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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患者及家属,

新加坡保健集团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移植中心非常关爱我们的患者，并意识到
大家可能对 2019 新型冠状病毒存在焦虑和疑问，已及想知道它如何影响新加坡
的器官移植受益者。

此函将为您提供下列问题的重要信息：

如果想查阅最新 COVID-19 详情和新闻，请访问游览 https://www.moh.gov.sg/
covid-19。若您需要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移植协调员或医生。

我们希望您能了解，通过社交媒体和信息平台传播的新闻可能存在误导和虚假，
应该向官方，如卫生部网站或向您的移植协调员或医生求证。

这是在新加坡的每个人在抗击 2019 新型冠状病毒 中应尽的责任。在新加坡这段
艰难的日子里，我们敦促您及家人听从劝告，保持安全和健康。若您有任何此处
未提及的疑虑，请立即联络您的移植协调员。

我们希望您能保持健康安全!

新加坡保健集团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移植中心公告

移植患者的风险 预防措施 卫生习惯 若您已有
医院的预约

等待移植



COVID-19 是 2019 年冠状病毒疾病的缩写，由 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毒 2 ）引起。SARS-CoV-2 属于冠状病毒，是呼吸道感染的常见
病原，可能引起如流鼻涕,、咽痛、咳嗽和发烧的症状。但是，有些冠状病毒，
如 SARS（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 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会引发严重
感染，如肺炎（肺部感染)。

然而，不同于我们周期性感染的其他多数冠状病毒，如普通感冒，SARS-CoV-2
是一种首次在中国武汉的感染患者身上发现的新型病毒，但现在已经传播世界其
他地区。当新型病毒，如 SARS-CoV-2 出现时，由于人们缺乏对抗病毒的免疫
力，它会引发如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严重疾病。因此，人们急需研发出疫
苗，这样人们就可以接种疫苗并抵御病毒。

患有 COVID-19 的患者可能出现发烧、疲倦、身体疼痛、咳嗽和呼吸困难。其他
不常见的症状包括咽痛和流鼻涕。就目前所知，从接触病毒到出现症状的时间长
达 14 天。因此，风险人群需要居家隔离 14 天。病情最严重时，患者出现了危及
生命的肺炎，可能需要进入加护室接受更妥善的治疗。

恢复时间根据患者情况各不相同，轻度感染大约需要 2 周，重症需要 3 到 6 周。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每个出现这些症状的人都感染了 COVID-19。许多其他病毒和
细菌感染会引起类似症状。

什么是 COVID-19？

COVID-19 的症状有哪些？

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 咽痛 身体疼痛



目前，有证据显示 COVID-19 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的。

由一个感染者传染一个未感染者最有可能的时机是在感染者出现
COVID-19 症状时。因此，当局建议生病的人戴上口罩，去看医
生并在接到指示后待在家中。

病毒通过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的
飞沫传播。附近的人如果接触了这
些飞沫， 病毒会通过飞沫接触者的
眼睛， 鼻子和口腔而遭受感染。

若一个人在接触受污染的表面（如门
把手、桌面）后没有洗手就触摸鼻子
或嘴巴，也可能感染病毒。由此，在
洗手后才碰触面部这十分重要。

COVID-19 是如何传播的？

我们并没有具体关于 COVID-19 感染在移植接收者中是否会比
健康人更严重的资料。但是，我们知道年长或有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慢性肺病、高血压、癌症等既往疾病的患者由于免疫
系统衰弱，会出现更为严重的感染。那么移植接收者也可能更
容易受到感染，因此按照此函中的注意事项预防感染十分重要。

随着 COVID-19 在社区传播，请尽可能待在家中，避免社交聚会。在必须出门时
保持您与他人的安全距离也十分重要。我们鼓励移植接收者了解社区的最新情况，
并遵循最新的公共卫生建议。

