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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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紓解 SARS疫情所帶來的社會衝擊，政府

緊急編列 500 億，支應各界重建，並包括病人

之扶助與救濟。本會成立宗旨：「防疫、健康與

人道關懷」，在資源不重複之原則下，亦對 SARS

病患及其家屬心理與生活重建、就學給予需要

之關懷與協助，近幾年來之業務重點，在資源

較缺乏之社區與學校防疫之教育宣導，針對山

地離島偏遠地區國民小學舉辦各項活動，如校

護傳染病防治研習、學童衛生常識測試、學童

繪本比賽、學童唱遊競賽、戲劇表演競賽等，

加強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學童衛生防疫常識之教

育，期使防疫保健觀念與知識在基層紮根，以

減少疾病，促進健康。 

董事長  張上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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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禽流感 

疫情現況 

中國 

大陸 
─北京中國預防醫學會、中國疫控中心、北京疫控中心及地壇醫院訪察記行─ 

文圖/ 蘇益仁所長 

為了全面瞭解中國大陸H7N9禽

流感疫情，在歐巴尼（Urbani）基

金會許國雄執行長及王美莉專員與

中國預防醫學會秘書長蔡紀明的連

繫下，我們一行 4 人，包括剛自台

大醫院感染科借調的本所感染症組

副所長陳宜君教授，於 5 月 1 日抵

達北京。5 月 2 日由預防醫學會邀

了中國疫控中心（CDC）首席流病專

家楊維中副主任、北京疾病中心感

染病地方控制所王全意所長、地壇

醫院感染科盧聯合主任等共 16 人

舉行了 3 個小時的 H7N9 疫情深入

討論。 

 我們就 H7N9 的感染源、家禽市

場政策、病毒在侯鳥及各類禽類的

感染監測、病人的臨床表現、實驗

室各項檢查變化、抗病毒藥物治療、

病毒學、疫苗研發、以及今冬可能

的疫情演變等深入地討論，雖然與

媒體及文獻上的疫情資料大底相

符，但面對面地討論提供了一個

H7N9 疫情完整的面貌。 

截至 5 月 4 日為止，中國大陸

已有 128 位 H7N9 病人，其中 28 人 

死亡，到目前為止出院的只有 25人，

其餘病人都仍重症住院中。因此，

H7N9 的毒性可能比 H5N1 更嚴重。在

病人的實驗室檢查中，確定大部分

病人皆發生血球低下，尤其是淋巴

球少於 200/cum，顯示有出現 SARS

相似的細胞激素風暴（ cytokine 

storm ） 或 噬 血 症 候 群

（hemophagocytic syndrome），因此

造成肺部的白化或急性呼吸窘迫症

候群（ARDS）。病人早期如以抗病毒

藥物達菲（即克流感）治療，病情可

在 24 小時內得到改善。中國大陸仍

要經實驗室快篩陽性才給藥，但要

疫情進入高峰時，建議不必再篩檢，

應立即給類流感病人抗病毒藥物，

以爭取治療黃金時間，或甚至對密

切接觸者予以預防性投藥。 

 中國大陸能在 H7N9 發生時早期

診斷出全球第一例病例，其診斷經

過令人好奇。楊維中主任認為是他

們在 SARS 後進行幾項例行監測，包

括 SARS 及不明原因的肺炎，以高通

量分子檢測系統診測有關，台灣在

成大頂尖計劃中購買的 PLEX-ID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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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高通量儀確具此種功能，對不明

原因病原之發現確可發揮作用。 

此次H7N9疫情最詭異的是感染

源仍撲朔迷離，除了確定市場活禽

市場是感染源外，在候鳥及水禽的

資料仍欠缺，可以想見在農業監測

上的不易進行。但在上海、北京等

關閉活禽市場政策後，這些地方的

新病例已減少，顯見市場活禽是重

要感染源之一，但在感染源未澄清

前，目前如此廣泛的散在病例在華

南、華北等十多個省市發生病例，

也顯示感染原的廣布。幸運地是，

在關閉活禽市場及天氣轉熱後，

H7N9 新案例似乎已減緩。 

 

