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０2 年工作報告 

 
 
 
 
 

中華民國１０3 年 1 月 22 日 製 



 

 

目錄 

壹、關於本基金會 3 

關於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3 

第四屆董事名冊 4 

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決議辦理情形 5 

第四屆第三次董事會決議辦理情形 6 

貳、業務分項執行情形 8 

一、校園防疫推廣 8 

(一)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製作競賽 8 

(二)101 學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 12 

(三)偏遠地區學校護理人員傳染病防治研習 16 

(四)102 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辦法 18 

(五)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疫戲劇表演競賽辦法 23 

二、社區防疫 28 

(一)全國國民中學學生愛滋防治戲劇表演競賽計畫 28 

(二)建構山地鄉原住民肺結核衛生教育推廣計畫 30 

(三)「SARS 十周年紀念」活動 32 

三、防疫救助服務 33 

四、疫情交流與合作 34 

(一)赴中國進行「H7N9 禽流感傳播模式與流行病學」交流 34 

(二)海峽兩岸結核病防控機制暨疫苗研發合作座談會 35 

(三)「海峽兩岸免疫預防策略研討會」 36 

(四)國際專家研討流感病毒感染與防治策略 38 

(五)2013 年海峽兩岸傳染病防研討會 41 

五、出版與媒體宣導 44 

歐巴尼會訊 44 

繪本防疫光碟 44 

叁附錄 

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捐助章程 45 

捐款芳名錄（102 年 1～12 月） 48 

工作紀實 49 



 

 

壹、關於本基金會 

關於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本會成立於民國 92（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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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政府接獲國內外及民間善心人士熱烈捐款，

為妥善運用此民間資源，協助進行 SARS 及其他傳染病防治之推廣，特成立本「財團法人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以紀念歐巴尼醫師首先發現 SARS 疫情，並為之捐軀之人道精神。 

本會成立宗旨：「防疫、健康與人道關懷」， 除對 SARS 病患及其家屬生活就學給於需

要之關懷與協助，近幾年來之業務重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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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國小校護傳染病防治研習、國小學童衛生常識測試、國小學

童繪本比賽、國小學童唱遊競賽、國小學童戲劇表演競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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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屆董事名冊 

本屆任期自 101 年 7 月 18 日至 104 年 7 月 17 日止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說明 

董事長 張上淳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 
 

董 事 張秀鴛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司長 
102 年 9 月 24 日起接任簡慧娟

董事辭職後之遺缺 

董 事 周志浩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 
 

董 事 林世杰 行政院主計處主計官 
 

董 事 曾碧淵 行政院經濟部參事 
102 年 9 月 24 日起接任吳豐盛

董事辭職後之遺缺 

董 事 蘇永富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 
 

董 事 黃富源 馬偕紀念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 
 

董 事 洪健清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

部主治醫師 

102 年 9 月 1 日起接任蘇益仁

董事辭職後之遺缺 

董 事 林秀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兒科部

主治醫師 

 

董 事 顏慕庸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院長 
 

董 事 朱澤民 景文科技大學副教授 
 

 

 



 

 

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決議辦理情形 

本會於 102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7:00，假台大校友會館 3 樓會議室，召開第四屆

第二次董事會，由董事長張上淳親自主持。會議

除業務執行成果及財務報告外，並就 101 年度結

算財務報告及「SARS 十周年」，本會規劃活動進

展情形，提請  討論外，會中提出以下決議事項，

茲將辦理情形報告如下： 

董事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請評估「羅素環球 50 多元經理人基金」，於

報酬轉正之時機，即可考量出場；「美林雙配」

待到期時出場。 

「羅素環球50多元經理人基金」於3月21日出

場，報酬率為3.48%；「美林雙配」於6月6日到

期出場，報酬率為-12.5%。 

一、將愛滋病防治列入本會重點工作，並建

議疾病管制局整合愛滋病防治議題，本

會將於相關經費配置後配合執行。 

二、防疫小尖兵轉型為山地鄉結核病防治宣

導業務。 

一、業將愛滋病防治列入本會重點工作，與疾病

管制局討論後，國中以下由本會規劃並擬訂

「全國國民中學愛滋戲劇競賽計畫」，洽獲

疾病管制局同意共同舉辦，並於 5 月 24 日

疾病管制局以局函，請教育部轉發各教育局

/處轉知所轄國民中學報名參加，目前正接受

報名中。 

二、與台北科技大學共同合作，以 6 種原住民語

言錄製「肺結核公共衛生教育」等互動教



 

 

材，建構以雲端方式進行推廣。 

「SARS 十周年」102 年 3 月 29 日高醫之研

討會應與本會合辦，且支應經費宜具體減

支，其餘照案通過。 

應高醫邀請於 102 年 3 月 29 日共同舉辦「SARS

十周年之回顧與紀念歐巴尼醫師研討會」原申請

贊助 154,650 元，經審核減支後支應 82,600 元。 

 

第四屆第三次董事會決議辦理情形 

本會於 102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00，假台大校友會館 3 樓會議室，召開第四屆

第三次董事會，由董事長張上淳親自主持。會議就半年來業務執行情形及財務提出報告，經

決議下列事項，茲將辦理情形報告如下： 

董事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希望以原住民語言錄製之「肺結核公共衛生

教育」等互動教材，加入其他原住民語言。 

一、 錄製每一原住民語言之互動教材估計花費

新台幣150萬元，恐非本會經費可承擔。 

二、 目前疾病管制署派員了解各地原委會運作

規模中，評估後再召集各機關開會研討。 

因「SARS 致死亡或身心障礙者」之子女補

助費，請統計歷年人數及補助總額。 

年份 補助人數 補助總額 

93 3 75,045 

94 11 87,626 

95 12 130,916 

96 12 237,281 

97 10 224,551 



 

 

98 4 121,587 

99 4 133,698 

100 8 284,481 

101 6 234,593 

102 5 201,284 

合計 75 1,731,062 

 

將「協助防疫服務急難事件」更改為「協助

防疫服務事件」，其餘照案通過，並依程序報

主管機關辦理後續事宜。 

業依決議更改名稱。 



 

 

貳、業務分項執行情形 

一、校園防疫推廣 

(一)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製作競賽 

甲、 競賽辦法 

 目的： 

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因地理環境特殊，醫療資源相對的明顯不足， 對外交通不便，使

得醫療服務無法滿足當地民眾的需求。本會深感預防疾病是減少使用醫療資源最佳方式，洗

手是預防大部份疾病最有效也最簡單的方法，但促進身體健康唯有從小「培養良好的衛生習

慣」才是一生的最大財富。而如何培養學童良好的生活衛生習慣，首要就是透過親身體會去

實踐-反思-再實踐，使每個學童藉由收集資料-反覆思考後繪畫成繪本，希望更多學童能藉由

繪本製作競賽向下紮根，減少疫病之發生，進而「促進身體健康」。 

 參加資格： 

1. 偏遠地區國民小學三年級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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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未滿五人者，得以較低年級學生補足報名參加。 

 報名辦法： 

1. 報名時間：至 102 年 3 月 31 日止。102 年 5 月 10 日前，將作品及參與繪本競賽簡

述送達本會。以郵戳為憑，逾期送件者，其作品不列入評選。 

2. 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link.urbani.org.tw/pbsign）。  

3. 報名時，需將全班在籍學生繕造名冊。 

 繪畫主題：「培養良好衛生習慣，促進身體健康」。 

 繪本製作： 

1. 紙張以 A4 之大小為原則，紙質、顏色不拘。 

2. 繪畫使用材料不限（水彩、蠟筆、彩色筆---皆可），亦可利用剪貼等多媒體材料，但



 

 

不得以電腦繪製列印。  

3. 每本繪本之畫作最少五幅（含五幅），並加封底、面（敘明製作者姓名）。 

4. 得 1 人獨立製作一本，得 2 人以上（最多 5 人） 合作製作一本 ，每位學生都應參

與製作。 

5. 每班參賽繪本最少二本。 

6. 畫作中得附文字或注音說明。 

 評選標準： 

1. 聘請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依下列權重比進行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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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30％ 

(3) 美觀—畫面生動、活潑、富美感，佔 30％ 

2. 評審方式、計分方法由評選委員會決定。 

 獎勵： 

每班繪本三本（含三本）以上者，除參加「團體組」（以班級為單位）之競賽外，其個別

繪本，並得參加「個別組」（以繪本為單位）之競賽；每班繪本未達三本者，僅以個別繪本參

加「個別組」之競賽。 

1. 「團體組」之競賽，綜合評審全班作品，擇優給獎如下： 

金牌獎：取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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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等值獎品乙份。 

