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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歐巴尼
紀念基金會
本會成立於民國 92 年 7 月 8 日。
是年春天，世界突然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SARS)疫情，我國亦被波及，當時，政
府接獲社會各界善心人士熱烈捐款，為妥善運
用此民間資源，特成立「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
基金會」
，以「歐巴尼」為名，紀念並彰顯其首
先發現 SARS 疫情，並為之捐軀之人道精神。
卡羅‧歐巴尼醫師，出生於義大利，畢其
一生，以愛與奉獻的精神，服務於亞非醫療資
源缺乏地區，醫學院畢業後，即加入無疆界醫
師組織，於 1999 年，以無疆界醫師組織義大利
主席身分，代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
SARS 肆虐全球時，歐巴尼醫師正在越南從
事流行病學防治，應越南衛生機構要求，到醫
院協助 SARS 病患醫療與研究，終於發現 SARS
疫情，立即向世界衛生組織提出警訊，因此，
疫情得以快速平息，但他不幸也遭感染，月於
身亡，年 4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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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防疫唱遊競賽結果揭曉
台南市依仁國小奪冠

每人獲獎一千五百元
文/本會編輯組

本會舉辦第二屆全國偏遠地區
學童防疫唱遊競賽，至 101 年 12 月
15 日截止收件，經組成評審委員會進
行評審，評審結果優勝名單如下：
第一名：台南市依仁國小
第二名：屏東縣口社國小
佳 作：新北市猴硐國小、屏東縣春
日國小、高雄市小林國小、
彰化縣新寶國小、桃園縣中
興國小、苗栗縣田美國小、
嘉義縣東石國小型厝分校
本會為促進山地離島及偏遠地
區國民小學，衛生常識及傳染病防治
教學，自前（100）年起，針對二年
級小朋友，舉辦全國性之「偏遠地區
國小學童防疫唱遊競賽」，去（101）
年第二次舉辦，共有 29 個學校送件
參與競賽，依競賽辦法取優勝二名及
佳作（含視同佳作）七名給獎。
榮獲第一名之台南市依仁國
小，由該校二年甲班學童代表演出，
指導老師及學童名單如下：

老師：蒲麗瓊
學生：楊韋哲、連崇恩、曾禮賢、陳
凱逢、黃遠豐、陳煜凱、黃冠
維、王杏瑜、郭玉佩、林宜萱、
陳郁潔、蔡囷芮、蔡佩諭、沈
家豪等 14 人。
優勝學校班級，本會給予下列獎勵：
第一名：發給學校獎狀乙紙，每位參
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
幣一千五百元等值獎品一份。
第二名：發給學校獎狀乙紙，每位參
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
幣一千二百元等值獎品一份。
佳作七名：發給學校獎狀乙紙，每位
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紀念品
一份。
第一、二名獎品，為兼顧學童
實際需要，將由學校在衛生用品、體
育器具、文具紙張之範圍內，自行選
購，檢據向本會核銷。

附：首獎台南市依仁國小得獎歌詞（自選曲歌詞有國語及台語發音）
指定曲--洗手歌
嘩啦啦 洗手啦

搓

雙手搓泡泡

嘩啦啦

濕搓沖捧擦

沖

泡泡沖乾淨

雙手洗乾淨

濕搓沖捧擦
濕 把雙手沖濕

捧
擦

捧水洗水龍頭
用毛巾擦乾

沒病菌

2

2013 年 1 月 25 日

歐巴尼

自選曲--再會吧！病毒 (原曲：再見吧！原野)
健康 A 身軀
你就愛重視
黑黑臭臭 沒人甲意
安怎洗 安怎路 撇步敎你
濕搓沖捧擦 甲手洗清去
洗手 敎你 洗手

手指沖乾淨 水龍頭關閉
捧水 捧水 洗淨
擦乾手 不留菌
腸病毒對抗 真的好容易
重要就是 甲手洗清去

病菌賣來找你
洗手五個步驟 要牢記
雙手濕濕 肥皂殺菌
搓手心 搓手背 包括指尖

愛乾淨 常洗手 步驟熟記
趕走腸病毒 大家都安心
洗手 敎你 洗手
病毒不來靠近

2012 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會
在台北隆重舉行
文圖/吳卓翳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92 年成立後
不久，基於兩岸民間來往頻繁，對我
國疫情之威脅需有適當管道取得信
息互通，便與大陸中華預防醫學會接
洽，商討如何在雙邊防疫及傳染病資
訊仍無法快速傳達的情勢下，建立作
為協助政府的民間橋樑角色，終於在
93 年起達成每年兩岸輪辦海峽兩岸
傳染病防治研討會的共識，針對傳染
病的疫情、防治及相關資訊，進行雙
方交流，近幾年，除了傳染病的議題
外，健康促進也納入了研討的重要議

