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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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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促進偏遠地區國小加強衛生防疫教育宣導，有二項衛生防疫競賽：

一是五年級的防疫輔導及測試競賽、一是二年級的防疫唱遊競賽，在全國偏遠

地區同步開跑。今年增加多項補助獎勵規定，如參加競賽者給予經費補助，或

贈送紀念品，歡迎學校踴躍報名參加。 

二項競賽要點摘錄如下： 

 分期輔導教學。 

4.本會將於每期期末，針對該期輔導

教學項目，製作評量試卷，供參加

學校學童作答以評量其成效。請

學校於評量後將試卷寄達本會。 

(二)測試競賽： 

1.報名：於 104年 4 月 10日至 4月

30 日，在本會網站線上報名，未

報名者不得參加。 

2.測試時間及地點： 

（1）時間：預定於 104 年 6 月 10

日下午 1：30~2：00。 

（2）地點：參加學校自行安排在本

校之適當場所。 

3.監試：本會將安排學校指定之監

試老師，於測試當日交互到鄰近

之其他學校監試。 

三、獎勵： 

（一）優勝獎： 

成績優勝班級，本會除頒給學校

獎狀乙紙外，並可得下列之獎勵， 

 

文/本會編輯組 

壹、防疫輔導及測試競賽 

一、參加對象：偏遠地區國小五年級學童。 

二、執行：本計畫分兩階段執行，第一

階段是以兩個月為一期，共四期的

「輔導評量」，第二階段是第一階

段之後的「測試競賽」。 

(一)輔導評量： 

1.辦理時程：自 103 年 9 月 1 日起

至 104 年 4月 30 日，共分四期。 

2.辦理方式：採分期輔導教學，分

期評量測試。 

3.學校要在本會指定之下列項目 

 
期程 項目 

第一期 

（9、10月） 

登革熱、一般衛生常識 

第二期 

（11、12月） 

流感、肺結核、肝炎、麻疹 

第三期 

（1、2月） 

愛滋病、紅眼症（急性結膜

炎）、水痘 

第四期 

（3、4月） 

SARS(含基金會)、腸病毒、

頭蝨、疥瘡、恙蟲病、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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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賽方式： 

1.每班歌唱表演指定曲及自選曲各

一首，每首歌曲得重覆歌唱，實際

表演時間 1 分鐘以上為原則。 

2.指定曲：日商倍樂生股份有限公

司之「洗手歌」，詞、曲依原作，

表演動作得自行創作。 

3.自選曲：歌曲得自選或自行創作， 

歌詞與表演動作須以「洗手」為主

題，師生共同創作。 

4.歌詞得以國、台、客、原住民等各

種不同語言唱出。 

5.請參加學校自行安排場地表演，

並將學童唱遊表演實景（含指定

曲及自選曲），錄音並錄影儲存於

光碟片，寄達本會參與競賽。 

五、費用補助:凡送件之作品符合規定

者，每班補助費用 500 元。 

六、送件：參加競賽班級，請於 103 年

11 月 30 日前，將「光碟片」及「送

件表」送逹本會參加評審。 

七、獎勵： 

（一）優勝獎： 

送件參加評選團數 25班以上擇

優取 3 名、15 班以上取 2 名、8 班以

上取 1 名，獎勵如下： 

第一名：取 1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

老師一人及學童每人新台幣 1,500 元

獎品。或倍樂生公司出版-小學生巧連

智小二版或中年級版月刊半年 6期。 

 

 

 

 

第一名：取一名，全班每位到試學童 

及老師一人各得價值新台幣 2,000

元之獎品； 

第二名：取一名，全班每位到試學童

及老師一人各得價值新台幣 1,500

元之獎品； 

第三名：取一至二名，全班每位到試

學童及老師一人各得價值新台幣

1,000 元之獎品； 

佳  作：取若干名，全班每位到試

學童及老師一人各得價值新台幣

500 元之獎品； 

（二）特別獎 

1.一縣市參加測試競賽，未入選上

述優勝獎之班級數在 3 班以上

者，擇優取若干名，發給學校獎

勵狀乙紙，老師一人及學童每人

紀念品一份。 

2.參加輔導評量，將試卷寄回本會

3 次以上成績均及格，並參加測

試競賽者，老師一人及學童每人

紀念品一份。 

貳、防疫唱遊競賽 

一、唱遊主題：  

二、參加資格：偏遠地區國小二年級學童。 

三、報名辦法： 

1.時間：即日起至 103 年 10 月 15

日止。 

2.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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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指導下

