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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年12月31日，中國首次向世衛組織駐中國代表處報告了發生在武漢的原

因不明的肺炎。

2020年1月30日，疫情被認定爲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隨後，在2020年3

月11日，世衛組織將COVID-19列爲大流行病。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及由其引發的疾病等許多事情，現階段仍不能確定。

可以肯定的是新型冠狀肺炎感染症可以人傳人，但是傳染速度有多快也不可

知。

編寫此手冊的目的是爲了能够讓大家在正確認識新型冠狀肺炎的基礎上，做

好有效預防，並能安心生活。希望能幫助各家庭預防包含新型冠狀病毒在內的

呼吸系統感染疾病。

本手冊是根據2020年3月（現在）的各方信息整理編寫而成，今後也會根據

最新信息隨時更新。

2020年3月16日

東北醫科藥科大學 醫學部感染症學教室特任教授

東北大學名譽教授

賀來 滿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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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主要是在野生動物中傳播，如蝙蝠、駱駝等動物可能携帶病

原體，有時這些野生動物也可能成爲感染人的傳播源。

新型冠狀病毒與2012年發生在沙特阿拉伯的中東呼吸器症候群（MERS)病毒

，以及2002年－2003年的以中國爲中心感染擴散的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

（SARS）病毒，同屬冠狀病毒組。

新型冠狀病毒的具體感染源尚未確定。據報告，2019年12月末在武漢市內

有原因不明的肺炎發生者。因爲多數發病者曾去過武漢市內進行魚類及動

物肉類製品販賣的生鮮市場，新型冠狀病毒也被認爲是與在該市場內所販

賣的動物有關。（該市場於2020年1月1日被封鎖）。

新型冠狀病毒具有人傳人的特性。據世界保健機關稱：平均1名感染者可能

將病毒傳播給2人左右。此傳播程度與季節性流感相比略低。

現階段，並沒有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及特效藥。主要是根據患者症狀

進行對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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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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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流行的國家或地
區？
 最早的已知病例被報告發現于2019年12月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截至2020年

4月23日，全世界已有超過250萬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據報告，疫情已經蔓延到了全世界包括中國，日本，新加坡，泰國，美國

，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等在內的213國家。

疫情世界圖（2020年4月24日）
引用：世界保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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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症狀有？

主要症狀爲，發熱・乾咳・頭疼・疲倦感（身體乏力）。症狀與一般的感

冒症狀相似，但是具有久病不愈的傾向。

也存在無症狀感染者及輕症患者。

現階段，該病毒雖然重症率不高，被診斷爲肺炎的人身上，也呈現出呼吸

困難等症狀。

特別是老年人，患有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以及免疫力不全等基礎疾病的

人，感染病毒後有發展爲重症的傾向。

目前的潛伏期＊是2〜12.5天。

*潛伏期即指從病毒侵入體內到開始顯現症狀爲止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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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是怎樣傳播的？

 雖然在此之前，由於中國武漢市的感染者數最多，且感染者大多去過武漢市華南海鮮市

場，所以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被認爲是感染源。但是現階段，並不能確定具體感染源頭。

 現在已有人傳人感染的報告。

綜觀世界各國的感染報告，感染者大多都是與發病的家庭（成員）或同事等有過密切接

觸後被感染。

 密切接觸者是指與疑似感染者或確診感染者有過以下接觸情形之一。

 與新型冠狀病毒疑似感染者或確診感染者同居。

 曾與新型冠狀病毒疑似感染者或確診感染者處於同一封閉空間。

 直接接觸過新型冠狀病毒疑似感染者或者確認感染者的咳嗽・噴嚏産生的飛沫及

鼻涕等體液。

※咳嗽、打噴嚏的飛沫可飛散到1.5~2米的距離。

新型冠狀病毒可以人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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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是飛沫感染和接觸感染2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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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飛沫感染？

