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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第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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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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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子龍國小、 

高雄市寶來國小、 

屏東縣武潭國小、 

花蓮縣卓清國小 

獲獎之學校，本會除頒給學校獎

狀乙紙外，指導老師一人及團員每

人可得下列之獎勵。 

第一名：價值新台幣1,500元之

獎品。 

第二名：價值新台幣1,200元之

獎品。 

第三名：價值新台幣1,000元之

獎品。 

佳作：價值新台幣500元之獎品。 

  以上獎品得由學校在文具書

籍、衛生用品、運動器材之範圍內自

行選購，以符合個別需要。 

榮獲第一名之新北市雙溪國小，

由林佳禾老師指導，學童陳祖綾、李

宜庭、李宜凌、謝泯諺、張明輝及護

理師周惠等人參與演出。 

國小戲劇競賽揭曉 

文/本會編輯組 
本會舉辦103年度全國偏遠地區

國小學童防疫戲劇競賽結果揭曉，冠

軍由新北市雙溪國小榮獲。 

本會為促進全國各偏遠離島地

區國民小學，加強衛生防疫常識教

學，每年舉辦防疫戲劇競賽，此次為

第三次舉辦，因首次規定已報名學

校，在規定期限內送件參與競賽之作

品能符合參加資格、人數、演出時間

等規定者，每團均有2,000元之費用

補助，所以學校反應比往年熱烈，完

成報名手續者達51校，38校於規定期

限內送件參與競賽評審。 

本會聘請三位專業人士組成評

審小組，經二週之審慎公正評選結果

揭曉，優勝名單如下： 

第一名：新北市雙溪國小 

第二名：嘉義縣重寮國小 

第三名：澎湖縣中屯國小 

佳  作：新竹市寶山國小、 

桃園市頂社國小、 

嘉義縣松梅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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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答謝日商倍樂生有限公

司，捐贈該公司製作套書一批，供本

會轉送偏鄉幼童之善舉，董事長張

上淳，於2月16日親自前往該公司，

致贈感謝狀乙紙，該公司總經理小

橋俊哉親自接待，小橋並表示，今後

樂意與本會繼續合作配合，致力於

偏鄉幼童之衛生與教育。 

倍樂生有限公司此次贈送該公

司製作套書二套：EQ好寶寶IC學習

組50組及巧虎生活電子板百科120

組，製作精美，很受兒童喜愛，價值

數萬元，本會將於今後每年舉辦之

全國偏遠及離島地區國民小學防疫

各項競賽，作為獎品或紀念品，分送

優勝及參與之兒童。 

此外，倍樂生公司於本會103年

舉辦全國偏遠地區國小學童防疫唱

遊競賽時，以成本價供應該公司產

品做為優勝獎品及特別獎之紀念

品；歷年又授權同意本會免費使用

該公司製作洗手歌，為該項唱遊競

賽之指定曲。 

文圖/本會編輯組 

本 會 

徵 人 

啟 事 

本會(網站：www.urbani.org.tw)為政府控管之財團法人，

公開甄選職員一人，凡國內外公私立大學院校醫藥衛生相

關科系所畢業，有意應徵者，請於 4 月 15 日前，將最高

學歷畢業證書影本及自傳(約 500字)一篇，郵寄「台北市

忠孝東路一段 83號 16樓」 (資料恕不退還)或傳真至 02-

23568257，本會預定於 10天內初選 5至 10人擇期通知面

談(不合者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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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四屆第六次董事會議，