銀牌獎：取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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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等值獎品乙份。 

銅牌獎：取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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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元等值獎品乙份。 

佳作獎：視參與競賽班級之多寡擇優取佳作若干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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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元等值獎品乙份。 

優  等：各縣市送件參加評選團隊，未入選上述團體各奬在 2 隊以上者，擇優取 1

名為優等，並頒予學校獎狀乙紙。 

2. 「個別組」之競賽，擇優給獎如下 

金牌獎：取一本，發給新台幣 5,000 元等值獎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學童獎狀乙紙。 

銀牌獎：取一本，發給新台幣 3,000 元等值獎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學童獎狀乙紙。  

銅牌獎：取一本，發給新台幣 2,000 元等值獎品乙份，每位參與製作學童獎狀乙紙。 

佳作獎：視參與競賽繪本之多寡擇優取佳作若干本，發給新台幣 500 元等值獎品乙



 

 

份，每位參與製作學童獎狀乙紙。 

 其他： 

1. 得獎名單，除於本會網站公開外，並刊登於本會會訊。 

2. 參加競賽作品，需要退件者，請於送件時，附掛號回郵信封，註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電話，否則，一律不退件。 

3. 團體組得獎者之獎品，本會擇期前往學校頒給，個

別組得獎者之獎品，由本會以郵寄送達。 

4. 參加競賽作品，請同意提供本會作為公益活動之用。 

5.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在本會網站隨時補充之。 

乙、 執行成果： 

     本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製作競賽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公告本會網站，截至 102 年 3 月 31 日為止。

計有 64 校報名，並於 5 月 10 日計有 52 校繳交 275 本作

品。由審查委員以兩個階段方式進行評選，結果得奬學校

名單如下： 

團體組 

 金牌獎：花蓮縣卓溪鄉  卓溪國小三年甲班 

 銀牌獎：嘉義縣六腳鄉  更寮國小三年甲班 

 銅牌獎：台南市佳里區  子龍國小三年甲班 

 優  等： 

花蓮縣秀林鄉   銅門國小三年甲班 

金門縣金城鎮   古城國小三年一班 

苗栗縣南庄鄉   蓬萊國小三年甲班 

澎湖縣馬公市   中正國小三年 3 班 

新北市林口區   瑞平國小三年甲班 

台南市安南區   長安國小三年丙班 

個別組 



 

 

 金牌獎：嘉義縣朴子市 

松梅國小 三年甲班  陳昱蓉製作之繪本 

 銀牌獎：台南市南化區   

南化國小 三年甲班  林羿汎及何惠鈺共同製作之繪本 

 銅牌獎：台南市鹽水區 

文昌國小 三年甲班  翁宜秀、莊矅菖、蔡佳宇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佳  作： 

花蓮縣卓溪鄉  卓溪國小 三年甲班  劉臻製作之繪本 

嘉義縣六腳鄉  更寮國小 三年甲班   

余映樺、吳成長、戴君翰、唐麗樺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劉乙靜、陳婷鈺、謝孟儒、林俊逸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金門縣金寧鄉  湖埔國小 三年 1 班  楊郁蓁、許淞堤、楊肅安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嘉義縣朴子市  松梅國小 三年甲班  陳頎翔製作之繪本 

台南市關廟區  文和國小 三年甲班  陳芊羽、陳芊綺、沈家渝等共同製作之繪本 

屏東縣春日鄉  春日國小 三年甲班  呂芷禕製作之繪本 

 

 

 

 

   



 

 

金牌獎-花蓮縣卓溪國小 銀牌獎-嘉義縣更寮國小 銅牌獎-台南市子龍國小 

金牌獎-嘉義縣松梅國小  銀牌獎-台南市南化國小  銅牌獎-台南市文昌國小  

團體組得獎作品 

   

個別組得獎作品 

 



 

 

(二)101 學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 

甲、 競賽辦法 

 目的： 

基於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因地理環境特殊，醫療資源相對不足，而疾病的預防首要促

進身體健康，才能節省醫療資源最佳方式，而正確之疾病預防觀念，更應從小培養，故本會

特舉辦「偏遠地區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活動，希望藉此加強學童衛生常識之教育

宣導，以使健康知能向下紮根。 

 執行方式： 

本計畫分兩階段執行，第一階段是以兩個月為一期，共四期的輔導評量，老師可配合本

會所訂定的期程，循序漸進的將十四種傳染病以及一般衛生常識教授給學童，然後依本會公

告的測試卷進行自我評量，瞭解教學成效，於四期輔導評量結束後，報名參加第二階段的測

試競賽，成績優良可獲得獎勵。 

第一階段—輔導評量 

一、辦理時程：自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4 月 30 日，共分四期，每期兩個月。 

二、辦理方式：採分期輔導教學，分期評量測試。 

三、輔導教學範圍：請就下列項目分期輔導教學 

期程 項目 

第一期（9、10 月） 流感、禽流感、新流感 

第二期（11、12 月） 一般衛生常識、肺結核、B 型肝炎 

第三期（1、2 月） 登革熱、愛滋病、紅眼症（急性結膜炎）、水痘 

第四期（3、4 月） SARS(含基金會)、腸病毒、頭蝨、疥瘡、恙蟲病 

1. 輔導教學項目內容可在本會網站（www.urbani.org.tw）之「題庫教學」、「衛

教園地」及 疾病管制局網站（www.cdc.gov.tw）之「傳染病介紹」取得。 

2. 本會將於每期期末（如第一期 10 月 25 日至 30 日），針對該期輔導教學項目製

作評量試卷公告於本會網站，參加學校自行下載供學童作答以評量其成效。 

第二階段—測試競賽： 



 

 

一、報名： 

1. 於 102 年 5 月 6 日至 5 月 20 日，由以下網址：link.urbani.org.tw/children 線

上報名，逾期未報名者不得參加。 

2. 每班學生在籍人數 5 人(含)以上，未達 5 人者，可以較低年級學生補足報名，在

籍學生應全部報名若有隱匿不報名者，經本會查證後取消競賽資格。 

3. 既經報名，除因特殊緣故確實無法到試者，應請假（檢附證明文件） 外，不宜

不到試，不到試者成績以零分計。 

4.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智能障礙），得出具證明，該生仍需參加測試，但成績得

免計入班級平均。 

二、測試時間及地點： 

1. 時間：預定於民國 102 年 6 月 26 日（三） 下午 1：30~2：00，若有更動將另

行通知。 

2. 地點：報名參加學校自行安排在本校之適當場所。 

三、測試方式： 

1. 採紙筆方式測試。 

2. 報名參加學校自行安排之場所，於測試前十分鐘集合全體學童於，由本會安排監

試老師實施測試。 

四、監試： 

1. 參賽學校報名時應指定監試老師一名。 

2. 本測試競賽之監試，本會將安排學校指定之監試老師，於測試當日交互到鄰近之

其他學校擔任。 

3. 學校指定之監試老師，如有更動，請事先報本會備查，測試當日臨時因故無法前

往監試者，學校應立即指派其他老師擔任，並通知本會知照，否則取消該校參賽

資格，並負被監試學校無人監試或延遲測試之責任。 

4. 監試老師應依本會規定程序監試。 

5. 監試老師，本會發給每人新台幣五百元之監試費用。 

 命題： 

一、第一階段—輔導評量： 

1. 輔導評量測試卷，依照各期程所指定之教學項目，參酌本會題庫及疾病管制局網

站之傳染病介紹命題。 

2. 題目以選擇題為原則。 

二、第二階段—測試競賽： 

1. 參酌各期輔導評量試卷（約 75%）、本會題庫及疾病管制局網站之傳染病介紹命題。 



 

 

