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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第 54期 

     (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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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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協助政府落實海峽兩岸醫藥衛生產業合作機制，董事長張上淳特於 11 月

25日，親率執行長及學者專家多人至大陸，與中華預防醫學會等人士舉行座談。 

岸衛生安全合作之前景」進行探討，

希望透過本次研討會之舉辦，能夠建

立兩岸良性溝通及互動網路，促進兩

岸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及資訊交流，由

民間建立起合作機制，盼能孕化出日

後協商基礎，進而增進兩岸人民共同

福祉。 

本會向來一直期望在協助雙方產

業合作上多所著力，今年研討會輪由

大陸主辦，經協商主辦單位中華預防

醫學會同意，研討會改以座談方式辦

理，由雙方負責人就如何落實衛生產

業合作機制試行進行探討。 

協助落實兩岸衛生產業合作機制 
張董事長與大陸中華醫學會座談 

文/本會編輯組 

本會係屬民間機構，在政府與大

陸簽署合作協議之前，早在2004年，

即與大陸中華預防醫學會展開業務

交流，經常協助安排兩岸衛生防疫

專家學者或官員互訪，此外，並每年

輪流舉辦「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

討會」，2010年輪由我方主辦，正逢

政府積極與大陸協商衛生合作協議

內容，本會乃決定擴大辦理，經協調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國家衛生研究院及佛光大學同意與

大陸中華預防醫學會合辦，於12月

在台北召開，特針對「後ECFA時期兩 

會議日期：2013年 11 月 25日       地點：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與會單位：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張上淳董事長、許國雄執行長、王美莉專員 

          中華預防醫學學會  王隴德會長、蔡紀明秘書長、王芃研究員 

          衛生褔利部疾病管制署  林育如、楊祥麟、許建邦科長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洪健清醫師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主 持 人：中華預防醫學學會     王隴德會長 

          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張上淳董事長 

9:00 報到 

9:20~10:00 
愛滋病及結核病

防控研討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代表：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許建邦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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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舉辦首屆「全國國民中學學

生愛滋防治戲劇表演競賽」成績揭

曉，第一名由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

學奪得。 

根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資料

顯示，至 2013年 9月為止，我國愛滋

病感染累積通報件數已達 25,954人，

其中 15-24 歲感染人數通報數 5,178

人，約佔所有感染總人數 20%。而近 4

年來，15-24 歲的感染人數為 2,109

人，更占這 4年感染總人數 7,704人

的 27.4%，且感染原因以「不安全性行

為」為主，顯示愛滋感染者年輕化，

及加強校園宣導愛滋的重要。 

本會為協助政府加強校園愛滋

防治教育宣導，乃洽請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同意合辦「全國國民中

學學生愛滋防治戲劇表演競賽」，本 

10:00~10:40 
愛滋病防治技術

合作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洪健清醫師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代表： 

10:40~11:00 合影 

11:00~12:00 
緊急應變信息交

流及技術合作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代表：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楊祥麟科長、林育如科長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海峽兩岸衛生產

業合作機制探討 

中華預防醫學會            蔡紀明秘書長 

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許國雄執行長 

15:30~16:00 綜合討論 

16:00~17:00 參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競賽主題：「愛滋、愛滋、我不要」，

全國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均可以

學校名義組團報名參加，參加學校

自行安排場地表演，表演之實情，錄

音錄影於光碟，然後將光碟在規定

期限內送達本會參與評選即可。 

競賽結果，本會經組成評選小組

評選出優勝名單如下： 

第一名：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第二名：彰化縣立社頭國民中學 

優勝者將獲得本會下列獎勵 

1.第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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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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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會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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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3 月，大陸發現首例 H7N9

流感以來，海峽兩岸在傳染病預防

與控制上，面臨不同的危機與挑戰，

至今感染源仍撲朔迷離，除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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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兩個月確診病例雖有減