苗的製造。目前有上海株及安徽株

已經 WHO 選用來做為疫苗株，但在

生物特性未澄清前，以現有兩株進

行製造仍存在風險。國衛院將在取

得這兩疫苗株時，將同時進行各種

生物活性分析，如免疫力、致病力、

及複製能力等，只有在確效及安全

無虞下方能進行臨床試驗。在今年

九月應可進入第一期臨床試驗，於

十月應可初步澄清疫苗的各項資料

而決定生產與否。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在前兩

週組了一個 40 人的專家到中國大

陸，主要是確認 H7N9 的感染源及是

否有人傳人的證據。到目前為止，

已有三起群聚案例，但在篩選的上

千密切接觸者所進行的檢體測試

中，皆未見陽性案例（除了北京一

例外）。因此，現有的證據似乎不足

以支持已發生有效性人傳人。未來

的發展如何須密切觀察。 

另一項比較詭異的事是病人免

疫系統對 H7N9 病毒的血清免疫反

應。一般流感病毒在發燒的一兩天

即會出現抗體反應，但此次 H7N9 病

例似乎與 SARS 病毒的免疫反應相

似，抗體的反應力僅低且延遲出現。

一般而言，如果出現嚴重疫情的病

毒皆有此種 TH1/TH2 免疫反應不正

常的現象，而導致嚴重的免疫傷害，

在實驗室診斷上特別造成困擾。由

於快篩的診斷率低，血清反應又不 

是否會與冬天的季節性流感病毒進

行重組，而衍生出一個新病毒；或

H7N9 繼續突變，目前已有 HA 的

Q226L及 PB2 672部位兩個突變，如

再發生一至二個突變，是否會引起

人傳人；或幸運地，此波 H7N9是否

與 SARS一樣，在夏天後消失無蹤。

這些未來的演變幾乎無法預測，只

有並做好各項準備工作方能應付。

持續監測這些突變及傳染資訊是政

府目前及未來防疫最重要的工作。 

大家都同意 H7N9應立即進行疫 

由於感染源的

不明，加上病毒的

演變，今冬及明年

的疫情會是一個

大挑戰，包括 H7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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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此後 H7N9 的診斷應以分子生

物學 PT-PCR 方法取痰液進行檢驗，

否則會出現偽陰性狀況而延遲了治

療。由於我們研究室在過去 4 年持

續進行了以糖類結合技術（glycan 

binding assay）去鑑定流感病毒HA

與人體呼吸道上皮細胞結合的型別

研究，禽流感病毒主要結合到下呼

吸道及肺部的 SAα2,3G 受體，而季

節性流感病毒另外可結合到上呼吸

道上皮細胞的 SAα2,6G 受體，造成

人傳人。因此，我提出能與中國 CDC

合作，由臺灣提供人才及技術，由

中國大陸提供 H7N9 病毒，共同合作

研究，以監測 H7N9 的演變，是目前

重要的疫情資訊，也獲得了中國疫

控中心的應允，將進一步連繫促成。 

 我們一行在 5 月 3 日去參觀了

北京地壇醫院，這是一家最現代化 

的新興感染症病治收治醫院，有最

現代化的隔離措施及防護與治療設

備，他們都已準備好動員。 

我們一行 4 人於 5 月 4 日順利

圓滿回台。 

致謝：感謝國衛院在此次北京

行的旅費支持，以及歐巴尼基金會

的連繫。 

(作者為本會董事，現職國家衛生研

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所長) 

 
蘇益仁所長與本會許國雄執行長等一行於

北京首都醫科大學傳染病研究所合影。 

 

國小校護傳染病防治研習 
文/本會編輯組 

校園學生人數眾多，傳染病流

行的風險相對性高，而學校護理人

員，是校園健康把關的重要推手，舉

凡各種衛教宣導、健康控制、疫病處

理通報等議題，無一不是藉由校護

的推廣執行，以保校園學童健康。 

本會長期以來，關注於偏遠地

區學童的傳染病智能提昇，舉辦學 

童衛生防疫各項競賽活動，促使學

校加強衛教宣導，而身在第一線的

校護人員，本會也希望能藉著研習

的方式，給予其傳染病防治方面，

更為深入的認識，以利其在校園內

推廣，故近年來，每年分區舉辦國

民小學護理人員傳染病研習會，去

年在南區、中區舉行，今年輪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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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東區舉行。 