主辦之「全國國民中學學生愛滋防

治戲劇表演競賽」，公告後進入漫長

暑假，致目前完成報名手續學校不

多，報名將在9月30日截止，尚未報

名者，請保握最後數天機會。 

根據統計，截至102年底，國人

感染愛滋病毒累積通報人數達2萬7

千多人，其中15歲到24歲的年輕人

有5千多人，超過五成是近5年內通

報，足見愛滋年輕化問題日趨嚴重。 

本會為協助政府加強防制，乃舉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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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競賽全國各公私立中等學校

均得自由報名參加，不收報名費，參

加者還有1000元之製作補助費，而優

勝獎金優厚，競賽也不必現場表演，

參加學校自行安排場地表演，而將之

錄影錄音在光碟上，然後將光碟於10

月31日前寄達本會即可。 

文/本會編輯組 

報名月底將截止 請保握最後機會 

第二名：取 1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

老師一人及學童每人新台幣1,200元

獎品。或倍樂生出版-巧虎的國字百

寶箱乙套。 

第三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

老師一人及學童每人新台幣 1,000

元獎品。或倍樂生出版-巧虎趣味語

文學習組乙套。 

佳  作：視參加評選班數，擇優取若

干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老師一人

及學童每人新台幣 500元獎品或倍樂

生出版-SMART趣味理財學習組乙套。 

（二）特別獎：(3 選 1) 

 

 

1. 送件參加評選 7 班以下時，改為

表演賽，各發給獎勵狀乙紙，每

位參加學童及老師一人各紀念

品乙份。 

2.一縣市送件參加競賽，未入選上

述優勝獎之班級數在 3 班以上

者，擇優取若干名，發給學校獎

勵狀乙紙，老師一人及學童每人

紀念品一份。 

3.依報名順序，並送件參加評選之

前 15 班級，各發給獎勵狀乙紙、

倍樂生出版-SMART 趣味理財學

習組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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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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參加本測試競賽之優勝者，共

有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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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由學校視需要自行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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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本會編輯組 
本會舉辦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國

小學童防疫輔導及測試競賽，優勝

學校獎狀、獎品，本會執行長洪健清

親自於9月19日至第一名-台南市北

門區文山國小，第二名-台南市仁德

區依仁國小頒發。至於第三名-台東

縣海端鄉加拿國小，則定於9月29日

頒發。 

本會舉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

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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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測試競賽獎品 
執行長親自頒發

第一名  台南市文山國小 

第二名  台南市依仁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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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會，訂於11月11日在台北王朝大酒店舉行，大

陸相關單位對本次研討論議題相當重視，表達參加意願，所以大陸中華預防醫學會

乃組成70人之龐大代表團，由中華預防醫學會秘書長楊維中率領，將於11月10日抵

達台灣，會後安排赴台南市政府衛生局，進行登革熱防治交流。 

研討會議題，以傳染病防治為主，但今年為因應人口老化之需要，第一次將銀

髮族照護列入議題。研討會議程如下： 

2014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會議程表（11月 11日） 

時間 會議內容 

8:00-8:30 報到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8:30-8:45 
開幕式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董事長張上淳 

中華預防醫學會  秘書長楊維中 

貴賓致詞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副署長莊人祥 

8:45-9:55 第一場 專題演講 

 議題 講者 主持人 

8:45-9:25 伊波拉病毒疫情應急與防控策略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主任王麗萍 
中華預防醫學會秘書長楊維中 

9:25-10:05 伊波拉病毒疫情緊急應變處理 疾病管制署科長林美慧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董事周志浩 

10:35-12:45 第二場 流感及登革熱防治 

10:35-11:05 流感疫情及防控策略 疾病管制署科長林育如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顧問許國雄 

11:05-11:35 H7N9疫情分析及防控策略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主任王麗萍 
中華預防醫學會主任王芃 

11:35-12:05 臺灣登革熱疫情及防控策略 疾病管制署科長陳主慈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顧問許國雄 

12:05-12:35 登革熱疫情及防控策略 
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林錦炎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主任王麗萍 