題之一，而今年適逢由我國承辦
「2012 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會
會」
。本會於 101 年 12 月 18 日，假
台北馥敦飯店南京館召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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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除了承襲過往幾年
雙方針對近年來世界重大傳染病，如
肺結核、愛滋病、登革熱等的疫情現
況及防治作為，廣邀國內各領域學者
專家參與報告研討外，並邀請國內疾
病管制局、縣市衛生局以及國家衛生
研究院等實際從事防疫工作的人
員，與大陸學者專家進行雙邊研討
外，更針對國內因應傳染病疫情所需
支應的龐大經費負擔，是否有透過兩
岸互相協助的機制，得以緩解等議
題，進行意見的交換。
本年度研討會，非常榮幸的邀請
到由中華預防醫學會王隴德會長，親
自率領的大陸團，成員含括中國疾控
中心及雲南、新疆省的疾控專家學者
一行１７人，大會由本會張上淳董事
長與中華預防醫學會王隴德會長共
同主持，我國疾病管制局張峰義局長
親臨在開幕時致詞，更難得的是，比
爾蓋茲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葉雷主任

歐巴尼
也專程來台參與，該基金會在大陸投
注於愛滋病防治的努力，可說是有目
共賭，葉主任執行成果報告，讓大家
受益良多，如此說來，本次研討會可
說是在防疫上的一大盛事也不為
過，雙方專家及從業人員一同坐下
來，大家針對傳染病等議題進行研
討，疾病無國界，唯有掌握多方的資
訊做出正確的應對，方能百戰百勝。
一日的會議很快的結束，大家藉
由議題的報告，雙方提問切磋，各得
其益，在台北的會議結束，但這只是
今年的完結，與會人士彼此相約，明
年咱們雲南見。

本會啟事─本會訊停止紙本發行
本會會訊自本（49）期起，除電子
本之外，不再發行紙本。
本會自 92 年奉准成立以來，為加強
與民眾互動溝通，促進業務順利推展，

露，以方便讀者。
本會鑒於社會經濟不振，勸募捐款不
易，財務日益困難，為減輕印刷郵寄費用

於 94 年元月開始發行「會訊」
，定期在
單月 25 日出刊，免費寄送捐款人、相
關機關人員、大學衛生相關系所及全國

支出，同時響應政府環保政策，減少紙張
之使用，乃自今（102）年之第 49 期起停
止紙本之發行，保留網站電子本，繼續發

偏遠地區國小。

行，如造成不便，尚請見諒。各讀者先進，

欲索取電子本，敬請電洽本會

近幾年來 由於電子科技發達，電
對本會網站之會訊，有任何改進意見，均
腦寬頻網路普及，本會發行之會訊，除
歡迎來電指教。
出刊紙本外，並同時在本會網站全文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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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製作競賽
開□
始□
報□
名
□
歡迎學校踴躍參加
文/本會編輯組
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因地理環
境特殊，醫療資源相對的明顯不足，
且對外交通不便，使得醫療服務無法
滿足當地民眾的需求。本會深感預防
疾病是減少使用醫療資源最佳方式，
這種觀念更應從小培養，故本年度繼
續舉辦「偏遠地區防疫學童繪本製作
競賽」
，希望藉此促使更多學童養成良
好衛生習慣，以達減少疫病健康向下
紮根之效。
學童繪本製作競賽要點如下：即
日起開始報名，歡迎學校踴躍參加。
一、參加資格
1.偏遠地區國民小學三年級學童。
2.以班級為單位報名，全班學生參加。
3.每班學生在籍人數應在 5 人(含)
以上；未滿五人者，得以較低年
級學生補足報名參加。
二、報名辦法
1.時間：即日起至 102 年 3 月 31
日止。
2.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
link.urbani.org.tw/pbook）
。
3.報名時，需將全班在籍學生繕造
名冊(詳見報名表或本會網站)。

