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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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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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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舉辦各項活動，如校護傳染病防治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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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衛生常識測試、學童繪本比賽、學童唱遊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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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戲劇表演競賽等，加強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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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防疫常識之教育，期使防疫保健觀念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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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層紮根，以減少疾病，促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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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
文/本會編輯組
會，定於6月15日至16日在大陸福建 請雙方防疫單位及相關學者專家與
廈門華僑大廈舉行，台灣將組代表團 會，就一般傳染病防治廣泛交換意
由本會董事長張上淳親率前往參加。 見。今（2015）年研討會輪到大陸中
本會為促進海峽兩岸傳染病防 華預防醫學會在大陸舉行，中華預防
治經驗交流，有效防制傳染病擴散， 醫學會則將第二屆醫療衛生產業交
與大陸中華預防醫學會，自2004年 流會與傳染病防治研討會合併舉辦。
研討會議程經本會與中華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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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會研議協商決定如下：
會議時間：2015 年 6 月 15 日-16 日
會議地點：福建廈門華僑大廈
主辦單位：中華預防醫學會、福建省預防醫學會、
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臺灣健康發展促進與研究學會
承辦單位：福建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6 月 15 日
8:00-8:30
8:45-9:15
9:45-10:15
10:15-10:30
10:30-10:45
11:00-11:30
11:30-12:00

13:30-14:00
14:00-14:30

開幕式
第一專題：社區健康促進
衛生部老年醫學研究所副所長楊澤
公共衛生推動民眾健康水準不斷提高
福建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醫師管紀惠
應用 85210 健康自主管理對肥胖兒童體適能的影響
臺灣健康促進資源發展與研究學會李怡宏
臺北市市民遠距健康照護成效分析
臺灣健康促進資源發展與研究學會紀玉秋
第二專題：禽流感病毒防控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急傳處余宏杰
建構防疫一體之新型 A 型流感防疫體系
疾病管制署蔡筱芸副研究員
第三專題：新發感染病的預防與控制
臺灣面對狂犬病的威脅與因應策略
疾病管制署黃志傑副研究員
基孔肯雅熱防控
廣東省東莞控中心張巧利主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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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45-16:55
16:55-17:05
17:05-17:15
17:15-17:25
17:25-17:35
17:35-17:50

8:00-8:30
8:30-9:00
9:00-9:30
9:30-10:00
10:00-10:30
10:45-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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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專題：愛滋病防控與健康教育
中國疾控中心性愛中心汪寧
臺灣愛滋病防疫現況
疾病管制署黃士澤醫師
第五專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對策
中國大陸傳染病監測與展望
福建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應急處置與疫情管理所所長洪榮濤
結核病防疫策略及聚集感染處理經驗
疾病管制署朱柏威科員
第六專題：第二屆醫療衛生產業交流探討
中生集團
台東聖母醫院林大仁
雲南沃森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推薦
台北市聯合醫院昆明所
綜合討論
6 月 16 日
第七專題：新疫苗研發與應用
我國免疫規劃工作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國家衛生計生委
全球 EPI 工作進展
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 Lance Rodewald
中生集團
從理論到實踐探索-結合新疫苗研發案例（IPV，EV71）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李琦涵
HPV 宮頸癌疫苗研發
雲南沃森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史力
Panel Discussion（討論）

洗手怎麼辦 請用乾洗手液吧
缺水啦

文/本會編輯組

平時洗手，濕、搓、沖、捧、擦，
要用相當多的水，但遇到乾旱缺水
的時候，沒這麼多水可用，是不是就
不要洗了呢?，不可以，為了身體健
康，避免許多傳染病的感染，手部衛
生一樣不能忽略，那該怎麼辦?專家
建議你，沒水洗就改用乾洗手液洗。

今年國內缺水問題嚴重，4 月
間，北部地區進入第三階段限水，民
眾抗旱省水之餘，手部衛生一樣不
能忽略，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是減
少手上微生物最好的方法，但是如
果無法取得足夠清水洗手的時候，
疾病管制署建議，可以使用酒精含
量在 60%至 95%的乾洗手液，以避免
致病菌經由雙手造成感染。(跳第8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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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東○
北
○