少，但 10 月 15 日、10 月 23 日，在

浙江省紹興縣與鄰近的嘉興市，連

續發現兩個新病例，11 月 5 日廣東

省也發現一個新病例，顯示 H7N9 流

感病毒，持續存在環境中，H7N9 流

感威脅仍未解除，中國大陸累計至今 

共有 137 名確診病例，分布於 10 省

2市，其中已知 45名個案死亡。國內

除一境外病例外，迄未發現病例。流

行病學專家們擔心的是，今年冬天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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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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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討會由李慶雲兒童感染暨

疫苗發展醫學文教基金會、謝維銓

教授感染醫學文教基金會發起主

辦，本會等單位協辦，邀請國際流行

病學專家與會。 

文圖/本會編輯組 

時    間：2013年 11 月 16日（星期六）9：00~17：00 

地    點：遠東國際大飯店 B1怡東園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1號) 

主辦單位：李慶雲兒童感染暨疫苗發展醫學文教基金會、謝維銓教授感染醫學文教基

金會 

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台灣感染症醫學會、國家衛生研究院、財團法人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中華預防醫學會、羅氏大藥廠 

Time Title 

09:00 - 09:30 Registration 

09:30 - 09:40 

Opening Remarks & Introduction  

Chin-Yun Lee(李慶雲), Honorary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Feng-Yee Chang (張峰義), Director,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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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 - 10:10 
Laboratory surveillance of Influenza and respiratory infections 

Shin-Ru Shih(施信如), Department of Medical Bio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Science, CGU 

10:10 - 10:40 

Keynote speech I 

Virology, transmission, and epidemiology of H7N9 

Malik Peiri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0:40 - 11:10 

Control policy of seasonal and pandemic influenza in Taiwan  

Cynthia, Chin-Hui, Yang (楊靖慧)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11:10 - 11:30 Section A Discussion 

11:30 - 12:30 Lunch 

Session B. Clinical management and antiviral use  

Moderator  Shan-Chwen Chang (張上淳), Dean,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2:30 - 13:00 

Keynote speech II  

Human Infection with Avian Influenza A(H7N9) Virus: Situation and Response 

Zhongjie Li(李中杰),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hina  

13:00 - 13:30 
Human Infection with Avian Influenza A(H7N9) Virus: Situation and Response 

Xingwang Li(李兴旺), Beijing Ditan Hospital, China 

13:30 - 14:00 
China experience on H7N9 infection 
Ivan Hung, Queen Mary Hospital,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4:00 - 14:20 

Taiwan experience on H7N9 infection 

Jann-Tay Wang(王振泰),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14:20 - 14:50 

Keynote speech III  

Flu management and antiviral drugs preparation: Global Perspective 

Stephen Toovey, Royal Free and University College Medical  School, London, UK  

14:50 - 15:20 
Flu management and antiviral use: Taiwan Local experience 

Yhu-Chering Huang (黃玉成), director of infection, Chang Gung Children's Hospital 

15:20 - 15:40 Section B Discussion 

15:40 - 16:00 Coffee Break 

Session C. Vaccine policy and development  

Moderator  Ih-Jen Su (蘇益仁), Direct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Vaccinology,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Taiwan( NHRI) 

16:00 - 16:30 

Continuing H5N1 & H7N9 evolution and vaccine development 

Min-Shi Lee (李敏西),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Vaccinology,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Taiwan( NHRI) 

16:30 - 17:00 
Adverse events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and risk communication  

Wan-Ting, Huang (黃婉婷),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17:00 - 17:30 

Round Table Discussion: Li-Min Huang (黃立民),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strategy, preparedness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of the coming seasonal and pandemic 

influenza in Taiwan  

 

http://rcevi.cgu.edu.tw/files/13-1065-12430.php?Lang=zh-tw
http://www.airiti.com/CEPS/ec/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9%bb%83%e7%8e%89%e6%88%90&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cdc+%E9%BB%83%E5%A9%89%E5%A9%B7&source=web&cd=1&cad=rja&ved=0CC4QFjAA&url=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cdc.huangwt&ei=GJ8QUrC8M8jkkQWlmYBA&usg=AFQjCNHJPjXnTWZR5aRcFiPhTeX1HjtW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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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會編輯組 