移植接收者是否对病毒有较高的风险？



清洗双手至少 20 秒，尤其是在您咳嗽或打喷嚏或接触了与他
人共享的表面时 - 若您没有洗手液或因过敏无法使用，用含酒
精成分的免洗手液就足够了。

在使用洗手液或肥皂和清水清洁您的双手前，请勿碰触您
的口、鼻和眼。

任何时候都请确保您保留有至少 2 周的处方药，以防您接获到
居家通知或隔离令。

当您感到不适，出现呼吸道症状时，如咳嗽或打喷嚏，您尤其需要佩戴口罩，这
样飞沫将被阻隔并不会传播给附近的其他人。

若您没有不适，没有呼吸道症状，全体使用口罩有2个目的。它可能为您提供一
些保护。它也能有助于保护他人免受您的传染，以防您已被感染，但不知道。无
论如何，您仍需要保持良好的各人卫生，并避免碰触您的鼻子和嘴巴。

若物资允许，最好使用外科口罩。请确保正确佩戴。丢弃口罩时，请小心地将其
拆下 – 不要触碰口罩外层，将其扔进垃圾箱后清洁双手。若您使用的是可重复使
用的口罩，请确保定期清洗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当我出门时需要佩戴口罩吗？

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如下所示

预防措施

它应该遮住您的嘴巴、
鼻子和下巴，

彩色的一面朝外。

捏紧口罩的金属边缘，
让它轻轻地压在
你的鼻梁上。

摘下口罩时只需捏住
挂耳即可。

如何佩戴口罩？



无论去哪请随身携带一包纸巾，以防您要咳嗽或打喷嚏。

避免与目前有病假/近期旅游历史/有居家通知或被隔离的人接
触 - 全球许多国家的 COVID-19 新病例报告都在增长。最好
与有海外旅行的人避免接触 14 天。若他们的情况良好，可在 
14 天后恢复联络。若不能避免接触，建议在家或工作场所的人
限制彼此的接触，并尽可能频繁地洗手。

避免群聚 - 新加坡国内的 COVID-19 病例是由于社交聚会、
工作场所会议和礼拜场所的互动而增长。我们建议您避免多人
群密集场所或有大量人出席的活动（如音乐会、婚礼等)。您还
应避免上下班高峰期的人群，敬请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社交
媒体与亲友保持联系，而不是见面。

请勿出国旅行 - COVID-19 已被列为大流行病毒，已扩散至全
世界。新加坡国内报告的许多病例都是曾到国外旅行的新加坡
人，所以最好不要旅行。若您需要您的医生的备忘录证明您不
应旅行，您的移植协调员将协助您安排。若您有特殊的旅行理
由，请与您的医生探讨。并考虑到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在
许多国家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可能受到限制。而且，您到访的
国家可能突然封锁且您的药物可能用光，尤其是抗排斥药物。

避免与确诊患有 COVID-19 或疑似患有 COVID-19 的人接触 - 
若您知晓任何确诊或疑似患有 COVID-19 的人，避免任何进一
步接触并监测 COVID-19 的症状。若您出现症状，请立即寻求
医疗帮助。



1米

2米

保持社交距离 - 这能降低 COVID-19 进一步局部传播的风险，
尤其是对人口中的易受感染群体。这意味着减少聚会的频率，和
尽量不与他人身体接触。在小贩中心用餐后清洁干净且避免共用
餐具和盘子。

用水龙头的自来水
(温或冷）打湿您的双
手并使用肥皂

双手搓肥皂至起泡 搓洗您的双手至少
20 秒。搓洗手背、
手掌、指缝和指甲
下面

用水龙头的干净自来
水彻底冲洗您的双手

关水龙头时使用纸巾
来保护您的双手

使用干净的纸巾或烘
干机来擦干您的双手

在此期间保持精神和身体健康很重要。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
下，可以在附近的公园进行锻炼。您可以出门锻炼，但与他人
保持 2 米距离且避免人群聚集的健身场所，如健身房。

