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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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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防疫繪本、測試競賽結果揭曉
南投地利國小 台東加拿國小分別奪冠
本會舉辦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國 地利國小三年級甲班奪得，防疫測
小學童，防疫繪本及防疫測試兩項 試競賽第一名由台東縣海端鄉加拿
競賽結果，於6月29日揭曉，繪本競 國小五年甲班榮獲。兩項競賽全部
賽團體組金牌獎，由南投縣信義鄉 得獎名單如下：
文/本會編輯組
壹、 防疫繪本競賽
(一)團體組：以班級為單位之競賽
第一名 南投縣信義鄉 地利國小三年甲班
第二名 台東縣台東市 新園國小三年甲班
第三名 台南市佳里區 子龍國小三年甲班
佳 作 嘉義縣朴子市 松梅國小三年甲班
台南市白河區 內角國小三年甲班
彰化縣芳苑鄉 後寮國小三年甲班
台南市鹽水區 文昌國小三年甲班
台南市南化區 南化國小三年甲班
台南市新營區 新橋國小三年甲班
屏東縣春日鄉 春日國小三年甲班
新竹縣尖石鄉 石磊國小三年甲班
(二)個別組：以繪本為單位之競賽
第一名 彰化縣芳苑鄉後寮國小 三年甲班洪○慧、洪○晏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第二名 澎湖縣馬公市文澳國小 三年愛班陳○柔製作之繪本
第三名 台東縣台東市新園國小 三年甲班呂○恩、施○妘、周○婷、林
○心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佳 作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國小三年甲班沙○‧○○格製作之繪本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國小三年甲班湯○慧、李○璇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彰化縣芳苑鄉育華國小三年忠班鍾○杰、林○丞、王○馨、林○佳、梁○
翎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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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新營區新橋國小三年甲班林○穎、蔡○庸、姜○琳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連江縣莒光鄉敬恆國小三年一班賴○安、陳○安、林○萱、陳○蓉、 陳○
杰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國小三年忠班呂○淵製作之繪本
屏東縣里港鄉玉田國小三年一班邱○恩、劉○維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小三年一班韓○恩、蔡○婷、黃○璿、王○閎、
高○豪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貳、防疫測試競賽
(一)團體獎:以班級為單位
第一名 台東縣加拿國小
第二名 台南市深坑國小
第三名 台中市馬鳴國小
彰化縣羅厝國小
佳作
新竹縣玉山國小
台中市吳厝國小
屏東縣仁和國小
苗栗縣雙連國小
高雄市上平國小
台東縣寶桑國小五年乙班
（二）個人獎:以個人為單位
第一級：成績滿分者:從缺
第二級：成績列全部考生前百分之三者
台中市馬鳴國小賴○芳
台東縣加拿國小邱○欣、胡○芳、黃○娟、胡○凱、胡○雄、王○棋
依 台中市馬鳴國小葉○儀、賴○汶
成 台東縣加拿國小江○恩
績 台中市吳厝國小陳○熙
排 台南市深坑國小吳○賢、黃○嘉、鄭○燮、方瓊鈺
序 台南市青山國小呂○穎
台南市深坑國小陳○芸、沈○昕 林○智、余○瑄
屏東縣仁和國小鄭○儀
第三級：成績及格，列班級第一二名者(略。詳見本會網站)
本次繪本競賽主題為「培養良
好衛生習慣，促進身體健康」，共
有 58 班 249 本繪本參加競賽，評

選分兩組進行，一為團體組是以班
級為單位之競賽，一為個別組是以
繪本為單位之競賽，以班級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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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之繪本，仍然可以角逐以繪本
為單位之競賽。團體組第一名，全
班學童每人有 1,500 元之獎品，銀
牌獎每人 1,200 元，銅牌獎每人
1,000 元。佳作每人 500 元。個別
組第一名，有 5,000 元之獎品，第
二名 3,000 元，第三名 2,000 元，
佳作 500 元。
防疫測試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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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為測試
競賽，參加學校必需事先報名，上

歐巴尼

述得獎名單，即參加本測試競賽之
優勝者，共有 48 個學校班級參與，
全國同時於 6 月 10 日下午舉行，
團體組第一名班級，每位學童可得
2,000 元，第二名每人 1,500 元，
第三名每人 1,000 元之獎品。個人
組又分三級，第一級為成績滿分
者，每人 2,000 元，第二級為成績
在全體參與測試之前百分之三以
內者，每人 1,500 元，第三級為成
績及格列本班第一名者，每人
1,000 元，第二名者，每人 500 元
獎品。

