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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合作/援助項目 援助情形 

史瓦帝尼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設備 

1. 就地採購防護衣、檢診手套、拋

棄式髮帽、拋棄式鞋套、藥用酒

精。 

2. 捐贈口罩、熱像體溫顯示儀、額

溫槍、隔離衣及防護衣、防護面

罩、病毒檢測儀（含試劑耗材）、

呼吸器。 

3. 駐館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捐贈

由我政府協助史國建立之口罩

工廠生產之 100萬片口罩。 

4. 我政府協助史國建立之醫療口

罩工廠於 2021 年 5 月 21 日舉

行正式啟用典禮，協助史國建立

口罩生產能力，提升防疫能量。 

我政府另捐贈口罩乙批、隔離

衣及防護衣、帽套及鞋套、快篩

試劑。  

派遣防疫專家團 

1. 駐史醫療團分別至史王辦公室

及史國國防部舉行「防疫基本

個人及機構衛生措施」講習。 

2. 駐館邀請史國衛生部次長等官

員共同連線觀看前副總統陳建

仁「臺灣模式：武漢肺炎疫情下



 

堅定邁向永續發展目標」之論

壇。 

3.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於 2021

年 1 月 14 日派遣 5 名醫護專

家赴史國協助指導疫情防治。 

索馬利蘭 捐贈防疫物資 

援贈帽套、鞋套、快篩試劑、核酸

檢測分析儀專用試劑及口罩、護

目鏡及面罩。我國與索馬利蘭簽

署疫苗援贈協議，將提供 15萬劑

國產高端疫苗。 

土耳其 

捐贈防疫物資 

迄已捐贈 10萬片醫療口罩予土耳

其境內敘利亞難民第一線醫護人

員。  

分享防疫經驗 

中央研究院與土耳其國家科技研

究委員會（TUBITAK）於 2020年

4 月 10 日舉行臺土防疫視訊合作

會議，雙方就疫苗研發、快篩試

劑、藥物開發及動物試驗等議題

交換意見，建立資訊分享平臺，以

強化雙邊防疫合作。 

防疫醫療用品與設備之

合作交流 

土耳其財政部政府採購辦公室向

我國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採購 12萬餘劑流感疫苗，以強化

雙邊疫苗研發及醫療物資採購之

合作。 

俄羅斯 
捐贈防疫醫療用品與設

備 

1. 捐贈口罩乙批予俄羅斯「We 

Together 醫療志工組織」、「梁

贊 州 立 臨 床 醫 院 」

（ Ryazanskaya Oblast Clinic 



 

Hospital）、「達吉斯坦共和國醫

療 人 員 工 會」（ Respublika 

Dagestan Medical Personnel 

Association）、「莫斯科州立臨

床研究醫療中心」（Moscow 

Regional Research Clinical 

Institute name after M. 

F.Vladimirsky）及卡路加州「科

澤爾斯克區間醫院」（Kozelsk 

Interdistrict Hospital, 

Kaluzhskaya Oblast）。 

分享防疫經驗 

1. 三軍總醫院與俄羅斯莫斯科謝

切諾夫第一國立醫科大學

（Sechenov First Moscow State 

Medical University）於 2020年

4月 23日舉行視訊研討會，就

防疫與醫學議題交換意見。 

2.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與俄羅斯

烏里揚諾夫斯克州消費者權益

保護和公意監督局、烏州衛生

局聯邦健康照顧中心及多位公

立醫院醫師代表於 2020年 4月

28日舉行視訊會議，分享我國

及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相關防

疫措施。 

3. 經濟部工業局系統整合推動計

畫辦公室與俄羅斯「創新企業

發展協會」於 2020 年 6 月 11



 

