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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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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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上淳

本會現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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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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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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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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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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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在資源不重複之原則下，亦對 SARS 病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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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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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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本會編輯組

2014 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
討會，於 11 月 11 日在台北王朝大
酒店舉行，台灣與大陸兩地，共有
130 人參加，研討會從上午 8 點半
開始，本會董事長張上淳親自主
持，接著分四場次十個議題進行討
論，至下午 5 點半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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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依序如下：
台灣主講之五議題

與會，就一般傳染病防治廣泛交換

1.臺灣愛滋病疫情現況

意見。今（2014）年研討會輪到我方

2.伊波拉病毒疫情緊急應變處理

在台灣舉行。

3.流感監測與臨床診治

本研討會，因討論到目前正流

4.臺灣登革熱疫情及防控策略

行之伊波拉病毒，頗受兩岸專家學
者及衛生官員之重視，尤其我方參

5.銀髮族照護政策、管理、設備及傳
染病監測

加人數特別踴躍，大會準備 130 個
座位，幾無虛席，討論非常熱烈，

大陸主講之五議題
6.伊波拉病毒疫情應急與防控策略

是一次相當成功的研討會。
研討會議題，以傳染病防治為

7.H7N9 疫情分析及防控策略
8.登革熱疫情及防控策略

主，但今年為因應人口老化之需要，

9.大陸愛滋病免費抗病毒治療的進

第一次將銀髮族照護列入議題。10
個議題台灣主講 5 題，大陸主講 5

展和挑戰
10. 中國老齡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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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行，由中華預
防醫學會秘書長楊
維中率領，於 11 月
10 日抵達台灣，會
後並有兩天之參訪
活動，分別前往南
大陸各省市防疫專家原有 80

投縣、台南市參訪相關之衛生醫療

幾人報名，因部份省市審批及出境

機關及產業單位。

手續繁復，趕不及前來，最後僅 36

疫情持續發燒
歐洲與美洲也見病例
伊波拉病毒感染，正在非洲西

文/本會編輯組

部幾個國家持續流行，病例數一直
增加，疫情更為嚴峻，除西非外美

成；西非三國疫情持續傳播，尤其

洲的美國及歐洲的西班牙也有病例

集中於首都地區，近期疫情幾內亞

發生，至於奈及利亞與塞內加爾之
疫情，世界衛生組織(WHO)10 月 20

持平、獅子山持續上升(但兩熱點
區疫情下降)、賴比瑞亞趨緩，惟病

日宣布結束。根據 WHO 於 11 月 21

例數及死亡數低報情形仍存在；累

日 更 新 公 布 累 計 病 例 數 為 15351
例，5177 例死亡，實際死亡率約 7

計 588 名醫護人員感染，其中 337

國名

疫情廣泛
傳播國家

名死亡。各國感染情形如下：
累計病例數

累計死亡數

幾內亞

2,047

1,214

賴比瑞亞

7,082

2,963

獅子山

6,190

1,263

總計

15,319

5,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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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侷限傳播國家
國名

累計病例數

累計死亡數

馬利

6

6

西班牙

1

0

美國

4

1

我國為因應伊波拉國際疫情， 洲、杜拜入境的航班，在機上發放
持續在國際機場加強檢疫措施，以 「伊波拉入境申報卡」，請民眾誠實
減少伊波拉病毒入侵的機會，衛生 填報，21 天內有無伊波拉疫區旅遊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已請相關機構及 史，供檢疫人員評估、衛教，及後續
航空公司，自 10 月 21 日起，由歐

健康關懷。

年度工作計畫 董事會審議通過
本會第四屆第五次董事會議，於10月3日，假台灣大學校友會館
召開，董事長張上淳親自主持，會議除聽取執行部門提出半年來業
務成果報告、財物執行報告外，並審議通過下（104）年度預算與業
務工作計畫。
文圖/本會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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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年 度 工 作 計 畫
業務項目
校園防疫推廣

1.
2.
3.
4.
社區防疫推廣
1.
2.
協助防疫服務事 1.
件
2.
防疫交流與合作 1.
2.
3.
出版與媒體宣導 1.
2.
3.