於本 3月 11日，假台灣大學校友會

館召開，董事長張上淳親自主持，

會議除依例聽取執行部門提出半年

來之業務執行報告、財務執行報告、

審議通過上(103)年度決算，並遴選

黃富源、顏慕庸、張峰義、許國雄及

紀雪雲五人為第五屆選任董事，任

期自 104年 7月 18日至 107年 7月

17日止三年。 

依本會捐助章程規定，二分之

一董事由董事會遴選。本會第四屆

選任董事為黃富源、顏慕庸、朱澤

民、林秀娟、洪健清五人，其中朱澤

民、林秀娟二人，因個人生活規劃，

洪健清因兼任本會執行長，與其台

大醫學院副教授本職，工作過於繁

忙，均於會前表達不能繼續擔任第 

五屆董事，經董事長懇切慰留無效，

三人遺缺本次董事會遴選張峰義、

許國雄及紀雪雲接任，董事會也繼

續選黃富源、顏慕庸為第五屆董事。 

新任董事張峰義，曾任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署長，許國雄曾任衛生

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並擔任本會三

屆執行長及顧問，紀雪雲曾任衛生署

參事兼科技發展組主任、兼衛教推動

委員會執行秘書，三人衛生醫療學驗

均甚豐富，具傳染病防治專才，都是

本會董事之適當人選。 

文圖/本會編輯組 

   測試競賽 4月 10日開始報名囉  

本會舉辦全國偏遠地區國小防疫輔導評量測試競賽，分二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之輔導評量，於今年 3月進入第四期，4月底公告試題後結束，

同時，第二階段之測試競賽，也從 4 月開始，要參加第二階段之測試競

賽者， ，特別提醒各

學校，特別留意上述報名時間，及早報名。因為，根據往年經驗，有學校

誤以為測試競賽五月才開始報名，結果喪失一次爭取高額獎品的機會，

讓學生十分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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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是由結核桿菌所引起，

經由呼吸道傳播的全球性的慢性傳

染病，在未開發及開發中的國家亦

頗為盛行。依據疾病管制署資料表

示：102 年新發生結核病例數為

11,528 例(發生率為 49.4 例/每 10

萬人口)，由此可見結核病至今仍是

台灣每年在傳染病中新通報個案數

中最多的疾病。 

為有效降低結核病發生率，衛

福部疾管署推動「結核病十年減半

全民動員」計畫，積極督促各縣市衛

生單位辦理並全面推動都治關懷員

計畫（DOTS計畫），在醫護或訓練過

的關懷員每日親自關懷目視下，使

病人服下每一顆應服的藥，以提高

治癒率，送藥到手、服藥入口、吃了

再走，確保結核病人按規定服下每

一顆藥物，提昇結核病防治成效。 

有感結核病防治上較為困難主

要原因，是在於其治療時間較為冗

長，由於結核病是一種慢性病，病患

往往因藥物種類多、顆數多及副作

用多等因素，望之卻步而無法規則

服藥，除了形成社區病菌散播者外，

更可能因為不規則服藥造成抗藥性

病菌產生，讓結核病防治工作變得 

更加困難，所以如何提升個案完治

率及多重抗藥性個案服藥率，應是

降低結核病新個案重要方法之一。 

本會今(104)年將著力於協助

各衛生局辦理都治關懷員在職訓

練，藉由衛生局安排好的訓練課程

中，例如關懷員處理特殊案例、情境

等分享，或如何協助結核病個案每

天按時服藥等，分組進行評比競賽，

依競賽成績擇優，由本會頒予獎品

予以鼓勵，期能獎勵都治關懷員炙

熱的服務熱心，提高完治率與減少

結核病患因中斷藥物造成抗藥性等

問題。 

今年將參與本會試辦都治關懷

員獎勵計畫之縣市分別為：基隆市、

宜蘭縣、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台中市、台南市、屏東縣、台東縣及

花蓮縣等 10家衛生局，首次開跑則

為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將於 3月 31日

假該局舉辦，其課程如下。 

更歡迎其他縣市都治關懷員共

襄盛舉，分享在轉變成為抗肺結核

病的一員過程中，鼻酸、心痛或令人

為之動容的故事。 

文/本會王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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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結核病防治都治（DOTS）關懷員在職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日期：104年 3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08時 00分至 17時 00分 

上課地點：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4樓大會議室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07:50-08:00 報到及前測 本局疾病管制科 
08:00-08:05 長官致詞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林國甯 科長 

08:05-09:35 都治介紹 
(1) 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操作

及送藥注意事項 
(2) 雲端都治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科  楊于德  股長 

09:35-09:40 休息 
09:40-11:10 結核病藥物及副作用介紹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結核病防治中心 
吳幸祝  個案管理師 

11:10-11:20 休息 

11:20-12:10 結核病個案討論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蔡佩君 護理師 

12:10-12:50 午餐 
12:50-14:20 如何與病人建立和諧關係與良好溝

通技巧 
考試院國家文官學院 
特約講座  許永政  講師 

14:20-14:30 休息 
14:10-16:10 學習成效評比 

關懷員訪視困難個案及關懷送藥情
境模擬演練 

本局疾病管制科 
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16:10-17:00 後測 本局疾病管制科 