全國高中職愛滋防治壁報競賽
首獎三萬 八月報名 歡迎參加
文/本會編輯組

愛滋病毒會破壞人體原有的免
疫系統，使人的抵抗力降低，不幸感
染會引發各種疾病或免疫有關的癌
症。目前醫藥雖然發達，愛滋病仍然
是一種非常難以治療、治療費用很
貴，不治療死亡率很高的傳染病。
根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
計，截至 103 年底，國人感染愛滋病
毒累積通報人數 2 萬 8 千 7 百多人，
其中 15 歲到 24 歲之年輕人有 6 千
多人，約有 5 成是近 5 年內通報，可

見青少年愛滋問題之嚴重，因此，本
會特舉辦「全國公私立高級中學暨職
業學校愛滋防治壁報競賽」
，希望藉
此喚起學校師生重視此一嚴肅問題，
加強愛滋防治之教育宣導，以避免青
年誤入歧途受到感染。
本競賽在衛生福利部指導下，
由本會與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共
同主辦，8 月底前報名，10 月底前送
件，優勝獎金優厚，最高得一人獨得
3 萬元，得獎者，將於 12 月 1 日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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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愛滋病日，在疾病管制署公開表
(三)材料：不限。
揚，其作品公開展示，歡迎全國各公
五、送件：
私立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學生報名
(一)限 10 月 31 日以前，自行將製
參加。競賽要點如下：
作完成之作品拍照(3M 以下)
一、競賽主題：愛滋病防治
三至五張 (其中一張為作品
愛滋病雖然可怕，但比其他傳
與全體作者合照)，併同送件
染病容易預防感染，原因是愛滋病
單一起 E-mail 至本會電子信
毒的傳染有特定的傳染途徑，目前
箱以參加評選。
除血液傳染外，絕大部分的感染者， (二)評選入圍者，本會通知在 10
是由於未戴保險套的性行為所引
天內將作品原件送達本會評
起。所以愛滋病毒感染是可以很容
定名次，逾期未送達者視同
易避免的。
放棄。
如果不幸感染，要勇敢面對接 六、評選：
受治療，目前醫藥發達，只要透過
(一)本會聘請專家組成評選小組
持續不間斷的服藥，愛滋病毒感染
進行評選，依下列權重比進
者已經可以像一般高血壓和糖尿病
行評審。
一般，長期而健康地存活。
1.內容充實，符合「競賽主題」
二、參加資格：
意旨：佔 40％
 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
2.有創意、有思考、引人省思：
職業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之
佔 30％
前三年學生。
3.美觀、生動、活潑：佔 30％
 同校在籍學生五人以下自行組
(二)評審方式、計分方法由評選小
隊報名參加。
組決定。
三、報名：
七、獎勵：
日期：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
(一)綜合獎：依評選標準綜合評比
方式：一律網路報名。
優勝隊，給予下列獎勵
四、製作:
第一名：給獎狀及獎金 3 萬元
(一)篇幅：一張全開壁報紙。
第二名：給獎狀及獎金 2 萬元
(二)內容：須融入主題意涵。
第三名：給獎狀及獎金 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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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作：視參加隊數多寡，取若干
名，每名給獎狀及獎金 5 千元
(二)單項獎
創意獎：取最富創意者一名，給獎
狀及獎金 5 千元
美術獎：取最富美感者一名，給獎
狀及獎金 5 千元
內容獎：取最富內容者一名，給獎
狀及獎金 5 千元

八、其他
(一)作品送件參與競賽，即視同無
條件同意授權財團法人歐巴尼紀
念基金會得作為公益活動使用。
(二)作品送件參與競賽，不論得獎
與否一律不退件。
(三)參賽作品必須為尚未以任何形
式公開發表參賽之新作品，且無抄
襲仿冒情事。

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會
在大陸廈門隆重舉行 董事長率代表團參加
文圖/本會編輯組

