微彎鼻樑片使其形成

鼻樑弧度鼻樑弧度鼻樑弧度鼻樑弧度。。。。
�口罩擴展口罩擴展口罩擴展口罩擴展。。。。

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

�把口罩的橡筋固定在
耳朵上，使口罩緊貼
於面部。

44

�口罩應完全覆蓋口鼻
並緊貼下巴與面部。

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

�把口罩上鼻樑片沿鼻
樑兩側按緊，使口罩
緊貼面部。

45

�脫除口罩時，避免觸摸
口罩向外部份，並將口
罩外側面反折於內，因
為口罩外部可能已沾染
病菌。

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正確穿戴一般外科口罩步驟

46

結核病防治及結核病防治及結核病防治及結核病防治及
七分篩檢法宣導七分篩檢法宣導七分篩檢法宣導七分篩檢法宣導

47

什麼是結核病什麼是結核病什麼是結核病什麼是結核病????

1.1.1.1.結核病是由結核桿菌引起的感染結核病是由結核桿菌引起的感染結核病是由結核桿菌引起的感染結核病是由結核桿菌引起的感染。。。。
2.2.2.2.傳染途徑傳染途徑傳染途徑傳染途徑：：：：飛沫與空氣傳染飛沫與空氣傳染飛沫與空氣傳染飛沫與空氣傳染。。。。
3.3.3.3.有別於其他急性呼吸道疾病有別於其他急性呼吸道疾病有別於其他急性呼吸道疾病有別於其他急性呼吸道疾病，，，，結核病必須結核病必須結核病必須結核病必須有效吸有效吸有效吸有效吸
入有感染力的結核菌入有感染力的結核菌入有感染力的結核菌入有感染力的結核菌且進入到肺部中才能感染且進入到肺部中才能感染且進入到肺部中才能感染且進入到肺部中才能感染。。。。
4.4.4.4.主要侵犯肺部主要侵犯肺部主要侵犯肺部主要侵犯肺部 ((((肺結核肺結核肺結核肺結核))))，，，，也會侵犯肺以外的器官也會侵犯肺以外的器官也會侵犯肺以外的器官也會侵犯肺以外的器官
((((肺外結核肺外結核肺外結核肺外結核))))，，，，如肋膜結核如肋膜結核如肋膜結核如肋膜結核、、、、淋巴結核淋巴結核淋巴結核淋巴結核、、、、骨結核骨結核骨結核骨結核、、、、泌泌泌泌
尿生殖器官結核尿生殖器官結核尿生殖器官結核尿生殖器官結核、、、、消化器官結核消化器官結核消化器官結核消化器官結核、、、、中樞神經結核中樞神經結核中樞神經結核中樞神經結核。。。。

結核病的傳染力結核病的傳染力結核病的傳染力結核病的傳染力

• 結核病感染的另一特徵是感染不容易發生感染不容易發生感染不容易發生感染不容易發生 (比起
流感, 水痘, 天花等呼吸道傳染疾病)，但取決於
傳播者有無治療, 個人抵抗力, 以及當時空氣流
通狀況。

• 傳染最常發生在較親密的接觸者較親密的接觸者較親密的接觸者較親密的接觸者，常常發生在親
近的人，或一起居住的家人。

• 結核病不會經由衣服、餐具或其他共用物品傳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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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偏性好氧菌，發育最宜溫
度為37°C，最宜酸鹼度pH為
6.4~7.0。

• 結核菌的分裂速度很慢，大約
每20小時分裂一次。

• 自臨床檢體培養結核菌，須使
用

� Löwenstein-Jensen (LJ)固態培養
基。

� 痰中結核菌在固態培養基培養，約

經3~8週形成表面粗糙菌落。

� 液態培養基 7H-12; MGIT

LJ Media

7H10 Agar

MGIT960

結核分枝桿菌結核分枝桿菌結核分枝桿菌結核分枝桿菌 肺結核的症狀肺結核的症狀肺結核的症狀肺結核的症狀

• 咳嗽超過兩週咳嗽超過兩週咳嗽超過兩週咳嗽超過兩週

• 咳嗽有痰咳嗽有痰咳嗽有痰咳嗽有痰

• 没有食慾

• 體重減輕

• 胸痛

51

肺結核檢查診斷肺結核檢查診斷肺結核檢查診斷肺結核檢查診斷

• 痰細菌學檢查：

1. 塗片抗酸菌染色。

2. 結核菌培養: 較耗時,至少需八週。

• 胸部X光檢查：

1. 由胸部X光檢查加上病人的臨床症狀，作為肺
結核的臨床診斷依據。

2. 接觸者檢查的方法。

肺結核的自然史

Management of tuberculo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JM 
2001/07/19