2. 題目以選擇題（四選一）、簡答題及配對題為原則。 

 獎勵： 

測試競賽成績優勝班級，本會除頒給學校獎狀乙紙外，並可得下列之獎勵， 

第一名：取一名，全班每位到試學童及老師一人各得價值新台幣 2,000 元之獎品； 

第二名：取一名，全班每位到試學童及老師一人各得價值新台幣 1,500 元之獎品； 

第三名：取一至二名，全班每位到試學童及老師一人各得價值新台幣 1,000 元之獎品； 

佳  作：取若干名，全班每位到試學童及老師一人各得紀念品乙份。 

     一縣市參加測試競賽，未入選上述名次及佳作之班級數在三班以上者，擇優取若干

名，視同佳作敘獎。 

乙、 執行成果 

本測試競賽除函請各縣市教育局處轉知

所轄偏遠地區國小報名參加外，於 5 月 6 日公

告本會網站，截至 5 月 24 日止計有 54 校 56

班報名，經審核符合參與競賽有 45 校 47 班，

依計畫規定於 6 月 26 日下午 1：30~2：00

統一舉行測試。 

經評分後得獎學校名次如下： 

第一名：彰化縣芬園鄉 文德國小。     

第二名：彰化縣埔心鄉 羅厝國小。 

第三名：台南市仁德區 依仁國小。 

佳  作：屏東縣泰武鄉武潭國小、苗栗縣通宵鎮南和小學、桃園縣大溪鎮中興小學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國小、臺東縣海端鄉加拿小學、澎湖縣七美鄉七美國小 

第一、二名得獎學校之獎品及獎狀，分別由執行長於 9 月 5 日親自至該校頒發，第

三名於 9 月 6 月派員前往頒發。 

 

 

 



 

 

   

 

(三)偏遠地區學校護理人員傳染病防治研習 

 目的： 

學校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團體，由於學生人數眾多，彼此接觸密切，傳染病流行的風險

相對性高，一旦有傳染病就可能會發生交互感染之群聚現象，校護是校園健康把關的重

要推手。為增進校護對傳染病防治、監測、流行、疑似群聚處理及通報流程等有更深的

認識。本研習分北、中、南、東四區，一年兩區分區辦理「偏遠地區校護傳染病防治研

習」，希望藉此提升對傳染病重視並加強宣導，以減少及降低校園傳染病群聚事件發生。 

 執行情形： 

本年度「偏遠地區學校護理人員傳染病防治研習會」於東區及北區分別舉辦，包含

臺東縣、花蓮縣、宜蘭縣及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等縣市之偏遠地區國小

校護皆得分區報名參加。 

7月25、26日首先由疾病管制署與

本會共同主辦，假臺東縣農會東遊季溫

泉渡假村舉行。原定開放50位校護參

加，但在額滿後，仍有多位校護表示參

加意願，經考量東部地區教學資源較缺

乏，並在預算許可下，增額至60名。此

次研習會除聘請疾病管制署、臺東縣衛

生局及花蓮慈濟醫院醫師，講授校園藥

物濫用及性病防治、疫苗接種、校園傳

染病及H7N9等課程外，恰逢絕跡半世

紀的狂犬病病毒於臺東縣現身，故額外

加入狂犬病防制課程，教導校護相關應

變措施。 

接著，於8月22、23日假新北市

翰品酒店，由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與本會

共同辦理。此次會議碰巧遇到該局同時

舉辦預防接種教育訓練，經與該局協調



 

 

後，同意將期訓練納入本會研習課程中，惟仍有部分校護不及報名，故共計38名參與。

課程聘請該局、台北馬偕醫院醫師及疾病管制署，除就校園事件與危機管理、傳染病防

治及狂犬病現況講習外，與會人員分為三組，針對腸病毒聚集事件進行演習。 

 



 

 

(四)102 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辦法 

甲、 競賽辦法 

 目的 

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因地理環境特殊，醫療資源相對不足，而對外交通不便，醫療服

務無法滿足當地民眾的需求，本會深感唯有預防疾病是減少使用醫療資源最佳方式，而洗手

確實可以有效預防疾病，故特舉辦「偏遠地區學童唱遊競賽」，以「洗手」為主題，希望藉

此促使學童養成洗手之好習慣，以達減少疫病，促進健康向下紮根之效。 

 防疫唱遊競賽主題：洗手 

主題意義： 

    人有一雙萬能的手，為我們做很多工作，也因此有機會被細菌或病毒污染了，這時如果

沒有把手清洗乾淨，就拿東西吃或摸眼睛、嘴巴、鼻孔，細菌或病毒就會從眼睛、嘴巴或鼻

子，跑到我們身體裡面去而引發疾病。所以，我們一定要養成隨時洗手的好習慣，才能減免

感染疾病。而洗手要依照「濕、搓、沖、捧、擦」五個步驟，特別在第二步驟，要雙手手心、

手背、手掌、手指互相搓揉 20 秒鐘以上，才能清洗乾淨。 

 參加資格 

1. 偏遠地區國民小學（依教育部公告）二年級學童。 

2. 以班級為單位報名，全班學生均應參加。 

3. 全班學生在籍人數應在 5 人(含)以上；未滿 5 人者，得以一年級學生補足報名參加。 

4. 一所學校限一個班級報名參加。 

 報名辦法 

1. 時間：即日起至 102 年 10 月 15 日止。 



 

 

2. 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www.urbani.org.tw）。 

 比賽方式 

1. 每班限歌唱表演兩首歌曲，分別為指定曲及自選曲各一首，每首歌曲得重覆歌唱，

實際表演時間 1~2 分鐘為原則。 

2. 指定曲：「我會洗手」，詞、曲依原作，表演動作得自行創作。 

       (指定曲正與日商倍樂生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協商中，於 9月 20日公布本會網站) 

3. 自選曲：歌曲得自選或自行創作，歌詞與表演動作須以「洗手」為主題，師生共同

創作。 

4. 學童唱遊，得由老師帶動一起歌舞。 

5. 歌詞得以國、台、客、原住民…等各種不同語言唱出。 

6. 報名之全班同學，都要參加一起唱遊。 

7. 請參加學校自行安排場地表演，並將學童唱遊表演實景（含指定曲及自選曲），錄

音並錄影儲存於光碟片，寄達本會參與競賽。 

8. 參賽影片未曾在任何競賽中獲獎。 

 送件 

1. 參加競賽班級請於 102 年 11 月 30 日前，將「光碟片」及「防疫唱遊競賽送件表」

(如附件)送逹本會參加評審。 

2. 光碟影片解析度至少 720X480pixel 以上，影像檔案類型為 wmv 或 mpg。 

 評選 

1. 組成評選委員會進行評審。 

2. 評選標準如下： 

(1) 歌舞內容要符合「唱遊主題」意旨：佔 30％ 



 

 

(2) 歌舞要有創意、有思考：佔 30％ 

(3) 歌舞要生動、活潑、悅耳、動聽：佔 40％ 

3. 評審方式、計分方法由評選委員會決定。 

 獎勵 

1. 優勝獎 

送件參加評選班級數 25 班以上擇優取 3 名；15 班以上取 2 名；8 班以上取 1 名，

獎勵如下：  

(1) 第一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幣

1,500 元等值獎品乙份。 

(2) 第二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幣

1,200 元等值獎品乙份。 

(3) 第三名：取 1 或 2 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各新台

幣 1,000 元等值獎品乙份。 

(4) 佳  作：視參加班級數取若干名，並頒予學校獎狀乙紙，每位參加學童及指導老

師一人各贈紀念品乙份。 

2. 特別獎 

(1) 送件參加評選 7 班以下時，改為表演賽，發給各班獎勵狀乙紙，每位 參加學童

及指導老師一人紀念品乙份。 

(2) 各縣市送件參加評選，未入選上述優勝獎在 2 班以上者，擇優取 1 名，發給學校

獎勵狀乙紙，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紀念品乙份。 

(3) 各校曾參加本會舉辦各項競賽三項次以上(本年度舉辦者除外)，並均未曾入選優

勝獎者，發給學校獎勵狀乙紙，參加學童及指導老師一人紀念品乙份。 



 

 

以上三項擇一給獎 

3. 上述榮獲優勝獎之學校，除刊登本會會訊外，本會將專函建請所屬縣、市政府主管教

育單位另予敘獎。 

 其他 

1. 參賽作品必需同意授權本會作為推廣公益宣導活動無償使用，並得修改、重製、公開

播放、傳輸及展示，不另通知。 

2.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在本會網站隨時補充之。 

乙、 執行成果： 

本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於 102 年 9 月 4 日公告本會網站，截至 10 月 15

日為止，共 21 所學校報名，並於 11 月 30 日止收到 14 所學校的作品。由審查委員以兩個階

段方式進行評選，得奬學校名單如下： 

優勝獎 

 第一名：新北市三峽區 有木國小 

 第二名：台南市仁德區 依仁國小 

 佳  作：苗栗縣大湖鄉 栗林國小 

特別獎 

 彰化縣芳苑鄉 新寶國小 

 高雄市桃園區 寶山國小 

 台南市鹽水區 文昌國小 

 澎湖縣七美鄉 雙湖國小 

第一名得獎學校之獎品及獎狀，於 103 年 1 月派員前往頒發，第二名由執行長於 12 月

30 日親自至該校頒發。 



 