三、繪畫主題
繪畫主題：培養良好衛生習慣，促進身
體健康。
四、繪本製作
1.紙張以 A4 之大小為原則，紙質、顏色
不拘。
2.繪畫使用材料不限（水彩、蠟筆、彩
色筆---皆可）
，亦可利用剪貼等多媒
體材料，但不得以電腦繪製列印。
3.每本繪本之畫作最少五幅（含五幅）
，
並加封底、面（敘明製作者姓名）
。
4.得一人獨立製作一本，得二人以上（最
多五人） 合作製作一本，每位學生都
應參與製作。
5.每班參賽繪本最少二本。
6.畫作中得附文字或注音說明。
五、評選標準
（一）聘請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依下列
權重比進行評審。
1.內容—符合繪畫主題意旨，佔 40％。
2.創意—有創意，有思考，不得抄襲，
佔 30％。
3.美觀—畫面生動、活潑、富美感，佔
30％。
（二）評審方式、計分方法由評選委員會
決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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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送件
限 102 年 5 月 10 日前，將作品送
達本會。以郵戳為憑，逾期送件者，其
作品不列入評選。
七、獎勵
每班繪本三本（含三本）以上者，
除參加「團體組」（以班級為單位）之
競賽外，其個別繪本，並得參加「個別
組」
（ 以繪本為單位）之競賽；每班繪
本未達三本者，僅以個別繪本參加「個
別組」之競賽。
1.「團體組」之競賽，綜合評審全班
作品，擇優給獎如下：
金牌獎：取一班，發給獎狀乙紙，
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
幣一千五百元等值獎品乙份。
銀牌獎：取一班，發給獎狀乙紙，
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
幣一千二百元等值獎品乙份。
銅牌獎：取一班，發給獎狀乙紙，
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
幣一千元等值獎品乙份。

佳作獎：視參與競賽班級之多寡
擇優取佳作若干班，發給獎狀乙紙。
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
台幣二百元等值獎品乙份。
優等：各縣市送件參加評選團隊，
未入選上述團體組各獎在二隊以上
者，擇優取一名為優等，頒給獎狀乙
紙。
2.「個別組」之競賽，擇優給獎如下：
金牌獎：取一本，發給新台幣五
千元等值獎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學
童獎狀乙紙。
銀牌獎：取一本，發給新台幣三
千元等值獎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學
童獎狀乙紙。
銅牌獎：取一本，發給新台幣二
千元等值獎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學
童獎狀乙紙。
佳作獎：視參與競賽繪本之多
寡，擇優取佳作若干本，發給新台幣
五百元等值獎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
學童獎狀乙紙。

英 國 百 日 咳 疫 情 嚴 重
前往英國的民眾，應接受疫苗接種
文/本會編輯組

英國每 3 至 4 年發生一次百日
咳流行高峰，今年病例在短時間內
大幅增加，疫情較歷年來得嚴重許
多。疾病管制局提醒，百日咳疫苗
尚無法提供終生免疫的保護，呼籲
計畫前往英國的民眾可視需要再追
加接種一劑，隨行的嬰幼兒於出國

前至少應完成前 3 劑疫苗的基礎接種。
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的百日咳確
定病例數自 2011 年 4 月起開始增加，
患者以青少年及成人為主，疫情延續
至 2012 年，且擴散至 3 個月以下嬰
兒，相關單位並已於 4 月發布第三級
應變，並從 9 月底起提供孕婦接種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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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咳疫苗。截至 2012 年 10 月共通報
7,728 例百日咳確定病例，約為 2008
年至 2011 年平均全年病例數的十倍
之 多 。 15 歲 以 上 病 例 最 多 ， 約 佔
82%(6,322 例)，且有 396 例為小於 3
個月的嬰兒，13 例死亡。
百日咳，為百日咳桿菌引起之急性
呼吸道傳染病，主要是飛沫傳染，常
發生於 5 歲以下兒童，其他年齡層亦
可能發生，黏膜早期陣發性咳嗽未出
現之前，即具有高度傳染性，潛伏期
一般為 9 至 10 天，典型症狀為持續 1
至 2 個月或更長的痙攣性咳嗽或吸入
性哮聲，初期給予抗生素可減輕症狀。
台灣現行之疫苗接種政策，含常
規的百日咳疫苗，接種時程為出生滿

2、4、6、18 個月時，接種白喉、破
傷風、非細胞性百日咳、b 型嗜血桿
菌及不活化小兒麻痺之五合一疫苗，
入小學前完成接種減量白喉、破傷
風、非細胞性百日咳及不活化小兒麻
痺之四混合疫苗。
疾管局提醒，民眾如計畫至流行
地區從事商旅活動，建議行前向旅遊
醫學門診醫師諮詢，評估疫苗接種需
求，旅途中避免至擁擠的公共場所，
適時戴口罩，尤其嬰幼兒出國前，至
少應先完成前 3 劑疫苗的基礎接種，
如發現百日咳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
及時診斷及接受治療。有需要請撥打
國內免付費 1922 或 0800-001922 專線
洽詢（資料來源：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本校又得獎了
本校輔導學童參加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100 學年度偏遠地區學童衛生常識輔導評量及測試競賽