入秋以來，屏東縣登革熱疫情一

直上升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張峰

義署長非常關切，特於 10 月 16 日與

該署高屏區管制中心張朝卿主任，至

屏東縣實地視察當地登革熱防治工

作、巡視社區孳生源清除情形，其後

並拜會曹啟鴻縣長，除感謝縣府團隊

防治工作的辛勞外，並就目前登革熱

疫情現況及防治策略，進行意見交

流，並請持續支持防疫工作，期盼在

中央與地方共同的努力下，儘速控制

疫情。 

張署長等一行，首先與屏東縣政 

府衛生局局長，及環保局與屏東市公

所人員之陪同下，至屏東縣視察登革

熱防治工作。下午至縣政府拜會曹縣

長，並與該府民政、教育、衛生及環

保等單位，針對現階段登革熱防治工

作，研商改進措施，強化中央與地方

合作。張署長請曹縣長持續全力支持

防疫工作，曹縣長也回應強化府內跨

局處指揮體系功能，發揮統合戰力；

並強化校園孳生源清除工作，期許疫

情儘速獲得控制，達成縣長「幸福屏

東」之承諾，展現戮力追求全體縣民

健康福祉的理念。 

文/本會編輯組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

今年登革熱流行季，截至 11 月 11 日

止，登革熱本土病例已累計達 248

例，其中屏東縣 218例、臺北市 8 例、

高雄市 18 例及其他縣市 4 例，其中

有 2例本土登革出血熱病例，登革出

血熱病患，致死率較高約兩成。 

目前正值登革熱高峰期， 11 月

05 日至 11 月 11 日一週新增病例數

24 例，已創本年單週新國內登革熱

確定病例，疾管署表示，屏東縣疫情 

持續上升，並有擴散趨勢，此外，高

雄市近兩週新增病例，並沒有到屏

東縣活動且該等病例彼此沒有共同

暴露史，顯示登革病毒已潛伏在高

雄市。 

疾管署強調，屏東縣今年已出現

三型登革病毒，所以呼籲如曾感染

登革熱或有高血壓、糖尿病、腎臟疾

病等慢性病史或癌症的民眾，尤應

落實登革熱防治及個人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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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

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應儘速就醫，

避免因感染登革熱或重複感染登革

熱而發生症狀較嚴重之登革出血

熱，甚至導致死亡。 

 該署呼籲高、屏地區民眾防治登 

革熱最有效的方法，為落實病媒蚊

孳生源清除，全民一起合作，經常檢

視住家戶內外環境，應持續澈底清

除或回收處理不必要的積水容器，

落實孳生源清除，以降低社區病媒

蚊密度，阻斷登革病毒傳播。 

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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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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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舉辦「偏遠地區學童繪本製作競賽」，希望藉此促使更多學童養成良好

衛生習慣，以達減少疫病促進健康向下紮根之效。 

 本繪本競賽要點如下，歡迎全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報名參加。 

繼續舉辦防疫繪本製作競賽 

歡迎偏遠地區國小學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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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筆等皆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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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繪本製作單務

必黏貼在每本繪本之封底外頁。 

5、每班參賽繪本最少二本。 

6、畫作中得附文字或注音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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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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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 

2、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

www.urbani.org.tw/0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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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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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是 

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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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送件 

限 前，將全部繪本

作品及送件表一份送達本會。以郵戳為憑，

逾期送件者，其作品不列入評選。 

七、獎勵          

（一）優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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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取一班，發給學校獎狀乙

紙，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

各 1,500元等值獎品乙份。 

第二名：取一班，發給學校獎狀乙

紙，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

各 1,200元等值獎品乙份。 

 

