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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速度疾如風成績驚人。

賀！成大選手巴洛 全國大專田徑摘金破紀錄
孫宜秋／南市

2020/3/31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109年

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男子乙

組」400公尺決賽，成功大學選手巴

洛創下驚人成績，一口氣跑出甲組的

水準48秒28，不僅奪下金牌，更一舉

刷新大會紀錄。

巴洛來自於布吉納法索，到成大已

經6年，目前是土木系碩班學生。外人驚訝於他那如疾風般的速度，但巴洛對這個

成績其實不那麼滿意，他透露，如果不是因為感冒，影響體力，成績一定會更好，

會達到他訂的目標47秒之內。這個自信可不是憑空而來的，上個月巴洛到高雄參加

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成績是48秒16，甚至超過部分國內內亞奧運培訓隊。

成大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教授暨田徑隊教練林麗娟表示，巴洛是個非常優秀的

運動員，自我要求高、勤練習。他400公尺的速度，才能從大一的56秒多，一直向

前邁進到現在的48秒。

巴洛在故鄉是練足球，完全沒有田徑的經驗，因想增加在足球場上的速度而開始

練田徑。大二參加大專運動會，預賽跑出52秒成績。大三在大專運動會就贏得冠

軍，也破了當時的大會紀錄。不過，大四參賽時因受傷，成績被超越，碩一時雖然

奪冠，但成績未破紀錄，那兩次的成績讓他耿耿於懷，但也化為動力，更勤於練

習，努力突破。今年的好成績，實至名歸。

 台灣去年與布吉納法索斷交，巴洛頓時缺乏獎學金來源。成大EMBAT校友劉啟

光獲悉後，慷慨捐助10萬元學費。成大田徑隊校友會副會長黃國棟也提供3萬元生

活費，稍解燃眉之急，學校也提供打工的機會貝取生活費，讓他能安心比賽，跑出

令人驚艷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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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 落實遠距教學 成大美
商Avaya合作 導入SPACES

2020-03-31

成大生科院轉譯農學暨價創研究中心主任蔣鎮宇（右二）與美商Avaya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張嵐夢（左二）代表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記者施

春瑛攝）

 記者施春瑛／台南報導

 成功大學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旗下的轉譯農學暨價創研究中心，三十

日上午與美商亞美亞亞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在

武漢肺炎期間將由Avaya免費提供成大生科學院線上即時、互動式的教

學與學習系統SPACES，以提升遠距教學品質，激發學習的效果。

 亞美亞亞太（Avaya）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專長於ＩＰ電話、客服中

心、機動語音與資訊科技的電信公司。因應新冠肺炎的衝擊，該公司免

費提供了美國多數大學遠端教學系統，有效解決了因為無法現場面對面

教學所造成的教學延誤。

 轉譯農學暨價創研究中心主任蔣鎮宇表示，目前已有零星的確診案例

衝擊到各個大學正常的教學，尤其面對居家隔離以及自主管理的學生，

遠端教學已經成了必要的手段，希望藉由這次與Avaya的合作，藉由線

上協作平台SPACES的導入，來提升遠距教學品質。

 蔣鎮宇與Avaya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張嵐夢昨天簽署合作備忘錄，將由

Avaya免費提供成大生科學院互動式的教學與學習系統SPACES，以滿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143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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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在遠端教學、會議及ＵＳＲ落實的需求。蔣鎮宇表示，除了提供解決

方案並超前部署，希望在這個特殊的時期，透過大學與企業的合作，能

夠幫助師生全心投入到教學及學習當中，並確保持續得到不間斷的學務

支援和高效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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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生科轉譯中心與亞美亞合作 免費享高品質線

上教學

2020-03-31 14:28  聯合報  / 記者修瑞瑩／台南即時報導

為了防疫期間停課不停學，成大生科學院轉譯農學暨價創研究

中心與國際大廠亞美亞（Avaya）簽署合作備忘錄，由亞美亞

提供免費的專業協作平台，可以有效提高遠距教學的品質。

學生 在 家 中就能利用 電腦與老師即時互動 上課。記者修瑞瑩／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gwND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8%90%E5%A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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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因應新冠肺炎的衝擊，該公司免費提供了美國多數大學