得獎過程
101 年 6 月 27 日獲悉，本校蟬聯
「100 學年度偏遠地區學童衛生常識
輔導及測試競賽」第一名，消息傳來，
全校師生倍感榮耀，尤其在新建校舍
落成不久，有一種錦上添花的欣喜油
然而生！本校位於臺南市仁德區最南
端的偏遠郊外，與高雄市阿蓮區近接

文圖/周明玲

，學區附近居民多以務農和新移民為
主，雖然在民國 99 年台南縣、市合
併後升格為直轄市，至今學生總人數
仍偏低，相較於市區學校，對於師資
的聘任、孩童能力提升的資源，與疾
病預防保健觀念，都明顯較為不足。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有鑑於臺灣
7

2013 年 1 月 25 日
的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因地理環境
特殊，醫療資源相對不足，預防疾病
是提升健康、減少適用醫療資源最佳
方式，而正確的疾病預防觀念更應從
小培養，所以舉辦「偏遠地區學童衛
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活動，希望
藉此加強學童衛生常識的教育宣
導，讓防疫衛生常識能夠像下紮根。
此次的競賽與往年不同，需經過長時
間(一學年)的輔導，並參與四次的輔
導測試，參與輔導測試的學校比往年
增加許多，顯示偏遠地區學童的衛生
常識已普遍得到重視；100 學年度共
有 47 校參與競賽，由於本校 99 學年
度已有參加及獲獎經驗，此次仍然依
競賽規則選定五年甲班全班共 20 名
學生參賽，並且自暑假結束後，就依
分期排訂的類別著手規劃，針對防疫
衛生常識包括疾病類的 SARS、流感、
禽流感、新流感、肺結核、登革熱、
愛滋病、B 型肝炎、腸病毒，以及感
染性的角（結）膜炎、恙蟲病、頭蝨、
疥瘡、水痘等疾病之防治進行教學；
這些衛生常識都與生活環境息息相
關，如果沒有正確的預防觀念，常會
因發病而導致家庭、學校以及社會付
出更大的成本。
「預防保健‧從小紮根」是很經
典的一句話，許多防疫衛生的常識，
只有在小學階段，才能有最落實的宣
導教育，一般在中學以上，已經很難
看到健康中心的護士阿姨，苦口婆心
的督促小朋友「濕、搓、沖、捧、擦」

歐巴尼
及「內、外、夾、弓、大、立、腕」
這些洗手口訣，所以歐巴尼紀念基金
會也極為重視，增進偏遠地區國小護
理人員對傳染病與防疫相關知識，每
年分區辦理偏遠地區學校護理人員
傳染病防治研習，藉此將防疫觀念推
廣到校園，更能由平日學生、家長與
社區人士的互動，架構起家庭、學
校、社區共同防疫的連結。
此次獲獎，由基金會發給 2000
元等值之獎品，依學童需求選購變速
腳踏車一部，並由家長會贊助提供安
全帽一頂，由於本校接連兩年獲得第
一名，繼而鼓勵二年級學童參加 101
學年度的唱遊競賽，希望能獲得優異
成績；感謝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許執行
長國雄親自頒發獎狀，以及鼓勵本校
學童繼續邁向三連霸；同時，也要感
謝疾病管制局第四分局邱副局長頒
發感謝狀，還有臺南市衛生局蔡科
長、教育局張股長蒞校勉勵，相信做
好疾病預防是校護永續的責任，不容
懈怠。
（作者為 臺南市依仁國小護理師周
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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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十週年

元旦萬人健走活動
本會送小朋友禮品
文圖/本會編輯組

希望基金會舉辦 2013 年元旦萬步
健走，基於今年適逢 SARS 十週年，本
會也共襄盛舉設攤宣導防疫作為，當
天在會場並分送完成健走小朋友，每
人貼有防疫健康標語之有色鉛筆一
盒，共發出 450 份。
大會接受報名參加健走民眾 6 千
人，早已滿額，所以當天還有很多無
法報名臨時參加民眾，上午八時不
到，健走會場捷運圓山站前廣場，便
聚集了人潮。

健走大會會長--希望基金會董事
長紀政小姐，九時整，帶領民眾出
發，路程約七公里，全部在前年國際
花卉博覽會舊址的花博公園裡，到處
花卉草木，行走其間，令人賞心悅
目，雖然要走一萬多部，但沒有人露
出倦態。搶先出發民眾，十點不到，
便有人回來。本會分送鉛筆服務處，
正好在回到會場入口處，小朋友走完
萬步，拿到的第一份禮物，莫不雀
躍。

2013
新年快樂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恭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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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偏遠地區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輔導評量試卷(第二期)
請學校自行上本會官網下載輔導學童作答