12:35-12:45 綜合討論 

14:00-15:10 第三場 愛滋病防治 

14:00-14:30 
大陸愛滋病免費抗病毒治療的進

展和挑戰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性愛中心主任張福杰 
中華預防醫學會秘書長楊維中 

14:30-15:00 臺灣愛滋病疫情現況 疾病管制署科長董曉萍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董事顏慕庸 

15:00-15:10 綜合討論 

15:30-16:50 第四場 專題演講 

15:30-16:10 中國老齡健康 衛生部北京醫院研究員楊澤 中華預防醫學會秘書長楊維中 

16:10-16:50 
銀髮族照護政策、管理、

設備及傳染病監測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

司副司長蔡誾誾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董事 

16:50-17:10 綜合座談及閉幕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執行長洪健清 

中華預防醫學會  秘書長楊維中 

 

11 月 11 日
在台北舉行

文/本會編輯組王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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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梅國小位於嘉義縣朴子市，

學校長期致力於傳染病防治的推動

與學生衛生保健習慣的養成，三年

甲班小朋友以「培養良好衛生習慣，

促進身體健康」為主題，藉由師生共

同討論、集體創作的方式完成防疫

繪本，用繪本來深化小朋友健康觀

念，今年榮獲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

基金會，舉辦全國偏遠國小學童防

疫繪本競賽團體組、個人組雙料第

一，顯見師生們的努力獲得肯定。 

歐巴尼得獎繪本是孩子的童心

創作，樸直的偏鄉孩子平易近人，師

生合作創意發想精彩的插畫及豐富

的故事內容，希望藉由繪本創作過程

提升防疫保健觀念與知識，以減少疾

病，促進健康。全系列繪本以「神奇

的soap」、「波波狂想曲」、「泡泡防護

罩」到「我不是髒小孩」、「擒拿手」

等五大主題，繪本內容涵蓋衛生自我

管理的重要性，用肥皂勤洗手能有效

預防腸病毒的威脅，小朋友將學校健

康教育課程中保持健康、抵抗疾病的

方法融入繪本，小朋友也化身洗手小

天使，熱心教導同學正確洗手五步驟

以抵抗病菌侵襲。每本繪本的插畫簡 

潔大方，刻畫虛擬人物豐富的表情，

將學校教導的防疫保健觀念融入繪

本故事中，各角色傳神逼真，非常具

有童真與童趣。 

防疫繪本得獎，對於三年甲班師

生及家長，是非常大的鼓舞，頒獎典

禮當天，基金會執行長洪健清醫師專

程南下頒獎，衛福部疾管署南區管制

中心王仁德科長、嘉義縣政府衛生局

及教育處官員也在場觀禮，學校以辦

喜事的喜悅心情來籌備這場頒獎典

禮，得獎小朋友盈瑜說：「謝謝叔叔、

阿姨們親自到學校頒獎，給我們很多

鼓勵，我會繼續努力，成為防疫小尖

兵」；玟蓉說：「這次全班得到好多獎

品，長期的辛苦有了收獲，我要和家

人分享這個喜悅」；于雯說：「團結力

量大，因為大家合作完成繪本才能獲

得好成績」；婕瑀說：「謝謝碧花老師、

逸佳老師、瓊梅阿姨辛苦指導，讓我

們能將健康防疫的觀念融入繪本

中」；哲維說：「我要繼續創作繪本，

明年再參加歐巴尼紀念基金會防疫

繪本的比賽」。 

防疫繪本的創作，既可以培養

小朋友繪畫、戲劇、寫作的能力，也 

  
 

文/曾南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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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會編輯組 

伊波拉病毒疫情嚴峻 

 