文/本會編輯組

校園學生眾多，傳染病流行的
風險相對性增高，而校護是校園健
康把關的重要推手，舉凡各種衛教
措施、健康控制等議題之宣導，無一
不是藉由校護的推動與執行。而本
會長期以來，關注全國離島、偏遠地
區國小學童身體健康，舉辦多種防
疫測驗競賽、希望藉此提升學童對
傳染病防治之智能，為宏大這些競
賽活動之效果，有賴於身在第一線
的校護人員協助與配合，故本會近
年來，均利用暑期學生不上課時間，
分區舉辦校護研習，加深校護對傳
染病防治認知，並積極輔導學校踴
躍參加本會舉辦各項競賽活動，共
同促進學童健康。
花蓮區
協辦單位 疾病管制署東區管
制中心、花蓮縣衛
生局、門諾醫院

本會將全國偏遠地區國小分北、
中、南、東四區，每年兩區輪流舉辦
校護暑期傳染病防治研習，今年輪在
北、東兩區舉行，但鑒於前年辦理之
經驗，東區原包括台東、花蓮及宜蘭
三縣，南北三、四百公里，花東兩縣
報名人數就遠超過預定之五十人，以
後雖然增加數十名額，仍然有人向偶
無法參加，而宜蘭縣竟然因為交通不
便無人報名。為解決此不合理現象，
今年特地將東區，改為花蓮一區、台
東一區，而宜蘭縣則併入北區與基隆
市、新北市等一同辦理。花、東區名
額維持各五十人，北區名額增為七十
人，以方便三縣校護都有機會參加。
研習各項規定如下：

台東區

北區

疾 病 管 制 署 東 區 管 疾病管制署台北區管制
制中心、台東縣衛生 中心、北區管制中心
局

報名時間 5 月 1 日~5 月 31 日 5 月 15 日~6 月 15 日

6 月 1 日~6 月 30 日

學員名額 50 名
50 名
70 名
超額時，以曾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競賽，且未參加過本研習者優先。
報名方式 一律採線上報名（http://www.urbani.org.tw）
研習地點 煙波大飯店花蓮館 娜 路 彎 大 酒 店 阿 美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1 樓
海宴 A 廳
廳
1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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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30 日

8 月 13 日~14 日

研習對象 花蓮縣
台東縣
基隆市、新北市、宜蘭縣、
(偏遠地
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
區國小校
苗栗縣、連江縣及金門縣
護)
所稱偏遠地區國小，依教育部公告之 102 學年度資料
研習課程：各種重要常見傳染病介紹，均由專業醫師或專家擔任講師外，另有學
校老師來作參加本會舉辦各項競賽之經驗分享，尚有手工藝時間。
學員待遇：
1. 食宿一律免費。(差旅費由各服務單位自行支付)
2. 發予護理人員教育訓練學分、公務人員時數
3. 離島人員前五人補助往返本島之交通費
主要課程及講者：
孩童常見皮膚病的介紹
校園傳染病防治

腸道傳染病─以諾羅病毒為例

臺大醫院 詹智傑醫師(花東北區)
花蓮縣衛生局 簡宏昌科長(花區)
台東縣衛生局(東區)
疾管署台北區管制中心 陳孟妤醫師(北區)
門諾醫院繆偉傑主任(花東區)
疾管署台北區中心(北區)

病媒傳染病─以登革熱為例
孩童潛伏性結核的處置

疾病管制署 陳主慈科長(花東北區)
疾管署 詹珮君醫師(花北區)
洪敏南醫師(東區)

旅遊常見的傳染病介紹

疾管署

東區常見傳染病

疾管署東區管制中心

愛滋病毒感染
常見娛樂性用藥介紹

蔡人植醫師(花東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顧文瑋醫師(北區)
台中榮總 謝佳吟個案管理師(花東北區)

手工藝時間
校園愛滋防治經驗分享

巫家芸老師(花東北區)
新北市衛生局(北區)

蘇迎士醫師(花區)
羅一鈞醫師(東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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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本會編輯組

雙溪國小

本會舉辦 103 年度全國偏遠地
區國小學童防疫戲劇競賽優勝獎
品，本會派員於 3 月 31 日、4 月 13
日，分別前往榮獲第一名、第二名
優勝獎之學校─新北市雙溪國小、
嘉義縣重寮國小頒發。
103 年全國偏遠地區國小學童
防疫戲劇競賽，參加學校比去年踴
躍，共有 51 個學校報名，其中有 38
個學校，在規定期限將作品送達本
會參與評審，經本會聘請專家組成
評審小組評審，競賽結果優勝名單
於今年 3 月公布。
獲獎學校，本會頒給學校獎狀
一紙，每位參與競賽學童及老師一