 感染者的咳嗽・噴嚏・唾沫・鼻涕等飛沫中含有的病毒等分泌物，通過口

鼻吸進呼吸道而被感染。

什麽是接觸感染？

 用附著病毒的手觸摸鼻、口、眼之後，病毒通過粘膜進入人體而被感染。

 感染者用手遮住噴嚏和咳嗽之後，感染的手碰到門把手，開關以及電車和

巴士的吊環等周圍的物品及場所時就會附著病毒。他人觸摸到附有病毒的

物體或場所後，病毒就附著在手上，之後其手觸摸口、鼻、眼、病毒就從

粘膜進入人體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是怎樣傳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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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4天內有去過包含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人；曾與有這些有出國經歷者

或確診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的人，如果在這之後的幾天~12天內出現發熱・咳

嗽等症狀，且症狀持續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出現疑似感染症狀時，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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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出現發熱・咳嗽等症狀，盡可能减少外出。與人接觸或外出時請務

必戴口罩，儘量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

（２）毎天2次（早、晚）測量體溫。

 如果體溫超過37．5度，或出現劇烈咳嗽，呼吸困難等症狀，請向位於最

近的保健所諮詢；

 因爲有感染其他人的可能性，所以，在得到保健所就診指示之前，請務必

不要擅自直接去醫療機關就診。

（３）如有出現感染症狀的家庭（成員），請隔離房間。並注意房間的通風

和換氣。

※詳見對策說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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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多種措施來預防感染及傳染是重中之重。

咳嗽禮儀

基於「盡可能降低感染的風險」這一理念
確保每一項措施得到實施。

家庭應對感染的基本措施包括：經常洗手、正確使用口罩、出現感染症狀時

控制外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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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預防感染傳播

洗手・手指消毒 換氣

環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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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可以有效防止咳嗽或打噴嚏時産生的飛沫

以及其中包含的病毒的飛散。

 如果有出現咳嗽・打噴嚏等症狀的人，請儘量不要外出。

 如果一定要外出時，請正確使用口罩。

措施 1.

守・咳嗽禮儀！

如果自己出現咳嗽的症狀，爲了不傳染給周圍的人，請戴口罩。

請勸告咳嗽的人戴口罩。

咳嗽或打噴嚏時，用手巾或面紙遮住口鼻，

背對他人，並保持1米以上的距離。

 請立即將使用過的面紙丟進垃圾桶並洗手。

 如果沒有面紙，請用衣服的袖子遮住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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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1.

守・咳嗽禮儀！

①有咳嗽症狀的
時候，請務必戴
口罩

②咳嗽・打噴嚏
時用面紙遮住口
和鼻

③咳嗽・打噴嚏時，背
對周圍的人，保持1米
以上的距離

④將帶有鼻涕・
痰的面紙扔進垃
圾桶

⑤用液體肥皂和流水充
分洗手

*：將塑料袋套在垃圾桶上。使用可以不接觸桶蓋就能丟垃圾的垃圾桶。

踐行咳嗽禮儀

確認口罩的正反面 要貼合鼻子的形狀，不留縫隙
向上向下調整口罩的褶皺

部，向上要確實地遮住鼻口
，向下要緊緊地蓋住下顎

不要觸碰口罩外面，
兩手拿著兩端綫繩取下
口罩

直接將取下的口罩扔
進垃圾桶 洗手・對手部進行充分消毒

正確使用口罩

佩戴方法

取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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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不把感染症帶回家，

外出時，極有可能觸摸到很多人觸碰過的地方。因此，回家之後，請務必用

肥皂和流水充分洗手，用酒 精消毒液進行手部消毒。

家中洗手的時機：

 外出回家之後

 觸碰過很多人觸摸過的地方之後

 咳嗽・打噴嚏，擤鼻子之後

 看護過感染者之後

 做飯前

 吃飯前

 處理過家庭或動物的排泄物之後

 自己上厠所之後

外出時洗手的時機和在家中一樣。

處于洗手台沒有酒精消毒液的情况下的成人，或是幼兒以及雙手活動不便的
老人，請用含酒精的濕紙巾充分仔細擦拭雙手。

措施 2. 

