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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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歐巴尼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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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張上淳

區，醫學院畢業後，即加入無疆界醫師組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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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餘身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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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源不重複之原則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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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SARS 病患及其家屬心理與生活重建、就學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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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之關懷與協助。近幾年來本會之業務重點，在
資源較缺乏之社區與學校加強防疫教育宣導，針
對離島及偏遠地區國民小學舉辦各項活動，如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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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會編輯組

本會舉辦第四屆全國偏遠地
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至 103 年 12
月 15 日截止收件，經組成評審委
員會進行評審，評審結果優勝名單
如下：
第一名：台南市依仁國小
第二名：台南市子龍國小
佳 作：屏東縣口社國小、桃園市
頂社國小、高雄市深水國小、彰化
縣草湖國小、台南市建功國小
本會為促進山地離島及偏遠
地區國民小學，衛生常識及傳染病
防治教學，自前（100）年起，針對
二年級小朋友，舉辦全國性之「偏
遠地區國小學童防疫唱遊競賽」，
去（103）年第四次舉辦，共有 18
個學校送件參與競賽，依競賽辦法
取優勝二名及佳作五名給獎。
榮獲第一名之台南市依仁國
小，由該校二年甲班學童代表演
出，指導老師及學童名單如下：
老師：蒲麗瓊
學生：楊宇翔、王浩翔、李丞軒、
王思璇、張諭緁、張宜錚、陳儀瑄、
蔡采軒、黃家儀、方呈瑜等 10 人

優勝學校班級，本會給予下列
獎勵：
第一名：發給學校獎狀乙紙，每位參
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幣
1,500 元等值獎品一份。
第二名：發給學校獎狀乙紙，每位參
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幣
1,200 元等值獎品一份。
佳 作：發給學校獎狀乙紙，每位
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
幣 500 元等值獎品一份。
優勝獎品，為兼顧學童實際需
要，將由學校在衛生用品、體育器
具、文具紙張之範圍內，自行選購，
檢據向本會核銷。

依仁國小自選曲歌詞
 雙手不洗容易髒兮兮，病菌最
愛藏在指縫裡，找到好時機，
進到你身體，腸病毒找上你
 想要有個健康的身體，內外弓
大立腕牢記，(台語)大家作伙
來，濕搓沖捧擦，洗手功練成啦
 吃東西前把手洗乾淨，上完廁
所更要洗乾淨，(台語)雙手哪
清氣，健康有元氣，笑咪咪真
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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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鑑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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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線上報名。

通不便，使得醫療服務無法滿足當地民眾

(2) 填妥報名表於報名截止日前郵

的需求，而預防疾病是減少使用醫療資源

寄或 E-mail 或傳真至本會。

最佳方式，這種觀念更應從小培養，故特



舉辦「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

培養良好衛生習慣，促進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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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主題
繪本製作

1、 紙張以 A4 之大小為原則，紙質、顏

紮根之效。

色不拘。

參加本繪本競賽，不收報名費，凡報

2、 繪畫使用材料不限（水彩、蠟筆、彩

名後實際送件參加競賽者，每班補助材料

色筆等皆可）
，亦可利用剪貼等多媒

費用 500 元，每本繪本 200 元，不限本數，

體材料，但不得以電腦繪製列印。

送幾本補助幾本，而優勝者之獎品，也十

3、 每本繪本之畫作最少五幅，另加封

分優厚，歡迎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國民小

底、面。

學踴躍報名參加爭取。競賽要點如下：


4、 每位學生都應參與製作，得 1 人獨立

參加資格

製作一本，或 2 人以上（最多 5 人）

1、 全國離島及教育部公告之偏遠地區

合作製作一本，每本繪本之封底外頁

國民小學三年級學童。

並要黏貼繪本製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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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含)以

5、 畫作中得附文字或注音說明。


評選標準

上；未滿 5 人者，得以較低年級學 (一) 聘請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依下列
生補足報名參加。

權重比進行評審。

4、 每班參賽繪本最少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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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佔 30％。

1、 時間：即日起至 104 年 3 月 15 日止。
2、 報名方式(擇一報名):

3、 美觀—畫面生動、活潑、富美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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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30％。