 

 

 

 

 

 

 

第一名：新北市三峽區 有木國小 



 

 

 

 

 

 

 

 

 

(五)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疫戲劇表演競賽辦法 

甲、競賽報法 

 計畫緣起 

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因地理環境特殊，醫療資源相對不足，而對外交通不便，醫療服

務無法滿足當地民眾的需求。本會深感預防疾病是減少使用醫療資源最佳方式，而預防傳染

病的感染，可促進身體健康，這種觀念應從小培養，故特舉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戲劇表演

競賽」，希望藉此加強學童對防治傳染病之認識，減少疫病，以達保健向下紮根之效。 

 戲劇主題：『 好可怕的狂犬病』  

人類感染狂犬病毒，一旦發病，無藥可治，死亡率百分百。 

狂犬病在台灣曾於民國 40 年代流行，民國 50 年以後的 52 年期間，台灣不再有任何本

土病例發生，是世界少數非疫區之一。但在今年 7 月，我國農政主管機關發現三隻鼬獾感染

狂犬病毒，以後又在各地陸續發現確診病例。狂犬病毒可以存在於狗、貓等許多溫血類動物

身上，到目前為止，所發現病例，除一例是錢鼠之外，其他都是鼬獾。 

鼬獾臉似國劇臉譜，又叫「花臉貍」，嘴似豬鼻，又叫「小豚貓」，鼠蹊有臭腺又稱「臭

貍」，在台灣鼬獾主要棲居於低、中海拔山區之原始闊葉林、灌叢區及開墾地，白天躲藏於

樹洞、土洞或岩洞內休息，日落黃昏後始外出覓食。 

第二名：台南市仁德區 依仁國小 



 

 

狂犬病雖然可怕，但也不必過份驚慌，因為只要防範得宜，要避免受到感染，並不困難。 

 參加對象 

全國山地、離島、偏遠地區國民小學(依教育部公告)四年級學生。 

 參加人數 

由各校四年級及其他班級學生、以學校名義組團參加，一校限一團，全團人數以 10 人

至 20 人（得含老師 1 人）為原則，每位團員都要參與演出。 

 演出內容及時間 

1. 演出劇名：需融入本會所定「好可怕的狂犬病」之主題意涵。    

2. 演出內容：由老師帶領學生共同創作為原則，故事內容、劇情可就地取材，以真實的

事例或以創意之故事為內容編撰演出皆可。    

3. 演出時間：  

劇情演出時間以 5 分鐘以上為原則。  

 報名辦法 

1. 時間：即日起至 102 年 10 月 20 日止。 

2. 方式：請至本會網站(www.urbani.org.tw)報名。 

 競賽方式 

1. 戲劇形式不限，但戲劇內容需與本競賽主題相符，場景及服裝應儘量儉樸。 

2. 各團自行安排場地表演，表演時進行錄影、錄音在光碟上，然後將光碟片於規定送件

時間前送達本會參加評比。 

3. 錄影光碟，限 DVD 播放機可使用的規格（DVD-R），其解析度 1280×720 以上的

mp4 檔，若播放器無法開啟則視同棄權。 



 

 

4. 錄影片不得剪輯、做效果，採一鏡到底。 

 送件 

限 102 年 12 月 15 日前，各校將演出之「光碟片」、「送件表」、「憑證」、「存摺影本」送

達本會，郵戳為憑，逾期送件者，其作品不列入評選。 

 評選標準 

1. 聘請專家組成評選小組，依下列權重比進行評審。 

(1) 內容要符合「戲劇主題」意旨：佔 30％ 

(2) 要有創意、有思考：佔 30％   

(3) 要生動、活潑、有情趣：佔 40％  

2. 評審方式、計分方法由評選小組決定。 

 費用補助 

1. 為鼓勵各校組團參加，並減輕學校負擔，凡報名並依規定送件者，每團補助壹千元製

作道具用品費用。 

2. 報名學校，經本會審查符合參加資格者（於報名後一週內，本會將在線上核復），得

自行選購道具用品，索取合法憑證(電子發票需敘明本會統編：99175001)，併同銀

行存摺封面影本，於光碟片送件時，一起送交本會，以便本會將補助款匯入，完成撥

款手續。 

 獎勵 

1. 優勝獎 

送件參加評選團數 25 團以上擇優取 3 名、15 團以上取 2 名、8 團以上取 1 名，獎勵

如下：  



 

 

(1) 第一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團員每人新臺幣壹千五百元獎品。 

(2) 第二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團員每人新臺幣壹千二百元獎品。 

(3) 第三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團員每人新臺幣壹千元獎品。 

(4) 佳  作：視參加評選團數，擇優取若干名，每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團員每人紀念

品一份。 

2. 特別獎 

(1) 送件參加評選團數 7 團以下時，改為表演賽，發給各團獎勵狀乙紙， 團員每人紀念

品一份。 

(2) 各縣市送件參加評選團隊，未入選上述優勝獎在 2 隊以上者，擇優取 1 名，發給學

校獎勵狀乙紙，團員每人紀念品一份。 

(3) 各校曾參加本會舉辦各項競賽三項次以上(本年度舉辦者除外)，且均未曾入選優勝獎

者，發給學校獎勵狀乙紙，團員每人紀念品一份。 

以上三項擇一頒給。 

3. 上述榮獲優勝獎之學校，除刊登本會會訊外，本會將專函建請所屬縣、市政府主管教

育單位另予敘獎。 

 作品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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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如有未盡事宜，隨時於本會網站（www.urbani.org.tw）中補充。 

乙、執行成果： 



 

 

本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於 102 年 9 月 4 日公告本會網站，並於 12 月 15

日收件截止，計有 5 團送件。依規定 7 團以下改為表演賽，發給各團獎勵狀乙紙， 團員每

人紀念品一份。 



 

 

二、社區防疫 

(一)全國國民中學學生愛滋防治戲劇表演競賽計畫 

甲、 競賽計畫 

 目的： 

根據統計，國人感染愛滋病毒累積通報人數達兩萬四千七百多人，其中15歲到24歲的

年輕人有四千多人，超過五成是近五年內通報，九成以上是經由不安全性行為感染的，足見

愛滋年輕化問題日趨嚴重。愛滋病是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的簡稱，是由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所引起，一旦不幸感染，會破壞人體原有的免疫系統，使抵抗力降低，喪失消滅細菌、

病毒、黴菌、原蟲等致病源的能力，在體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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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費用昂貴，不治療死亡率很高的傳染病。因此

特舉辦本競賽，希望藉此促使學校對愛滋病防治的重視並加強衛生教育宣導，以避免青少年

誤入歧途而受到感染。 

今年首次舉辦，參賽者透過肢體動作及語言表達，以舞台劇、話劇等劇情演出，使每位

學生藉由表演瞭解愛滋病毒傳染途徑及其重要性。 

 參加對象：全國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 

 戲劇主題：「愛滋、愛滋、我不要」。 

 演出內容及時間： 

1. 演出劇情：需融入本會所定「愛滋、愛滋、我不要」之主題意涵。 

2. 演出內容：由老師指導學生共同創作為原則，故事內容、劇情可就地取材， 以真實

的事例或以創意之故事為內容編撰皆可。 

3. 表演時間以 10 至 15 分鐘為原則。 

 參加人數： 

由各校學生以學校名義組團報名參加，一校一團為限，全團人數限 10 人以上 25 人以下，

團員都要實際參與演出。 

 報名時間及辦法：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2 年 08 月 31 日止。 

2. 報名方式： 



 

 

(1) 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一)於報名截止日前郵寄（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83號16樓）。 