遠端教學系統，有效解決了因為無法現場面對面教學所造成的

教學延誤。

亞美亞過去主要協助企業建立高品質的線上視訊開會平台，系

統一套動輒都要上百萬元，但目前免費提供給轉譯中心使用，

生科學院院長簡伯武表示，目前學校也有提供其他線上教學平

台，亞美亞的系統會一併提供給老師，讓老師多一個選擇。

30日在簡伯武等人見證下，成大轉譯中心主任蔣鎮宇與亞美亞

總經理張嵐夢簽署合作備忘錄，張嵐夢更當場示範系統，不僅

可以同時容納多達200人同時上線上課，還可以彼此之間傳遞

資料與即時回饋，而當老師在教室內上課需要走動寫黑板及操

作電腦時，更可以遙控鏡頭隨時讓鏡頭跟著老師，相當方便。

亞美亞在這波疫情中也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預計捐出數百套

的系統提供給各大學使用。

亞美亞Avaya是一家專長於IP電話、客服中心、機動語音與資

訊科技的電信公司，其前身為朗訊科技(AT&T spin-off 公司)旗

下網路系統事業單元，Avaya在全球領先的數位通信軟體開發

上提供了開放式、智能化以及可定制的統一通信和聯絡中心解

決方案，以確保雲、在地化和混合部署的靈活性，Avaya塑造

智慧聯接，為客戶及終端用戶創造無縫的溝通體驗。

轉譯中心指出，在疫情發展的期間，Avaya將免費提供成大生

科學院線上即時、互動式的教學與學習系統SPACES，以滿足

在遠端教學、會議及USR落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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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生科學院院長簡伯武（左三）等人30日見證轉譯中心主任蔣鎮宇

（右二）與亞美亞總經理張嵐夢（左二）簽署合作備忘錄。記者修瑞瑩／

攝影

成大生科學院院長簡伯武（中）30日見證轉譯中心主任蔣鎮宇（左）與

亞美亞總經理張嵐夢（右）簽署合作備忘錄。記者修瑞瑩／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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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亞總經理張嵐夢昨天在成大生科學院示範利用協作平台進行線上教

學。記者修瑞瑩／攝影

成大 疫情 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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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 (job-news.php?type=5&sk=成大)校徵 (job-news.php?type=5&sk=校徵)

線上校徵 (job-news.php?type=5&sk=線上校徵)

肺炎疫情攪局成大實體校徵喊卡 1111人力銀行校徵線上版
新鮮人求職不受阻
2020/03/30 下午16:45 記者呂菁菁／綜合報導

1月下旬適逢農曆春節，多數台灣人都開心與親友團聚歡度佳節，而成大校方嗅到新冠肺炎疫
情恐將帶來強烈威脅，在假期中即發信給全校師生，盼大家提高防疫警覺，並率先宣布開學日
期延至３／２多所大學紛紛跟進。

實際開學全校齊心做防疫，校長蘇慧貞表示，成大以系所為單位，「從人管起」，師生每日進
出院系都需上網登錄體溫及症狀監測記錄。更強調，對付病毒，量體溫之外洗手更是重要，叮
嚀全校教職員工生勤洗手。而許多系所都加碼提升防疫規格，例如：醫學院啟動紅外線偵測儀
搭配額溫槍，一線人員配戴防護帽、社科院為防疫人員自製「防護小雨衣」、電機系人員頭戴
防護面罩等...，另外，針對修課人數多的班級，也進行分流視訊教學，少數無法順利返台學
生，學校也透過各類視訊系統讓學生求知不因疫情受阻，並建立「成功大學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網頁資訊平台專區」，整合全校防疫資訊，同時連結疾管署網站，確保疫情消
息來源正確。

原定３月中舉辦的實體校徵活動也因為疫情停辦，但學生接軌就業不能等，因此特別在學校官
網特別加上各類線上校徵資訊，欲了解進一步資訊請上1111人力銀行知名大學校徵線上版 (ht
tps://www.1111.com.tw/zone/school_fresh/school/company.asp?sid=77) ， 新 鮮 人 求 職
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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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蠵龜命喪台南沙灘　海巡人員協助就地掩埋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隊鹿耳門港安檢所人員，於台南鹿耳門沙灘發現1隻海龜已死亡，海巡協

助就地掩埋。（圖／記者林悅翻攝，下同）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隊鹿耳門港安檢所人員，29日下午5時許，接獲第六巡防區