感染後約有感染後約有感染後約有感染後約有10%10%10%10% 的人終其一生會發病的人終其一生會發病的人終其一生會發病的人終其一生會發病, , , , 但我們無法預估誰會發病但我們無法預估誰會發病但我們無法預估誰會發病但我們無法預估誰會發病

傳播傳播傳播傳播 初次感染初次感染初次感染初次感染 潛伏性感染潛伏性感染潛伏性感染潛伏性感染 再活化發病再活化發病再活化發病再活化發病

約有約有約有約有30%30%30%30%的接觸者受到感染的接觸者受到感染的接觸者受到感染的接觸者受到感染,,,,且且且且
初次感染並沒有明顯的症狀初次感染並沒有明顯的症狀初次感染並沒有明顯的症狀初次感染並沒有明顯的症狀

誰容易發生結核病誰容易發生結核病誰容易發生結核病誰容易發生結核病????????

• 新近得到結核菌感染

• 曾有結核病史卻不曾接受治療，胸部X光留

有自癒的纖維化病灶。

• 感染HIV(愛滋病毒)者

• 免疫力減弱

– 糖尿病、洗腎、癌症、老年人、營養不良、塵
肺症、胃切除……。

結核病可以治癒

在規則治療兩週後即沒有傳染力

無傳染力的病人可正常生活工作

只要規則服藥規則服藥規則服藥規則服藥6666個月到個月到個月到個月到9999個月個月個月個月絕大部份
的結核病人都能痊癒; 請給予您認識

的病人鼓勵,因為他們好好治療也間接

保護我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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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者檢查接觸者檢查接觸者檢查接觸者檢查

• 接觸者檢查目的接觸者檢查目的接觸者檢查目的接觸者檢查目的：：：：

1.曾與確診病患接觸曾與確診病患接觸曾與確診病患接觸曾與確診病患接觸，，，，是得病最重要的危險因是得病最重要的危險因是得病最重要的危險因是得病最重要的危險因
子子子子。。。。

2.為了早期發現結核病患並早期治療為了早期發現結核病患並早期治療為了早期發現結核病患並早期治療為了早期發現結核病患並早期治療，，，，曾與確曾與確曾與確曾與確
診病患之接觸者需依規定完成接觸者檢查診病患之接觸者需依規定完成接觸者檢查診病患之接觸者需依規定完成接觸者檢查診病患之接觸者需依規定完成接觸者檢查。。。。

• 接觸者檢查方法接觸者檢查方法接觸者檢查方法接觸者檢查方法
1.胸部胸部胸部胸部X光檢查光檢查光檢查光檢查

2.結核菌素測試結核菌素測試結核菌素測試結核菌素測試：：：：

56

• 可傳染期定義可傳染期定義可傳染期定義可傳染期定義：：：：

• 接觸者檢查對象接觸者檢查對象接觸者檢查對象接觸者檢查對象：：：：
1.與確診病患共同居住者。

2.與確診病患於可傳染期間：

一天內接觸一天內接觸一天內接觸一天內接觸8 (8 (8 (8 (含含含含))))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或累計達累計達累計達累計達40 (40 (40 (40 (含含含含))))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小時以上之
接觸者。

接觸者檢查接觸者檢查接觸者檢查接觸者檢查

結核病症狀結核病症狀結核病症狀結核病症狀

可傳染期可傳染期可傳染期可傳染期

3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細菌學檢查細菌學檢查細菌學檢查細菌學檢查
或或或或x光異常光異常光異常光異常 適當治療適當治療適當治療適當治療14天天天天