17:00 賦歸 

 

範例 

花東國小校護防疫研習開始報名 
今年暑期，花蓮、台東偏遠地

區國小護理人員，傳染病防治研習，

5月 1日起開始報名。 

本會為加強離島偏遠地區國小

學童傳染病防治教育宣導，每年暑

假分區舉辦學校護理人員傳染病防

治研習，今年輪到北部及東部舉辦。

鑑於前年在東部舉辦時，有很多校

護，限於名額沒有機會參加，同時 

又考慮東部地區從屏東到宜蘭南北

長三四百公里，為方便更多校護參

加，今年將宜蘭劃歸至北區一起辦

理，並且將花東分開，各別舉辦一

場，花蓮縣在煙波大飯店 5 月 1 日

開始報名，台東縣在娜路彎大酒店

5月 15日報名，請把握時間報名，

額滿為止。報名方式及課程近日於

本會網站公告。 文/本會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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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本會王美莉 3月 24日為世界結核病日，台

中市政府衛生局為結合各界力量，

呼籲大眾重視結核病防治重要性，

於 3月 22日假大甲鎮瀾宮舉辦「三

月瘋媽祖 平安『照』著走」活動，

以加強民眾對結核病的認識與「預

防結核-咳兩週 快驗痰」的防治概

念，及自我防護、關心家庭成員健

康，期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活動內容，有活力舞蹈，踢踏

舞還有泰雅木琴表演，帶動大眾歡

樂「瘋媽祖」，接著，」平安『照』

者走「，提供現場免費胸部 X光照 

像檢查，讓民眾確認自己肺部是否

健康平安。本會並利用表演活動高潮

人數眾多的時候，穿插有獎徵答及摸

彩，加深大家對結核病防治的認識，

參加民眾相當踴躍，場面熱絡。 

預防病毒性腸胃炎  
注意飲食環境衛生 

今年病毒性腸胃炎持續在各地

發生，至 3 月 10 日共有 32 起病毒

陽性之腹瀉群聚事件，其中 23起為

諾羅病毒感染（含 1 起諾羅病毒及

沙門氏菌混合感染）、6 起為諾羅病

毒及輪狀病毒混合感染、3起為輪狀

病毒感染；以諾羅病毒及輪狀病毒

感染為主，主要發生於學校及醫院。 

病毒性腸胃炎傳染力極強，其 

中諾羅病毒對任何年齡層皆可能被

感染，輪狀病毒則好發於 6 歲以下

嬰幼兒。 

病毒性腸胃炎的症狀為水瀉和

嘔吐，或可能有頭痛、發燒、腹部痙

攣、胃痛、噁心、肌肉酸痛等症狀；

一般人感染只要就醫治療，都可以

康復，但嬰幼兒、老年人、免疫不全

的人感染後可能出現脫水、電解質 

文/本會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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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款 芳 名 錄 
捐款日期 捐款人 捐款金額 

103.01.09 陳○印 300  

103.01.17 李○娟 5,000  

103.01.23 高○明 2,000  

103.02.12 陳○印 300  

103.02.12 高○明 2,000  

103.03.07 陳○印 300  

103.03.10 台北○○郵局 200  

103.03.12 張○淳 2,000  

103.03.12 朱○民 2,000  

103.03.12 李○娟 5,000  

103.03.18 林○炎   500  

103.03.20 高○明 2,000  

103.04.08 高○明 2,000  

103.05.16 李○娟 5,000  

103.05.21 高○明 2,000  

103.06.03 陳○印 300  

103.06.17 侯○芬 5,000  

103.06.17 侯○芬 800  

103.06.18 高○明 2,000  

103.06.27 黃○群 1,000  

 

捐款日期 捐款人 捐款金額 

103.07.04 簡○芬 100  

103.07.11 蘇○弘 300  

103.07.21 李○娟 5,000  

103.07.21 徐○姐 1,020  

103.07.21 高○明 2,000  

103.08.05 陳○印 300  

103.08.22 高○明 2,000  

103.09.26 高○明 2,000  

103.10.06 張○淳 2,000  

103.10.06 朱○民 2,000  

103.10.06 張○鴛 2,000  

103.10.06 李○娟 5,000  

103.10.22 高○明 2,000  

103.11.12 高○明 2,000  

103.11.12 林○炎   1,000  

103.11.12 張○鴛 1,600  

103.11.24 陳○福 3,600  

103.11.28 李○娟 5,000  

103.12.19 陳○印 300  

103.12.19 高○明 2,000  

 