(2) E-mail （urbani@urbani.org.tw）或傳真（02-23568257）至財團法人歐巴

尼紀念基金會。 

3. 報名參加學生，於實際演出時得略作調整，但仍需符合「參加資格、人數」之規定。 

 競賽方式： 

1. 戲劇形式不限，但戲劇內容需與本競賽戲劇主題相符，場景及服裝 應儘量儉樸。 

2. 各團自行安排場地表演，表演時進行錄影、錄音在光碟上，然後將 光碟片於規定送

件期限前送達本會參加評比。 

3. 錄影光碟，限 DVD 播放機可使用的規格（DVD-R），其解析度 1280×720 以上 mp4

檔，若播放器無法開啟則視同棄權。 

4. 錄影片不得剪輯、做效果，採一鏡到底。 

 送件 ： 

    限 102 年 10 月 31 日前，各校將表演錄製之「光碟片」、「送件表(如附件二)」  送達財

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以郵戳為憑，逾期送件者，其作品不列入評選。 

 評選標準： 

1. 聘請專家組成評選小組，依下列權重比進行評審。 

(1) 內容要符合「戲劇主題」意旨：佔 30％ 

(2) 要有創意、有思考：佔 30％  

(3) 要生動、活潑、有情趣：佔 40％  

2. 評審方式、計分方法由評選小組決定。 

 獎勵： 

1. 送件參加評選團數 25 團以上擇優取 3 名、15 團以上取 2 名、8 團以上取 1 名，獎

勵如下：（7 團以下改為表演賽，發給每位團員紀念品一份）    

第一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指導老師一人及團員每人新臺幣 1,500 元獎品。 

第二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指導老師一人及團員每人新臺幣 1,200 元獎品。  

第三名：取 1 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指導老師一人及團員每人新臺幣 1,000 獎品。 

佳  作：參加團數 30 團以上，取若干名，每名頒予學校獎狀乙紙、指導老師一人及



 

 

團員每人紀念品一份。 

2. 上述獲獎之學校，除刊登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會會訊外，將專函建請所屬縣、

市政府主管教育單位敘獎。 

 作品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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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執行成果： 

本會於收件後，經組成評選委員會，分初選及決選二個階段進行評選，於 11 月 15 日將

評選結果公布於本會網站，得獎學校如下： 

第一名：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 

第二名：彰化縣立社頭國民中學 

第一名得獎學校之獎品及獎狀，由執行長於 12 月 30 日親自至該校頒發，第二名將於 103

年 1 月派員前往頒發。 

 

 

 

 

 

 

(二)建構山地鄉原住民肺結核衛生教育推廣計畫 

甲、 計畫要點 

 目的： 



 

 

山地鄉因地理環境特殊，醫療資源相對不足，對外交通不便，為能解決原住民族群在結

核病上的「健康不等」現象及在不同原住民族的肺結核患者有哪些因素造成中斷醫囑的行

為，是需要研究與評估的，並建立一個專屬機制。為提昇原住民族群對結核病的認知，

故與台北科技大學合作就其完成之原住民母語録製肺結核衛教資料，共同建構「山

地鄉原住民肺結核病患照護模式衛生教育推廣」計畫，期能將防治工作融入原住民生活文

化，以達宣導之目的。 

 研究方法： 

1. 教育推廣：開發與推廣原住民文化融入結核病公共衛生教育教材。 

2. 建立原住民鄉與原住民肺結核病患治療照護機制。 

乙、 執行成果： 

1. 應用阿美族、排灣族、泰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布農族等六種語言分別製作「勇

士大戰吐伯大王-結核病衛生教育動畫光碟影片」作為教育廣教材。 

2. 原住民文化融入結核病公共衛生教育母語教材，建構肺結核課程，預防保健認識傳

染、症狀篩檢、治療保護等四個主題架構，作為互動式教材內容的大綱。 

3. 利用種子教師方式，用原住民語言與文化進行結核病公共衛生教學，提供原住民肺結核

病患更深刻的肺結核基礎教育，藉由這樣的教育，協助第一線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的衛

生工作者與當地的原住民病患溝通，普及到原住民鄉鎮民眾與中小學生，讓其了解結核

病的成因與預防，同時配合禮品運用，提高結核病患遵從醫囑性，以利完成治療。 

 



 

 

(三)「SARS 十周年紀念」活動 

針對各單位邀請參與「SARS 十周年紀念」各項

活動如下： 

一、1 月 1 日與希望基金會假圓山舉辦「元旦

萬人健走」，設置宣導攤位，並製作活動看版等，分

發與會貴賓《回首 SARS》20 套及贈送兒童抗菌旋

轉色鉛筆盒 450 份，以提醒全民防疫動員。 

二、3 月 28 日參與北醫舉辦「歐巴尼醫師紀念追思會」，並致贈套書《回首 SARS》20 套予與

會人員。 

三、3 月 29 日與高雄醫學大學共同主辦「SARS 十周

年之回顧與紀念歐巴尼醫師研討會」，補助經費

82,600 元整，並贈送套書《回首 SARS》共 10 套

作為徵文比賽得獎者之禮品。 

四、3 月 31 日與希望基金會合作，假陽明大學舉辦

「抗疫健走」活動，分發完成健走套書《回首 SARS》266 套及兒童抗菌旋轉色鉛筆盒 215

份。 

五、贈送「卡羅．歐巴尼醫師傳奇」：台灣大學 131

本、慈濟大學 25 本、輔仁大學 50 本、長庚大學

104 本、馬偕醫學院 50 本、高雄醫學大學 200

本、中山醫學院 150 本、陽明大學 130 本及成

功大學 77 本等計 917 本，提供全國醫學院新生



 

 

通識教學教材使用。 

三、防疫救助服務 

補助因「因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致死亡或身心障礙者」之子女教育補助費，

本會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即主動通知並受理申請學雜費之教育補助。 

101 學年度上、下學期之教育費用補助，分別有 3 戶提出申請，補助新台幣上學期合計

104,617 元、下學期合計 96,667 元，總計補助 201,284 元。 

申請者 補助對象 就讀學校 補助金額（元） 

101 學年度下學期 

盧○生 盧○-女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三年級 69,268 

蔡陳○綉 蔡○如-女 
佛光大學三年級 

26,399 

李○忠 李○祖-子 
私立南華高級中學三年級 

8,950 

102 學年度上學期 

盧○生 盧○-女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四年級 

70,268 

蔡陳○綉 蔡○如-女 
佛光大學四年級 

26,399 

   合計 201,284 元 

 



 

 

四、疫情交流與合作 

(一)赴中國進行「H7N9 禽流感傳播模式與流行病學」交流 

為瞭解中國大陸 H7N9 禽流感疫情現況，藉由本會協助，

於 102 年 5 月 1 日至 4 日安排國家衛生研究院人員前往北京進

行禽流感疫情現況交流及參訪，單位如下： 

5 月 2 日由預防醫學會邀集中國疾控中心（CDC）首席流

病專家楊維中副主任、北京疾控中心感染病地方控制所王全意

所長及北京地壇醫院感染科盧聯合主任等，就 H7N9 的感染

源、家禽市場政策、病毒在候鳥及各類禽類的感染監測、病人

的臨床表現、實驗室各項檢查變化、抗病毒藥物治療、病毒學、

疫苗研發等，以及今年冬天可能的疫情演變等議題進行深入討

論。 

目前 H7N9 疫情最詭異的是感染源仍撲朔迷離，但由於上

海、北京等早已關閉活禽市場政策後，這些地方的新病例已減

少，顯見市場活禽是重要感染源之一。 

5 月 3 日參觀了新興感染症收治醫院-北京地壇醫院，這是

北京最具現代化的隔離措施及防護與治療設備醫院。 

會後執行長致贈中國疾控中心、北京疾控中心及地壇醫院

感謝狀各乙幀，以表謝意。   



 

 

(二)海峽兩岸結核病防控機制暨疫苗研發合作座談會 

隨著各種新興傳染病出現外，結核病在目前是全球

性的慢性傳染病，尤其是在兩岸間往來頻率大幅提高，

傳染性肺結核，以及全球愛滋病患併發之結核病盛行率

有增加趨勢下，整個防疫工作獲得各界重視。中國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希望透過座談會機制，與本會、衛生防疫及疫苗研發單位等專家進行意見交

流，以作為後續合作發展之基礎。在本會協助安排下由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成詩明率 7 位專家於 6 月 16 日至 21

日來台參加座談並參訪，行程如下： 

6 月 17 日與國家衛生研究院舉行「結核病防控機

制暨疫苗研發合作」座談會。 

6 月 18 日至南投縣漁池鄉衛生所進行「結核病十

年減半防治成效」交流及參訪。 

6 月 19 日上午至衛生福利部台南胸腔醫院進行「多

重抗藥性結核病人醫療照護成效」，下午與台南市政府

衛生局進行「結核病疫情及防治作為」等進行交流。 

會後，執行長分別致贈感謝狀乙幀，以表各單位的

支持與參與。 

 

 

 



 

 