研習內容包括校園常見傳染病之監

測、通報及群聚事件處置；校護在

學校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法定傳

染病、地方（區域性）特殊疾病、

正確衛生習慣；以及教育與衛生體

系之溝通與互動。 

研習會將利用暑假學生不上課 

時間舉行，以方便校護報名參加，

參加者完全免費並供給食宿，研習

時間為兩天。研習日期、地點、課

程及主講人，本會正與承辦之新北

市衛生局及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積

極協商中，近日定案後即可公告，

山地離島偏遠地區國小校護均可報

名參加 。 

文 /本 會 編 輯 組  H7N9 禽流感，自今年 2 月中旬

在上海爆發以來，流行地區已蔓延

八省二市（湖南省、江西省、福建

省、浙江省、上海市、江蘇省、安

徽省、河南省、北京市、山東省），

迄 5 月 16 日，已知累積確定病例

數為 130 例，其中 36 例死亡。而疫

情似有繼續延燒之勢。 

4 月 24 日，我國衛生主管機關

確認台灣首位 H7N9 禽流感病例，這

病例是在大陸受到感染回台之商

人，這也是除大陸以外世界唯一病

例，立刻引發各界對 H7N9 禽流感更

高度重視。 

事實上，我國衛生機關因有十

年前 SARS 之慘痛經驗，對於這次同

樣發生在大陸之禽流感，從三月陸

續發現新病例以來，就不敢掉以輕

心，在 4 月 3 日即將 H7N9 流感，列 

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加強防制。同

時，在行政院成立誇部會之「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期透過各機關

間之密切協調合作，阻止該疫病進

入國內，並做好各項預防準備工作。 

衛生機關也提升防疫應變等

級，加強疫情監測，提升機場港口

檢疫措施，醫界提高警覺與加強醫 
院感染管制公費流感抗病毒藥劑擴

大對象，持續加強媒體溝通及宣導，

提醒民眾避免接觸鳥禽並做好個人

防護措施，希望能安然度過這波流

行的危機。 

指揮中心一再特別加強呼籲：

國人前往中國大陸 H7N9 流感疫情

流行地區，應保持勤洗手、戴口罩

的衛生習慣，勿任意碰觸與餵食鳥

禽，避免至有活禽之傳統市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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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禽肉及蛋類務必煮熟；返國後，

如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請立即

戴口罩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 

在目前還無法確認會人傳人之

情況下，對 H7N9(79 型)流感的防治 

最重要的是對禽鳥的管控 尤其 79

型流感，對禽類屬低病原性病毒， 

候鳥感染仍可以帶毒傳播。每年秋

季，候鳥自西伯利亞南遷來臺時，

大陸江浙沿海為中繼棲息站之一，

為避免候鳥可能攜帶 79 型流感病

毒媒介傳染給本地野鳥及家禽，屆

時將嚴重考驗台灣衛生農政單位的

防治能力。 

文圖/本會編輯組王美莉 

本會為瞭解中國大陸 H7N9禽流

感疫情現況，安排國家衛生研究院

蘇益仁所長及陳宜君副所長與本會

執行長許國雄於 102 年 5 月 1 日至

4 日前往北京參訪。 

盧聯合主任等，就 H7N9 的感染源、

家禽市場政策、病毒在侯鳥及各類

禽類的感染監測、病人的臨床表現、

實驗室各項檢查變化、抗病毒藥物 

兩岸防疫專家互訪交流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為加

強與我國在結核病防控與疫苗研發

之合作與交流，指派 7 位專家於 6

月 16 日至 21 日，來台與我相關單

位，進行座談與參訪。 

近來，除各種新興傳染病外，結 

核病在目前是全球性的慢性傳染病，

也是國際防疫專家所關注的項目，尤

其在兩岸民眾往來頻率大幅提高，傳

染性肺結核，以及全球愛滋病患併發 

5 月 2 日，大陸中

華預防醫學會邀集

中國疾控中心（CDC）

首席流病專家楊維

中主任、北京疾控中

心感染病地方控制

所王全意所長及北

京地壇醫院感染科 

 

治療、病毒學、疫苗研發

等，以及今冬可能的疫情

演變等議題進行深入討

論。 

5 月 3 日參觀新興感

染症收治醫院-北京地壇

醫院，這是北京最具現代

化的隔離措施及防護與

治療設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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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核病盛行率有增加趨勢下，整

個結核病防疫工作更受各界重視。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希望

透過座談會機制，與本會、衛生防疫

及疫苗研發單位等專家進行意見交

流，以作為後續合作發展之基礎。本

會協助安排座談與參訪行程如下： 

6月 17日 

與國家衛生研究院舉行「結核病防

控機制暨疫苗研發合作」座談會 

6月 18日 

至南投縣漁池鄉衛生所，了解我國

「結核病十年減半防治成效」 

6月 19日 

上午至衛生署台南胸腔醫院，參訪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人醫療照護成

效」，下午與台南市政府衛生局就「結

核病疫情及防治作為」進行交流 

 