文/本會編輯組 

不足，進而抽搐，病情嚴重。 

疾病管制署呼籲，為預防病毒

性腸胃炎感染，如廁後、進食或準 

備食物前務必勤洗手；徹底煮熟所

有食物（尤其是貝類水產品），徹底

清洗水果、蔬菜；吃剩的食物應放

溫度適中的冰箱中保存，不需烹煮

的食物應儘快吃完；病患污染的衣 

物、床單應立即更換，環境（如：馬

桶、門把）和器物表面如被汙染，應

用漂白水擦拭（1000ppm）；處理患

者糞便、嘔吐物前應戴上手套與口

罩，用漂白水消毒（5000ppm）後再

沖入下水道，並徹底洗手；有症狀

者（尤其是餐飲業廚工）應停止處

理食物，儘速就醫在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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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病毒性腸胃炎持續在各地發生，其中以諾羅病毒感染為主，什麼叫諾羅病

毒，關係個人健康不得不知，請看下列問答。(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Q: 什麼是諾羅病毒（Norovirus）？  

A:  諾羅病毒是一群病毒，以前稱為類諾瓦克病毒 Norwalk-like virus（NLVs），

可感染人類而引起腸胃道的發炎。 

Q: 感染諾羅病毒的症狀有那些？  

A:  諾羅病毒感染之症狀主要為噁心、嘔吐、腹瀉、腹絞痛，也可能合併發燒，

倦怠、頭痛、及肌肉酸痛。一般而言，小朋友的嘔吐症狀較明顯。症狀多

會持續 1 至 2天，之後就會逐漸痊癒。 

Q: 諾羅病毒之感染途徑為何？  

A:  1. 食入被諾羅病毒污染的食物或飲水。 

2. 接觸被諾羅病毒污染的物體表面病人之排泄物、嘔吐物等，再接觸自

己的嘴、鼻或眼睛黏膜傳染。 

3. 諾羅病毒只須極少的病毒量便可傳播，因此若病患嘔吐時在場，嘔吐

物可能形成飛沫，若吸入飛沫也可受感染。 

Q: 諾羅病毒之潛伏期？  

A:  一般為 24至 48 小時，有些在 12小時內即出現症狀。 

Q: 諾羅病毒之好發年齡層為何？  

A:  所有的年齡層皆有可能遭受感染。 

Q: 諾羅病毒患者是否具有傳染力？  

A:  諾羅病毒的傳染力非常強，可藉由糞便或嘔吐物人傳人。有些人感染恢復

之後二星期內，其糞便內仍有病毒，仍然具有傳染力。 

Q: 是否有治療諾羅病毒之特效藥？  

A:  使用抗生素對於病毒性腸胃炎感染並沒有幫助，治療最重要的原則是適度

的補充水分與電解質，以防止脫水和電解質的流失。 

Q: 感染諾羅病毒後是否終生免疫？  

A:  諾羅病毒因基因變異大而產生多種型別病毒株，單一次的感染並無法對其

他型別之諾羅病毒產生完全的保護力，未來仍有遭受感染的可能。 

Q: 諾羅病毒感染的預防措施？  

A:  1. 飯前和便後應洗手，為嬰幼兒或老年人更換尿布或處理排泄物之後，以

及準備餐點之前也應洗手。 

2. 蔬果要清洗乾淨；避免生食生飲。 

3. 注意居家環境衛生。 

4. 新生兒餵哺母奶可提高嬰幼兒的免疫力。 

 

 

文/本會編輯組 什 麼 叫 諾 羅 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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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測試競賽第三期輔導評量試卷 

