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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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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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舉辦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

防疫繪本及衛生常識測試兩項競賽

結果分別 6 月 13 日及 6 月 20 日揭

曉，繪本競賽團體組金牌獎由嘉義縣

朴子市松梅國民小學三年甲班奪得，

衛生常識測試競賽第一名則由台南

市北門區文山國小五年甲班榮獲。兩

項競賽全部得獎名單如下： 

壹、防疫繪本競賽 

 團體組：以班級為單位之競賽 

第一名 

嘉義縣朴子市松梅國小三年甲班 

第二名 

台南市白河區內角國小三年甲班 

第三名 

台南市佳里區子龍國小三年甲班 

佳  作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國小三年甲班 

台南市南化區北寮國小三年甲班   

嘉義市西區北園國小三年甲班 

台南市東山區聖賢國小三年甲班 

台南市鹽水區文昌國小三年甲班 

台東縣台東市復興國小三年甲班 

 個別組 

第一名 

嘉義縣朴子市松梅國小三年甲 

班陳盈瑜、施鈺靜、黃煜銘等共同

製作之繪本。 

第二名 

台南市白河區內角國小 三年甲班

黃柏文、賴文煜、李昱庭、廖健宇

等共同製作繪本。 

第三名 

嘉義縣東石鄉龍港國小 三年甲班

李侑衡、李坤展、莊儀婷、蔡芳綾、

黃宸楷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佳  作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國小三年甲班

全慈軒、彭姿欣、柳寯揚等共同製

作之繪本。 

嘉義縣朴子市松梅國小三年甲班

陳哲維、陳建宏、羅廷翔等共同製

作之繪本。 

台南市鹽水區文昌國小三年甲班

李原甫、邱品於、歐祐銘、吳緯等

共同製作之繪本。 

台南市南化區北寮國小三年甲班

黃巧昀製作之繪本。 

台南市佳里區子龍國小三年甲班

蔡承庭製作之繪本。 

花蓮縣萬榮鄉紅葉國小三年忠班 

 

文/本會編輯組 

全國防疫繪本與衛生常識競賽結果揭曉 

嘉義縣松梅國小台南市文山國小分別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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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元豪、吳忠海、何禮文、方天

浩、施孝恩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台南市新營區新橋國小三年甲

班陳俊奕、林楷庭、杜沂澂、李

清璋、李和璋等共同製作繪本。 

貳、衛生常識測試競賽 

第一名 

台南市北門區文山國小五年甲班 

第二名 

台南市仁德區依仁國小五年甲班 

第三名 

台東縣海端鄉加拿國小五年甲班 

佳  作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國小五年甲班 

彰化縣埔心鄉羅厝國小五年甲班 

台南市南化區玉山國小五年甲班 

台南市北門區雙春國小五年甲班 

台南市白河區內角國小五年甲班 

本會鑑於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

由於地理環境特殊，醫療資源相對不

足，疾病的預防更顯重要，所以本會近

五、六年來，一直把山地離島及偏遠地

區國民小學疫病預防教育宣導，列為

重點工作，加強辦理。今年度乃繼續舉

辦繪本製作競賽及衛生常識測試競

賽，其目的都在藉著競賽方式，促使學

校加強學童衛生教育，以收預防疾病，

促進健康往下扎根之效。 

本次繪本競賽主題為「培養良好 

衛生習慣，促進身體健康」，良好衛生

習慣，人人都應該從小養成，終身受

用，所以競賽辦法規定報名之學校全

班學童都應參與。本競賽共有 36 班

144本繪本參加競賽，本會經組成評審

小組進行評選，評選分兩組進行，一組

團體組是以班級為單位之競賽，一組

個別組是以繪本為單位之競賽，以班

級為單位競賽之繪本，仍然可以角逐

以繪本為單位之競賽。以班級為單位

之第一名班級，全班學童每人有 1,500

元之獎品，第二名每人 1,200 元，第

三名每人 1,000 元。以繪本為單位之

第一名繪本，有 5,000 元之獎品，第

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元。 

衛生常識輔導評量及測試競賽，

分兩階段辦理，第一階段為輔導評

量，自去年 9 月開始，每兩個月一期

共四期，學校可自由參加，參加學校，

於平時就本會指定教材輔導學童學

習，到期末依本會公布試卷，自行評

量學童學習成效。第二階段為測試競

賽，參加學校必需事先報名，上述得

獎名單，即參加本測試經賽之優勝

者，共有 39 個學校班級參與，全國

同時於 6 月 13 日下午舉行，獲得首

獎之班級，每位學童可得 2,000 元之

獎品，第二名每人 1,500 元，第三名

每人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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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分為二大： 