 

日  期 姓  名 金  額 

101.06.08 高林伴 1,000  

101.06.14 蔡天鉞 10,000  

101.06.14 高俊明 2,000  

101.06.14 蔡瀚儀 500  

101.06.14 李娟娟 5,000  

101.06.25 楊中月 1,000  

101.06.25 楊力行 1,000  

101.06.25 吳志峰 1,000  

101.06.27 吳維德 500  

101.06.27 陳俊甫 1,200  

101.07.09 陳伸印 300  

101.07.19 吳維德 500  

101.07.23 蔡季學 200  

101.07.23 邱方君 200  

101.07.23 李娟娟 5,000  

101.07.23 高俊明 2,000  

 

憑著永不放棄的信念 我們又得獎了 
輔導學童叁加歐巴尼基金會舉辦全國學童防疫唱遊競賽 

文/蒲麗瓊 

已忘記是什麼時候？當上課時

電話響起，一看外線，心想不知是誰

需上課中打電話進來，大概有急事

吧！一聽，ㄟ是歐巴尼基金會打來

的，心想該不會是得獎了吧？結果

對方就馬上跟我恭喜，說：恭喜你們

學校參加唱遊比賽得到第一名！當

時的我不予置信的反問：第一名？ 

真的？全國第一？雖然回應的是如

此鎮定，心裡其實是雀躍不已！放

下電話立刻告訴小朋友這個得獎的

消息。「哇！耶！」他們聽了不禁發

出歡呼聲，而我馬上想到告訴校長

這件大好消息，因為他對我們寄予

厚望，沒想到校長的反應也是很激

動，對比之下，我的反應是比較不 

得  獎  感  言 

捐款芳名錄 【101年 6~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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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囉！因為當初的想法是志在參

加，讓他們有個發揮的舞台，如果

真能得獎，也讓他們一嚐上台接受

頒獎的喜悅與榮耀！沒想到真的

「美夢成真」！雖然我們不能像高

年級的大哥哥和大姐姐可以得到一

部腳踏車，但是我們每人也可以得

到一份價值 1500 元的獎品，真的要

感謝歐巴尼基金會的賞識，願意將

這份殊榮賜給我們這個位於都市邊

的偏鄉小校─依仁國小！ 

 其實，早在前兩年，學校的護士

阿姨就在進行這項看似不可能的任

務，但是到最後竟能讓參賽的班級得

到全國第一名，由此可知他的努力付

出是有代價的！後來又有中年級的

老師，帶著他們班做繪本比賽，發現

這項比賽具有更高的難度，因為全班

參與要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得到良

好的成績。後來這位老師建議我可以

帶著低年級的孩子參加唱遊比賽。當

時我有在想，但是後來發現我的學生

資格不太符合，於是作罷！後來又看

到護士阿姨帶的班級又再一次得到

全國第一名，覺得這裡的孩子很有福

報！於是去年當她來邀我ㄧ起參加

歐巴尼基金會的唱遊比賽時，躍躍欲

試的我，當看完參賽辦法時，就決定

試試看！因為唱跳對我來說還不會

太難，自編歌詞和自創舞蹈動作都是

我有興趣的，於是就答應護士阿姨，

決定放手一搏！ 

 

 從決定參賽的那一天起，我就

開始思索要用哪一首歌曲來改編歌

詞？看到前年的參賽得獎的作品，

就覺得不能馬馬虎虎，必須慎重其

事。突然有一天聽到音樂老師在帶

孩子唱這首耳熟能詳的「再會吧！

原野」，就突然有了靈感，就用這首

歌吧！本想自己改編歌詞，但是基

於平時工作繁忙，實在無心去做這

件傷腦筋的事，於是就向校長求救，

結果他請認識的好朋友幫忙，當我

拿到後試著唱唱看，發現很有創意、

非常符合洗手的主題內涵，於是就

先自己想辦法唱熟，否則如何教學

生唱呢？後來還是請音樂老師在音

樂課時敎唱，發現學生在每天用午

餐時，透過不斷反覆的播放音樂當

中，每個學生都朗朗上口了！此時

就該找個時間來錄音囉！錄了好幾

次，但越後面學生的狀況越不好，

結果用的音樂還是他們最初錄下的

那一段，雖然有點瑕疵，但是卻是

孩子天真無邪的原音重現！至於動

作還是請舞蹈老師幫忙想，因為我

這個認真卻不善於管控時間的老

師，實在無法投諸更多的心力來做

這些額外的工作！最後因時間緊

迫，練習的時間也不太夠，但是依

憑著一股「永不放棄」的信念，最

後總算在大家的期待下完成這片參

賽光碟寄了出去！ 

 從選曲到改編歌詞及不斷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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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國人感染愛滋病毒累積通報人數達 24,700 多人，