(三)「海峽兩岸免疫預防策略研討會」 

     海峽兩岸在傳染病的預防及控制上，因地理位置與環境不同，而面臨不同的危機及挑 

戰，但也因此擁有當地獨特的防疫經驗，值得彼此參考與學習。近來，隨著各種新興傳染病 出

現，防疫工作獲得各界重視，因此舉辦「海

兩岸免疫預防策略研討會」，希望藉此邀請

大陸各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之專家來台，針 

對免疫預防工作等相關議題，與我國專業人 

員進行意見與實務經驗之交換，藉由資訊平 

台交流，提升彼此在該領域上的水準。 

     在本會與中國中華預防醫學會籌劃及

安排下，於 7 月 10 日及 11 日假圓山飯店舉行「海峽兩岸免疫預防策略研討會」，由本會許

國雄執行長、中華預防醫學會李軍主任及中國疾控中心楊維中副主任共同主持，研討主題以

H7N9 禽流感及流感監測防控策略、老人侵襲性

肺炎鏈球菌感染流行病學調查、麻疹流行病學

等防控策略及 IPV 及多價混合疫苗在小兒麻痺

防控應用，並就大陸預防接種資訊化建設和管

理及我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進行討論。與

會代表中國各省疾控中心、衛生廳主任、所長

及香港衛生署防護中心高級醫師外，我國疾病

管制局專責單位組長、簡任技正、科長及同仁等

蒞會指導。 



 

 

研討會議程表： 

日期及時間 會議內容 

7 

月 

10 

日 

8:00-8:30 報到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中華預防醫學會 

8:30-8:50 開幕式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許國雄 執行長 

中華預防醫學會科技服務部 李軍主任 

中國疾控中心     楊維中 副主任 

時間 議題 單位 主持人 

8:50-10:10 第一場  專題演講 

8:50-9:30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 
中國疾控中心 

楊維中副主任 王華慶 

許國雄 
9:30-10:10 流感監測及防控策略 

臺灣疾病管制局 

林育如科長 

10:10-10:40 全體與會人員大合照  &  coffee break 

10:40-12:30 第二場 

10:40-11:10 中國免疫規劃實施進展 

中國疾控中心 

免疫規劃中心 

王華慶副主任 

許國雄 

徐愛強 

11:10-11:40 
老人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 

流行病學調查及防治策略 

臺灣疾病管制局 

王恩慈科長 

11:40-12:10 
水痘疫苗納入“香港兒童 

免疫接種計畫" 

香港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 

陳煒雲高級醫師 

12:10-12:40 流感疫苗開發的新進展 
賽諾菲巴斯德 

舒儉德博士 

12:40-13:00 綜合討論 

  午  餐 

7 

月 

11 

日 

8:30-11:05 第三場 

8:30-9:00 
IPV 及多價混合疫苗在 

小兒麻痹防控應用 

臺灣疾病管制局 

張秀芳技正 

許國雄 

李  慧 

9:00-9:30 麻疹流行病學和防控 
廣東省疾控中心 

鄧惠鴻副主任 

9:30-10:00 急性腦炎腦膜炎監測 

中國疾控中心 

免疫規劃中心 

李藝星研究員 

10:00-10:30 綜合討論 

10:30-11:00 coffee break 

11:00-11:30 預防接種資訊化建設和管理 
江蘇省疾控中心 

羊海濤副主任 

許國雄 

楊維中 
11:30-12:00 臺灣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概況 

臺灣疾病管制局 

王秉誠專家 

12:00-12:30 疫苗接種流程交流 

12:30-12:50 研討會總結 

  午  餐 



 

 

(四)國際專家研討流感病毒感染與防治策略 

102 年 3 月，大陸發現首例 H7N9 禽流感以來，海峽兩岸在傳染病預防與控制上，面臨

不同的危機與挑戰，至今感染源仍撲朔迷離，除在上海、北京等關閉活禽市場政策後，這些

地方的新病例已減少，顯見市場活禽是重要感染源之一。 

近一兩個月確診病例雖有減少，但 10 月 15 日及 10 月 23 日，在浙江省紹興縣與鄰近的

嘉興市，連續發現兩個新病例，11 月 5 日廣東省也發現一個新病例，顯示 H7N9 禽流感病

毒，持續存在環境中，H7N9 禽流感威脅仍未解除，中國大陸累計至今共有 137 名確診病例，

分布於 10 省 2 市，其中已知 45 名個案死亡。國內除一境外病例外，迄未發現病例。流行病

學專家們擔心的是，今年冬天候鳥自西伯利亞南遷來臺時，大陸江浙沿海為中繼棲息站之一，

候鳥可能攜帶 H7N9 禽流感病毒，傳染給本地野鳥及家禽，屆時將嚴重考驗台灣衛生農政單

位的防治能力。 

本會由李慶雲兒童感染暨疫苗發展醫學文教基金會、謝維銓教授感染醫學

文教基金會發起主辦，本會等單位協辦，邀請國際流行病學專家與會。 

時間：2013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9：00~17：00 

地點：遠東國際大飯店 B1 怡東園 (台北市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1 號) 

主辦單位：李慶雲兒童感染暨疫苗發展醫學文教基金會、謝維銓教授感染醫

學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台灣感染症醫學會、國家衛生研究院、財

團法人歐巴尼 

           紀念基金會、中國中華預防醫學會、羅氏大藥廠 

 

Time Title 

09:00 - 09:30 Registration 

09:30 - 09:40 

Opening Remarks & Introduction  

Chin-Yun Lee(李慶雲), Honorary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Feng-Yee Chang (張峰義), Director,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Session A.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Policy  



 

 

Moderator  Tzou-Yien Lin (林奏延), Political Deputy Minister,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09:40 - 10:10 

Laboratory surveillance of Influenza and respiratory infections 

Shin-Ru Shih(施信如), Department of Medical Bio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Science, CGU  

10:10 - 10:40 

Keynote speech I 

Virology, transmission, and epidemiology of H7N9 

Malik Peiri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0:40 - 11:10 

Control policy of seasonal and pandemic influenza in Taiwan  

Cynthia, Chin-Hui, Yang (楊靖慧)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aiwan)  

11:10 - 11:30 Section A Discussion 

11:30 - 12:30 Lunch 

Session B. Clinical management and antiviral use  

Moderator   Shan-Chwen Chang (張上淳), Dean,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2:30 - 13:00 

Keynote speech II  

Human Infection with Avian Influenza A(H7N9) Virus: Situation and Response 

Zhongjie Li(李中杰),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hina  

13:00 - 13:30 
Human Infection with Avian Influenza A(H7N9) Virus: Situation and Response 

Xingwang Li(李兴旺), Beijing Ditan Hospital, China 

13:30 - 14:00 
China experience on H7N9 infection 

Ivan Hung, Queen Mary Hospital,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4:00 - 14:20 
Taiwan experience on H7N9 infection 

Jann-Tay Wang(王振泰),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14:20 - 14:50 

Keynote speech III  

Flu management and antiviral drugs preparation: Global Perspective 

Stephen Toovey, Royal Free and University College Medical  School, London, UK  

14:50 - 15:20 
Flu management and antiviral use: Taiwan Local experience 

Yhu-Chering Huang (黃玉成), director of infection, Chang Gung Children's Hospital 

15:20 - 15:40 Section B Discussion 

15:40 - 16:00 Coffee Break 

Session C. Vaccine policy and development  

Moderator  Ih-Jen Su (蘇益仁), Direct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Vaccinology,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Taiwan( NHRI) 

16:00 - 16:30 

Continuing H5N1 & H7N9 evolution and vaccine development 

Min-Shi Lee (李敏西),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Vaccinology,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Taiwan( NHRI) 

16:30 - 17:00 
Adverse events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and risk communication  

Wan-Ting, Huang (黃婉婷),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17:00 - 17:30 

Round Table Discussion: Li-Min Huang (黃立民),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strategy, preparedness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of the coming seasonal and pandemic 

http://rcevi.cgu.edu.tw/files/13-1065-12430.php?Lang=zh-tw
http://www.airiti.com/CEPS/ec/ecjnlSearchResult.aspx?st=a&sc=a&sk=%e9%bb%83%e7%8e%89%e6%88%90&so=t&sl=all&sat=all&sdo=all&pg_size=20&sys=&sms=&sye=&sme=&st1=&st2=&st3=&sf1=&sf2=&sf3=&sc1=&sc2=&smode=&dtype=1&sysid=1&sysl=CH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cdc+%E9%BB%83%E5%A9%89%E5%A9%B7&source=web&cd=1&cad=rja&ved=0CC4QFjAA&url=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cdc.huangwt&ei=GJ8QUrC8M8jkkQWlmYBA&usg=AFQjCNHJPjXnTWZR5aRcFiPhTeX1HjtWkA


 

 

influenza in Taiwan  



 

 