(一)傳染病防治： 

1、H7N9、登革熱、寄生蟲：分

別從流行病、實驗室診斷與

研究及臨床處置方面討論。 

2、愛滋病：分別從治療、成

本效益分析及藥品採購方

面討論。 

(二)銀髮族照護：分為政策規

劃、管理及設備三方面討論；

另安排實地參訪。 

三、 建議成立兩岸衛生產業促

進協會，做為兩岸衛生產業

交流之溝通平台。 

四、 2015年研討會，將於上海或

廣州舉辦。 

圖文/本會編輯組 本會為促進海峽兩岸傳染病防

治經驗交流，有效防制傳染病擴散，

與大陸中華預防醫學會，自2004年

起每年輪流在台灣與大陸兩地，舉

行「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會」，

邀請雙方防疫單位及相關學者專家

與會，就一般傳染病防治廣泛交換

意見。今（2014）年研討會輪到我方

在台灣舉行。 

本會為籌辦今年研討會，於5月

28日，本會執行長洪健清、顧問許國

雄與中華預防醫學會秘書長楊維中、

主任王芃，假台北希爾頓大飯店，就

今年研討會地點、日期及議題，與明

年研討會日期、地點進行會商。 

會議由執行長洪健清主持，往年

研討會議題，都以傳染病防治為主，

今年第一次將銀髮族照護列為研討

議題，以因應人口老化之需要，會議

重要決議如下： 

一、 今年研討會，訂於11月10日

至14日，在台灣台北舉辦。

陸方與會人員30人以內，其

中10人由我方落地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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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繪本競賽獎品 執行長親自頒發 

本會舉辦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國

小學童防疫繪本競賽，優勝學校獎

狀獎品，本會執行長親自於6月30日

至團體組第一名：嘉義縣朴子市松

梅國小，第二名：台南市白河區內角

國小，第三名：台南市佳里區子龍國

小頒發。 

本會舉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

疫繪本競賽，共有36個學校班級參

與，6月11日競賽結果揭曉，獲得首

獎之班級，每位學童可得1,500元之

獎品，第二名每人1,200元，第三名 

每人1,000元，為考慮學生之實際需

要，獎品由學校在本會限定之文具

用品、衛生器具、運動器材範圍內自

行選購。至於團體組佳作獎五個學

校班級及個別組各獎之獎狀、獎品、

紀念品，因本會限於人力，改由各校

自行頒發。 

各校對於頒獎非常重視，頒獎典

禮全校師生參加，頒獎之前，還特地

安排學生體能表演，活潑生動，把典

禮氣氛帶到最高潮，當地衛生及教育

主管機構也派有代表前來觀禮。 

松梅國小
內角國小

子龍國小

圖文/本會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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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努力耕耘的，必將歡呼收割！

參加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舉辦的「103

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製

作競賽」，我們的收穫滿滿，不論是在

防疫常識、良好衛生習慣的養成、繪

本的製作技巧，或是師生之間的默契

與感情，都有相當程度的提昇，在得

知獲獎的那一刻，我和小朋友心中充

滿歡欣和感謝之情。 

記得剛收到這項競賽訊息之初，

身為三年級導師的我，內心其實有些

猶豫，這對三年級的小朋友而言，可

說是一項大工程，因為他們從未嘗試

過繪本製作，經過我和小朋友討論後

決定試試看，三甲的防疫繪本製作於

是有了開始。我們決定要製作4本，栩

宏和永杰在繪畫方面表現傑出，他們

二人各自獨做一本，其餘7位小朋友

分成2組合做2本。首先是繪本主題選

擇，小朋友分組討論有哪些重要的衛

生習慣，確定主題後，小朋友開始構

思故事情節來配合繪本主題，很多衛

生常識和習慣，透過這個思考過程，

小朋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想法，他

們會推想因為不注意那些衛生習慣

而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進而提醒自 

己應該養成那些良好的衛生習慣，才

能避免生病，這應該可以說是「寓教

於繪本製作」而達到防疫的目的了。 

    集體文字創作初稿完成後，我依

據小朋友的故事主題及文字敘述加以

潤飾定稿，接著就進入文圖並呈的繪

本創作階段，小朋友分組討論要如何

運用圖畫傳達文字意涵，小朋友天馬

行空的想法，有時出現令人出乎意料

的創意，但有時也需要老師從旁加以

提醒該掌握的重點。在這個創作過程

中，從個別設計主角造型到統一定調，

可以訓練小朋友溝通協調的能力，每

個人都要先嘗試自行依文字來繪畫，

最後各組再決定那些小朋友負責勾勒

圖畫內容，那些小朋友協助上顏色，

大家分工合作，各司其職，畫得非常

投入，從他們認真參與的態度中，不

禁令人深受感動。然而還是會有遇到

困難的時候，有些比較沒耐心的小朋

友，上顏色不夠細心，負責畫圖的小

朋友就會大聲斥責，爭吵是難免的，

構圖碰到瓶頸，灰心是難免的，這時

就需要老師協助解決，幸好班上小朋

友都很認同這項競賽，很積極地想要

製作出屬於三甲的繪本，因此才能夠 

文/賴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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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到底，絕不輕言放棄。四月中旬，

我們終於把4本繪本的單張圖文完

成了。最後，各組討論決定封面圖

案，再由老師協助指導繪 

圖、黏貼、裝訂成冊，在 

成書的那一刻，大家都非 

常感動，成就感與喜悅心 

情實非筆墨可以形容! 