指揮部通報，民眾於台南鹿耳門沙灘發現1隻海龜，經海巡人員到場查處，發現海龜已

明顯死亡多時，無法拯救其生命，即就地掩埋。

https://www.ettoday.net/
https://www.ettoday.net/news/focus/%E7%94%9F%E6%B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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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第11岸巡隊鹿耳門安檢所人員獲報後，立即派員前往查看，於鹿耳門沙灘上發現

1隻死亡海龜，經初步測量該海龜身長約70公分、寬70公分，經聯繫國立成功大學海

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王浩文教授知悉，經研判品種為保育類赤蠵龜，因海龜外觀已

腐爛且無研究價值，故請海巡人員實施就地掩埋。

南部分署第11岸巡隊呼籲民眾，近來海龜擱淺或誤食海洋廢棄物時有所聞，請國人勿

隨意於海上或岸際丟棄廢棄物，導致破壞海洋生態環境；海巡署除執行查緝走私、非

法入出國，亦積極投入海洋生態保育工作，台南地區沿岸時有發生保育類動物受困情

事，民眾若發現可直接撥打118服務專線，海巡隊人員將立即派員前往處理，提供各

項服務及救助。

►75%酒精的乾洗手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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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龜命喪沙灘 台南海巡協助就地掩埋

2020-03-30 12:25  聯合報  / 記者黃宣翰/即時報導

「有海龜在沙灘，一動也不動。」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隊

鹿耳門港安檢所 人員，昨天獲知在 台南市鹿耳門沙灘發現海

龜，海巡人員到場後發現海龜已明顯死亡，成功大學海洋生物

及鯨豚研究中心人員研判品種為保育類赤蠵龜，海巡人員就地

掩埋。

分享

台南市鹿耳門沙灘發現保育類赤蠵龜，已明顯死亡，海巡人員就地掩埋。記者黃宣翰／翻

攝

讚 1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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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耳門港安檢所人員昨天下午5點多，接獲第六巡防區指揮部

通報，民眾在台南鹿耳門沙灘發現一隻海龜，協請前往處置，

海巡人員到場後發現海龜已明顯死亡，無法成功拯救其珍貴生

命，著實令人遺憾。

初步測量海龜身長約70公分、寬70公分，並聯繫國立成功大學

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王浩文教授知悉，經研判品種為保育

類赤蠵龜，海龜外觀已腐爛且無研究價值，請海巡人員就地掩

埋。

第11岸巡隊呼籲，近來海龜擱淺或誤食海洋廢棄物時有所聞，

請國人勿隨意於海上或岸際丟棄廢棄物，導致破壞海洋生態環

境；台南地區沿岸時有發生保育類動物受困情事，民眾若發現

可直接撥打118服務專線，將立即派員前往處理，提供各項服

務及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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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人員在台南市鹿耳門沙灘發現海龜，已明顯死亡，就地掩埋。記者

黃宣翰／翻攝

海龜 海巡署 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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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土透過PK賽展現紮實防水力 獲建商肯定聯合採購

豐暘建設為桃園市在地建商，許志明⽼闆為了打造優質建案，便上網路做功
課找尋優質建材，正所謂⼯欲善其事，必先利奇器，因⽽⾃⼰找到了「樂
⼟」，更隨即致電樂⼟台南總公司-成⼤昶閎。總公司將此案轉介北區專業販
售商-「家博⼠防⽔材料」，進⽽提供最即時且在地服務，開啟了三⽅合作。

2020-03-31 10:25 經濟日報 莊智強

讚 1 分享 Y ⽤LINE傳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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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昶閎執⾏⻑郭⽂毅說，家博⼠與許⽼闆聯絡並邀約拜訪，⾸次與⼯地陳
主任、泥作⼯頭及2位泥作⼯班，針對各項問題做討論與問題釋疑。經⾸次拜
訪後，⼀段時間沒再聯繫，原本以為此案無疾⽽終，但在家博⼠同仁主動電
話詢問進度時，⼯地陳主任說這陣⼦也有另⼀家同業廠商來拜訪，他建議可

豐暘建設之建案外牆全部使⽤樂⼟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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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起做⽔池測試。於是找了個空地砌兩個⽔池，並且由泥作⼯頭親⾃在⽔
池內部抹鏝⽔泥砂漿層中添加兩家的「⽔泥防⽔劑」，進⾏PK。