人，分別可得 1,500 元(第一名)、
1,200 元(第二名)、1,000 元(第三
名)及 500 元(佳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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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第二名優勝獎之獎狀獎
品，本會指派專人前往各校頒發，至
於第三名及佳作獎品，因限於人力不
足，則由學校自行頒給每位學童。
雙溪國小及重寮國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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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教育局及疾病管制署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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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寮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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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體 諒 與 包 容

新北市雙溪國民小學，榮獲本會舉辦 103 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國小學童防
疫戲劇競賽第一名，該校主導這項戲劇表演的資訊組長林老師，敘述拍
攝過程中，孩子們不只了解到戲劇主題--結核病防治的重要性，也學會
文/林佳禾
合作體諒與容忍的道理。
對於社區衛生來說，疾病防疫 了解自己的角色與責任。
是刻不容緩的，尤其是傳染性疾病，
能夠完成這齣戲劇的拍攝，孩
不僅僅會影響個人長期的健康，更 子們的互相合作與包容確實佔了不
可能會付出很大的家庭及社會成 小的功勞，另外，孩子特異的點子
本。因此，從小給予學生建立正確 也不容小覷，拍攝過程中，孩子們
良好的健康防疫觀念，對於防疫工 也會提出自己的想法，因此，劇本
作是一個重要的工程。
在前前後後修修改改之下，也有其
在偶然的機會下得知財團法人 一番新的趣味性，又不失原本想要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辦理「103 年度偏 呈現的防疫教育的意義。整齣戲劇
遠地區學童防疫戲劇表演競賽」
，覺 事實上在於看了比賽辦法，與護理
得這是一個深具教育意義，且又有 師討論後，便有了腹稿，也胸有成
趣的活動，因此，便與學校護理師共 竹的確信能夠把它拍完，不過為了
同商議一同策畫參與這個有意義又 不耽誤孩子的課業，所有的拍攝均
有趣的比賽。從腳色遴選、到劇本編 在午休時進行，當然也遭遇到許多
寫，都由整個劇組人員共同完成。而 的困擾，由於大部分的場景設計都
當演員名單出爐時，許多孩子與老 是屬於外景拍攝，因此，天氣變成
師不明白為何會遴選這一群孩子擔 了是否能夠進行戲劇拍攝很大的決
任演員，這箇中的意義，在於希望能 定因素，雙溪地區時而偶雨，時而
夠藉由戲劇的演出，讓孩子之間能 放晴，是造成整部戲劇拍攝最需要
夠學會相互合作，能夠相互體諒，互 克服的因素之一。
相包容，一同完成這一部戲劇的拍
這齣防疫戲劇很大的特點在於
攝，而在此同時，我也在拍攝的過程 除了防疫宣導外，也加入了社區的
之中，對於孩子的功課與行為也有 元素，例如雙溪地標-共和橋、全國
相當的要求，希望能夠藉此讓孩子 唯一的三忠廟、雙溪百年教會、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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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老街百年中藥舖林益和堂、以及最
具防疫代表意義的雙溪區衛生所…
等，希望藉由社區元素的結合，讓整
齣防疫戲劇更有張力，在未來應用於
社區衛教宣導上，也能夠讓社區民眾
更有親合的感受，也感謝社區對於孩
子拍攝戲劇的協助，對於孩子的成長
過程也是一種行為的學習。
戲劇拍攝的過程中，也發生了
小插曲，就是有個孩子突然剪了頭
髮，導致不連戲，因此只能延後二
個星期，等孩子的頭髮長長了，再
繼續拍攝，當然剪頭髮這件事，也
笑翻了所有參與戲劇拍攝的劇組人
員；另一件最常發生的事，就是同
一個場景在不同日子拍攝，孩子穿
錯衣服造成不連戲，而無法進行拍
攝，在這時孩子們就要學習互相包
續第 3 頁

第七屆亞太感染管制
國際會議，3 月 26 日至 3 月 29 日
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召開，邀請國
內外知名專家學者，進行學術研究
與經驗分享，會中，衛生福利部林
次長奏延，針對抗旱缺水時期手部
衛生的重要性，與來台參與會議之
感染管制專家學者─世界衛生組織
Dr. Didier Pittet、國際感染管制
會議共同主席 Dr. Andreas Voss
及瑞士日內瓦大學附設醫院主任