日共同舉辦「後疫情時代企業

轉型及應變之道」視訊會議。 

4. 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

SBRAS 與國防醫學院於 2020

年 12 月 14 日聯合舉辦「臺俄

COVID-19 藥物及疫苗網路研

討會」。 

5. 駐處於 2021 年 2 月 3 日舉辦

「臺俄 COVID-19 中醫藥網路

研討會」，莫斯科第一醫學大學

Sechenov 及莫斯科區域國家臨

床研究所MONIKI與我衛福部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三軍總醫

院的專家學者均出席，推廣「清

冠一號」。 

6. 俄國 Smorodintsev 流感研究

院所與我國國衛院（NHRI）感

染症與疫苗研究所於 2021年 8

月 16日舉辦「臺俄生物醫學和 

COVID-19網絡研討會（I）：流

感研究」。 

以色列 分享防疫經驗 

1. 衛生福利部與以色列衛生部於

2020 年 5 月 3 日舉行視訊會

議，就雙方疫情現況、我國防

疫措施及成效進行交流。 

2. 2020 年 8 月 12 日臺大醫院雲

林分院與以色列夏米爾醫療研

究 中 心 （ Shamir Medical 



 

Center）舉行防疫視訊交流會

議。 

沙烏地阿

拉伯 
分享防疫經驗 

林口長庚醫院與沙烏地吉達薩米

爾博士醫院（Dr. Samir Abbas 

Hospital）於 2020 年 5 月 18 日舉

行防疫視訊會議，分享我國科技

防疫研發成果。 

蒙古 

捐贈防疫物資 

1. 迄已捐贈逾 20 萬片口罩、逾 5

千件防護衣及 2 萬件隔離衣予

蒙古第一線醫護人員及多個省

份。 

2. 2021 年 12 月援贈蒙古國家傳

染病中心 200個防疫隔離罩。 

分享防疫經驗 

1. 2020 年 5 月 19 日衛生福利部

臺北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

院與蒙古第二中央醫院舉行臺

蒙防疫視訊研討會，分享防疫

經驗。 

2. 2020年 7月 7日臺大醫院與蒙

古第三醫院舉辦雙邊視訊會

議，分享防疫經驗及醫院因應

準備。 

3. 2020 年 9 月 22 日臺大醫院與

蒙古國家傳染病中心合辦以

「臺蒙治療 COVID-19 經驗分

享」為主題之防疫視訊會議。 

4. 2020 年 10 月 6 日臺大醫院與

蒙古國家傳染病中心合辦以



 

「防止院內感染」為主題之防

疫視訊會議。 

5. 2021 年 7 月 20 日臺北慈濟醫

院與蒙古私立第四醫院合辦防

疫視訊會議。 

科威特 

分享防疫經驗 

2020年 5月 25日臺北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與科威特 Jaber Al-Ahmad

公立醫院於舉行防疫視訊會議。 

捐贈防疫物資 

1. 2020年駐處透過聯合國人居署

（UN-Habitat）科威特辦公室

援贈 5 萬片外科口罩予科威特

紅新月會（Kuwait Red Crescent 

Society）。 

2. 2020年駐處與科威特外科醫學

會 （ Kuwait Association of 

Surgeons）合作，捐贈 1 萬片

N95 口罩及 1 千件隔離防護衣

予科國衛生部公衛訓練中心。 

巴林 分享防疫經驗 

林口長庚醫院於 2020年 6月 2日

與巴林國防軍醫院於舉行防疫視

訊會議。 

阿曼 分享防疫經驗 

1. 林口長庚醫院與阿曼 Al 

Nahdha 醫院於 2020 年 6 月 8

日進行防疫視訊會議。 

2. 三軍總醫院於 2020 年 6 月 10

日與阿曼 Sohar 醫院及 Royal

醫院進行防疫視訊會議。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分享防疫經驗 

1. 林口長庚醫院於 2020 年 7 月

23 日與杜拜 Prime Hospital 舉

行防疫視訊會議。 

2. 衛生福利部及林口長庚醫院參

與杜拜新冠肺炎疫情指揮中心

於 2020 年 7 月 28 日舉行之視

訊會議。 

奈及利亞 捐贈防疫物資 迄捐贈 20萬片醫療口罩予奈及利

亞疾管署、人權委員會及其他友

好機關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