兩家「⽔泥防⽔劑」進⾏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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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兩三個星期後，家博⼠同仁電話詢問實驗現場狀況，現場回報兩家的防⽔
效果都很好，還在⽔池裡養了⿂。然⽽同業給豐暘建設報價⽐較低，並且對
於其他可能造成⽔泥砂漿性能不良影響的施⼯助劑，沒有特別禁⽌。家博⼠
同仁跟豐暘建設主管說明，「泥作⼯程要按部就班，這樣添加⽔泥防⽔劑才
有意義」，原以為拿不到此案，但不久便接到⼯地陳主任來電，他們決定外
牆全部使⽤樂⼟防⽔粉，⽽廁所部份使⽤同業的⽔泥防⽔劑。

圖左：施作樂⼟防⽔粉。圖右：施作同業⽔泥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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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博⼠董事⻑林暉凱表⽰，做完第⼀次外牆泥作粗胚，該公司同仁到現場做
測試，當天許⽼闆、陳主任及泥作⼯頭全部來看成果，並且陳主任說外牆有

使⽤樂⼟防⽔粉的新建案。

使⽤樂⼟防⽔粉的新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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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使⽤同業的產品，想進⼀步⽐較兩者的效果。雖然該公司同仁擁有混
凝⼟⽔分計及混凝⼟強度試驗錘，可以有數據來呈現結果，但是⼤家還是希
望眼⾒為憑，測試時則是⽤寶特瓶裝⽔潑灑，泥作⼯頭故意在兩⾯牆潑灑⼀
點點⽔滴做測試，結果泥作⼯頭說樂⼟的防⽔效果較佳，他解釋潑灑⼤量都
會垂流不難，但是在潑撒⼀點點⽔滴時樂⼟砂漿表⾯還會出現⽔珠的形狀，
表⽰樂⼟的斥⽔效果較好，⼤家也當作得到⼀種新的簡易測試⽅法。之後豐
暘建設外牆就全部使⽤樂⼟防⽔粉，直到最近還推薦給樸億建設及勤本建
設，並聯合採購。

使⽤樂⼟防⽔粉的新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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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豐暘建設請來PK的兩家材料，稱為⽔泥防⽔劑 (Waterproof agent of

cement for concrete construction)，CNS編號為3763，公布⽇期為⺠國64

年5⽉，⾄今已超過40年的歷史，此標準適⽤於摻於⽔泥砂漿及混凝⼟，⽐較
有沒有摻和⽔泥防⽔劑的⽔泥砂漿及混凝⼟，有摻和的其吸⽔與透⽔⽐要在
未摻和的0.5以下，強度⽐要在0.85以上，且摻和後不得影響初終凝時間及產
⽣收縮、膨脹性⿔裂與翹曲等問題。公共⼯程委員會所公布的施⼯綱要規範
第09310章V5.0 鋪貼壁磚，其中3.2.14規定，施⼯於外牆打底之⽔泥砂漿，
抹、勾縫材料均須使⽤防⽔劑，或採⽤1：2防⽔砂漿打底。郭⽂毅強調，使
⽤這樣的材料，會在泥作⼯程額外增加費⽤，因此願意採⽤的建商，表⽰對
於本⾝基礎⼯程的品質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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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博⼠防⽔材料為樂⼟北部的專業販售商，多年來與樂⼟原廠觀察泥作市場
狀況，得到的⼼得是-「泥作防⽔⼯程要成功、事半功倍，⾸要條件就是⼀定
要有正確的施做觀念及知識」。為此家博⼠憑著多年現場經驗並且結合學理
知識，綜合整理後擬出「監⼯管理表」，每⼀項內容皆完整考慮了學理及實
做上的配合。家博⼠因此得以提供現場⼯班最具專業、務實的施做觀念及知
識。

使⽤樂⼟防⽔粉的新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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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現場施做後的檢測、品控，家博⼠提供簡單有效的測試⽅法，並且擁有
更完整複雜的品控⽅案（責任監⼯），給客戶們⼀個更具全⾯性保障的⽅
案。由於施⼯品質的好壞絕⼤部份原因來⾃於⼈為的疏忽及散漫，家博⼠也
開發出協助現場品控的防呆元素整合現有的商品，使得現場監⼯⼈員可以更
輕鬆、更⽅便、更有效率的完成監⼯任務。

