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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新冠病毒」嗎？

為什麼它會引發嚴重、傳染力強的肺炎？

還演變成全球大流行的疾病！

它是如何入侵我們的身體？有辦法阻止它嗎？

         為了研發出治療的藥物，以及預防感染的疫苗，

        「病毒科學王國」邀請你成為實驗室的一員！

         在超級科學家「百冠王」的帶領下，

         我們將「咻～」的縮小，進入病毒的迷你世界。

只有解開「新冠病毒」的各種祕密，

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實驗室研究員！

你，準備好接受挑戰了嗎？

※本書無注音
※閱讀年齡：5～ 9歲親子共讀；10 歲以上可自己閱讀



新冠病毒主要入侵的途
徑是呼吸道，例如鼻腔
跟喉嚨

病毒跑進呼吸道時，裡頭的纖毛

細胞偵測到病毒，就會用力的把

它們掃出去！我們也會產生咳嗽

的反應。只要病毒量不多，纖毛

細胞都會努力把它們趕走。

第一線的纖毛細胞守不
住，病毒就會進入下呼
吸道，到達肺部

病毒跟肺泡細胞結合後，會進入

肺部，複製出許多病毒。  

肺部功能變差，我們的呼吸就會

變得急促；病毒越多，呼吸就越

困難。  

做胸部 X 光檢查，看到肺部變成

白白一片，也代表肺部發炎了。

那麼，新型冠狀病毒是怎麼跑進我們的
身體裡面呢？

可怕的後遺症  

受過傷的肺部，會變得像菜瓜

布一樣粗，失去交換氣體的功

能，無法恢復，叫做「肺纖維

化」。嚴重的話，可能會呼吸

衰竭死掉。

新冠病毒的祕密鑰匙

每一種病毒都像一把鑰匙，要找到正確

的門鎖、也就是特定的「受體」，它才

可以入侵我們的細胞搞破壞！  

新冠病毒的鑰匙，就在它的棘突蛋白

上，可以打開受體「ACE2 蛋白質」。

我們的肺泡細胞表面，就有很多 ACE2

蛋白質！

免疫系統的警訊  

人類的免疫系統，如果受到外

來的病原體入侵，就會啟動一

系列的防衛機制，告訴免疫細

胞該開始工作了，發燒就是免

疫系統啟動的一個警訊。

新冠病毒主要入侵的途
徑是呼吸道，例如鼻腔
跟喉嚨

病毒跑進呼吸道時，裡頭的纖毛

細胞偵測到病毒，就會用力的把

它們掃出去！我們也會產生咳嗽

的反應。只要病毒量不多，纖毛

細胞都會努力把它們趕走。

第一線的纖毛細胞守不
住，病毒就會進入下呼
吸道，到達肺部

病毒跟肺泡細胞結合後，會進入

肺部，複製出許多病毒。  

肺部功能變差，我們的呼吸就會

變得急促；病毒越多，呼吸就越

困難。  

做胸部 X 光檢查，看到肺部變成

白白一片，也代表肺部發炎了。

那麼，新型冠狀病毒是怎麼跑進我們的
身體裡面呢？

可怕的後遺症  

受過傷的肺部，會變得像菜瓜

布一樣粗，失去交換氣體的功

能，無法恢復，叫做「肺纖維

化」。嚴重的話，可能會呼吸

衰竭死掉。

新冠病毒的祕密鑰匙

每一種病毒都像一把鑰匙，要找到正確

的門鎖、也就是特定的「受體」，它才

可以入侵我們的細胞搞破壞！  

新冠病毒的鑰匙，就在它的棘突蛋白

上，可以打開受體「ACE2 蛋白質」。

我們的肺泡細胞表面，就有很多 ACE2

蛋白質！

免疫系統的警訊  

人類的免疫系統，如果受到外

來的病原體入侵，就會啟動一

系列的防衛機制，告訴免疫細

胞該開始工作了，發燒就是免

疫系統啟動的一個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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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主要入侵的途
徑是呼吸道，例如鼻腔
跟喉嚨