(五)2013 年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會 

本會自 2004 年起即拓展與大陸中華預防醫學會進行互訪，在雙方共同合作下，每年輪

流定期召開「海峽兩岸傳染病防治研討會」，扮演著協助兩岸防疫交流的角色。 

今年輪由大陸主辦，在大陸中華預防醫學會秘書長蔡纪明聯繫下於中國疾控中心（CDC）

召開。由本會董事長張上淳率隊，包括台大醫院感染科醫師洪健清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疫情中心楊祥麟科長、愛滋及結核病組科長許建邦及整備組科長林育如等 7 人，於 11 月 24

日晚上抵達北京。隔日一早即前往昌平中國疾控中心，特別邀請中國疾控中心（CDC）副主

任高福、應急中心副主任李群、綜合辦主任孫輝、愛滋病及結核病主任劉中夫、逄宇及國際

處官員胡靜然及王曉寧等共 16 人進行會議。 

會議除愛滋病毒感染及結核病防控、愛滋病毒感染防治技術合作、緊急應變資訊交流技

術合作等三大議題進行深入研討，就愛滋病毒感染者個案管理成果分析、結核病標準診治流

程、傳染病緊急應變機智分享及交流外，同時就 H7N9 禽流感的感染源、傳染病途徑、防治

作為及不明原因應急作業管理信息建立、管理及風險溝通作業評估等進行交流，並對未來兩

岸防疫合作達成下列共識： 

1. 建立傳染病防治聯繫窗口：一旦發生重大疫情或引發民眾高度關注之媒體疫情，立即

先向對方窗口查證，並確保資訊成功送達。 

2. 重大事件之緊急查證以窗口電話直接聯繫，掌握時效。 

3. 疫情交換應於對外揭露前 ( 或同時 ) 完成，以利雙方採取適當配套或防疫作為。 

會後由本會致贈感謝狀乙幀，隨即參觀傳染病防治所，由實驗室負責人就實驗室各項檢

查流程及變化、儀器設備、媒介生物質量分析及統

維護管理等深入地介紹。 



 

 

原訂一個小時半進行「海峽兩岸衛生產業合作機制探討」，臨時改變議程至北京地壇醫院

參訪，院長張永利親自接待，並由副院長介紹醫院歷史背景及結構設置外，並對今年 3 月份

首例 H7N9 禽流感確診病例、治療過程及感染源、是否有人傳人的證據等詳細介紹，會後並

參觀收治新興感染症的隔離病房的防護與治療設備。  

11 月 26 日由北京搭機轉至青島，27 日正式拜

訪青島疾控中心，了解疾控中心對於密集機構如學

校及老人院傳染病監測及結核病患防控及用藥，並

參觀監測系統及實驗室運作模式。 

 



 

 

 

會議時間：2013 年 11 月 25 日 9:00-17:00      會議地點：中國疾控中心（北京） 

與會單位：中華預防醫學學會：王隴德會長 、蔡紀明秘書長、王芃研究員 

          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張上淳董事長、許國雄執行長、王美莉專員 

衛生褔利部疾病管制署：楊祥麟科長、林育如科長、許建邦科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洪健清醫師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高福、李群、孫輝、逄宇、劉中夫、胡靜然、王曉寧 

主持人：中華預防醫學學會         王隴德會長 

        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 張上淳董事長 

9:00-9:20 主持人致詞 

9:20-10:00 愛滋病及結核病防控研討 

  中國結核病防控現況（逄宇） 

 衛生褔利部疾病管制署（許建邦） 

10:00-10:30 愛滋病防治技術合作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洪健清） 

 中國愛滋病防治工作概況（劉中夫） 

10:30-10:40 coffee break 

10:40-11:10 緊急應變資訊交流及技術合作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衛生應急工作介紹（李群） 

 衛生褔利部疾病管制署（楊祥麟、林育如） 

11:10-11:40 海峽兩岸衛生產業合作機制探討 

  中華預防醫學會（蔡紀明秘書長） 

 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許國雄執行長） 

11:40-12:00 討論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參觀訪問傳染病所 

14:30 訪問結束 

 

議程表 



 

 

五、出版與媒體宣導 

歐巴尼會訊 

本會會訊創刊始於 94 年 1 月，每單月之 25 日出刊，寄

送捐款人、衛生相關機關及全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讓支持

本會者，了解本會會務運作狀況及傳染病防治相關知識。本

年度起改以電子報方式，刊載於本會網站，出刊時亦以

E-mail寄給會訊訂閱戶。今年截至 12月止，共發行 6期 (第

50-54 期)。 

 

繪本防疫光碟 

本會為輔助偏遠地區學童衛生防疫常識之教學，將 102 年度舉辦之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

疫繪本競賽優良作品，編輯製作成光碟，將分送本會捐款人、董事、各縣市衛生、教育等單

位，及全國國民小學(附回郵來信索取)，以作為衛教宣導。 

 



 

 

 

叁、附錄 

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捐助章程 

行政院九十二年七月十七日院臺衛字第０九二００三八一三二號函核撥創立基金 

本會九十二年七月十八日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本會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二屆第二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本會九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屆第三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章 程 條 文 

第 一 條 為紀念並彰顯第一位發現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並為之捐軀之義大利籍無國界醫

師卡羅、歐巴尼之人道精神，特成立本「財團法人歐巴尼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為

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以運用社會資源，結合民間力量，協助政府辦理有關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及

其他傳染病之業務如下： 

一、防治與研究工作之推行及獎助。 

二、防治人員及民眾教育訓練之推行。 

三、防治設施之輔導及輔助。 

四、相關心理及社會建設之推行。 

五、相關社會救助及扶助之推行。 

六、社區衛生教育及社區防護之宣導。 

七、防治之國際學術交流及技術合作。 

八、其他有關傳染病防治事項。 

第 三 條 本會設於台北市。 

第 四 條 本會以中央各部會接受社會各界對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所設專戶之捐款新臺幣

三億三千萬元為創立基金。 

第 五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基金孳息。 

二、民間捐款。 

三、其他收入 

第 六 條 本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及其以外二分

一董事為聘任，二分之一為選任，任期均為三年，連聘（選）得連任。 



 

 

首屆董事，由行政院遴聘（選）之；後屆董事，聘任董事由行政院遴聘之；選任董

事由董事會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就專家學者及熱心社會公益人士遴選之。 

聘任董事，係由機關或團體代表出任者，隨本職進退；選任董事因故出缺時，由董

事會補選繼任之，其任期均以補足原任者之任期為止。 

董事長及董事，均為無給職。 

第 七 條 董事長對外代表本會，並綜理本會業務。 

第 八 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第二屆以後選任董事之選任及解任。 

二、業務計畫、業務報告及重要規章之審核。 

三、基金及經費之籌措。 

四、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五、基金之管理及運用。 

六、財務之監督。 

七、其他依法令或捐助章程規定有關董事會之職權。 

第 九 條 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第 十 條 董事會議之召開，由董 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董事長如因故未能出席或所決議事

項與本人有關必須迴避時，由出席董事推定一人為主席。 

董事會議，董事應親自出席，不能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 

前項委託代理出席之董事，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其人數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

一。 

第 十一 條 董事會之決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下

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 

一、第二屆以後選任董事之選任 及解任。 

二、章程變更。 

三、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四、捐助財產之動支。 

五、不動產之處分、出租、設定負擔或變更用途。 

六、本會解散或目的變更之決議。 

前項重要事項，應於會議前十日，將議程通知各董事及主管機關；通過後，應報

請主管機關核定。 

會議所討論事項，涉及董事長或董事本身利害關係時，當事人應即自行迴避，不

得參與該案之決議。 

第 十二 條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董事長任命之，其餘人員之編制及進用，由本會定之。 



 

 

第十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十四 條 本會應建立會計制度，採權責發生制，並應設置日記簿、分類帳及其他必要之會

計帳冊，詳細記錄有關會計事項 

第 十五 條 本會應於年度終結後三個月內辦理結算，並提董事會審核通過後，檢具下列文

件，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一、本會業務執行書。 

           二、年度結算。 

           三、財產目錄。 

第 十六 條 本會之基金，應定存於金融機構；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應存於金融機構。如

有投資於公、民營機構之債、票、劵者，應提董事會審核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 十七 條 本會解散時，應依法清算；清算後賸餘之財產，歸屬國庫或依主管機關之指定辦

理。 

第 十八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九 條 本章程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捐款芳名錄（102 年 1～12 月） 

 