勤・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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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2. 

勤・洗手！

用酒精消毒液進行手指的消毒

①取適量消毒液於手心 ②伸直手掌和手背，揉
搓消毒液

③充分揉搓指尖，指
根和手指

④握住大拇指幷旋轉
手掌充分揉搓

⑤手掌攥住手腕旋轉
揉搓 ⑥雙手充分揉搓直到手

幹爲止

用流水和肥皂充分洗手

③要充分清洗指尖和指甲
之間

④充分清洗手指與手指
之間

⑤握住大拇指並旋轉手
掌清洗

⑥不要忘記清洗手腕 ⑦在流水下充分沖洗
雙手

⑧用紙巾充分擦乾雙手
（並用擦過手的紙巾關
閉水龍頭）

②清洗手掌時，手背要伸直①雙手用水淋濕，兩
手充分打上肥皂並揉
搓

感染予防ハンドブッ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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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咳嗽或打噴嚏等症狀的人，用手捂住鼻或嘴時，病毒就已附著在他的手

上。如果用附著病毒的手碰觸扶手、桌子、門把手等地方時，病毒則會附著

在環境表面。此時，如果其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觸摸了附著有病毒的地方

，並觸碰了自己的嘴、鼻、眼睛的時候就會被感染。

＜環境消毒＞

 對家庭成員經常觸摸的地方（房間門把手、照明開關、遙控器、洗手台

、馬桶把手等）進行消毒。

 1天1~2次、對門把手、桌子、扶手、開關等手經常觸摸的地方，用稀釋

的漂白劑（0.05％的次氯酸鈉水溶液）或者是含有酒精的紙巾進行擦拭

。

※使用漂白劑（次氯酸鈉水溶液）進行擦拭的時候，被擦拭的地方容易發生

腐蝕，所以請在消毒後用水再擦一遍。

措施 3.

環境消毒・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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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3.

環境消毒・換氣

＜換氣＞

 爲了防止感染症的傳播，請保持房間充分通風換氣以减少房間內的病毒數

量。白天每隔1~2小時大開一次門或窗，並保持5~10分鐘，以此來保持房

間內空氣清新。

＜空間＞

 與出現感染症狀的家庭（成員），盡可能將居住房間分開。將出現感染症

狀的家庭（成員），安置於有窗戶、可以通風換氣的房間。

 出現感染症狀的家庭本人以及同住的人要勤用肥皂和流水洗手，如果在同
一房間相距在1~2米以內時，雙方都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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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階段關於新型冠狀肺炎感染者的相關信息並不充分，所以以下問答

將基於同屬冠狀病毒組的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的注意事項進行說明。

Q1. 在對感染者（疑似感染者）看護時的注意事項？

A. 可能的話，將房間分開，並儘量將看護者限定爲1人。

盡可能將看護人數限定爲1人的話，可以减少接觸的風險。

看護時，請戴好手套和口罩，使用過的口罩和手套需立即扔進垃圾袋，系

緊塑料袋並丟弃。每次看護後，要仔細充分洗手。

看護者每天也需要測量2次體溫，警惕感染症狀的出現。

感染者

戴口罩

護理者

戴口罩・手套
勤洗手、對手進行充分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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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洗手時的注意事項？

A. 勤洗手。用流水和肥皂充分仔細洗手。洗手後用毛巾紙或紙巾擦乾水分，

充分乾燥。避免家庭成員共用毛巾。

爲了隨時能對手指進行消毒，建議常備消毒用酒精。

Q3. 用餐時的注意事項？

A. 與潜在感染者一起吃飯的時候，避免共用餐具。使用過的餐具，請儘量浸

泡在熱水或消毒液中10分鐘之後再清洗，這樣可供其他人使用。

餐食要分開。

不直接從共用盤中夾菜
使用過的餐具，正常洗淨後，可供其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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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中注入80℃熱水，將
需要清洗的衣物，
寢具浸泡10分鐘