请参阅附件 1 中的七步洗手法，以供参考。

清洗双手的正确方法是什么？



如果我感觉不适 (发烧和咳嗽) 该这么办？

佩戴口罩避免感染他人。

若可能，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看一个医生且避免去多家诊所
就诊。

当您咳嗽或打喷嚏时使用纸巾捂
住您的嘴巴。将使用过的纸巾仍
到有垃圾袋的垃圾桶。

用消毒剂清洗您接触到的物体。 若您生病请留在家中并拿 MC。

除非另有说明，请继续服用您的处
方药物。

若您仍感觉不适或觉得您的情况
恶化，请到给您开病假的同一名
医生就诊，或去医院的急诊室。

请勿四处求医



在与目前有病假/有海外旅行史和接触/有居家通知或被
隔离的人生活时的预防措施

避免与家中的其他人接触。如不可避免，在家中的请与其他
人保持至少 2 米的身体距离。

在病假或隔离期间，确保您的家中有足够的药物。若您没有
足够药物，请与您的移植协调员沟通如何获得额外的药物分量。

避免共用食物和餐具。食物应与单独的餐具放在单独的盘子里 
— 不应与其他人一起用餐也不可以在房间外用餐。

冲水时盖上马桶盖。请勿共享毛巾、牙膏、牙刷或肥皂。

每天检测和记录您的体温两次。

打开窗户和阳台门，保持室内通风良好。

家中的所有“常触碰”区域，如桌子、门把手、水龙头和水槽
必须经常清洁。这包括您的手机、遥控器和电脑键盘。

家中所有成员都必须经常清洗双手。

若您的病情持续或您生病了请就医 — 对于因旅行或接触史而被
通知留在家中的患者，如果他们出现症状（如发烧、咳嗽)，
应前往最近的医院急诊室。

若可能，应使用单独的房间和浴室。将您的生活区域隔开，
以免家里的其他人不小心越界。安排一个他/她能专用的厕所
/浴室。在使用公共空间时，使用前和使用后都必须清洁触碰
过的表面和物体。



因预约就诊到访医院是否安全？

我正在等待移植。我会从捐增者那感染 COVID-19 吗？

您应遵守已安排的预约，因为您需要医生复查。当您前往医院预
约就诊时，您将需要提交一份自我申报表，并在进入医院前接受
热扫描仪的发烧检查。

在医院或诊所就诊时您应佩戴口罩。

从器官移植中获感染 COVID-19 的风险很低。且移植团队正在采取严格的预防措
施，通过接触、核酸检查和胸部成像仔细筛查捐献者是否患有 COVID-19。您的移
植团队会就此给予您进一步建议。

如果你是活体骨髓、肾脏或肝脏捐献者，你应该在捐献前 28 天避免旅行，并采取
上述同样的预防措施。在捐献进行前您也将进行 COVID-19 筛查。您的移植团队
将就此给予您进一步建议。

由于 COVID-19 疫情瞬息万变，移植可能推迟，以保障捐赠者和受赠者的健康，
并确保有足够的医疗服务来照顾那些危重病人或感染 COVID-19 的人。

我会从动物那感染 COVID-2019 吗？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在新加坡有动物传人迹象。在新加坡人们通
过其宠物或动物感染 COVID-19 的风险尚未可知。但是，若您在国
外，我们建议您避免与活动物、家禽和鸟类接触。

我们感谢 Terence Kee 副教授、Tan Ban Hock 副教授和我们其他移植项目的贡
献和支持。

致谢



有效的洗手法

• 用水打湿双手并在
手掌涂抹肥皂。

• 掌心相对互搓。

• 将右手掌放在左手手
背上（手的顶部)，
交替进行。

掌心相对，双手手指
相互交叉揉搓。

• 将右手五指尖并拢
在左手的掌心前后
揉搓，交替进行。

1 2 3

4 5 6

• 轮流进行右腕旋转
揉搓。

• 彻底冲洗并擦干。

您的双手现在非常干净！

7

• 手心对手背沿指缝
相互揉搓, 双手相
扣进行揉搓。 

• 交替进行。

• 左手握右手拇指旋
转揉搓，右手握左
手拇指旋转揉搓。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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