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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合作/援助項目 合作/援助情形 

中美洲統

合體

（SICA） 

合作款 

自原計畫款勻支 400 萬美元，作為

武漢肺炎疫情之緊急基金（宏都拉

斯、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及貝里斯

4 友邦各 100 萬美元），以公開、

透明且迅速方式協助其提升防疫及

抗疫能量。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

設備 

捐贈熱像體溫顯示儀乙台、額溫槍

乙批。 

分享防疫經驗 

臺大醫院與 SICA 所屬之中美洲及

多 明 尼 加 衛 生 部 長 委 員 會

（COMISCA）8 個會員國（貝里斯、

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哥

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巴拿馬及薩爾

瓦多）高級醫衛官員於 2020 年 4 月

15日舉行多邊視訊會議分享我國防

疫經驗。 

瓜地馬拉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

設備 

1. 就地採購 X 光機、超音波機、泡

麵及口罩。 

2. 捐贈熱像體溫顯示儀乙批、外科

口罩乙批、N95 口罩乙批、額溫

槍乙批、自動量測系統乙批、病

毒檢測儀（含試劑耗材）、快篩試

劑乙批、防護衣乙批、隔離衣乙

批。 

分享防疫經驗 1. 駐瓜技術團協助強化瓜地馬拉



 

醫護人員武漢肺炎疫情知能及

強化自我防護。 

2. 2020 年 9 月 9 日臺灣、美國、日

本及瓜地馬拉共同舉行拉美及

加海地區首場「全球合作暨訓練

架構」（GCTF）線上研討會，並

以科技防疫為題與各國研討，超

過 25 國，計 200 多位專家參與。 

技術合作 
分享我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入境檢

疫電子系統」程式原始碼。 

尼加拉瓜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

設備 

1. 就地採購口罩、醫用鞋套、防護

衣及布口罩。 

2. 捐贈熱像體溫顯示儀乙批、外科

口罩乙批、N95 口罩乙批、額溫

槍乙批、自動量測系統乙批、羥

氯奎寧乙批、病毒檢測儀（含試

劑耗材）、防護衣乙批、隔離衣乙

批。 

分享防疫經驗 

1. 亞東紀念醫院與尼加拉瓜衛生

部長妲葳拉（Carolina Dávila）等

醫療團隊於 2020 年 4 月 1 日以

遠距會議方式分享我國防疫經

驗及具體作法。 

2. 駐尼技術團協助強化尼醫護人

員武漢肺炎疫情知能及強化自

我防護。 

技術合作 
分享我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入境檢

疫電子系統」程式原始碼。 

宏都拉斯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 捐贈熱像體溫顯示儀乙批、外科口



 

設備 罩乙批、額溫槍乙批、自動量測系統

乙批、羥氯奎寧乙批、病毒檢測儀

（含試劑耗材）、N95 口罩乙批、快

篩試劑乙批、防護衣乙批、隔離衣乙

批。 

技術合作 
分享我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入境檢

疫電子系統」程式原始碼。 

巴拉圭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

設備 

1. 就地採購口罩及額溫槍。 

2. 捐贈熱像體溫顯示儀乙批、外科

口罩乙批、額溫槍乙批、自動量

測系統乙批、羥氯奎寧乙批、電

動病床、生理監視器、呼吸器、

N95 口罩、防護衣乙批、隔離衣

乙批、病毒檢測儀（含試劑耗

材）、快篩試劑乙批、病毒核酸提

取組乙批及病毒採檢套組乙批。 

分享防疫經驗 

國泰綜合醫院與巴拉圭衛福部及疾

管局等單位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舉

行防疫視訊會議，協助提升巴拉圭

有效管控武漢肺炎疫情之知能。 

技術合作 
分享我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入境檢

疫電子系統」程式原始碼。 

貝里斯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

設備 

1. 就地採購檢測用試劑、口罩、攜

帶式脈搏血氧飽和儀、拋棄式手

套、微型離心管（microcentrifuge 

tubes）及醫療實驗室用品。 

2. 捐贈熱像體溫顯示儀乙批、外科

口罩乙批、額溫槍乙批、自動量

測系統乙批、病毒檢測儀（含試



 