歐巴尼

容，以及互相合作的精神，相互提
醒下一次拍攝日期要記得服裝的一
致性，這也是在辛苦的拍攝過程中，
所發生有趣的小插曲。
事實上，這部防疫戲劇也在雙
溪國小兒童朝會上實施肺結核防疫
宣導中播出，並進行有趣的有獎徵
答，從幼兒園到六年級的孩子都觀
賞到了這齣深具教育意義又有趣的
戲劇演出，且都能夠將肺結核防疫
的觀念深植心中，實在是成效良好。
在此，非常感謝財團法人歐巴
尼紀念基金會能夠提供這樣富有教
育意義，又有趣的比賽，讓孩子們
能夠體驗不同的學習過程，並了解
防疫的重要性，學習到正確且良好
的防疫知識。
(作者為新北市雙溪國小資訊組長 )

Prof. Stephan Harbarth（MD, MS）
等討論後，均建議在抗旱缺水時期，
優先使用酒精性乾洗手液，清潔雙
手。
清潔雙手時至少需使用 2 至 3
毫升的酒精性乾洗手液，可有效殺
死許多微生物，達到清潔雙手的目
的，因此在抗旱缺水時期，民眾可
準備酒精性乾洗手液；餐飲業者也
要提供乾洗手液，清潔雙手，共同
維護民眾的健康與食的安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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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防疫 如何兼顧
台灣地處亞熱帶，主要雨量多
集中在八、九月颱風季節，由於河
流短促，水庫淤積嚴重，雨水很快
流入大海，所以在不下雨的季節，
經常會有乾旱缺水的限象，所以在
台灣水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平時就
要養成節水的好習慣，才不會因為
無水可用而叫苦。
今年四月間，因為長久不下雨，
部分縣市已實施限水措施，但隨著
氣溫逐漸上升，腸病毒跟著活躍，
民眾可能會為了節水忽略手部衛
生，增加腸胃道傳染病感染風險。
所以，在乾旱缺水的情況下，固然
要節約用水，但手部衛生更不能忽
略，節水與防疫如何兼顧，更顯重
要，疾病管制署請你落實下列措施：
(一)限水期間，如轉開水龍頭還有
水，仍請依「濕、搓、沖、捧、
擦」的步驟洗手，但仍須留意
勿將水龍頭的水量轉到最大；
搓揉手部時先關掉水龍頭；勿
塗抹過多肥皂或清潔劑；抹濕、
沖洗時，將水龍頭的水量轉小
到只有微小水束。
(二)無自來水，但如仍有其他儲水
或乾淨水源時，可以泡製 3 至