工作項目
偏遠地區國小校護傳染病防疫研習計畫
偏遠地區國小傳染病防疫表演競賽計畫
偏遠地區國小防疫輔導及測試競賽計畫
偏遠地區國小防疫繪本製作競賽計畫
協助愛滋防疫教育推廣
協助結核病公共衛生教育推廣計畫
病患及家屬服務
協助災區防疫工作
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會
協助兩岸防疫人員互訪交流
協助相關國際防疫活動
製作防疫衛教文宣
出版本會會訊（雙月刊）
製作多媒體衛教宣導

本會執行長獲得衛福部疾管署
文圖/本會編輯組

本會執行長，洪健清醫師，因為
多年來照顧愛滋病毒感染者和推展
愛滋病毒教育活動，獲得衛福部疾

訓練過程，師承謝維銓教授、基金會
董事長張上淳教授和台灣愛滋病之

管署 2014 年舉辦的"防疫之星"公務
類個人獎鼓勵。洪執行長 1989 年畢

父的莊哲彥教授。他在張上淳教授
推薦下，參加衛生署(今衛福部)與

業於台大醫學院醫學系，並且在台
大醫院接受內科住院醫師和感染科

國家衛生研究院舉辦的臨床感染症
研究訓練計畫，成為第一期的學員。

次專科訓練，在完成住院醫師和感

在訓練過程，接受國內外的感染症

染科專科訓練後，升任台大醫院感

專家指導，進行各種感染症學習和

染科主治醫師。洪執行長在感染科

臨床研究訓練。洪執行長在擔任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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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和升任主治醫師後，在台大醫

在張上淳董事長推薦和周志浩董事

院的愛滋病房，協同護理師和各層

的協助下，前往比利時安特衛普的

級醫師，在莊哲彥教授指導下，成立
醫療照護團隊，提供病患持續穩定

利普親王熱帶醫學中心和瑞士巴賽
爾大學貴與熱帶醫學研究所，接受

的住院與門診服務。在愛滋病毒感
染者在台灣逐年增加，並且 1997 年

熱帶醫學課程訓練，並且在 2006 年
取得瑞士巴賽爾大學貴與熱帶醫學

台灣引進組合
式抗病毒藥物

研究所碩士學
位。2006 年起，

治療後，患者

在比利時安特

存活狀況改善，

衛普大學臨床

繼之而起的住

醫學研究所

院和門診照護

Robert

需求的增加。

Colebunders

洪執行長持續

教授指導下，研

指導年輕醫師
愛滋病毒感染

究相關愛滋病
毒感染的腸道

照護相關知識，並且鼓勵年輕醫師

寄生蟲感染，並在 2009 年取得安特

加入照護陣容。2004 年開始，張上

衛普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學位。

淳教授擔任台灣愛滋病學會理事長
的帶領下，積極規劃醫療人員的愛

洪執行長除了投入愛滋病毒感
染患 的臨 床照 護 和醫 護人 教 育以

滋病毒感染教育活動，培養醫療照

外，他也在台大醫院內科部帶領年

護人力。

輕醫師以及實驗時研究人員，在疾

洪執行長在 2003 年台灣爆發
SARS 疫情時，也在張上淳董事長、

管署的研究經費贊助下，進行多項
多年的研究計劃，這些計畫成果提

黃富源董事、顏慕庸董事等的指導
下，積極協助當初隔離在市立和平

升了國內外臨床和公衛人員對於台
灣愛滋病、治療和各式共病有更進

醫院內疑似 SARS 病患的篩檢和運 一步的了解，對於愛滋病毒感染的
送，以及 SARS 病患的照護。2005 年， 照護品質，也發揮提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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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羅玉珍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愛滋病疾管師及市立聯合醫院昆明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 院區的諮商同仁共同統籌，藉由台
是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也有人稱為 大校園 86 周年校慶園遊會活動，鼓
愛滋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所引起的疾病，也就是