值獎品：

(二) 評審方式、計分方法由評選委員會決定。

第一名：取一本，發給 5,000 元。



送件

第二名：取一本，發給 3,000 元。



限 104 年 5 月 15 日前，將全部繪本作

第三名：取一本，發給 2,000 元。

品及送件表一份送達本會。以郵戳為

佳

作：取若干本，發給 500 元。

憑，逾期送件者，其作品不列入評選。 (一) 特別獎




費用補助

凡送件之作品符合參加資

1、 各縣市送件參加評選班級，未入選上

格者，每班補助費用 500 元，及每本

述團體組各奬在 3 班以上者，擇優取

繪本材料費用 200 元。

若干班，每班發給學校獎勵狀乙紙，每

競賽 分團體組及個別組

位參與製作學童及老師一人得紀念品

1、 團體組：送件參賽之繪本 3 本以上者，

一份。

得參加以班級為單位之團體組競賽。

2、 送件參加競賽之班級數 7 班以下，不

2、 個別組：所有參賽之繪本(含團體組

予評審，每班發給學校獎勵狀乙紙，

之繪本)，均參加以繪本為單位之個

每位參與製作學童及老師一人得紀

別組競賽。

念品一份。



獎勵

3、 送件參加競賽之繪本數 15 本以下，不

(二) 優勝獎

予評審，每人發給紀念品。

1、 「團體組」
：送件參加競賽之班級數 25

(2、3 項之紀念品擇一發給)

班以上取 3 名；15 班以上取 2 名；8 

其他

班以給學校獎狀乙紙外，上取 1 名(均

1、 優勝獎名單，除於本會網站公開外，

不含佳作)，每班除發每位參加學童及

並專函建請所在地教育主管機關敘

指導老師一人，各得下列等值獎品：

獎參考。

第一名：取一班，每人 1,500 元。

2、 參加競賽作品需要退件者，請於送件時

第二名：取一班，每人 1,200 元。

附掛號回郵信封及足額郵票，註明收件

第三名：取一班，每人 1,000 元。

人姓名地址、電話，否則一律不退件。

佳 作：取若干班，每人 500 元。

3、 團體組得獎者之獎品，本會擇期前往

2、 「個別組」：送件參加競賽之繪本數

學校頒給，個別組得獎者之獎品，由

50 本以上取 3 名；30 本以上取 2 名；

本會以郵寄送達。

16 本以上取 1 名(均不含佳作)，每

4、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在本會網站隨

人除發給獎狀乙紙外，每本得下列等

時補充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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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長期以來，關注於偏遠地
區國小學童的傳染病智能提昇，而
學校護理人員，是校園衛生學童健
康把關的重要推手，故近年來，每年
利用暑假，分區舉辦離島及偏遠地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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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北區、東區舉行。
為方便校護參加，自今年起，將
原歸東區之宜蘭縣，重新劃分到北
區，與新北市等縣市一起辦理，又將
花蓮、台東兩縣，分開個別舉辦一
場。所以今年暑假之校護研習，將在
北區、花蓮、台東各舉辦一場。
鑒於以往辦理之經驗，場地經
常會影響參加者之意願，而暑假正

歐巴尼

文圖/本會編輯組

是旅遊旺季，所以場地之選擇必須
及早規劃，否則，要找到適合 4、50
人上課、住宿且經濟之合適地點，誠
屬不易。
本會首先在網路上篩選數家符
合條件之飯店，經分別洽請報價，然
後從中各區取價錢合理三家，分別
派員前往各飯店實地勘查其設施，
並了解其可能提供之服務，作為抉
擇之主要依據。
經勘查結果，最後挑選台東縣娜
路彎飯店、花蓮縣煙波飯店、台北市
福華文教會館，分別為台東區、花蓮
區、台北區暑期校護研習之場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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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舉辦 103 年全國偏遠地區學
童防疫唱遊競賽優勝獎品，本會派
員於 1 月 19 日，親自前往榮獲第一
名、第二名優勝獎之學校—台南市
依仁國小與台南市子龍國小頒發。
103 年全國偏遠地區國小學童
防疫唱遊競賽，於去年 10 月 15 日
報名截止，參賽者作品於 11 月 30
日前送達本會參與評審，經本會聘