2015 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
會，於 6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大陸福建
廈門華僑大廈舉行，本會董事長張上
淳親率台灣代表團 9 人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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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就一般傳染病防治廣泛交換
意見。今（2015）年研討會，輪由大
陸中華預防醫學會主辦，中華預防
醫學會將研討會與第二屆醫療衛生
產業交流會一起舉辦，所以參加人
數眾多，盛況空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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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鄰近的韓國爆發 我國高度關切注意
原來在中東地區流行的所謂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
症 ，今年五月在鄰近的 韓國出現
首例以來，迄 7 月 7 日確診病例已
增加到 186 例，其中 33 人死亡，雖
然目前疫情已趨緩。但因為引發中
東呼吸症候群的病毒，與民國 92 年
在台灣流行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
群(SARS)的病毒，同為冠狀病毒，所
引起的疾病，也一樣是呼吸道疾病，
因此韓國的流行，受到國人高度關
切注意。
衛生福利部為因應南韓 MERSCoV 疫情，於 5 月 28 日指派疾管署
陳孟妤防疫醫師前往南韓拜會該國
衛生單位及醫師，並對當地僑民進
行衛教宣導，防範 MERS-CoV 感染，

本
會
徵
人

文/本會編輯組

部長蔣丙煌 6 月 3 日親赴北區醫療
網應變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新屋分院，視察該院「MERS-CoV 病
患收治演習」
，並指示全台 6 家與外
島 3 家應變醫院，秉持防疫視同作
戰精神，隨時做好面對疫情的準備。
衛福部未防範 MERS-CoV 疫情可
能藉由旅遊、商務等國際交流，移入
的風險，已加強邊境管控及醫院整
備，籲請機場、航空公司、旅行社等，
務必加強留意旅客健康情形，提醒
旅客赴流行地區避免接觸駱駝或生
飲駱駝等動物奶，避免前往當地醫
療院所，並養成勤洗手、戴口罩等良
好衛生習慣，以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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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具公共
衛生及會計專長，有意應徵者，請於 7 月底前，將最高學歷
畢業證書影本及約 500 字之自傳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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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初審符合條件者，通知面談。(不合者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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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簡稱「MERS-CoV」
，俗稱「莫士」
，自 2012 年 9
月，在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地區陸續發現確診病例以來，截至今年六月初，已蔓
延 25 個國家地區，累積 1,219 例確診病例，449 人死亡，鄰近的韓國也淪陷，國
人在民國 92 年，深受同屬冠狀病毒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之蹂躪，所
以對於此次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在東亞之流行，不得不特別關切留意。
Q: 什麼是冠狀病毒？
人類冠狀病毒最早是在 1960 年代被發現，外表有很多突起，看似皇冠的樣子，所以
被命名為冠狀病毒(coronavirus)。這類病毒會引起人類和脊椎動物的呼吸道疾病，
從輕微的症狀如普通感冒，到嚴重者引起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Q: 什麼是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簡稱 MERSCoV）於 2012 年 9 月首次從沙烏地阿拉伯一名嚴重肺炎病人的痰液中分離出來。為
單股 RNA 病毒，屬於冠狀病毒科之 beta 亞科。此病毒與引起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
群(SARS)的冠狀病毒並不相同，其特性仍在研究中。
Q: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的主要症狀為何？
從目前的臨床資料顯示，大部分病患表現是嚴重的急性呼吸系統疾病，其症狀包括
發燒、咳嗽與呼吸急促等。也可能出現腹瀉等腸胃道症狀。感染者胸部 X 光通常會
發現肺炎，部分病人則出現急性腎衰竭或敗血性休克等併發症。死亡率約達四成。
Q: 人類如何感染 MERS？
目前仍無法完全了解人類如何感染 MERS-CoV。部分確診個案中，病毒是經由人與人
密切接觸而傳染，例如家人、病人及醫護人員之間的傳播；近期院內感染的通報案
例有增加趨勢。而在阿拉伯半島部分地區亦出現社區感染個案，但並未發現可能感
染源，這些個案可能是暴露於動物、人類或其他來源而被感染。
Q: MERS 有傳染性嗎？
有，但傳染是侷限性的。除非是密切接觸，例如照顧病人時沒有做好個人防護，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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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一般情形下不易人傳人感染。目前有報告數起院內群聚感染，可能是因為醫院感
染控制措施不佳，導致人傳人的案例。目前為止尚未出現持續性社區內傳染的情形。
Q: MERS-CoV 的感染源為何？是蝙蝠、駱駝或是家畜？
目前尚不清楚感染源。有報告指出在埃及、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駱駝體內分離出的
MERS-CoV 病毒與確診病例分離出的病毒基因高度相似；並且發現非洲與中東地區
的駱駝體內有該病毒抗體。目前無法排除此病毒有其他傳染窩的可能性，為此曾經
調查山羊、牛、羊、水牛、天鵝，及野鳥等動物，但其病毒抗體結果皆為陰性。因
此根據目前研究，駱駝為最可能的潛在感染源。
Q: MERS-CoV 可以在環境中存活多久？
病毒在飛沫的形式下較為穩定，不過一旦落到環境表面，或是整
體溫度及濕度上升（如台灣），病毒的耐力也會大幅度的下降。
在環境表面目前推測約可存活兩天。
Q: 目前有疫苗可以預防嗎？要如何治療？
沒有疫苗與特殊的治療方式。建議採症狀治療並給予支持性療法。
Q: 醫療工作人員是高危險群嗎？
是，目前已有醫療人員因照顧確定病例而受到感染的案例。由於症狀或臨床特徵可
能不明顯，無法早期經實驗室診斷確診 MERS-CoV 病例，因此醫護人員照顧所有病
人皆應做好標準防護措施，尤其是照顧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人應執行飛沫傳染防
護措施；照顧疑似 MERS-CoV 病人時，應執行接觸防護與眼部防護；若有執行產生
飛沫微粒(aerosol)之醫療行為，則應做好空氣傳染防護措施。
Q: 世界衛生組織(WHO)如何因應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世界衛生組織 2013 年的四次緊急會議及 2015 年 2 月 5 日第 8 次會議，決議認為目
前無證據顯示此病毒出現持續性人傳人的傳染方式，認定尚未成為國際關注的公共
衛生緊急事件，惟因病例持續增加，WHO 強烈建議各會員國須強化院感控制、進行
病例對照、流行病學、環境與動物學等研究、加強密切接觸者調查，以及研擬大型
集會建議與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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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單一選擇題（下列各題，都只有一個正確答案）每題 2 分