3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接觸者檢查結果接觸者檢查結果接觸者檢查結果接觸者檢查結果

臨床或臨床或臨床或臨床或XXXX光片光片光片光片
強烈懷疑強烈懷疑強烈懷疑強烈懷疑

肺結核或肺外結核肺結核或肺外結核肺結核或肺外結核肺結核或肺外結核

XXXX光片及結核菌素測驗光片及結核菌素測驗光片及結核菌素測驗光片及結核菌素測驗

XXXX光片正常光片正常光片正常光片正常，，，，無傳染力無傳染力無傳染力無傳染力

結核菌素測驗結核菌素測驗結核菌素測驗結核菌素測驗
陽性陽性陽性陽性((((≧≧≧≧10mm)10mm)10mm)10mm)

結核菌素測驗

陰性(<10mm)

開始六個月以上開始六個月以上開始六個月以上開始六個月以上
抗結核治療抗結核治療抗結核治療抗結核治療 轉介適當醫師轉介適當醫師轉介適當醫師轉介適當醫師

建議開始建議開始建議開始建議開始
潛伏性結核潛伏性結核潛伏性結核潛伏性結核
感染治療感染治療感染治療感染治療

第第第第12121212個月進行個月進行個月進行個月進行
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

胸部胸部胸部胸部XXXX光檢查光檢查光檢查光檢查

平時如何預防結核病平時如何預防結核病平時如何預防結核病平時如何預防結核病

• 預防結核病平時要預防結核病平時要預防結核病平時要預防結核病平時要注重個人衛生注重個人衛生注重個人衛生注重個人衛生、、、、保持室保持室保持室保持室
內空氣流通內空氣流通內空氣流通內空氣流通、、、、飲食均衡飲食均衡飲食均衡飲食均衡、、、、健康五蔬果健康五蔬果健康五蔬果健康五蔬果、、、、適適適適
度運動度運動度運動度運動、、、、充足睡眠充足睡眠充足睡眠充足睡眠。。。。

• 也可利用結核病自我檢測法也可利用結核病自我檢測法也可利用結核病自我檢測法也可利用結核病自我檢測法（（（（7777分篩檢法分篩檢法分篩檢法分篩檢法
））））進行檢測進行檢測進行檢測進行檢測，，，，能早期發現能早期發現能早期發現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早期治療早期治療早期治療。。。。

七分篩檢法檢測七分篩檢法檢測七分篩檢法檢測七分篩檢法檢測

防疫專線防疫專線防疫專線防疫專線：（：（：（：（02020202））））2258225822582258----6923692369236923，，，，將有專人為您服務將有專人為您服務將有專人為您服務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愛滋病防治愛滋病防治愛滋病防治愛滋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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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 infected 感染者：

– 泛指被愛滋病毒感染的個案

• AIDS patient 愛滋病患：

– 被愛滋病毒感染，並隨病程發展，呈現免疫力
下降，或有伺機性感染疾病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61

AIDS
patient AIDS

patien
t 

HIV infected 
HIV infected 

愛滋病的傳染途徑愛滋病的傳染途徑愛滋病的傳染途徑愛滋病的傳染途徑
(體液交換體液交換體液交換體液交換)

• 愛滋病毒有三大傳染途徑：

1.性行為傳染性行為傳染性行為傳染性行為傳染：：：：和感染愛滋病毒者發生口腔、肛
門、陰道等方式的性行為。

2.血液傳染血液傳染血液傳染血液傳染：：：：輸進被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液、血液
製劑，與愛滋病毒感染者共用針頭、針筒、刮
鬍刀、牙刷等有可能被血污染之物品。