勵校內外學生及民眾參與篩檢，提

俗稱的愛滋病。愛滋病毒會破壞病患

供衛教諮詢，並藉由趣味問答，與學
生及民眾建立良好的互動，充分了

的免疫細胞，病患身體抵抗力因為降

解容易引發混淆的疾病相關知識與

低，嚴重時會發生細菌、病毒、黴菌、

安全性行為，亦可逐步降低感染率，

原蟲等感染和癌症。世界衛生組織
(WHO）指出愛滋病是影響全球青少

遏止愛滋蔓延。
台灣大學 86 周年校慶園遊會活

年健康的十項重症之第二位。聯合

動，於 2014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10

國愛滋病組織(UNAIDS)估計全球大
約有五百萬位 15-24 歲的年輕感染

點至下午 5 點，於台灣大學校總區

者，53% 的年輕愛滋感染者都是因
為性行為感染愛滋病毒，每年約有
90 萬新診斷感染者是年輕感染者。
我國截至 103 年 10 月 31 日止，
已累積通報人數達 28,371 位本國籍
個案，其中存活人數共計 23,809 人。
根據國外研究，透過志願執行愛滋
篩檢諮商，能夠提早發現感染者，並
且可以早點進入醫療系統接受治
療。感染者在有效的治療下，存活時
間大為延長，而且透過治療愛滋病
毒感染，會降低傳染給性伴侶的機
會。因此，為擴大性病篩檢服務管
道，本會與台大醫院感染控制中心

椰林大道舉行。活動開始，由台灣大
學校長楊泮池院士，帶領學校主管
和校園內社團代表，以表演遊行方
式，有如嘉年華活動一般，走過椰林
大道，並和大道兩側社團的工作人
員擊掌打招呼。當天實際參加本會
活動的校內人士與一般民眾人數有
347 人，其中共有 174 人參加匿名篩
檢，由台大醫院提供抽血檢驗服務，
抽血檢驗項目含愛滋病毒抗體及梅
毒。參與的一般民眾及校內、外學
生，年齡從 20 歲到 75 歲，分布很
廣，在參與活動結束後本會提供全
家便利商店之禮券或手工零錢包作
為禮品，讓參與民眾選擇；而詢問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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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結果的方式，則是給予參與的民

關議題，擴大並強化社區民眾之參

眾或學生回條，回條上包含代表編

與。在這次活動中，醫護人員因為

號、詢問報告的時間及電話，參與

公務上經常經手社區外展活動，較

的民眾都對於篩檢保持正向及開放

容易與民眾引起互動，甚至可能因

的態度，同時我們也在活動中回應

此影響在民眾面對愛滋病篩檢時的

愛滋病毒感染的相關問題。

態度，讓我們重新學習以不同的角

本次活動以趣味問答遊戲來認

度提供篩檢衛教。本會藉由此次的

識愛滋病毒感染，並且從中釐清對

活動進行省思，需要持續進行在職

疾病的誤解。利用連線九宮格讓民

教育訓練，以達到對於不

眾自由選擇連線題目，我們依照參

同族群的需求提供服務。

與人員答對題目的狀況而提供本會

本次校園活動，我們透過不同

贊助的不同獎品，分別有草莓購物

的宣導管道(海報文宣、抽血篩檢、

袋、運動毛巾、保險套。若民眾答

趣味問答)，以及與其他單位(校園、

錯，與會醫護人員會提供正確衛教
觀念，必要時也會使用保險套當場

民間團體、社區間資源)的合作，結
合不同的人員(學生志工、護理師、

示範教學。若是全家人一起參與活
動，也會邀請全家人一同回答題目。

篩檢諮商員、社區志工)深入不同的
年齡層做宣導，已經達到在校園進

活動現場，也有台大校園保健室的

行愛滋病毒防治及宣導的效果。

志工學生發放保險套。
透過此次本會贊助的活動，達
到了各團體間的經驗交流、資源共
享以及強化各團體聯繫的目的。經
由學校保健室發起，結合社區資源
共同促進社區民眾正視預防愛滋相