病毒跑進呼吸道時，裡頭的纖毛

細胞偵測到病毒，就會用力的把

它們掃出去！我們也會產生咳嗽

的反應。只要病毒量不多，纖毛

細胞都會努力把它們趕走。

第一線的纖毛細胞守不
住，病毒就會進入下呼
吸道，到達肺部

病毒跟肺泡細胞結合後，會進入

肺部，複製出許多病毒。  

肺部功能變差，我們的呼吸就會

變得急促；病毒越多，呼吸就越

困難。  

做胸部 X 光檢查，看到肺部變成

白白一片，也代表肺部發炎了。

那麼，新型冠狀病毒是怎麼跑進我們的
身體裡面呢？

可怕的後遺症  

受過傷的肺部，會變得像菜瓜

布一樣粗，失去交換氣體的功

能，無法恢復，叫做「肺纖維

化」。嚴重的話，可能會呼吸

衰竭死掉。

新冠病毒的祕密鑰匙

每一種病毒都像一把鑰匙，要找到正確

的門鎖、也就是特定的「受體」，它才

可以入侵我們的細胞搞破壞！  

新冠病毒的鑰匙，就在它的棘突蛋白

上，可以打開受體「ACE2 蛋白質」。

我們的肺泡細胞表面，就有很多 ACE2

蛋白質！

免疫系統的警訊  

人類的免疫系統，如果受到外

來的病原體入侵，就會啟動一

系列的防衛機制，告訴免疫細

胞該開始工作了，發燒就是免

疫系統啟動的一個警訊。

新冠病毒主要入侵的途
徑是呼吸道，例如鼻腔
跟喉嚨

病毒跑進呼吸道時，裡頭的纖毛

細胞偵測到病毒，就會用力的把

它們掃出去！我們也會產生咳嗽

的反應。只要病毒量不多，纖毛

細胞都會努力把它們趕走。

第一線的纖毛細胞守不
住，病毒就會進入下呼
吸道，到達肺部

病毒跟肺泡細胞結合後，會進入

肺部，複製出許多病毒。  

肺部功能變差，我們的呼吸就會

變得急促；病毒越多，呼吸就越

困難。  

做胸部 X 光檢查，看到肺部變成

白白一片，也代表肺部發炎了。

那麼，新型冠狀病毒是怎麼跑進我們的
身體裡面呢？

可怕的後遺症  

受過傷的肺部，會變得像菜瓜

布一樣粗，失去交換氣體的功

能，無法恢復，叫做「肺纖維

化」。嚴重的話，可能會呼吸

衰竭死掉。

新冠病毒的祕密鑰匙

每一種病毒都像一把鑰匙，要找到正確

的門鎖、也就是特定的「受體」，它才

可以入侵我們的細胞搞破壞！  

新冠病毒的鑰匙，就在它的棘突蛋白

上，可以打開受體「ACE2 蛋白質」。

我們的肺泡細胞表面，就有很多 ACE2

蛋白質！

免疫系統的警訊  

人類的免疫系統，如果受到外

來的病原體入侵，就會啟動一

系列的防衛機制，告訴免疫細

胞該開始工作了，發燒就是免

疫系統啟動的一個警訊。

新冠病毒主要入侵的途
徑是呼吸道，例如鼻腔
跟喉嚨

病毒跑進呼吸道時，裡頭的纖毛

細胞偵測到病毒，就會用力的把

它們掃出去！我們也會產生咳嗽

的反應。只要病毒量不多，纖毛

細胞都會努力把它們趕走。

第一線的纖毛細胞守不
住，病毒就會進入下呼
吸道，到達肺部

病毒跟肺泡細胞結合後，會進入

肺部，複製出許多病毒。  

肺部功能變差，我們的呼吸就會

變得急促；病毒越多，呼吸就越

困難。  

做胸部 X 光檢查，看到肺部變成

白白一片，也代表肺部發炎了。

那麼，新型冠狀病毒是怎麼跑進我們的
身體裡面呢？

可怕的後遺症  

受過傷的肺部，會變得像菜瓜

布一樣粗，失去交換氣體的功

能，無法恢復，叫做「肺纖維

化」。嚴重的話，可能會呼吸

衰竭死掉。

新冠病毒的祕密鑰匙

每一種病毒都像一把鑰匙，要找到正確

的門鎖、也就是特定的「受體」，它才

可以入侵我們的細胞搞破壞！  

新冠病毒的鑰匙，就在它的棘突蛋白

上，可以打開受體「ACE2 蛋白質」。

我們的肺泡細胞表面，就有很多 ACE2

蛋白質！

免疫系統的警訊  

人類的免疫系統，如果受到外

來的病原體入侵，就會啟動一

系列的防衛機制，告訴免疫細

胞該開始工作了，發燒就是免

疫系統啟動的一個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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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簡單有效： 
肥皂＋水 
可以洗手、擦洗物品