第三名：取一班，發給學校獎狀乙

紙，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

各 1,000元等值獎品乙份。 

佳  作：視參與競賽班級之多寡擇

優取佳作若干班，發給學校獎狀乙

紙，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

各 200等值獎品乙份。 

2、「個別組」之競賽，擇優給獎如下： 

第一名：取一本，發給 5,000 元等

值獎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學童獎

狀乙紙。 

第二名：取一本，發給 3,000 元等

值獎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學童獎

狀乙紙。  

第三名：取一本，發給新台幣 2,000

元等值獎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學

童獎狀乙紙。 

佳  作：視參與競賽繪本之多寡擇

優取佳作若干本，發給 500元等值獎

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學童獎狀乙

紙。 

（二）特別獎  

1、各縣市送件參加評選班級，未入選上

述優勝獎在二班以上者，擇優取一

班，發給學校獎狀乙紙，每位參與製

作學童紀念品一份。 

2、各校曾參加本會舉辦各項競賽三項次以

上，均未入選優勝獎者，發給學校獎狀

乙紙，每位參與製作學童紀念品一份。 

以上兩項擇一給獎。 



 

9 

 

  2013 年 11 月 25 日                                           歐巴尼 

 

 

 

 

 

 

 

 

 

 

 

 

 

 

 

 

 

 

 

 

 

 

 

  

感謝歐巴尼基金會，讓文德國小

學生們有機會參加衛生常識測驗，

我們已連續參加六年了，所以平常

有機會就會為學生宣導有關傳染病

的防治，加上歐巴尼基金會的網站，

會有傳染病防治的常識 (包含了

power point)，所以在為學生的教

學上，挺方便的，加上又有題庫(含

歷年來考題庫)，所以對學生而言更

可得心應手，而且學生也會自行上

網做歷年來題庫，當任何問題時，會

互相討論並請教，所以增進了許多

傳染病的常識。 

此次拿到第一名，令我很驚訝，

因為參加六年了，第一次有這樣的

成績，不過也是學生自己努力的成

果，看見他們對傳染病充滿興趣，覺

得這與他們的健康習習相關。 

現在電腦網路資訊發達，學生要

找資料輕而易舉，而且問的問題皆

有其深度，這對學生而言，既可學習

到很多，又可延伸更多的常識，我也

是我始料未及的。 

生命的可貴在於健康的身體 

輔導學童參加衛生常識測試競賽得獎有感 

現在的學生其實對衛生健康這

一塊很弱，因為在台灣以升學為目

標，學生當然也被教育成除了考試

以外的並沒那麼積極去學習額外的

知識，所以變成要常宣導，讓他們自

己覺得這跟自己切身很重要。 

平常會針對全校做衛生宣導，而

必要時才做各年級的宣導。其實學

無止盡，給學生一個常識，令學生有

興趣，之後他們懂得再去尋找資源、

查詢，這才有真正的意義。 

有好的健康知識才能照顧好自

己，生命的可貴在於健康的身體，若

身體不健康，哪怕是長壽，過得品質

亦不好，講求品質的時代，不論是對

吃、休閒、運動等等都離不開生命，

好的生活品質會決定健康，但更須

要好的生活常識。 

再次謝謝歐巴尼基金會提供那

麼多常識給予學生，也不吝於發表

於網站，讓所有人皆可加入參與，實

質的令學生受益。 

(作者為彰化縣文德國小老師) 

文/蕭淳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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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來賓，各位老師，各

位同學，大家好。 

這次我們要感謝歐巴尼

紀念基金會，讓我們參加這

次衛生常識測試競賽。 

身為這次參加測試的一

員，我認為獲獎最大的功臣，

莫過於辛苦的護士阿姨和老

師以及各位努力不懈的同學。 
 

爭光，獲得這項殊榮之外，更豐

富了我們的衛生知識及各種防

疫疾病的方法，我們更佩服歐巴

尼醫師為民犧牲的大愛精神，實

在是值得我們效仿的模範！ 

在此，我們鄭重的感謝歐巴

尼紀念基金會的各位貴賓。 

 