圖左：監⼯管理表(粗胚打底) 。圖右：監⼯管理表(窗框嵌縫) 。

圖左：責任監⼯合約。圖中：品控管理表(粗胚打底) 。圖右：品控管理表(窗框嵌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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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暉凱說，不單單為了賣產品衝業績，家博⼠位於建築實戰的第⼀線，擔負
著將學理與實務整合的協調者，⼒求持續改進及提供客戶更⽅便、更迅速、
更有效的解決⽅案。近三年來，家博⼠在桃⽵苗地區累積超過50案。

新⽵「家博⼠」對於成⼤昶閎「樂⼟」的經營理念及環保無毒研發之建材相
當認同，願⼀同與樂⼟讓台灣營建產業更美好。

成⼤昶閎「樂⼟」聯絡資訊：

近三年，家博⼠在桃⽵苗地區累積超過50案。

近三年，家博⼠在桃⽵苗地區累積超過5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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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3-6682323

網址：https://www.techome.com.tw/

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Lotosinside/

新⽵「家博⼠」聯絡資訊：

電話：03-6682323

網址：https://homeboss.com.tw/

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homeboss.waterproof/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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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名確診喪失味覺嗅覺　醫師：有「這些」症狀要小心

記者 戴元利 / 攝影 花振森 羅士朋 報導
2020/03/30 22:49   小 中 大

英國耳鼻喉科協會近期指出，如果民眾沒有旅遊史、接觸史卻因為不
明原因失去味覺或嗅覺，就算沒有其他典型症狀，像是發燒、咳嗽等
等，建議也應該至少隔離7天，避免病毒擴散。像是台南成大醫院在3
月中旬，便利用電子病歷、AI人工智慧判讀X光片等智慧醫療把關，
篩查出案75、在南部就讀大學的確診病患，專科醫師認為，暫時喪失
味覺嗅覺的症狀，的確可以作為鑑別有無新冠肺炎的重要依據。

醫院大廳動線分明，迅速消化人潮，才能降低群聚感染風險，南部醫
學中心龍頭成大醫院從國內爆發第一起確診後，不只啟動分流管制，
更善用醫療科技、層層把關，不讓新型冠狀病毒趁隙而入。

急診室旁大片空地，沒日沒夜、從無到有，成大醫院10天內架起的組
合屋是重要防線，絕不讓疑似病例成為院內感染源頭。

TVBS記者戴元利：「國內1月21日爆發首例確診之後，台南成大醫院
立刻啟動超前部署，在短短10天之內打造高規格的臨床檢疫站，只要
在這裡出現高度疑似的確診病例，就會出動救護車走專屬通道，在短
短6分鐘之內完成所有住院流程。」

圖／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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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車一出現就代表出現疑似病例，這位才剛返國不久的民眾必須火
速送往負壓隔離病房，阻絕其他接觸機會。成大醫院臨床檢疫站從2
月成立至今，超過上千名人次醫護輪班進駐，單日曾多達60、70位民
眾就診，幸好有智慧醫療輔助，檢疫流程從2個半小時縮短到約莫30
分鐘，效率大大提升。

成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副主任陳柏齡：「自己的病歷自己填，然後填
完之後他會做簽名，這個病人就會上傳簽名，這樣就完成，所以醫師
跟護理師在後面，他就可以看到，查到他的數據，他的資料。」

每個人進入獨立隔間，護理師量測體溫、血壓後，就由病患自行填寫
電子病歷回傳系統，再由醫師隔空診斷，搭配人工智慧輔助判讀胸部
X光片，便可快速篩選出疑似個案。

成大醫院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劉秉彥：「(之前)病患跟醫護人員之
間的距離會變得很近，我總是要問你問題，大家靠近的時候，這個(感
染)機會就增加，(電子病歷)問題都很簡單，那甚至於現在比較熱門的
嗅覺異常，我們現在也放在裡面這樣子，症狀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可
以填寫。」

圖／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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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疑似症狀在電子病歷上即時更新，因為英國耳鼻喉科協會近期宣
布重大發現，表示南韓、中國大陸、美國、法國和義大利確診病患，
部分沒發燒或咳嗽卻出現味覺或嗅覺喪失，成大也的確透過這份電子
病歷篩出非典型患者。

成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主任李南瑤：「我們也把這個加入我們的病史
詢問，去排除，不一定說嗅覺味覺異常，一定就是這個武漢肺炎，不
過我們就把它列入，我們應該要考慮到這個疾病，特別它沒有一個很
好的原因(旅遊史)，來解釋說他為什麼味覺嗅覺會異常。」