使用限制多： 
漂白水稀釋 100 倍
可以做成消毒水， 
噴灑環境或擦拭物品

濃度要剛好： 
濃度 75% 的酒精 
可以噴手消毒、 
噴灑接觸到的物品

保存不易： 
濃度 100ppm 的次氯酸水 
可以噴灑環境或擦拭物品

預防病毒的接觸傳染，不只要做好居家環境消毒； 
在公共場合，也應該避免碰觸任何物體的表面。  
我們可以隨身攜帶一瓶濃度 75% 的酒精，  
噴灑接觸到的東西，或是噴自己的手消毒。

★消毒液比一比

在這裡，我要出個小問題考考你：  
為什麼 75% 的酒精可以殺死新型冠狀病毒呢？  
提示：跟前面提過的病毒結構有關係喔！  

沒錯，關鍵就在新型冠狀病毒的「外套膜」上！  
它是由磷脂質構成的，能幫助病毒躲開免疫系統； 
而酒精和肥皂，剛好能破壞磷脂質的結構。  
所以，比起沒有外套膜的病毒種類，  
有外套膜的病毒更容易被殺死。

外套膜 
的病毒

冠狀病毒、流行性感冒病毒、
疱疹病毒、B 型肝炎病毒、  

伊波拉病毒等

比較脆弱，  
容易被 75% 酒精殺死

我是諾羅病毒
我是流行性感冒病毒

外套膜 
的病毒

輪狀病毒、諾羅病毒、
腸病毒、腺病毒、  

鼻病毒等

不容易被 75%  
酒精殺死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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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簡單有效： 
肥皂＋水 
可以洗手、擦洗物品

使用限制多： 
漂白水稀釋 100 倍
可以做成消毒水， 
噴灑環境或擦拭物品

濃度要剛好： 
濃度 75% 的酒精 
可以噴手消毒、 
噴灑接觸到的物品

保存不易： 
濃度 100ppm 的次氯酸水 
可以噴灑環境或擦拭物品

預防病毒的接觸傳染，不只要做好居家環境消毒； 
在公共場合，也應該避免碰觸任何物體的表面。  
我們可以隨身攜帶一瓶濃度 75% 的酒精，  
噴灑接觸到的東西，或是噴自己的手消毒。

★消毒液比一比

在這裡，我要出個小問題考考你：  
為什麼 75% 的酒精可以殺死新型冠狀病毒呢？  
提示：跟前面提過的病毒結構有關係喔！  

沒錯，關鍵就在新型冠狀病毒的「外套膜」上！  
它是由磷脂質構成的，能幫助病毒躲開免疫系統； 
而酒精和肥皂，剛好能破壞磷脂質的結構。  
所以，比起沒有外套膜的病毒種類，  
有外套膜的病毒更容易被殺死。

外套膜 
的病毒

冠狀病毒、流行性感冒病毒、
疱疹病毒、B 型肝炎病毒、  

伊波拉病毒等

比較脆弱，  
容易被 75% 酒精殺死

我是諾羅病毒
我是流行性感冒病毒

外套膜 
的病毒

輪狀病毒、諾羅病毒、
腸病毒、腺病毒、  

鼻病毒等

不容易被 75%  
酒精殺死

有

人醫心傳2020.773



親愛的讀者：

當我寫這封信時，全球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居高不下，還有五百多萬的確

診者等待醫治，許多是在醫療技術及資源貧匱的國家。台灣因為有先進的

醫療資源，規劃完善的防疫政策，以及無私無求的第一線防疫人員守護著

我們，所以相對的平安健康。

新型冠狀病毒因為新，我們所知很少，於是對它充滿著恐懼不安。感謝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將基本的病毒知識介紹給讀

者。知識就是力量，只要認知正確，我們就知道怎麼預防新冠病毒的感染。

病毒學的相關知識，一般讀者較難理解；所以，以繪本的形式呈現，希

望小學中年級程度以上的讀者配合文字就能一目瞭然。很感恩繪者陳志鴻

先生及編輯群的專業配合，我們希望病毒的造型是可愛的；因為，天地萬

物本來就相依相存，如果人類能尊重其他物種的生命，愛護環境，病毒及

其他的病原與我們敵對的機會就減少許多。我也希望厲害的「百冠王」破

除頂尖科學家都是男性的刻板印象，因此以我很尊敬的一位病毒學家為原

型，請繪者塑造了一位形象聰慧的資深女性科學家，向我所認識的許多優

秀的女性研究者致敬，也願這本書能引發年少讀者們對生物醫學的興趣。

以繽紛繪科學
化知識為力量
文／劉怡均　慈濟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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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小的時候，我常和他一起創作繪本，將一些比較枯燥的知識圖像化、