試

卷

1. （1） 下列哪些人最需要和麻疹病患採取隔離措施，因為這些人最容易受到感染？（1）兒童（2）
青壯年（3）老年（4）所有人。
2. （1） 感染麻疹病毒，後期的症狀是（1）全身疹子（2）全身搔癢（3）全身痠痛（4）全身紅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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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感染痢疾會出現很多症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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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流感是一種急性呼吸道疾病，感染了會出現下列那些主要症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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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H7N9 流感主要傳染途徑是（1）輸血傳染（2）性行為傳染（3）接觸傳染（4）昆蟲媒介
傳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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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肝炎的症狀很多，下列哪項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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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預防腸病毒感染最好的方法是（1）補充營養增強抵抗力（2）多睡眠精神好（3）注意個
人衛生勤洗手（4）多運動強壯身體。
10.（2） 腸病毒感染又叫「手足口病」，因為感染了會在手掌、腳掌和哪個部位出現水泡？（1）
鼻腔（2）口腔（3）腹部（4）背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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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ARS 流行期間，民眾最需要注意的是，自己身體下列哪項指數的升高？（1）血壓（2）
血糖（3）體溫（4）體重。
13.（1） 下列哪種疾病，傳染力很強，一旦感染一定要接受隔離治療？（1）SARS（2）愛滋病（3）
肺結核（4）B 型肝炎。
14.（2） 防止登革熱最重要的方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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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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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上、床鋪下。
16.（3） 注射毒品，容易感染什麼病？（1）流感（2）腸病毒（3）愛滋病（4）麻疹。
17.（4） 愛滋病的傳染途徑很多，下列哪項不會？（1）性行為傳染（2）注射傳染（3）母子垂直
傳染（4）飛沫傳染。
18.（3） 隨便和人發生性行為，可能會感染什麼病？（1）肺結核（2）登革熱（3）愛滋病（4）A
型肝炎。
19.（1） 家裡有人感染肺結核，怎麼辦？（1）注意家裡門窗通風（2）把他關在固定房間（3）緊
閉所有門窗（4）嚴禁病人咳嗽打噴嚏。
20.（2） 父親有 B 型肝炎，孩子也感染了，最有可能的原因是（1）共用碗筷吃飯（2）共用刮鬍
刀（3）共用床被睡覺（4）共用毛巾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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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懷疑感染了肝炎，要（1）先服成藥偏方以防惡化（2）先吃補藥以強壯身體（3）多吃
豬肝雞肝以固肝（4）立即看醫生接受檢查。
22.（3） 流感、禽流感、新型流感三種疾病（1）都是由禽鳥傳染給人的疾病（2）有共同的疫苗
可接種（3）都是因病毒感染，而不是細菌感染（4）都會自然痊癒不必看醫生。
23.（4） 為預防狂犬病，被狗抓、咬傷時，應立即先對傷口做何處理，然後就醫？（1）吃止痛
藥（2）擦消毒藥膏（3）貼消炎藥布（4）以肥皂及清水沖洗。
24.（1） 關於狂犬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發病之前不會人傳人，發病之後就會人傳人（2）
一旦發病，致死率高達 100%（3）不只狗會傳染，鼬獾也會傳染（4）狂犬病疫苗，在被
狗咬之前或之後施打都有效力。
25.（4） 為了牙齒保健，什麼時候最需要刷牙？（1）晚上睡覺前（2）早上起床後（3）吃糖果
前（4）吃東西後。