請專家組成評審小組評審，評審結
果於 12 月底公布。
榮獲第一名學校，本會頒給學校
獎狀一紙，每位學童及老師一人各
得 1,500 元等值之獎品，第二名學
校，本會頒給學校獎狀一紙，每位學
童及老師一人各得 1,200 元等值之
獎品，所有獎品，為符合得獎學童不
同需要，都由學校在本會規定之文
具、體育、衛生用品範圍內，自行決
定購買，然後檢據向本會核銷。
各校對頒獎典禮，都非常重視，
校長親自主持，全校師生參加，也
邀請所在地政府衛生、教育主管單
位及疾病管制署派員觀禮，頒獎典
禮場面熱鬧，獲得全國性競賽優勝
之殊榮，師生同感興奮。
文圖/本
會編輯組

鑒於愛滋病患年齡層逐年降
低，且有在校園內擴大的趨勢，臺灣
大學保健中心特於 12 月 12 日於臺
大校園內舉辦「2014 臺大愛滋防治
宣導暨主題表演晚會」
，本會與台大
醫院感控中心合作，提供獎品讓民
眾透過遊戲，了解愛滋防治的知識，
並由感控中心愛滋病疾管師進一步

輔導，教導正確的防治觀念。參加活
動者有學生及一般民眾數百人，場
面相當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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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N2 全球首見 台灣禽況嚴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指出，本（104）年 1 月 7 日，
在屏東縣一個蛋雞場抽樣檢體中，
檢出的 H5N2 亞型禽流感病毒，是全
球首見；此外，在嘉義大林鵝場，所
爆發的 H5N8 禽流感疫情，也是全台
首見，上萬隻鴨、鵝，即時遭到全面
撲殺，全台近萬戶養禽場，上千萬隻
雞、鴨、鵝如臨大敵，深恐被波及，
疫情相當嚴峻。
屏東縣發現的新型 H5N2 禽流
感，與台灣本土 H5N2 禽流感，完全
不同，依分子流行學分析，新型 H5N2
禽流感病毒的 H 基因，與 2014 年韓
國 H5 病毒，相似度達 99%，N 基因
與大陸吉林 2011 年的病毒最接近，
相似度也達 96%。而嘉義大林鵝場檢
出的 H5N8 病毒，與韓國爆發的 H5N8
病毒株，相似度高達 98%，所以台灣
發現的新型 H5N2 病毒與 H5N8 病
毒，專家合理懷疑均來自候鳥，候鳥
從北方遷徙到南方過冬，和台灣水
禽接觸傳染所致。
H5N8 病毒，2013 年在浙江肉鴨
身上被分離出，去年初，席捲韓國，
造成 233 萬隻雞、鴨、鵝遭撲殺，4

文/本會編輯組

月傳到日本，11 月起英、德、荷、
美等國的鴨、鵝、火雞也陸續淪陷。
目前雖然尚無禽傳人之個案，但已
造成全球禽鳥大量死亡之浩劫。疫
情漫延結果，截至 24 日止，計有 11
個縣市，確診 445 場，撲殺 310 場，
93 萬 6033 隻雞鴨鵝。
農委會已成立動物疫災緊急應
變小組，由於現為候鳥度冬高峰時
節，持續於全台濕地棲息，為於短時
間內控制疫情，各縣市持續加強疫
情查報，啟動聯防機制，並落實執行
案例場撲殺管制、3 公里範圍內禽場
加強監測、全國水禽屠宰場停止屠
宰 2 日、水禽禁止移動並加強運輸
車輛及裝載箱籠、肥育場（斗場）清
潔消毒、加強防鳥設施架設及維護、
屠宰場與化製場加強查核把關等措
施，在 4 月候鳥度冬期間，難以排
除發生風險，業者千萬不可掉以輕
心，對於出現疑似症狀、突然產蛋下
降或急遽死亡者，請儘速主動通報，
以即時處置，維護防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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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一直是台灣流感流行的
季節，今年自入冬以來，寒流一波
波到，流感病毒隨著來勢洶洶！國
內已進入流感流行期，民眾請多加
留意，尚未接種疫苗的民眾，請儘
快接種，以降低感染風險。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監
測資料顯示，上週（103 年 12 月 28
日至 104 年 1 月 3 日）類流感急診
病例百分比為 10.13，比前一週的
9.28 高，社區流感病毒陽性率約為
12.1%，也遠高於前一週的 3.7%，顯
示流感疫情已進入流行期。
自去（103）年 8 月 1 日起，全
國已累計 55 名流感併發重症病例，
其中 14 名死亡，死亡個案皆有慢性