劑耗材）、N95 口罩乙批、隔離衣

乙批、防護衣乙批、鼻咽採樣拭

子乙批、快篩試劑乙批及整新呼

吸器乙批。 

分享防疫經驗 

1. 奇美醫院與加勒比海 4 個友邦

（貝里斯、聖露西亞、聖克里斯

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及格瑞那

丁）的衛生部高階官員及重要醫

療院所人員於 2020 年 3 月 30 日

進行防疫多方視訊會議。 

2. 駐貝技術團協助強化貝里斯醫

護人員武漢肺炎疫情知能及強

化自我防護。 

技術合作 

1. 分享我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入境

檢疫電子系統」程式原始碼。 

2. 亞東紀念醫院針對疫情相關醫

學教育，提供貝里斯醫護人員呼

吸器及能力建構線上教學。 

海地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

設備 

1. 就地購買採購氧氣筒、N95 口罩

及防護裝備。 

2. 捐贈熱像體溫顯示儀乙批、外科

口罩乙批、額溫槍乙批、自動量

測系統乙批、羥氯奎寧乙批、病

毒檢測儀（含試劑耗材）、N95 口

罩乙批、隔離衣乙批、防護衣乙

批、快篩試劑乙批及呼吸器乙批。 

分享防疫經驗 

奇美醫院與海地衛生部高階官員偕

重要醫療院所人員於 2020 年 4 月

17 日進行防疫視訊會議。 



 

技術合作 
分享我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入境檢

疫電子系統」程式原始碼。 

聖露西亞 

合作款 資助露國政府設立防疫諮詢專線。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

設備 

1. 就地採購防護衣及醫用口罩。 

2. 捐贈熱像體溫顯示儀乙批、外科

口罩乙批、額溫槍乙批、自動量

測系統乙批、羥氯奎寧乙批、病

毒檢測儀（含試劑耗材）、N95 口

罩乙批、隔離衣乙批、防護衣乙

批、快篩試劑乙批及呼吸器乙批。 

分享防疫經驗 

1. 奇美醫院與加勒比海 4 個友邦

（貝里斯、聖露西亞、聖克里斯

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及格瑞那

丁）的衛生部高階官員及重要醫

療院所人員於 2020 年 3 月 30 日

進行防疫多方視訊會議。聖國衛

生部副次長丹妮爾（ Jenny 

Daniel）出席。 

2. 建立我國衛福部與露國諮詢窗口。 

技術合作 
分享我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入境檢

疫電子系統」程式原始碼。 

聖克里斯

多福及尼

維斯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

設備 

1. 就地採購一般醫用口罩及 N95

口罩。 

2. 捐贈熱像體溫顯示儀乙批、外科

口罩乙批、額溫槍乙批、自動量

測系統乙批、羥氯奎寧乙批、病

毒檢測儀（含試劑耗材）、N95 口

罩乙批、隔離衣乙批、防護衣乙

批及呼吸器乙批。 



 

分享防疫經驗 

1. 奇美醫院與加勒比海 4 個友邦

（貝里斯、聖露西亞、聖克里斯

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及格瑞那

丁）的衛生部高階官員及重要醫

療院所人員於 2020 年 3 月 30 日

進行多方防疫視訊會議。 

2. 臺北榮民總醫院以遠距協助完

成檢閱克國國家防疫行動方案

及準則，如「COVID-19 感染防

治與管控準則」及「大規模病毒

傳染行動方案」，有助制定防疫

政策及提升抗疫能力。 

3. 駐克技術團協助強化克國醫護

人員武漢肺炎疫情知能及強化

自我防護。 

技術合作 
分享我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入境檢

疫電子系統」程式原始碼。 

聖文森及

格瑞那丁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

設備 

1. 就地採購 N95 口罩、防護手套、

液體肥皂噴灑器及漂白水等。 

2. 捐贈熱像體溫顯示儀乙批、口罩

乙批、額溫槍乙批、自動量測系

統乙批、羥氯奎寧乙批、病毒檢

測儀（含試劑耗材）、呼吸器乙

批、N95 口罩乙批、防護衣乙批、

隔離衣乙批、快篩試劑乙批。 

分享防疫經驗 

1. 奇美醫院與加勒比海 4 個友邦

（貝里斯、聖露西亞、聖克里斯

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及格瑞那

丁）的衛生部高階官員及重要醫



 

療院所人員於 2020 年 3 月 30 日

進行多方防疫視訊會議。 

2. 駐聖技術團院協助強化聖國醫

護人員武漢肺炎疫情知能及強

化自我防護。 

技術合作 
分享我衛生福利部開發之「入境檢

疫電子系統」程式原始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