熱水消毒後，正常洗滌

預防感染Q&A

Q4.   衣物・寢具如何清洗？

A. 避免共用。如果衣物・被套或枕巾沾有腹瀉，嘔吐等産生的體液時，需要

用80℃的熱水，進行10分鐘以上的熱消毒處理。之後再進行正常洗滌。如

果不放心，請將各自衣物分開洗。如果不擔心變色問題的話，稀釋的次氯

酸鈉水溶液（0.1％濃度）也起到殺菌消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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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扔垃圾時的注意事項？

A. 在扔裝有感染患者的唾液和咳痰時使用的紙巾、或者看護時使用的物品等

垃圾時，請注意在垃圾桶上套上垃圾袋後，再將上述垃圾扔進袋中，並束

緊垃圾袋口。尤其注意避免用手直接接觸患者使用過的紙巾。



Q6.   衛生間相關的注意事項？

A. 潛在感染者使用過衛生間後，有馬桶蓋的情况下，請及時蓋上馬桶蓋以防止

病毒擴散。確保衛生間經常通風換氣。

潛在感染者使用過衛生間後，請及時用浸有消毒液的紙巾或抹布擦拭其手可

能接觸過的 地方，如馬桶、馬桶座圈、門把手、照明開關、沖水控制杆等。

保持衛生間清潔・常換氣
使用後，請及時用浸有消毒液的紙巾擦拭其手可能接觸過的地方，如馬桶、馬桶座圈、
門把手、照明開關、沖水控制杆等。

消毒液：酒精或按照0.05%比例稀釋的次氯酸鈉水溶液。

預防感染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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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如何清掃房間？

A. 房間內凡是手經常接觸到的地方，如桌子、門把手、厠所等地方，請使

用消毒酒精進行1天1次以上的消毒。

在擦拭體液以及排泄物等肉眼可見的髒地方時，請使用一次性餐紙等浸

濕消毒液（稀釋的次氯酸鈉（漂白劑））進行擦拭。使用漂白劑時，容

易造成金屬生銹，建議用消毒液擦拭過後再用水擦拭一遍。此外，消毒

用酒精也有效果。

參考

注意事項!

使用次氯酸鈉時：

消毒液（次氯酸鈉水的稀釋劑）的製作方法

使用濃度 原液濃度* 方法 使用目的

0.1% 5% 1瓶500mL塑料瓶的水裏加入原液 10mL
（約爲2瓶蓋） 嘔吐物及糞便處理時

0.05% 5% 1瓶500mL塑料瓶的水裏加入原液 5mL
（約爲1瓶蓋）

餐具，厠所扶手，馬桶座，床
，衣物等的消毒

・消毒時，請注意通風換氣；
・稀釋的溶液的效果會隨時間流逝而减弱，所以請每次用完；
・注意不要誤飲，不要預先製作；
・請勿用於手部消毒；
・存放時，請將其放置于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氯漂白劑的氯濃度因産品不同而異，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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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感染Q&A

建議使用塑料瓶進行簡單稀釋。
1瓶蓋約等於5ml

感染預防手册



◆印刷・分發時請標明出處。
◆禁止對手册內容進行修改、添加、部分引用、翻譯、商用
目的（包括用于收費目的視頻）等。
◆概不通過電話・郵件等方式受理關于該手册內容的問詢。

監修：賀來 滿夫（東北醫科藥科大學醫學部特任教授・東北大學名譽教授）
編撰：東北醫科藥科大學病院感染制禦部

東北大學大學院醫學系研究科綜合感染症學分野
仙台東部地區感染對策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