文圖/劉怡君 

彰化縣羅厝國小五年甲班，參加本會舉辦年度偏遠地區國民小學衛生常識輔

導暨測試競賽，榮獲全國第二名，9 月 5 日，本會執行長許國雄親自到達該

校頒發獎狀獎品，學生代表劉怡君於得獎之後致謝詞，感謝本會舉辦此項競

賽活動，使他們豐富了許多衛生知識及各種防疫的方法。 

護士阿姨的耳提面命及老師的諄

諄教導，在這段準備考試的時間裡，給

予我們莫大的鼓勵與支持。 

在這次的考試中，我們不但為校 

邀請您來臉書粉絲專頁按讚！ 
按讚馬上了解本會最新活動消息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到這裡留言，我們會在第一時間回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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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遠 地 區 學 童 衛 生 常 識 輔 導 及 測 試 競 賽 第 一 期 評 量 試 卷 

本競賽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輔導評量，自 102 年 9 月開始，各校要參加，暫無需報

名，得將本試卷下載複印，輔導五年級學生作答，以評量輔導成效。 
 

1.  （  ） 流感、新型流感或禽流感，最主要共同症狀是（1）高燒、咳嗽（2）腹痛、

腹瀉（3）流鼻涕、流口水。 

2.  （  ） 流感、新型流感或禽流感流行期間，學校每天要為學生量（1）血壓（2）體

溫（3）體重。 

3.  （  ） 流感、新型流感或禽流感流行期間，為避免互相感染，出門應（1）戴眼鏡

（2）帶體溫計(3)戴口罩。 

4.  （  ） 下列哪種疾病不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疾病？（1）流感（2）新型流感（3）

禽流感（4）登革熱。 

5.  （  ） 流感、新型流感或禽流感同樣屬於（1）泌尿道疾病（2）腸胃道疾病（3）呼

吸道疾病。 

6.  （  ） 何者不是由動物傳染給人的流感？（1）流感（2）禽流感(3)新型流感。 

7.  （  ） 為預防流感、新型流感或禽流感，下列何種行為較有效（1）多運動（2）補

充營養（3）勤洗手。 

8.  （  ） 下列疾病不是經由飛沫與接觸傳染給別人的？（1）流感（2）禽流感（3）新

型流感（4）狂犬病。 

9.  （  ） 流感、新型流感或禽流感，最容易感染的年齡層（1）中年人（2）青年人（3）

兒童。 

10.  （  ） 為預防流感、新型流感或禽流感（1）要施打不同型疫苗（2）要施打同一型

疫苗（3）施打疫苗都無效。 

11.  （  ） 流感在台灣，較容易流行的季節是（1）春、夏（2）秋、冬（3）夏、冬兩季。 

12.  （  ） 新型流感，原來是在什麼動物中傳染的疾病？（1）雞（2）豬（3）果子狸。 

13.  （  ） 台灣有長達多久時間是世界少數非狂犬病疫區之一？（1）40 年（2）50 年

（3）60年。 

14.  （  ） 台灣目前發現動物狂犬病毒，主要在野生的（1）鼬獾（2）錢鼠（3）松鼠。 

15.  （  ） 狂犬病是全球性的疾病，但還沒有下列哪種病例？（1）動物傳動物（2）動

物傳人（3）人傳人。 

16.  （  ） 為預防狂犬病，被動物抓、咬傷時，第一個動作是立即（1）沖洗傷口（2）

消毒傷口（3）施打疫苗。 

17.  （  ） 狂犬病病毒隨著動物的什麼而傳染？（1）血液（2）唾液（3）糞便。 

18.  （  ） 許多哺乳動物都會感染狂犬病病毒，但下列哪種動物不會感染？(1)貓(2)蝙

蝠(3)雞鴨。 

19.  （  ） 狂犬病是屬於（1）呼吸道疾病（2）腦脊髓疾病（3）腸胃系統疾病。 

20.  （  ） 狂犬病疫苗的效力（1）被動物抓咬傷之前施打無效（2）被動物抓咬傷之後

施打無效（3）被動物抓咬傷之前、之後施打都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