3.母子垂直感染母子垂直感染母子垂直感染母子垂直感染：：：：母親受愛滋病毒感染會傳染給
嬰兒。

62

愛滋病不會傳染的途徑愛滋病不會傳染的途徑愛滋病不會傳染的途徑愛滋病不會傳染的途徑

輕吻輕吻輕吻輕吻

蚊子叮咬蚊子叮咬蚊子叮咬蚊子叮咬

日常社交生活日常社交生活日常社交生活日常社交生活

擁抱擁抱擁抱擁抱、、、、握手握手握手握手、、、、共餐共餐共餐共餐、、、、共用馬桶共用馬桶共用馬桶共用馬桶、、、、游泳游泳游泳游泳、、、、一一一一

起上班起上班起上班起上班、、、、上課上課上課上課、、、、共用電話共用電話共用電話共用電話、、、、水龍頭水龍頭水龍頭水龍頭

愛滋病治療方法愛滋病治療方法愛滋病治療方法愛滋病治療方法

• 以以以以 雞尾酒療法雞尾酒療法雞尾酒療法雞尾酒療法（ HAARTHAARTHAARTHAART，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治療，可以得到
良好的控制。已有不少患者在規則的服用雞
尾酒療法一段時間後，目前的健康狀況幾乎

與常人無異。

• 但目前仍沒有根治的方法但目前仍沒有根治的方法但目前仍沒有根治的方法但目前仍沒有根治的方法

• 預防重於治療預防重於治療預防重於治療預防重於治療

65

全國全國全國全國、、、、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全國全國全國全國、、、、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
歷年新增通報愛滋感染者者歷年新增通報愛滋感染者者歷年新增通報愛滋感染者者歷年新增通報愛滋感染者者歷年新增通報愛滋感染者者歷年新增通報愛滋感染者者歷年新增通報愛滋感染者者歷年新增通報愛滋感染者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方網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統計資料//愛滋病統計資料愛滋病統計資料愛滋病統計資料愛滋病統計資料愛滋病統計資料愛滋病統計資料愛滋病統計資料愛滋病統計資料

本國籍感染本國籍感染本國籍感染本國籍感染HIVHIVHIVHIV累計人數累計人數累計人數累計人數 全國全國全國全國: 26,475: 26,475: 26,475: 26,475人人人人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 5,865: 5,865: 5,865: 5,865人人人人

近近近近近近近近1010101010101010年新北市本國籍新增個年新北市本國籍新增個年新北市本國籍新增個年新北市本國籍新增個年新北市本國籍新增個年新北市本國籍新增個年新北市本國籍新增個年新北市本國籍新增個

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年齡層、危險因子分析年齡層、危險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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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分析年齡層分析年齡層分析年齡層分析年齡層分析年齡層分析年齡層分析年齡層分析 危險因子分析危險因子分析危險因子分析危險因子分析危險因子分析危險因子分析危險因子分析危險因子分析



2015/6/18

12

愛滋防治執行策略說明愛滋防治執行策略說明愛滋防治執行策略說明愛滋防治執行策略說明愛滋防治執行策略說明愛滋防治執行策略說明愛滋防治執行策略說明愛滋防治執行策略說明

培訓宣導團辦理愛滋校園宣導
強化預防與自我保護

• 愛滋宣講團愛滋宣講團愛滋宣講團愛滋宣講團
– 宣講團培訓宣講團培訓宣講團培訓宣講團培訓

• 與民間團體、學校等合作，培訓愛滋宣講團100名種子師資

– 教師宣講教師宣講教師宣講教師宣講
• 101年辦理國高中職教師講習，共121所學校，4,216位老師參與

• 設計「愛滋QA手冊(第1版)」，並提供每位老師運用

• 設計「給家長的一封信」18萬張，發送小六至國中學生家長

– 學生衛教學生衛教學生衛教學生衛教
• 針對國中七年級生入班宣導，共92所學校1,250班，約34,000名學生

• 提供家長「給家長的一封信」

• 提供教師「愛滋QA手冊(第2版)」

SAD AWAYSAD AWAYSAD AWAYSAD AWAYSAD AWAYSAD AWAYSAD AWAYSAD AWAY勇敢尋夢勇敢尋夢勇敢尋夢勇敢尋夢勇敢尋夢勇敢尋夢勇敢尋夢勇敢尋夢