推動衛生防疫常識
是一艱辛漫長的挑戰
103 年 9 月 18 日，歐巴尼基金
會、衛生局及疾管局各位貴賓們，蒞

文/侯曉芬

臨文山國小這近海務農的偏鄉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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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喜悅，真不知如何形 間複習，讓我好訝異原來參賽的同學
容！尤其和獲獎的同學們， 不但積極，而且各個都有正確的防疫
從洪執行長手中接過獎品
時，內心的激動，讓我更

的知識，所以此次的競賽活動，無論
得獎與否，對於所有參賽者都是非常

清楚往後在學童健康指導必須更努
力持續下去。

有意義且有獲益的！

在 97、98 年，很幸運拿到 4 個
冠軍，今年又很感謝各校參賽者的承

長的挑戰，歐巴尼基金會就像是老朋
友一樣，一直陪伴我在我的健康守護

讓，讓文山國小得以再度與冠軍結
緣。說是僥倖，也是辛苦！背負著 4

工作上，協助我找到一條便捷又正確

推動衛生防疫常識是一艱辛漫

航道。當李專員笑著對我說再拿一個

冠王的光環，曾讓我怯步面對挑戰， 冠軍好不好，當我靜下來想想，能不
但是看到歐巴尼基金會，為了全民健 能再得獎，都不是最重要的，得獎只
康設計出許多很棒的防疫競賽，並提 是衛生防疫推展的一個小技巧，在我
供歷屆題庫及新增線上測驗學習，讓

22 年偏鄉小學的校護生涯裡，感到

我對於本次比賽有一個依循的方向， 社會快速的進步、教育的多元，反而
學生也能更輕鬆且正確的學習防疫 對學童的學習沒有相輔的推助。衛生
常識；有了這麼精良的武器，就要搭 防疫必須深植於生活；所以非常感謝
配訓練有術的士兵囉。這次冠軍是屬

歐巴尼基金會，費盡心思，設計出能

於文山國小五年級學生的，從剛開始

讓學生深記腦海的好方法，並願意付

呆呆的被非常優渥的獎勵誘惑答應

出如此大方獎勵，讓學校自行挑選學

要參加比賽，就緊接著一連串疾病防

生最需要又實用的名牌球鞋背包，對

疫認識、測驗，重覆面對這場極有成

於偏鄉的學童而言，是一項非常大的

就又有點疲乏的學習準備，同學總是
嘟著臉賴皮說我不玩了，但私底下還

獎賞，連學弟妹都非常羨慕，希望也
能參加防疫輔導競賽爭取榮耀！

是會一起督促及相互討論，滿懷信心
加油！歐巴尼基金會、加油！所
堅持努力到完成最後的考試。其實， 有堅守防疫崗位的好夥伴們，有我們
此次參賽學校及校護姊妹、老師，都 的相扶持，相信今後台灣一定是一個
是非常認真參與這次競賽！我分配 健康快樂好居處！大家加油！
到同區的雙春國小監考，在考試時間
未到時，老師和同學們珍惜短暫的時