01、 (2) 連續咳嗽多久且有痰，可能肺結核，要趕緊看醫師接受檢查（1）三天（2）
三週（2）三十日（4）三個月
02、 (3) 結核病菌感染人體後，最常發病的部位：（1）腎（2）肝（3）肺（4）胃腸
03、 (1) 家裡有人感染肺結核，怎麼辦？（1）注意家裏門窗通風（2）把他關在固
定房間（3）緊閉所有門窗（4）嚴禁病人咳嗽打噴嚏
04、 (2) 傳染性結核病人只要按時吃藥治療多久，就可降低傳染力？（1）一週（2）
兩週（3）一個月（4）兩個月
05、 (1) 肺結核傳染途徑主要是（1）飛沫（2）血液（3）糞便（4）接觸
06、 (2) 肺結核的主要症狀是（1）食慾不振（2）咳嗽（3）流鼻水（4）腰背痠痛
07、 (2) 政府正積極推行「十年減半全民動員計畫」，這是針對什麼傳染病？（1）
禽流感（2）肺結核 (3）登革熱（4）B 型肝炎
08、 (4) 台灣最常見的三種病毒性肝炎，下列哪一種不是：（1）A 型肝炎（2）B
型肝炎（3）C 型肝炎（4）D 型肝炎
09、 (4) 感染到 B 型肝炎，不應該會有下列哪一種症狀：（1）發燒、疲倦（2）食
慾不振、嘔心（3）出現眼白、皮膚變黃（4）頭暈、背痛
10、 (3) B 型肝炎是經由什麼傳染？（1）口沫（2）食物（3）血液（4）糞便
11、 (3) 小英最近飯吃不下，眼白皮膚變黃，她可能感染到（1）感冒（2）登革熱
（3）B 型肝炎（4）腸病毒
12、 (2) 父親有 B 型肝炎，孩子也有 B 型肝炎，最有可能是哪一種情形傳染的？（1）
一起吃飯（2）共用刮鬍刀(3）一起睡覺（4）共用毛巾洗澡
13、 (4) 懷疑感染了 B 型肝炎，要（1）先服成藥偏方以防惡化（2）先吃補藥以強
壯身體（3）開始吃豬肝雞肝以固肝（4）立即看醫生檢查治療
14、 (2) 正確洗手五步驟，最重要的步驟是：（1）濕—把手淋濕（2）搓—擦肥皂
雙手搓 20 秒（3）沖—用清水沖洗雙手（4） 捧—捧水沖水龍頭
15、 (1) 夜間看電視，（1）要打開室內燈光（2）要關掉室內燈光（3）要躺著看
較舒服（4）要開小燈靠近看
16、 (3) 下列哪一種情景比較適合看書（1）在行進中的汽車上（2）在大太陽底下
（3）在月光下（4）在室內燈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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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3) 學生近視的原因很多，下列哪一種情形不會：（1）看書、寫字姿勢不正
確（2）玩電玩太久沒休息（3）球打太久汗流太多（4）看電視距離太近
18、 (3) 甚麼人容易近視（1）農人（2）漁夫（3）學生（4）牧羊人
19、 (3) 經常看甚麼？可預防近視：（1）圖書（2）電視（3）草木（4）電影
20、 (4) 甚麼時候一定要刷牙（1）睡覺前（2）早上起床（3）吃東西前（4）吃東
西後

【101 年 1~5 月】
日期

姓名

金額

日期

101.01.06 李娟娟

5,000

101.03.05 陳伸印

300

101.01.06 陳伸印

300

101.03.12 高俊明

2,000

101.01.06 良升文具有限公司 51,000

101.03.13 黃重琨

1,500

101.01.10 高俊明

2,000

101.03.14 朱澤民

2,000

101.01.16 李若庸

2,000

101.03.20 李娟娟

5,000

101.01.30 蔡季學

200

101.01.30 邱方君

200

101.03.26 拍拍企業（股） 100,000
有限公司
101.03.30 吳維德
500

101.01.31 吳維德

500

101.04.11 陳東宏

1,000

101.01.31 楊力行

1,000

101.04.13 高俊明

2,000

101.01.31 楊中月

1,000

101.04.19 李明亮

5,000

101.02.06 李翊豪

100

101.04.19 吳維德

500

101.02.14 李明亮

5,000

101.02.15 高俊明

2,000

101.05.01 財團法人成杏醫 15,000
學文教基金會
101.05.18 李娟娟
5,000

101.02.29 吳維德

500

101.05.24 高俊明

2,000

101.03.01 李錦桂

1,000

101.05.30 吳維德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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