早有
起
的蟲
鳥
兒吃

文
圖
/
本
會
編
輯
組

文/本會編輯組

病病史。另目前北半球整體流感活
動持續升溫，一些國家已進入流感
高峰期，病毒主要流行型別均以
H3N2 型為主。
正當流感流行期，疾管署特別
呼籲民眾加強個人防護措施，平時
應落實勤洗手及注意呼吸道衛生，
儘量避免出入人多壅擠、空氣不流
通的公共場所，如出現發燒、咳嗽
等類流感症狀，請戴上口罩，儘速
就醫，並在家休息。更重要的是接
種疫苗，尤其是符合公費疫苗條件
尚未接種的民眾，儘快至全國各縣
市衛生所及流感疫苗接種合約醫療
院所接種，以降低感染風險。

本會為鼓勵報名參加本會舉辦「全國偏遠地區國
小學童防疫唱遊競賽」
，特別設特別獎一項，規定凡依
報名順序，並送件參加評選之前 15 班級，各發給獎勵
狀乙紙，並送倍樂生股份
有限公司出版-SMART 趣味
理財學習組乙套。
該競賽已辦理結束，
下列 15 所學校符合上項
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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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巴崚國小

桃園市頂社國小

苗栗縣九湖國小

台中市明正國小

彰化縣長安國小

南投縣新鄉國小

台南市子龍國小

台南市依仁國小

台南市新光國小

台南市建功國小

高雄市民生國小

高雄市深水國小

屏東縣春日國小

屏東縣口社國小

屏東縣楓林國小

國際伊波拉病毒疫情已漸趨緩
文/本會編輯組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於 1 月 23 日，更新公布世界各國伊波拉病毒疫情，
共累計病例數為 21,832 例，8,690 例死亡，病例數以獅子山最多；西非三
國近期病例，獅子山趨緩，幾內亞呈上下波動，賴比瑞亞持續下降；截至
1 月 23 日，醫護人員累計 846 名感染，其中 506 名死亡。
單位：人