    認真完成一件事的感覺真好，

防疫繪本製作的過程，讓我和小朋

友充分體認到合作的快樂，成書的

當下，我們根本沒去想會不會得獎，

大家只是很開心終於完成三甲的繪

本。繪本寄出去之後，我請小朋友說

說自己製作繪本的心得，昀優說：

「製作繪本讓我學到要養成良好衛

生習慣，勤洗手而且要確實做到濕

搓沖捧擦，這樣才能健健康康。」瑞

隆說：「我覺得自己的想像力不太

好，但是經過老師的指導後，不但能

夠畫出構圖，而且對如何防疫也增

加許多常識，真是一舉兩得。」永杰

說：「完成防疫繪本讓我學到許多，

我們一定要培養衛生習慣，不讓病

菌到處傳染疾病，」栩宏說：「做繪

本可以發揮自己的想像力，不一定

要一直問老師，畫圖能紓解心情壓

力，做繪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柏文

說：「我覺得做繪本很好玩，讓自己 

學到許多技巧，最重要的是增加許

多正確的衛生常識，知道養成良好

衛生習慣的重要性。」苡阡、昱庭、

文煜、信利、若同和健宇也都說，做

繪本很有趣，大家可以互相討論和

合作，畫出漂亮的圖，感覺很棒！ 

 

 

 

 

    生活是不斷的學習與成長，勇

於嘗試才可能創造精采，增添生活

的豐富性與深度。從事教育工作二

十多年，這是我第一次帶領全班小

朋友一起創作繪本，過程雖然辛苦，

但是也有許多「如人飲水」的樂趣，

我們都樂在其中，大家其實已經得

到許多，最後的得獎是一種實質的

肯定，我和全班小朋友欣喜之餘，心

中更是充滿感恩之情，謝謝張家穎

老師的鼎力協助，和徐俊雄校長的

全力支持，如果沒有張老師和徐校

長的幫忙，三甲的防疫繪本就無法

順利完成，更遑論得獎了。當然，如

果歐巴尼紀念基金會沒有舉辦這樣

的活動，我們也就沒有參加競賽的

機會了，所以，要感謝的人太多，陳

之藩說：那就謝天吧！但是我想說：

謝謝大家！感謝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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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陳盈瑜、施鈺靜、黃煜銘 

本會舉辦全國偏遠地區國小防疫繪本競賽個別組第一名，由嘉義縣

朴子市松梅國小三年甲班陳盈瑜、施鈺靜、黃煜銘等三位小朋友共同製

作之繪本奪得，下面是他們命名為「波波狂想曲」的得獎作品、內容敘

述波波沒有刷牙習慣，以致嚴重蛀牙，經過一番折磨，波波終於明白刷

牙的道理。 

封面 
 

原來波

波吃東

西之後

都不刷

牙。 

波波和爸爸媽媽吃晚餐時，發覺牙痛。 

沙沙公

主警告

波波不

刷牙，

蛀牙菌

會來光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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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還

是把爸

爸口腔

衛生故

事當耳

邊風。 

所以對刷牙總

是應付了之。 
不刷牙會牙痛，不

洗頭會頭痛…。 

波波還

羨慕爺

爺沒牙

齒，不

用 刷

牙。 

而且越髒越愛。 波波終於醒悟，

以後要常刷牙洗

手。 

封底 

因為細菌、病毒喜

歡骯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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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單一選擇題（下列各題，都只有一個正確答案）每題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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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腸病毒又叫「手足口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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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SARS 流行期間，學校每天要為學生量（1）血壓（2）血糖（3）體溫（4）體重。  

4. （1）下列哪種疾病，傳染力很強，一旦感染一定要接受隔離治療？（1）SARS（2）愛滋

病（3）肺結核（4）B 型肝炎。 

5. （3）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是由於什麼病的流行而成立？（1）愛滋病（2）登革熱