• SAD  AwaySAD  AwaySAD  AwaySAD  Away、、、、LOVE  AgainLOVE  AgainLOVE  AgainLOVE  Again～～～～性福巴士開跑性福巴士開跑性福巴士開跑性福巴士開跑！！！！
– Smoking（拒菸）、Drug（反毒）、AIDS（防愛滋）
– 結合互動遊戲傳遞健康概念、免費愛滋匿名篩檢服務
– 8至12月至年輕人常去的場域及19所大專院校，計23場次
– 性福巴士192-1號臉書粉絲團

• 102年5月13日成立，至103年3月12日粉絲人數計6,015人

2015/6/18

� 安全性行為創意安全性行為創意安全性行為創意安全性行為創意KUSOKUSOKUSOKUSO影片大賽影片大賽影片大賽影片大賽

藉由輕鬆藉由輕鬆藉由輕鬆藉由輕鬆、、、、易接受方式易接受方式易接受方式易接受方式，，，，將安全性行為的正將安全性行為的正將安全性行為的正將安全性行為的正

確方法確方法確方法確方法，，，，透過短片內容讓社會大眾了解透過短片內容讓社會大眾了解透過短片內容讓社會大眾了解透過短片內容讓社會大眾了解，，，，邀請新邀請新邀請新邀請新

北市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學生參與北市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學生參與北市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學生參與北市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學生參與，，，，共計共計共計共計56565656部部部部參賽參賽參賽參賽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年輕族群衛教宣導策略年輕族群衛教宣導策略年輕族群衛教宣導策略年輕族群衛教宣導策略

特定場域宣導特定場域宣導特定場域宣導特定場域宣導特定場域宣導特定場域宣導特定場域宣導特定場域宣導
強化預防與自我保護強化預防與自我保護強化預防與自我保護強化預防與自我保護強化預防與自我保護強化預防與自我保護強化預防與自我保護強化預防與自我保護

同志活動合作同志活動合作同志活動合作同志活動合作
�熊祭活動熊祭活動熊祭活動熊祭活動
•現場攤位互動遊戲現場攤位互動遊戲現場攤位互動遊戲現場攤位互動遊戲，，，，並發送參加者篩檢單張並發送參加者篩檢單張並發送參加者篩檢單張並發送參加者篩檢單張、、、、

保險套保險套保險套保險套、、、、潤滑劑等相關宣導品潤滑劑等相關宣導品潤滑劑等相關宣導品潤滑劑等相關宣導品。。。。

�同志同光教會同志同光教會同志同光教會同志同光教會
•藉由同儕介入教會藉由同儕介入教會藉由同儕介入教會藉由同儕介入教會，，，，即時提供相關衛教訊息即時提供相關衛教訊息即時提供相關衛教訊息即時提供相關衛教訊息，，，，
並於並於並於並於教會公佈欄教會公佈欄教會公佈欄教會公佈欄，，，，持續張貼愛滋防治宣導訊息持續張貼愛滋防治宣導訊息持續張貼愛滋防治宣導訊息持續張貼愛滋防治宣導訊息。。。。

•每月與教友至每月與教友至每月與教友至每月與教友至恩典之家恩典之家恩典之家恩典之家辦理互動遊戲及活辦理互動遊戲及活辦理互動遊戲及活辦理互動遊戲及活
動動動動，，，，以實際行動關懷感染者以實際行動關懷感染者以實際行動關懷感染者以實際行動關懷感染者。。。。

•於不定期教會活動於不定期教會活動於不定期教會活動於不定期教會活動，，，，發送保險套及定期篩檢發送保險套及定期篩檢發送保險套及定期篩檢發送保險套及定期篩檢
宣導宣導宣導宣導DMDMDMDM等等等等。。。。

�開發同志健康社團活動合作開發同志健康社團活動合作開發同志健康社團活動合作開發同志健康社團活動合作
•與同志運動社團合作與同志運動社團合作與同志運動社團合作與同志運動社團合作，，，，並由同儕參與每週球類並由同儕參與每週球類並由同儕參與每週球類並由同儕參與每週球類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如如如如：：：：乒乓球社乒乓球社乒乓球社乒乓球社、、、、羽毛球社羽毛球社羽毛球社羽毛球社、、、、網球社網球社網球社網球社、、、、藍藍藍藍
球社球社球社球社。。。。