其中 15 歲到 24 歲的年輕人有 4,000 多人，超過 5 成是近 5 年

內通報，9 成以上是經由不安全性行為感染的，足見愛滋年輕化

問題日趨嚴重。本會有鑑於此，乃特舉辦本「全國國民中學學生

愛滋防治戲劇表演競賽」，希望藉此促使學校加強愛滋防治之教

育宣導，以避免青少年誤入歧途而受到感染。 

 

 

 

 

 

 

 

 

 

 

 

 

 

 

 

 

 

 

 

 

 

 

 

 

  

的練習舞蹈動作，還有製作光碟，種

種的過程當中，均非我一人可以獨

立完成，必須靠著行政團隊的支援

及一群願意配合的孩子們，所以今

天能夠得到這份殊榮，我一定要感

謝這群幕後默默付出的朋友及同

事，當然最該感謝的是我的學生，不

是我來敎他們，而是他們來成就我

的學習，讓我知道自己的不足，藉此

明瞭做任何事需仰賴一個團隊才能

成辦一件大事！就像歐巴尼基金 

會，他們為了讓山地、離島及偏遠地

區的學童，不要因為地理環境特殊，

對外交通不便，導致醫療資源不足，

而讓疾病四處蔓延。雖然醫療服務

無法滿足當地民眾的需求，但是預

防疾病卻是減少使用醫療資源的最

佳方式。而且洗手確實可以有效預

防疾病，故讓孩子參加「偏遠地區學

童唱遊競賽」，希望藉此促使學童養

成洗手的好習慣，以達減少疾病，促

進健康並收向下紮根之效。 
（作者為台南市依仁國小老師） 

全國國民中學愛滋戲劇競賽 
本會與疾管局合辦 歡迎學校報名叁加 

文/本會編輯組 

競賽要點如下 

壹、戲劇主題：「愛滋、愛滋、我不要」 

愛滋病雖然可怕，但比其他傳染

病容易預防感染，原因是愛滋病毒的

傳染有特定的傳染途徑，目前除血液

傳染外，絕大部分的感染者，是由於

不安全的性行為所引起。所以在日常

生活中，只要沒有不安全的性行為，

不與人共用注射器具、刮鬍刀、牙刷， 

就可以避免感染，可見愛滋病是可以

拒絕、不要的。 

貳、參加資格： 

全國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 

叁、參加人數： 

由各校學生以學校名義組團報名

參加，一校一團為限，全團人數限 10

人以上 25 人以下，團員都要實際叁

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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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演出內容及時間： 

一、演出劇情：需融入本會所定「愛

滋、愛滋、我不要」之主題意涵。    

二、演出內容：由老師指導學生共同

創作為原則，故事內容、劇情可就

地 取材， 以真實的事例或以創意

之故事為內容編撰皆可。    

三、演出時間：表演時間以 10 至 15

分鐘為原則。 

伍、報名辦法：   

一、時間：即日起至 102 年 8 月 31 日

止( 暫定，以正式公告為準) 