1.  （ ） 目前台灣約有多少人感染愛滋病毒?（1）2百多人（2）2千多人

（3）2萬多人（4）20萬多人。 

2.  （ ） 目前愛滋病患最多的地區是（1）非洲（2）中國（3）美洲（4）

台灣。 

3.  （ ） 愛滋病毒的起源，可能是來自（1）禽鳥（2）猿猴（3）埃及斑

蚊（4）野狗。 

4.  （ ） 雖然醫藥發達，愛滋病目前是（1）有疫苗可以接種（2）有特效

藥可以治癒（3）沒有疫苗，但有特效藥可以治癒（4）沒有疫苗，

沒有特效藥可以治癒。 

5.  （ ） 家裡如果有人感染愛滋病，應該不要和他（1）同桌吃飯（2）同

床睡覺（3）共用刮鬍刀牙刷（4）共用浴室廁所。 

6.  （ ） 最多愛滋病患者，是因甚麼而被傳染的？（1）輸入愛滋病患者

血液（2）與愛滋病毒癮患者共用注射器（3）接受愛滋病患者的

器官移植（4）母子垂直傳染。 

7.  （ ） 愛滋病的傳染途徑有三，下列何者不是？（1）性行為傳染（2）

血液傳染（3）母子垂直傳染（4）飲食傳染。 

8.  （ ） 感染愛滋病毒的初期症狀是發燒、頭痛，常被誤診為（1）感冒

（2）肺炎（3）登革熱（4）肝炎。 

9.  （ ） 愛滋病毒在空窗期，（1）病毒數量多，傳染力強（2）病毒數量

少，傳染力弱（3）病毒數量少，傳染力強（4）病毒數量多，傳

染力弱。 

10.  （ ） 感染愛滋病毒後，到發病的這段時間叫潛伏期，潛伏期長者可達

（1）一月至六月（2）六月至一年（3）一年至五年（4）五年至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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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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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30日公布於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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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 愛滋病的潛伏期，要使用藥物治療的目的是（1）可以延緩發病

（2）可以延長空窗期（3）可縮短潛伏期（4）可縮短空窗期。 

12.  （ ） 感染愛滋病毒後，檢查不出病毒抗體的時間叫空窗期，約多久？

（1）6~12天（2）6~12週（3）6~12月（4）6~12年。 

13.  （ ） 愛滋病媽媽懷孕了，怎麼辦？（1）順其自然，不必預防性用藥

（2）預防性用藥並選擇剖腹產（3）最好自然生產（4）產後自

己餵母奶。 

14.  （ ） 目前感染愛滋病毒無藥可治癒，所以（1）放棄服藥治療（2）需

耐心持續服藥（3）改服草藥偏方（4）乾脆求神問卜算了。 

15.  （ ） 目前愛滋病無特效藥可治癒，但需持續服藥，其目的不是（1）

控制病情（2）延長潛伏期（3）延緩發病（4）延長空窗期。 

16.  （ ） 為避免性行為而感染愛滋病毒，所以（1）性伴侶要單一固定（2）

性伴侶不要固定（3）不要性伴侶，只要嫖妓（4）每位異性都只

一夜情。 

17.  （ ） 與愛滋病患者有性行為會被感染，下列何者還不會？（1）口腔

性交（2）肛門性交（3）陰道性交（4）肢體擁抱。 

18.  （ ） 因為不安全的性生活受感染的疾病，最多的病患是（1）SARS（2）

肺結核（3）腸病毒 （4）愛滋病。 

19.  （ ） 毒癮患者經常共用注射器，下列哪一病患，是最多因此而受感染

的？（1）SARS（2）水痘（3）愛滋病（4）肺結核。 

20.  （ ） 下列那一項眼睛的疾病是會傳染的？（1）乾眼症（2）近視（3）

急性膜炎（4）遠視。 

21.  （ ） 眼睛會發紅、有刺激感、眼皮有沙沙的異物感、灼熱感，可能是

患（1）乾眼症（2）斜視或弱視（3）急性結膜炎（4）遠視或近

視。 

22.  （ ） 急性結膜炎流行期間，以下那個行為容易被感染？（1）去公共

游泳池游泳（2）勤洗手揉 眼睛（3）避免與他人共用毛巾（4）

看電影或運動。 

23.  （ ） 水痘預防接種第一劑，應在出生後何時接種？滿（1）1週（2）

1個月（3）1年（4）7年。 

24.  （ ） 水痘的傳染，下列何者不是？（1）皮膚直接接觸傳染（2）飛沫

的傳染（3）空氣的傳染（4）飲食的傳染。 

25.  （ ） 下列哪種疾病可接種疫苗預防？（1）急性結膜炎（2）水痘（3）

愛滋病（4）乾眼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