• 103103103103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22222222日首辦同志運動會日首辦同志運動會日首辦同志運動會日首辦同志運動會，，，，張貼布條及海張貼布條及海張貼布條及海張貼布條及海
報報報報、、、、提供宣導品提供宣導品提供宣導品提供宣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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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衛教篩檢愛滋衛教篩檢愛滋衛教篩檢愛滋衛教篩檢----役男役男役男役男

• 役男役男役男役男篩檢諮詢宣導篩檢諮詢宣導篩檢諮詢宣導篩檢諮詢宣導

– 102年結合民政局及各區民政局及各區民政局及各區民政局及各區
公所公所公所公所

– 102年1至12月共辦理293
場次、36,097人次參與

2015/6/18

役男體檢役男體檢役男體檢役男體檢 101101101101年年年年 102102102102年年年年

篩檢人數 23,874 25,791

愛滋感染

新案數
11 22

陽性率 0.46‰ 0.85‰

大專新生大專新生大專新生大專新生--------篩檢諮詢篩檢諮詢篩檢諮詢篩檢諮詢篩檢諮詢篩檢諮詢篩檢諮詢篩檢諮詢

• 大專新生大專新生大專新生大專新生篩檢諮詢宣導篩檢諮詢宣導篩檢諮詢宣導篩檢諮詢宣導
– 結合各校大一新生體檢
– 從8月中截至10月18日共12所學校
– 衛教宣導25,780位學生
– 篩檢1萬1,212人(3人初篩陽性、陽性率0.27‰)

2015/6/18 74

藥癮愛滋減害計畫藥癮愛滋減害計畫藥癮愛滋減害計畫藥癮愛滋減害計畫

�� 清潔針具諮詢清潔針具諮詢清潔針具諮詢清潔針具諮詢清潔針具諮詢清潔針具諮詢清潔針具諮詢清潔針具諮詢：藥局、衛生所及美沙冬門診，共57家
� 提供保險套及清潔針具與稀釋液，並以1:1方式回收使用過之

針具
� 進行衛生教育輔導諮商
� 提供轉介治療管道
� 針具販賣機26台，提供社區藥癮者24小時清潔針具服務
� 於各區衛生所及9處加油站設置針具回收筒38處，增加多元回

收針具管道

�� 替代治療替代治療替代治療替代治療替代治療替代治療替代治療替代治療
� 使一時無法戒毒的人，以口服低危害替代藥品，取代高危險

的靜脈施打，並輔以追蹤輔導、教育與轉介戒毒。

警察局警察局警察局警察局

1. 性交易服務者性交易服務者性交易服務者性交易服務者
2. 藥癮者藥癮者藥癮者藥癮者

3. 八大行業八大行業八大行業八大行業

臺北捷運臺北捷運臺北捷運臺北捷運
大眾有限公司大眾有限公司大眾有限公司大眾有限公司

•安全性行為安全性行為安全性行為安全性行為、、、、預防愛滋防預防愛滋防預防愛滋防預防愛滋防
治宣導治宣導治宣導治宣導

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交通部
台灣鐵路管理局台灣鐵路管理局台灣鐵路管理局台灣鐵路管理局

•設置保險套自動服務機設置保險套自動服務機設置保險套自動服務機設置保險套自動服務機

觀光旅遊局觀光旅遊局觀光旅遊局觀光旅遊局

1. 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健康及安全商健康及安全商健康及安全商健康及安全商

店標章認證店標章認證店標章認證店標章認證

2. 貢寮海洋音樂祭等大貢寮海洋音樂祭等大貢寮海洋音樂祭等大貢寮海洋音樂祭等大
型活動型活動型活動型活動

經濟發展局經濟發展局經濟發展局經濟發展局

•針對八大行業宣導愛滋防針對八大行業宣導愛滋防針對八大行業宣導愛滋防針對八大行業宣導愛滋防

治治治治

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

•役男愛滋防治宣導役男愛滋防治宣導役男愛滋防治宣導役男愛滋防治宣導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

1. 種子教師培訓種子教師培訓種子教師培訓種子教師培訓

2. 校園愛滋防治宣導校園愛滋防治宣導校園愛滋防治宣導校園愛滋防治宣導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