文/本會編輯組

5ppm 含氯漂白水置於附有水龍
頭之儲水桶，自龍頭流出供洗手
之用，先用小水量沾濕雙手搓揉
約 20 秒後，再打開儲水桶水龍
頭以少量水沖洗雙手，最後再以
清水洗掉殘留的漂白水。
(三)乾淨水源極度不足時，可採用
三個水盆進行手部消毒，但須
經常更換以免消毒效力減弱；
三個水盆進行手部消毒步驟：
1. 第一盆裝清水，洗淨雙手塵
土（盆裝清水如有污濁，應
即更換）。
2. 第二盆裝濃度約 3 至 5ppm
含氯漂白水之消毒液，將雙
手放入水中，先兩手心互相
磨擦，接著兩手交互揉搓手
背及手指間，最後作拉手姿
勢以擦洗手指尖，各約 5 次。
3. 第三盆裝清水，洗淨雙手殘
留漂白水。
(四)如果無法取得肥皂和清水時，
可以使用酒精含量 60%至 95%
的乾洗手液清潔雙手，可以降
低細菌類致病原感染的風險；
但對腸病毒及諾羅病毒的消毒
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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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測試競賽第四期輔導評量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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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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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SARS 病毒的傳播很快速，它的主要傳播方式是（1）飛沫傳染（2）血液
傳染（3）性行為傳染（4）飲食傳染。
2. （4） 針對 SARS 病毒，目前醫藥發達（1）已有特效藥物可以治療（2）也有疫
苗可以接種（3）已有特效藥物可治，但仍無疫苗可以接種（4）無特效
藥物可治，也無疫苗可以接種。
3. （3） SARS 什麼時候在台灣流行過？（1）民國 72 年（2）民國 82 年（3）民
國 92 年（4）民國 102 年。
4. （1）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成立三宗旨是健康、人道關懷和什麼？（1）防疫（2）
防火（3）防洪 （4）防旱。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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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3）登革熱（4）腸病毒。
6. （2） 下列對於歐巴尼紀念基金會的敘述，何者錯誤？（1）是政府控管的財團
法人（2）是政府不能管的財團法人（3）一直協助政府做傳染病防治宣
導（4）目前業務重點在偏遠地區國小學童衛教宣導。
7. （4） 感染腸病毒，出現嚴重併發症機率較高的是哪些人？（1）七十歲以上老
人（2）四十到六十歲的成年人（3）二十到四十歲的青年人（4）三歲以
下的嬰、幼童。
8. （2） 預防幼兒感染腸病毒，下列何者不對？（1）父母要勤洗手注意個人（2）
幼兒多餵牛奶以增免疫力（3）玩具要常清洗、消毒（4）不要帶到人潮
擁擠、空氣不流通場所。
9. （4） 腸病毒的傳染性極強，可經由多種方式傳染，但下列哪種方式不是？（1）
經口，吃到汙染的水或食物(2)經鼻子，吸到患者咳嗽或噴嚏的飛沫（3）
經手，接觸到病患的分泌物（4）經皮膚，被病媒蚊咬到。
10.（3） 下列關於感染腸病毒後的敘述，何者錯誤？（1）會引發多種疾病（2）
很多沒症狀、有的像輕微感冒（3）都會嚴重嘔吐、下痢（4）常引起手
足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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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感染腸病毒有的會在身體哪裡出現水泡？（1）口腔、手掌及腳掌（2）
眼睛、鼻子和耳朵（3）頭髮、指甲和眉毛（4）肚子、背部、顏面。
12.（2） 頭蝨寄生在頭皮上主要食物是（1）頭髮（2）血液（3）頭皮屑（4）頭垢。
13.（1） 頭蝨的感染症狀是（1）搔癢感（2）發燒（3）頭痛（4）頭暈。
14.（4） 下列那一種不是頭蝨的感染途徑？（1）頭與頭直接接觸傳染（2）梳子、
頭巾間接傳染（3）頭皮屑、頭髮的傳染（4）水與食物傳染。
15.（3） 疥瘡比較常發生在（1）頭皮（2）手掌（3）手指縫（4）小腿。
16.（4） 關於疥瘡的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1）疥瘡比較常發生在皮膚皺褶部
位（2）幼兒的疥瘡可長在臉上（3）疥瘡的症狀是皮膚劇癢（4）感染疥
瘡常會發燒與咳嗽。
17.（2） 下列那一種傳染病和登革熱一樣，不會直接人傳染給人？（1）水痘（2）
恙蟲病（3）流感（4）腸病毒。
18.（1） 滅鼠，可降低感染下列哪一傳染病的機會？（1）恙蟲病（2）頭蝨（3）
登革熱（4）疥瘡。
19.（4） 小明去郊外被小蟲咬傷，幾天後高燒、全身出疹，咬傷部位出現焦痂，
你想他最有可能得了（1）頭蝨（2）疥蟲（3）登革熱（4）恙蟲病。
20.（4） 桿菌性痢疾是什麼部位的疾病？（1）肝膽道（2）呼吸道（3）泌尿道（4）
腸胃道。
21.（4） 感染痢疾的症狀很多，下列何者不是？（1）腹部不適、腹瀉（2）發燒、
血便（3）噁心、嘔吐（4）打噴嚏、流鼻水。
22.（1） 痢疾，是經什麼途徑傳染的？（1）嘴巴（2）注射（3）輸血（4）呼吸。
23.（3） 痢疾，是由什麼東西傳染的？（1）血液（2）尿液（3）飲水食物（4）
空氣。
24.（2） 預防感染痢疾，在個人衛生方面，最重要的是（1）勤刷牙（2）勤洗手
（3）勤洗澡（4）勤漱口。
25.（4） 預防感染痢疾，在飲食衛生方面，最重要的是食物一定要（1）常保新鮮
（2）加防腐劑（3）存放冰箱（4）加熱煮熟。

第三期輔導評量試卷解答
1. （3）
6. （2）
11.（1）
16.（1）
21.（3）

2.（1）
7.（4）
12.（2）
17.（4）
22.（1）

3.（2）
8.（1）
13.（2）
18.（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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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9.（1）
14.（2）
19.（3）
24.（4）

5.（3）
10.（4）
15.（4）
20.( 3）
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