各國受感染人數

疫情分類 國

名 累
病

計 累
例

各國受感染醫護人員數
計 累

數 死 亡 數 病

計 累
例

數 死

疫情高度

幾內亞

2,873

1,880

162

100

傳播國家

賴比瑞亞

8,524

3,636

370

178

獅子山

10,400

3,159

296

221

疫情侷限

馬利

8

6

2

2

傳播國家

英國

1

0

1

0

美國

4

1

3

0

奈及利亞

20

8

11

5

塞內加爾

1

0

0

0

西班牙

1

0

1

0

21,832

8,690

846

506

總

計

計
亡

數

註：病例數及死亡數包含確診病例、可能病例及疑似病例，且數字可
能隨病例重新分類、回溯性調查及實驗室檢驗結果等因素而改變。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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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測試競賽第二期輔導評量試卷
說明:
一、 依本競賽辦法規定，參加三期以上輔導評量之學校，在期末參加測試競賽
者，每位學童各得紀念品一份。
二、 本試卷請於本會網站下載，輔導學生作答後，於 10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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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試卷答案於 104 年 1 月 20 日公布於本會網站。
1. （4） 下列哪項不是肝炎的症狀？（1）全身倦怠不適，食慾不振（2）隱約
的腹部不舒服、噁心、嘔吐（3）關節痛、出疹、黃疸（4）咳嗽、打
噴嚏、流鼻水。
2. （3） 感染哪一型肝炎病毒，最不容易演變成肝硬化與肝癌？（1）A 型肝炎
（2）B 型肝炎（3） C 型肝炎（4）D 型肝炎
3. （4） 下列哪一些肝炎是藉由食物或飲水而傳染的？（1）A 型、B 型肝炎（2）
B 型、C 型肝炎（3）D 型、E 型肝炎（4）A 型、E 型肝炎。
4. （3） 哪些肝炎病毒患者的血液或體液，會透過皮膚或粘膜傳染給人？（1）
A 型、E 型肝炎（2）A 型、B 型肝炎（3）B 型、D 型肝炎（4）D 型、
E 型肝炎。
5. （2） 最容易透過 輸血傳染的肝炎是（1）A 型、B 型肝炎（2）B 型、C 型
肝炎（3）D 型、E 型肝炎（4）A 型、E 型肝炎。
6. （2） 哪一型肝炎病毒，最容易在母親生產前後及生產中，傳染給新生兒？
（1）A 型肝炎（2）B 型肝炎（3）C 型肝炎（4）D 型肝炎。
7. （3） 和他人共用注射器、牙刷或刮鬍刀會傳染（1）A 型、E 型肝炎（2）A
型、B 型肝炎（3）B 型、D 型肝炎（4）D 型、E 型肝炎。
8. （2） 隨意針灸、穿耳洞、紋眉、刺青會感染（1）A 型、B 型肝炎（2）B 型、
C 型肝炎（3）D 型、E 型肝炎（4）A 型、E 型肝炎。
9. （1） 預防肝炎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種疫苗，目前已有疫苗可以接種的有（1）
A 型、B 型肝炎（2）B 型、C 型肝炎（3）D 型、E 型肝炎（4）C 型、
E 型肝炎。
10.（1） 麻疹是哪一時期的重要疾病？（1）兒童（2）青年（3）壯年（4）老年。
11.（3） 下列關於麻疹的敘述，何者錯誤？（1）目前已有疫苗可接種（2）目前
尚無特效藥可治療（3）麻疹只是一般皮膚病不具傳染力（4）小時候感
染過麻疹，長大後就不會再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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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感染麻疹病毒，後期症狀是（1）全身疹子（2）全身搔癢（3）全身痠
痛（4）全身紅腫。
13.（3） 麻疹病毒通常不會經由什麼而感染？（1）空氣（2）飛沫（3）血液
（4）黏液。
14.（1） 肺結核的傳染途徑是（1）飛沫傳染（2）飲食傳染（3）血液傳染（4）
媒介傳染。
15.（3） 結核病菌感染人體後，主要發病部位在（1）手部（2）臀部（3）肺部
（4）腳部。
16.（4） 如果家裡有肺結核病人，下列哪種作法不適宜？（1）注意家裏的通
風（2）教導病人咳嗽、打噴嚏時要摀住口鼻（3）病人咳出的痰液，
應立即清除（4）把她單獨關在一個房間，吃飯要戴口罩。
17.（1） 肺結核病患的主要症狀是（1）咳嗽（2）打噴嚏（3）嘔吐（4）流鼻
水。
18.（2） 結核病人如配合「都治」計畫規則服藥，只要幾個月就可以治癒？（1）
1～3（2）6～9（3）12～18（4）19～25。
19.（2） 結核病人吐痰，應該（1）吐在地上用腳擦一擦（2）吐在衛生紙上放
進垃圾袋（3）吐在空中讓它隨風飄散（4）以上任何一種方式都可以。
20.（1） 流感是一種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會出現下列哪些
主要症狀？（1）發燒、頭痛、肌肉痛、咳嗽（2）噁心、全身紅疹及
發燒（3）嘔吐、頭痛、耳鳴（4）發燒、腹瀉、暈眩。
21.（3） H7N9 流感主要傳染途徑是（1）輸血（2）性行為（3）接觸（4）昆蟲
媒介。
22.（1） 我國 2013 年 5 月起禁止傳統市場宰殺、販售活禽，是預防什麼疾病？
（1）H7N9 流感（2）狂犬病（3）登革熱（4）H1N1 新型流感。
23.（3） 大雄因工作至大陸考察，於回國後第三天突然出現發燒、喉嚨痛、結
膜炎等症狀，即前往就醫就診時，（1）等醫師問診（2）僅告知不舒
服且發燒（3）主動告知剛從大陸回來及有禽鳥接觸史。
24.（3） 下列關於新型 A 型流感的敘述，（1）避免接觸禽鳥及其分泌物，若
不慎接觸，應馬上以肥皂徹底清潔雙手（2）持續開放活禽市場，宰殺
生禽（3）以上均對。
25.（2） 新型流感流行期間，學校每天要為學生量（1）血壓（2）體溫（3）體
重（4）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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