擬人化；我們母子的「不專業出版社」還曾分印作品送給鄰居小朋友，可

惜未能保存原本。這本書，也算是與兒子共度美好童年的一點懷念。

以繪本的形式呈現，也紀念我的朋友幸佳慧女士。她一生致力於繪本童

書的創作，榮獲許多獎項肯定，最終更獲頒金鼎獎特別貢獻獎，為她的繪

本作家生涯標上完美的句點。佳慧告別人世前的一段時間，仍在病床上為

《蝴蝶朵朵》的創作努力不懈；我前去探望時，她讓我先睹為快。那時全

身病痛的她仍掛著可愛的笑容俏皮地對我說：「怡均姐，你們這些科學家

發表的論文可能只有幾百個人看吧？好的繪本可是有上百萬廣大的讀者，

而且能將正確的觀念植入小朋友和陪讀家長的腦中，影響很深遠呢！妳應

該考慮把艱澀難懂的科學知識化為繪本。」

科學論文自有科學論文的貢獻，但佳慧的這段話的確促使我思考：知識

的傳播應該因應不同的年齡及對象，才能發揮最大的影響力。我因在大愛

臺的「愛悅讀」節目中介紹佳慧的繪本《希望小提琴》而與她相識；那是

一本文圖優美、令人感動落淚又意涵深刻的書。僅以我的第一本醫普繪本

紀念佳慧與我的友情，也希望能為科學的普及盡一分色彩繽紛的心意。

祈願此書出版時，新冠肺炎疫情已平息。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CO 代表 corona
冠狀的意思

為了阻止肺炎疫情擴散，  女皇已經發布了緊急通緝令！還告訴大家：  病毒是怎麼傳染的、發病時會有哪些症狀？  這樣才能教我們做好保護和預防措施，  一起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入侵！

26

新冠肺炎
C O V I D - 1 9 SA R S - C o V - 2 病毒

V I 代表virus
病毒的意思

19 代表爆發 
時間在2019年

D 代表 disease
疾病的意思

病毒科學王國  

通 緝 令

致病病毒：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疾病分級：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潛伏期：約 7 ～ 14 天

傳染方式：飛沫、接觸病人分泌物，  或接觸有病毒的物體表面

疾病症狀：發燒、咳嗽、疲倦、  肌肉痠痛、呼吸困難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  注意！全球流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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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物質  
這是病毒最主要的部分，
有 DNA（去氧核醣核酸）
或RNA（核醣核酸）兩種。

結構 1

衣殼（capsid）  
有保護遺傳物質的功能，
是由蛋白質組成的，會決
定病毒的形狀。

結構 2

外套膜（envelope）  
有一些種類的病毒，在離開寄生的細胞時，會偷走寄生細胞的細胞膜穿到自己身上，能幫助它偽裝成細胞的樣子，不被免疫細胞發現。外套膜表面還有病毒的醣蛋白。

結構 3

10

衣殼

遺傳物質
(RNA) 外套膜

DNA
RNA

十九世紀的時候，人們還不知道病毒的存在，並認為疾病是由細菌造成的。法國微生物學家查爾斯‧尚伯朗也發明出一種細菌無法通過的過濾器。

但是，俄國生物學家伊凡諾夫斯基研究菸草花葉病時，卻發現染病的汁液即使過濾之後，還是可以感染健康的菸草。

直到一八九九年，荷蘭微生物學家馬丁烏斯．貝傑林克才發現，這種感染原是一種不同於細菌的病原，並將它命名為 virus，意思是「毒素」。因為病毒的大小可以通過過濾器，也稱為「濾過性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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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明的  
尚伯朗過濾器
是陶瓷製成的，
有比細菌還小
的孔洞。

病毒是怎麼被  
發現的？

一個具有感染力的
病毒顆粒，叫做「病
毒體」（vir ion）。  它的結構有哪些部
分呢？讓我們一起
來認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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