伊波拉病毒感染，正在非洲西部

幾個國家流行，疫情嚴峻，病例數一

直增加，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

資料顯示，截至本(2014)年 9 月 14

日，幾內亞、賴比瑞亞、獅子山及奈

及利亞等 4 國伊波拉病毒感染通報病

例累計 5356 例，其中 2630 例死亡，

WHO 表示實際病例數可能在二倍至四

倍之多。更有 318名醫療人員感染 151

人死亡，並持續於社區及醫療機構間

發生感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鑒

於許多負責醫治之醫療人員染病事

件，部分駐當地志工團已陸續撤離，

加上已採行限制公共活動及大型聚

會、社區實施檢疫等管制措施，將影

響當地醫療人力及資源分配，為保障

國人健康，早於 8 月 1 日提升幾內亞、

賴比瑞亞及獅子山 3 國旅遊疫情為第

三級：警告(Warning)，提醒民眾如非

必要應避免前往當地。8 月 6 日奈及

利 亞 旅 遊 疫 情 為 第 二 級 ： 警 示

(Alert)，民眾前往當地應加強防護。 
 

近期剛果民主共和國，也陸續出

現伊波拉病毒感染病例，WHO 於 8 月 

27 日確認自 7 月 18 日至 8 月 18 日

共有 24 例個案，其中 13 例死亡。由

病毒型別及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

此波疫情與西非近期爆發之伊波拉

病毒感染疫情無關。疾管署考量剛果

民主共和國疫情不確定性高，未來仍

有病例發生可能，故提升該國伊波拉

病毒感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為第二

級:警示(Alert) 

伊波拉病毒感染為伊波拉病毒所

引起，潛伏期 2 至 21 天，病人於潛

伏期不具傳染力，出現症狀後才具傳

染力，經接觸患者血液、分泌物、器

官或精液而感染。臨床症狀有突然高

燒、不適、肌肉痛與頭痛，接著出現

咽喉痛、嘔吐、腹瀉、斑點狀丘疹與

出血現象。重症者常伴有肝臟受損、

腎衰竭、中樞神經損傷、休克併發多 

上萬人感染過半死亡 

可以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和傳染病防

治觀念，謝謝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在

偏鄉搭建創作舞台，並給予孩子熱 

 

烈的掌聲與喝采，這份成就感將陪

伴他們一起奔跑。 

(作者為嘉義縣朴子市松梅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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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器官衰竭，致死率高，病患死後

亦可能具傳染力。聯合國農糧組織

表示，人類可經由接觸染病動物而

受感染，呼籲民眾勿接觸、販賣及

食用發現當下已死亡的動物(尤其

是果蝠)。 

疾管署提醒民眾應盡量避免前

往西非疫區，如無法避免至當地時，

需注意個人衛生與手部清潔，另避

免接觸染病或死亡的動物，亦不得 

食用野生動物，尤其是猿猴及果蝠，

如須於當地就醫時，應避免接觸其他

病患。返國後 21 天內，應自主健康

監測，如出現有發燒、嘔吐、腹瀉、

皮膚出疹等不適症狀，應儘速就醫，

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相關資訊可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或撥打國

內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

1922)洽詢。 

防範伊病毒與國際交流 

防疫醫師赴奈國助台胞 

因應西非伊波拉病毒疫情，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於 8 月 25 日派遣

首席防疫醫師羅一鈞及蔡懷德醫師

前往奈及利亞，協助當地台商、僑民、

駐館人員防範伊波拉病毒感染，任務

圓滿達成，並於 9 月 5 日召開返國說

明會。 

疾管署郭旭崧署長強調，疾病無

國界，在全球化與交通發達的時代，

疫病更易跨越國界快速傳播，因此我

國必須正視並與國際共同合作解決疫

病的問題，持續掌握世界衞生組織(W

HO)與其他國家疫病防治資訊，因應疫

情變化，適時調整我國防疫作為。 

 

疾管署表示，兩位醫師在外交部

及我國駐奈及利亞代表處全力支援

安排下，前往奈國首都阿布賈，及該

國首例伊波拉感染病例所在地拉哥

斯，親赴當地公私立醫院，並參訪拉

哥斯伊波拉緊急應變中心，與世界衞

生組織、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奈及利

亞等國多位專家進行交流。 

此行亦針對當地台商僑胞及駐

館人員合計約 60 餘人辦理衛教說明

會，實際指導個人防護裝備穿戴、以

及感染防範措施，僑界及台商均表達

感謝。 

文/本會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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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會編輯組 