3月中旬爆出的案75南部大學生便是發現自己失去嗅覺，到耳鼻喉科
看診沒改善，在成大醫院找出真正原因。國外專家認為，沒咳嗽或發
燒的民眾一旦因為不明理由喪失嗅覺或味覺，就可能是隱性病毒攜帶
者，最好隔離7天，以策安全。

成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主任李南瑤：「(病毒)它應該是去攻擊嗅覺，
嗅細胞，那這個目前還不是很確定它走的路徑，它的致病原因，不過
以前在SARS，以前過去的年代確實從影像學已經有看到，有些是有
影響到的。」

防疫學會榮譽理事長王任賢：「一般的上呼吸道感染可能就是，鼻
塞，流鼻水，咳嗽這些症狀，(新冠肺炎)它可能不是啊，它可能是嗅

圖／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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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消失，味覺消失，香港做的研究說，我們的唾液腺裡面，第一天裡
面，它的病毒量是最多的，以後唾液裡面慢慢病毒量就小了，所以告
訴我們一開始唾液腺就有了，它不是後來才有的，它剛開始就有了，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它是廣泛侵犯到我們的上呼吸道。」

感染科醫師認為，目前無法證實新型冠狀病毒會導致神經病變，另外
有專家分析，喪失味覺或嗅覺的病人大約占整體2到3成，最快1個月
內就能恢復，最晚可能拖1到2年。

防疫學會榮譽理事長王任賢：「這個味覺跟嗅覺消失，通常2到3天就
會消失掉了，所以它不是神經的傷害，如果神經傷害的話，(恢復)大
概2到3年吧，2到3個月吧，神經傷害的恢復是很慢的。」

新型冠狀病毒狡猾難纏，有病患在惡化前假性好轉，冰島還有人出現
雙重感染，這場人類與病毒的戰役還沒結束。

影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DpxTbTIwCsg&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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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意圖

成大醫院感染科羅景霳醫師指出，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升溫，許
多的衛教資訊都告訴大家「要勤洗手！」那麼為什麼要洗手
呢？因為在我們生活週遭的環境中，有許多肉眼看不見的細菌
和病毒存在於物體表面上，不經意時就有很大的機會藉由雙手
將物品上的病菌帶到我們的眼、口、鼻等黏膜上，害我們得
病。

羅景霳醫師說，面對這種環境汙染傳播模式，或稱「環媒傳
播」，我們需要藉由洗手，以降低病菌侵入身體的機會，不過
洗手不是只有把雙手用濕而已，還需要利用工具來達到清除病
菌的最終目標。羅景霳醫師說，洗手能夠選擇的工具主要有二
種：每個人平時都會使用到的「濕洗手」，也就是利用水和肥
皂來洗手；以及比較方便的「乾洗手」，利用酒精、異丙醇及
丙醇等乾洗手液來洗手。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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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景霳醫師表示，濕洗手可以清除掉絕大部分的病菌，包括新
冠肺炎病毒，但是因為需要用水，所以相對不方便；乾洗手液
雖然方便，卻對於腸病毒或諾羅病毒等會造成胃腸感染的病毒
效果不好，不過對於新冠肺炎病毒則是綽綽有餘。但有了好的
工具，也要有好的方法：包括對的方式與對的時機，才能發揮
其效果。
 
羅景霳醫師說，對的方式洗手：是洗手時要「搓」對。用乾洗
手液時，要用搓的將乾洗手液搓乾；濕洗手時，要搭配水和肥
皂搓出泡沫，以將洗手的防疫效果發揮到最大。搓手時需依
「內外夾弓大立腕」的順序，將手心、手背、指縫、指背、大
拇指與虎口、指尖及手腕都搓到，才能確保手上的病毒細菌都
清得一乾二淨。羅景霳醫師提醒說，洗手時最容易被忽略的有
虎口、指尖和指縫等處，要特別注意。
 
羅景霳醫師說，對的時機洗手：一般民眾的洗手時間點，在咳
嗽或打噴嚏後、照顧生病的人之後、如廁後、處理食物前中
後、吃東西前、手有明顯髒汙，及觸摸動物和處理動物排泄物
後。目的在避免身上的病菌汙染環境，及外在病菌入侵至我們
身體。羅景霳醫師也提醒，進出醫院前後也都應該洗手，以避
免自己及關心者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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