乙、多重選擇題（下列各題，正確答案有的不只一個，請把正確的都選出來，如果
沒有正確的就寫 0）每題 5 分
1. （1245 ） 引發傳染病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感染細菌或病毒或原蟲，還有昆蟲媒介也會，下
列傳染病，哪些是感染病毒所致？（1）腸病毒（2）愛滋病（3）肺結核（4）流感
（5）B 型肝炎。
2. （3 4 5） 傳染病的傳染方式很多，傳播最快速的是飛沫傳染，下列哪些疾病就會因飛沫而傳
染？（1）B 型肝炎（2）愛滋病（3）肺結核（4）流感（5）麻疹。
3. （ 1 5 ） 因為飲用到不乾淨的水或食物，而感染傳染病的情形非常普遍，下列哪些疾病就是因
飲食而傳染的？（1）A 型肝炎（2）愛滋病（3）肺結核（4）流感（5）痢疾。
4. （12345） 感染到傳染病，在一定時間內會有各種不同的症狀出現，最常見的症狀是發燒，感
染到下列哪些疾病就會有發燒症狀？（1）流感（2）腸病毒（3）登革熱（4）肺結
核（5）禽流感。
5. （ 12 3） 俗語說「病從口入」，這表示很多疾病是因為吃到不乾淨的東西引起的，所以勤洗手
對於預防疾病感染是有相當意義的，對於下列哪些疾病，能保持乾淨的雙手，是可以
減少很多被感染的機會？（1）痢疾（2）禽流感（3）腸病毒（4）B 型肝炎（5）麻疹。
6. （2 4 5） 有些疾病的細菌或病毒是由嘴巴進入人體，也有些是專從鼻子進出，戴口罩對這些
傳染病具有相當好的預防效果，所以在下列哪些疾病流行期間，出門要戴口罩？
（1）登革熱（2）流感（3）狂犬病（4）禽流感（5）SARS。
（1245
）
預防傳染病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種疫苗，但下列哪些傳染病目前仍然無有效疫苗可
7.
接種？（1）C 型肝炎（2）肺結核（3）流感（4）愛滋病（5）痢疾。
8. （1 2 5） 登革熱每年都會流行，下列關於登革熱的敘述何者正確？（1）避免登革熱流行，
居家環境衛生比個人衛生重要（2）登革熱是病毒所引起的（3）登革熱的症狀，是
在口、足、手出現紅疹，所以又叫手足口病（4）預防登革熱最有效方法是勤洗手
（5）沒有蚊子就沒有登革熱。
9. （ 2 3 ） 說到愛滋病，大家心裡都怕怕的，下列關於愛滋病的敘述何者正確？（1）愛滋病毒
會飛沫傳染，所以不要接近愛滋病人和他談話（2）共用注射針施打毒品，會感染愛
滋病毒（3）隨意和人性交、口交，也會感染愛滋病毒（4）愛滋病毒主要破壞人的
呼吸系統，感染了會咳嗽，甚至肺癌（5）感染愛滋病毒，一定要隔離長期治療。
10.（1245 ） 下列哪些疾病，原來只在動物中傳來傳去，以後變得也會傳給人類？（1）狂犬病
（2）禽流感（3）麻疹（4）新型流感（5）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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