跨局處合作運作情形跨局處合作運作情形跨局處合作運作情形跨局處合作運作情形

疾病管制署疾病管制署疾病管制署疾病管制署
�

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

DOH
市府市府市府市府

相關局處相關局處相關局處相關局處

衛生所衛生所衛生所衛生所
指定醫院指定醫院指定醫院指定醫院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篩檢篩檢篩檢篩檢
服務點服務點服務點服務點

民間團體民間團體民間團體民間團體

同儕志工同儕志工同儕志工同儕志工

專家專家專家專家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

減害計畫減害計畫減害計畫減害計畫

服務點服務點服務點服務點

相關業者相關業者相關業者相關業者

或工會或工會或工會或工會

醫事團體醫事團體醫事團體醫事團體

或學會或學會或學會或學會

愛滋防治及照護體系網絡

師資培訓師資培訓師資培訓師資培訓

教材製作教材製作教材製作教材製作

入校宣導入校宣導入校宣導入校宣導

深入活動場深入活動場深入活動場深入活動場

域或社群域或社群域或社群域或社群

導入自我健導入自我健導入自我健導入自我健

康管理概念康管理概念康管理概念康管理概念

感染者預防計畫感染者預防計畫感染者預防計畫感染者預防計畫

重點提醒重點提醒重點提醒重點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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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需要做愛滋篩檢？

愛滋病毒的篩檢對象，主要是針對愛滋
病毒感染的高危險群高危險群

– 曾經從事不安全性行為者曾經從事不安全性行為者曾經從事不安全性行為者曾經從事不安全性行為者

– 共用針具共用針具共用針具共用針具、、、、稀釋液之藥癮者稀釋液之藥癮者稀釋液之藥癮者稀釋液之藥癮者

– 反覆感染性病的人反覆感染性病的人反覆感染性病的人反覆感染性病的人

若有使用藥物若有使用藥物若有使用藥物若有使用藥物（（（（KKKK他命他命他命他命、、、、

搖頭丸搖頭丸搖頭丸搖頭丸、、、、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安非他命…………））））的的的的
狀況下狀況下狀況下狀況下，，，，較難去維持安全較難去維持安全較難去維持安全較難去維持安全
性行為性行為性行為性行為，，，，感染風險也會相感染風險也會相感染風險也會相感染風險也會相
對提高喔對提高喔對提高喔對提高喔！！！！

建議每三個月定期接受愛滋病毒的篩檢建議每三個月定期接受愛滋病毒的篩檢建議每三個月定期接受愛滋病毒的篩檢建議每三個月定期接受愛滋病毒的篩檢，，，，希望盡量降希望盡量降希望盡量降希望盡量降
低不安全行為導致的傷害低不安全行為導致的傷害低不安全行為導致的傷害低不安全行為導致的傷害。。。。

哪裡有匿名或具名篩檢呢？

�新北市醫療單位新北市醫療單位新北市醫療單位新北市醫療單位
– 亞東紀念醫院亞東紀念醫院亞東紀念醫院亞東紀念醫院

– 淡水馬偕醫院淡水馬偕醫院淡水馬偕醫院淡水馬偕醫院

– 慈濟台北分院慈濟台北分院慈濟台北分院慈濟台北分院

– 衛福部雙和醫院衛福部雙和醫院衛福部雙和醫院衛福部雙和醫院

– 衛福部台北醫院衛福部台北醫院衛福部台北醫院衛福部台北醫院

�新北市民間機構新北市民間機構新北市民間機構新北市民間機構
– 大台北同學會大台北同學會大台北同學會大台北同學會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29292929區衛生所區衛生所區衛生所區衛生所

� ELISA/PAELISA/PAELISA/PAELISA/PA合格檢驗機構合格檢驗機構合格檢驗機構合格檢驗機構

可至可至可至可至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疾病防疫專疾病防疫專疾病防疫專疾病防疫專

區區區區////愛滋防治專區愛滋防治專區愛滋防治專區愛滋防治專區或撥打或撥打或撥打或撥打0800080008000800----001069001069001069001069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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