台灣地區在最近一二週，登革熱

病例數快速增加，登革出血熱病例也

持續出現，並有 4 例死亡，本年截至

9 月 16 日，登革熱病例累計共 2,070

例，包括境外移入病例 152 例及本土

病例 1,918 例，其中今年入夏後本土

病例為 1,904 例，其中高雄市 1,862

例最多。境外移入病例感染來源分別

為印尼 53 例，馬來西亞 46 例，菲律

賓 24 例，新加坡 7 例，泰國 5 例，

緬甸 3 例，諾魯、印度、柬埔寨、越

南及中國大陸各 2 例，法屬玻里尼西

亞、沙烏地阿拉伯、吐瓦魯及孟加拉

各 1 例。 

登革熱並不會人直接傳染人，而

是由帶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傳染，所

以防治登革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根

除病媒蚊，登革熱是一種「社區病」、

「環境病」，一旦有登革病毒進入社

區，且生活周圍有病媒蚊孳生源的環

境，就有登革熱流行的可能性，所以

民眾平時應做好病媒蚊孳生源的清

除工作。維持環境整潔，才能保障自

己及家人的健康。 
 

登革熱疫情持續發燒  
疾 管 署 成 立 專 家 小 組 

一般人感染登革熱，會有高燒、

全身酸痛等症狀，由於類似感冒，經

常會被忽略。惟需注意的是：典型登

革熱除了有突發性的高燒(≧38℃)，

且還會有肌肉、骨頭關節的劇痛、轉

動眼球或按住眼球時，前額及後眼窩

會感覺特別的痛，所以老一輩的人稱

登革熱為「斷骨熱」或「天狗熱」，如

有這些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治療，

並告知醫師旅遊史、活動史及慢性病

史等資訊。醫師務必提高警覺，加強

登革熱疑似個案通報，並注意病患的

病程進展，是否有登革出血熱的警示

徵兆，並即時採取適當的臨床處置，

避免重症及死亡個案發生。 

為因應登革出血熱病例陸續出

現，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已於高雄

地區成立登革出血熱臨床諮詢專家

小組，由 10 位具登革出血熱診治專

業及臨床經驗的專家組成，提供各醫

院臨床醫師診治登革出血熱病患時

之處置諮詢，並視需要召開病例討論

會，增加診療經驗之交流，以期降低

重症或死亡個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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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伊波拉病毒感染？ 

伊波拉病毒感染是人及靈長類(猴子、大猩猩及黑猩猩)的一種嚴重致命疾病。伊波拉病

毒首度發現於 1976年，同時間爆發的兩起疫情，一起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另一起在蘇丹

的偏遠地區。伊波拉病毒的起源未知，但根據研究，果蝠可能是該病毒的天然宿主。 

二、人類如何感染伊波拉病毒？ 

人類透過接觸受伊波拉病毒感染動物如大猩猩、黑猩猩、果蝠、猴子、森林羚羊及豪豬等

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其他體液而感染。 

一旦人類感染伊波拉病毒後，可藉著人傳人方式於醫院或社區中擴散。人與人之傳染是因

直接接觸(透過皮膚傷口或黏膜)到被感染者或其屍體之血液、分泌物、器官、精液，或是

間接接觸被感染者體液污染的環境如衣服、床罩或針頭等感染。 

三、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症狀？ 

伊波拉病毒感染後初期症狀包括突然出現高燒、嚴重倦怠、肌肉痛、頭痛與咽喉痛等，接

著出現嘔吐、腹瀉、腹痛、皮膚斑點狀丘疹與出血現象。重症者常伴有肝臟受損、腎衰竭、

中樞神經損傷、休克併發多重器官衰竭，個案死亡率可高達九成。 

四、什麼時候應該就醫？ 

曾經去過伊波拉疫情流行地區，或是曾經接觸疑似或確定病例，並且已經開始出現症狀，

就應立即就醫。 

五、如何治療伊波拉病毒感染？ 

目前尚無特定藥物可治療伊波拉病毒感染。病患主要接受支持性治療，包括：保持體液和

電解質平衡、監測含氧狀態及血壓、輸血以補充其流失之血液及凝血因子，以及治療其他

併發性之感染。 

六、如何預防伊波拉病毒感染？ 

目前尚無有效疫苗可供預防接種。其他預防方式包括： 

1. 在流行地區，避免接觸或食用果蝠、猿猴等野生動物。如需接觸動物則應戴手套

及穿著合適衣物。 

2. 避免直接接觸被感染者之血液、分泌物、器官、精液或可能被污染的環境。 

3. 因疾病初期症狀較不典型，醫護人員照護所有病患需提高警覺並配戴標準防護配

備，實施感染控制措施，包括洗手、呼吸道衛生、避免體液噴濺等。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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