（3）SARS（4）B 型肝炎。 

6. （2）防止登革熱最重要的方法是（1）注意個人衛生（2）注意環境衛生（3）注意飲食衛

生（4）注意運動保健。 

7. （1）登革熱病媒蚊的特徵是：身體的哪個部位有黑白相間的斑紋？（1）腳（2）頭（3）

翅膀（4）肚子。 

8. （4）登革熱會（1）人與人互相傳染（2）不會人與人傳染，但會遺傳（3）可接種疫苗避

免感染（4）滅絕病媒蚊才能避免傳染。   

9. （3）滅鼠工作，可降低人感染下列那一種傳染病？（1）疥瘡（2）登革熱（3）恙蟲病（4）

頭蝨。 

10. （3）注射毒品，容易感染什麼病？（1）流感（2）腸病毒（3）愛滋病（4）SARS。 

11. （4）愛滋病有特別的傳染途徑，下列哪項不會傳染？（1）性行為傳染（2）血液傳染（3）

母子垂直傳染（4）飲食傳染。 

12. （3）隨便和人發生性行為，可能會感染什麼病？（1）肺結核（2）SARS（3）愛滋病（4）

A 型肝炎。 

13. （2）家裡如果有人感染愛滋病，應（1）把他隔離起來（2）給予關懷，並協助他就醫治療

（3）叫他離開家裡（4）不要一起吃飯。 

14. （1）家裡有人感染肺結核，怎麼辦？（1）注意家裡門窗通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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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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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舉辦 102學年全國偏遠地區國小學童衛生常識測試競賽，全國 39所

報名參加學校，於 6月 13日下午 1時 30分同時在各該學校舉行測試。 
文/本會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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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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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看醫生接受檢查。 

17. （3）流感、禽流感、新型流感三種疾病（1）都是由禽鳥傳染給人的疾病（2）有共同的疫苗

可接種（3）都是因病毒感染，而不是細菌感染（4）都會自然痊癒不必看醫生。 

18. （4）為預防狂犬病，被動物抓、咬傷時，應立即對傷口做何處理，然後就醫（1）吃止痛

藥（2）擦消毒藥膏（3）貼消炎藥布（4）以肥皂及清水沖洗。 

19. （3）關於狂犬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一旦發病，致死率高達 100%（2）不止狗會

傳染，鼬獾也會傳染（3）發病之前不會人傳人，發病之後就會人傳人（4）狂犬病疫

苗，在被狗咬之前或之後施打都有效力。 

20. （4）什麼時候最需要刷牙（1）運動後（2）早上起床後（3）吃東西前（4）吃東西後。 

乙、多重選擇題（下列各題，正確答案有的不只一個，請把正確的都選出來，如果沒有正確的

就寫 0）每題 5 分 

1. （ 1 3 4 5 ）傳染病的傳染方式很多，傳播最快速的是飛沫傳染，下列哪些疾病就會因飛沫

而傳染？（1）腸病毒（2）愛滋病（3）肺結核（4）流感（5）SARS。  

2. (  2 3 4   ) 飛沫傳染傳播快速而容易，所以下列哪些疾病，在流行期間，政府會呼籲不要

到人多擁擠場所，而對學校規定停課標準，避免學生相互感染？（1）登革熱 (2 ) 腸

病毒（3）流感（4）SARS（5）愛滋病。 

3. （ 1 2 34 5）感染到傳染病，在一定時間內會有各種不同的症狀出現，最常見的症狀是發

燒，感染到下列哪些疾病就會有發燒症狀？（1）流感（2）腸病毒（3）登革熱（4）

肺結核（5）狂犬病。 

4. （  2 3 4 ）承上題，咳嗽也是感染了傳染病常見的症狀，下列哪些疾病就會有咳嗽症狀？

（1）登革熱（2）肺結核（3）SARS（4）新型流感（5）狂犬病。 

5. （ 1 2 5  ）預防傳染病，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種疫苗，可是到目前為止，下列哪些疾病還沒

有具效力的疫苗可接種？（1）登革熱（2）愛滋病（3）肺結核（4）流感（5）SARS。 

6. （  2 35  ）俗語說「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這表示很多疾病是因為吃到不乾淨的東西引

起的，所以勤洗手對於預防疾病感染是有相當意義的，對於下列哪些疾病，能保持乾

淨的雙手，是可以減少很多被感染的機會？（1）狂犬病（2）禽流感（3）腸病毒（4）

B 型肝炎（5）新型流感。 

7. （ 2 4 5  ） 有些疾病的細菌或病毒是由嘴巴進入人體。也有些是專從鼻子進出，戴口罩

對這些傳染病具有相當好的預防效果，所以在下列哪些疾病流行期間 ，出門要戴口

罩？（1）登革熱（2）流感（3）狂犬病（4）禽流感（5）SARS。 

8. （12 3 4 5 ）下列哪些疾病，原來只在動物中傳來傳去，以後變得也會傳給人類？（1）狂

犬病（2）禽流感（3）SARS（4）新型流感（5）愛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