二、方式：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一)於

報名截止日前郵寄（台北市忠孝東

路一段 83 號 16 樓）或 E-mail 

（urbani@urbani.org.tw）或傳真

（02-23568257）至財團法人歐巴

尼紀念基金會 

三、報名叁加學生，於實際演出時得

略作調整，但仍需符合「參加資格、

人數」之規定 

陸、競賽方式： 

一、戲劇形式不限，但戲劇內容需與

本競賽戲劇主題相符，場景及服裝

應儘量儉樸。 

二、各團自行安排場地表演，表演時

進行錄影、錄音在光碟上，然後將 

光碟片於規定送件期限前送達本

會參加評比。 

三、錄影光碟，限 DVD 播放機可使用

的規格（DVD-R），其解析度 1280×

720 以上 mp4 檔，若播放器無法開

啟則視同棄權。 

四、錄影片不得剪輯、做效果，採一

鏡到底。 

柒、送件： 

限 102 年 10 月 31 日前(暫定，以

正式公告為準)，各校將表演錄製之「光

碟片」、「送件表(如附件二)」送達財團

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以郵戳為憑，

逾期送件者，其作品不列入評選。 

捌、評選標準： 

一、聘請專家組成評選小組，依下列

權重比進行評審。 

1、內容要符合「戲劇主題」意旨：

佔 30％ 

2、要有創意、有思考：佔 30％   

3、要生動、活潑、有情趣：佔 40％ 

二、評審方式、計分方法由評選小組決定。 

玖、獎勵： 

一、送件參加評選團數 25團以上擇優取

3名、15團以上取 2名、8團以上取

1名，獎勵如下：（7團以下改為表演

賽，發給每位團員紀念品一份） 

1、第一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

乙紙、指導老師一人及團員每人

新臺幣 1,500 元獎品。 

2、第二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

乙紙、指導老師一人及團員每人

新臺幣 1,200 元獎品。 

3、第三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

乙紙、指導老師一人及團員每人

新臺幣 1,000 元獎品。 

4、佳  作：參加團數 30 團以上，

取若干名，每名頒予學校獎狀乙

紙、指導老師一人及團員每人紀

念品一份。 

二、上述獲獎之學校，除刊登財團法人歐

巴尼紀念基金會會會訊外，將專函建

請所屬縣、市政府主管教育單位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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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常識測試競賽第四期評量試題 
（命題範圍-- SARS(含本會)、腸病毒、頭蝨、疥瘡、恙蟲病）請老師至本會官網下載

輔導學生作答 

 

 

 

 

01、 （ ） 小英最近發燒，手掌、口腔、腳掌出現水泡，他可能感染甚麼病：（1）愛滋病（2）

禽流感（3）登革熱（4）腸病毒。 

02、 （ ） 腸病毒如何傳染（1）接觸傳染（2）蚊蟲媒介傳染（3）輸血傳染（4）性行為傳染。 

03、 （ ） 腸病毒又叫「手口足病」，會在手掌、腳掌和哪個部位出現水泡？（1）鼻腔（2）

口腔（3）腹部（4）背部。 

04、 （ ） 在台灣，腸病毒常在何時流行（1）2～3（2）4～9（3）10～11（4）12～1 月份。 

05、 （ ） 腸病毒最常在何處流行（1）托兒所（2）國中 （3）高中（4）大學。 

06、 （ ） 預防腸病毒最好的方法是（1）勤刷牙（2）勤洗手（3）勤洗澡（4） 勤運動。 

07、 （ ） 感染 SARS 受到傷害最重的臟器是 （1）肝（2）肺（3）心（4）腎。 

08、 （ ） 「發高燒 38 度以上、咳嗽不停、呼吸困難」這是甚麼疾病主要症狀（1）腸病毒

（2）登革熱（3）禽流感（4）SARS。 

09、 （ ） SARS 病例最先發現於哪一國家（1）中國（2）美國（3）新加坡（4）台灣。 

10、 （ ） SARS 的傳染方式是（1）飛沫傳染（2）血液傳染（3）性行為傳染（4）接觸傳染。 

11、 （ ）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是由於甚麼病的流行而成立？（1）愛滋病（2）登革熱 (3）SARS

（4）結核病。 

12、 （ ）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成立三宗旨是「健康、人道關懷」和甚麼？（1）防颱（2）防

火（3）防洪（4）防疫 

13、 （ ） 預防 SARS 最重要方法是  （1）多進補（2）多運動（3）戴口罩（4）多休息。 

14、 （ ） 頭蝨寄生在頭皮上主要以甚麼為食物 （1）頭髮（2）血液（3）頭皮屑 (4)油垢。 

15、 （ ） 小明每天洗頭，頭皮仍然劇癢，可能得了（1）水痘（2）恙蟲病（3）頭蝨（4）手

口足病。 

16、 （ ） 疥蟲會寄生在人體的（1）指甲（2）皮膚（3）毛髮（4）腸胃裡。 

17、 （ ） 疥瘡的症狀是（1）皮膚劇癢（2）發燒（3）咳嗽（4）流鼻水。 

18、 （ ） 滅鼠工作，可降低人感染下列那一種傳染病（1）恙蟲病（2）頭蝨（3）登革熱（4）

疥瘡。 

19、 （ ） 小明去郊外遠足被小蟲咬傷，幾天後高燒、全身出疹，並在咬傷部位出現焦痂，

醫生診斷他得了（1）恙蟲病（2）疥瘡（3）登革熱（4）頭蝨。 

20、 （ ） 最近（四月）正在中國大陸流行的「流感」是屬於哪一型 （1）H1N1（2）

H5N1（3）H5N2（4）H7N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