(作者為台南市北門區文山國小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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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測試競賽第一期輔導評量試卷
說明:
一、本(103)年偏遠地區國小學童防疫輔導及測試競賽第一期輔導評量試卷，業
於十月底於本會網站登載，要參加本競賽之學校，請至網站下載輔導學生
作答後，於 11 月 10 日前寄達本會(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83 號 16 樓)，以
完成本期之輔導評量，(試卷答案也於 11 月 20 日公布於本會網站)。
二、依本競賽辦法規定，參加三期以上輔導評量之學校，並在期末參加測試競
賽者，每位學童各得紀念品一份。
1. （3） 下列關於登革熱的敘述，何者錯誤？（1）沒有病媒蚊就不會有登革
熱（2）登革熱的症狀是頭痛、骨骼痛，所以俗稱「天狗熱」（3）預
防登革熱最有效方法是勤洗手多運動（4） 登革熱目前沒有特效藥可
以治療。
2. （4） 登革熱目前沒有特效藥可以治療，一旦感染應該（1）求神保佑（2）
吃草藥或偏方（3）用民間療法（4）還是要看醫生，以減輕痛苦。
3. （1） 感染登革熱的人，會有（1）發燒、頭痛（2）咳嗽、打噴嚏（3）流鼻
水、流眼淚（4）拉肚子、肚子痛。
4. （3） 登革熱的傳染一定要有甚麼動物當媒介？（1）老鼠（2）狗（3）蚊子
（4）禽鳥。
5. （4） 感染過登革熱的人，以後 (1)因具免疫力不會再感染（2）因喪失免
疫力容易再感染（3）再感染症狀會較輕（4）再感染症狀會較嚴重。
6. （2） 登革熱是由（1）接觸傳染（2）病媒蚊傳染（3）空氣傳染（4）性行
為傳染。
7. （3） 登革熱如何傳染？（1）摸到登革熱病人（2）和登革熱病人一起吃飯
（3）被叮過登革熱病人的蚊子叮到（4）吸入登革熱病人飛沫。
8. （1） 登革熱病媒蚊喜歡以什麼為家？（1）廢輪胎、花瓶、排水溝（2）電
腦電視機（3）書桌書包（4）天花板床鋪。
9. （2） 防止登革熱最重要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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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防止登革熱，最好的方法是（1）消滅蒼蠅（2）消滅蚊子（3）消滅老
鼠（4）消滅野狗。
10

歐巴尼

2014 年 11 月 25 日

11.（2） 如何有效預防病媒蚊孳生？（1）用捕蚊拍打蚊子（2）定期清理積水
容器（3）擦防蚊液 （4）睡覺掛蚊帳。
12.（3） 在登革熱流行地區從事戶外活動，哪一項不能防止病媒蚊叮咬？（1）
穿長袖衣、長褲（2）擦防蚊液（3）戴口罩眼鏡（4）晚上掛蚊帳。
13.（1） 什麼時候最應該洗手？（1）吃東西前（2）大小便前（3）睡覺前（4）
吃東西後。
14.（2） 正確洗手五步驟，你認為哪一步驟最重要？（1）濕（2）搓 (3)沖（4）
捧（5）擦。
15.（4） 什麼時候最應該刷牙？（1）飯前（2）起床後（3）睡覺前（4）吃東
西後。
16.（2） 不得已吐痰，應該吐在（1）地上（2）衛生紙上（3）草地上（4） 垃
圾桶。
17.（3） 咳嗽、打噴嚏（1）要摀住眼睛（2）要摀住耳朵（3）要摀住口鼻（4）
都不必摀住。
18.（2） 擦鼻涕最好要用（1）手帕（2）衛生紙（3）衣袖（4）舊報紙。
19.（1） 看書、寫字多久，要休息 10 分鐘，約每（1）40 分鐘（2）2 小時（3）
3 小時（4）4 小時。
20.（2） 看書、寫字，姿勢要端正，並與書本保持多少的距離較適宜，約（1）
10 公分（2）35 公分（3）50 公分（4）60 公分。
21.（3） 學生近視的原因很多，下列哪一個不是？（1）看書、寫字姿勢不正確
（2）電視看太久沒休息（3）路走太遠、球打太多（4）經常長時間玩
手機。
22.（3） 哪種人因為經常看近物容易近視？（1）農夫（2）漁夫（3）學生（4）
軍人。
23.（1） 豔陽下到海邊或郊外玩，應戴（1）太陽眼鏡（2）近視眼鏡（3）潛水
眼鏡（4）遠視眼鏡。
24.（4） 常常覺得眼睛有異物感、持續流淚或灼熱感、乾燥感、疼痛及疲勞，
這可能是（1）斜視 (2) 弱視（3）近視（4）乾眼症。
25.（4） 到郊外玩，比較適合看書的地方？（1）奔馳中的吉普車上（2）艷陽
下（3）月光下（4）樹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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