 
日期 姓名 金額   日期 姓名 金額 

102.01.11 李 ○ 娟 5,000    102.06.18 蒲 ○ 瓊 1,392  

102.01.11 李 ○ 庸 2,000    102.07.02 陳 ○ 印 300  

102.01.15 林 ○ 炎 1,000    102.07.10 高 ○ 明 2,000  

102.01.24 高 ○ 明 2,000    102.07.15 陳 ○ 屏 500  

102.01.29 陳 ○ 良 1,617    102.07.18 張 ○ 芳 2,000  

102.01.31 李 ○ 桂 1,501    102.07.18 簡 ○ 銘 400  

102.02.18 陳 ○ 印 300    102.07.18 李 ○ 慶 200  

102.02.18 李 ○ 娟 5,000    102.07.19 沈 ○ 評 200  

102.02.22 劉 ○ 增 1,000    102.07.23 劉 ○ 增 1,000  

102.03.05 高 ○ 明 2,000    102.07.31 王 ○ 莉 500  

102.03.05 高 ○ 伴 500    102.07.31 李 ○ 娟 5,000  

102.03.05 蒲 ○ 瓊 1,500    102.08.07 李 ○ 靜 100  

102.03.12 李 ○ 娟 5,000    102.08.12 蘇 ○ 郁 200  

102.03.18 張 ○ 淳 2,000    102.08.20 李 ○ 亮 5,000  

102.03.18 朱 ○ 民 2,000    102.08.23 高 ○ 明 2,000  

102.03.18 蘇 ○ 富 2,000    102.09.05 陳 ○ 印 300  

102.03.18 簡 ○ 娟 2,000    102.09.13 李 ○ 娟 5,000  

102.03.25 葉 ○ 強 2,000    102.09.24 朱 ○ 民 2,000  

102.03.25 葉 ○ 強 2,000    102.09.24 張 ○ 淳 2,000  

102.03.26 高 ○ 明 2,000    102.09.24 高 ○ 明 2,000  

102.04.18 李 ○ 娟 5,000    102.10.01 陳 ○ 印 300  

102.04.24 高 ○ 明 2,000    102.11.10 李 ○ 娟 5,000  

102.05.06 李 ○ 娟 5,000    102.11.10 陳 ○ 印 300  

102.05.06 陳 ○ 印 300    102.11.20 林 ○ 炎 500  

102.05.17 高 ○ 明 2,000    102.11.20 高 ○ 明 2,000  

102.05.24 陳 ○ 惠 500    102.12.10 李 ○ 南 500  

102.06.06 陳 ○ 印 300    102.12.18 高 ○ 明 2,000  

 



 

 

 

工作紀實 

日期 辦理事項概述 

一月 

1/1 參與希望基金會「元旦健走」活動並發送 450 份旋轉蠟筆獎品給參加兒童。 

1/4 依據台北地方法院完成法人變更公告。 

1/7 完成 1 月份財務報告。 

1/8 領取本會法人登記證明。 

1/9 完成本會法人變更登記手續並函報衛生署。 

1/9 101 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結果揭曉。 

1/11 完成本會負責人國稅局變更資料。 

1/17 完成本會負責人銀行變更資料。 

1/18 完成寄送「101 年度防疫唱遊競賽」「佳作」得獎學校。 

1/18 製作第 49 期歐巴尼電子會訊。 

1/22 編撰「101 年工作報告」。 

1/23 製作捐款人新年賀卡。 

1/25 第 49 期歐巴尼會訊電子版出刊。 

1/30 參加健保局辦理二代健保訓練。 

1/31 完成申報綜合所得稅作業。 

二月 

2/1 函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轉知所轄偏遠國小參加本會舉辦年度學童防疫繪

本製作競賽。 

2/5 製作全國偏遠地區國小、衛生局及教育局處等單位住址電腦標籤紙。 

2/6 徵詢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時間。 

2/6 完成元月會計報告。 

2/7 製作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資料。 

2/9-17 年假。 

2/18 完成 101 年度財、稅簽證查核。 

2/18-20 完成寄送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製作競賽辦法公文，計 928 件。 

2/19 函請台南市及屏東縣教育及衛生單位派員出席本會辦理「101 年度全國偏遠

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頒獎活動。 

2/20 研商 101 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頒獎事宜。 

2/21 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議程定案。 



 

 

2/22 洽談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會場相關事宜。 

2/23 函請「因 SARS 致死亡或身心障礙者之子女」申請 101 學年度教育補助費。 

2/25 與董事長討論參與高雄醫學合辦「SARS 十週年」研討會相關事項。 

2/25 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資料送印。 

2/26 應 CDC 邀請前往就高中職推動愛滋防治宣導交換意見。 

2/27 公告 101 學年度偏遠地區學童衛生常識輔導第三期試卷。 

2/27 寄送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開會通知。 

三月 

3/1 至希望基金會洽談與陽明醫學院辦理「抗疫健走」事宜。 

3/4 完成 2 月會計報告 

3/4 赴銀行辦理到期定期存款轉續存。 

3/5 赴台南依仁國小頒發 101 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第一名。 

3/7 與房東簽立租賃契約。 

3/6 赴屏東山地門口社國小頒發 101 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第二名。 

3/7 編撰本會會訊第 50 期。 

3/7 聯絡並確認董事會會議室、董事參加人數及晚宴 

3/8 籌辦 3/31(日)抗疫健走活動標語、報名、提供贈品及摸彩獎品事宜 

3/12 赴希望基金會洽商防疫健走 

3/18 假台大會館召開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 

3/20 為紀念 SARS 十週年發布新聞稿傳送中央新聞社及衛生署 

3/21 CDC 提供愛滋媒材宣導影帶掛置本會網站 

3/22 配合抗疫健走製作抗疫健走回首 SARS 十週年生聚教訓全民作防疫標語及

logo 及印製宣導單張 1000 份 

3/23 至陽明大學勘查「331 抗疫健走」活動場地。 

3/25 3/31 抗疫健走活動場地規劃 

3/25 第 50 期電子會訊出版 

3/27 核銷 SARS 子女教育補助款 

3/27 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議紀錄函送衛生署核備及本會董事。 

3/31 102 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製作競賽報名截止 

四月 

4/1 第四屆二次董事會會議紀錄函送各董事及衛生署核備。 

4/2 整理目前本會參與「SARS 十周年」各項活動照片並掛置本會網站。 

4/3 將 CDC 提供愛滋媒材宣導影帶掛置本會網站。 

4/8 完成 3 月會計報告。 



 

 

4/9 規劃海峽兩岸四地免疫預防策略研討會議程及行程。 

4/10 籌劃中國疾控中心專家來台進行結核病防治研討會行程。 

4/11 辦理海峽兩岸四地免疫預防策略研討會送移民署文件。 

4/12 發函國內各醫學院學校，調查本會致贈《卡羅‧歐巴尼醫師傳奇》醫學系新

生需求數。 

4/12 至印刷公司驗收《卡羅‧歐巴尼醫師傳奇》1300 本。 

4/15 協調新北市衛生局承辦本年度北區校護研習事宜。 

4/16 規劃國衛院赴大陸與中國疾控中心等瞭解大陸 H7N9 禽流感疫情現況。 

4/18 完成愛滋校園防疫宣導「全國國民中學學生戲劇表演競賽辦法」並送 CDC

表示意見。 

4/19 行文委託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承辦「102 年度北區校護研習會」事宜。 

4/22 完成本會網站更新。 

4/23 發函擬訂 6/17 假國衛院辦理「海峽兩岸結核病防控機制暨疫苗研發合座談

會」及相關議程。 

4/24 洽請 CDC 為茲「全國國民中學學生戲劇表演競賽辦法」共同主辦單位。 

4/25 統計已回復索取《卡羅‧歐巴尼醫師傳奇》國內各醫學系學校計 9 所,合計 920

本。 

4/26 網路公告 101 學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計畫第四

期評量試卷。 

4/29 整理本會歷年年報及校園防疫各項競賽之參賽作品。 

4/30 訂定校園防疫競賽參賽作品保存期限為一年，並處理逾期資料。 

五月 

5/1-4 安排國衛院人員赴北京瞭解中國大陸 H7N9 禽流感疫情。 

5/1 整理本年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製作競賽收件作品。 

5/3 函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轉知所轄偏遠國小參加本會舉辦「101 學年度校園

防疫-衛生常識測試競賽」。 

5/3 完成 4 月會計報告。 

5/6 網路開放 101 學年度偏遠地區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線上報名。 

5/6 行文委託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承辦年度東區校護研習會。 

5/7 委託贊助臺灣原住民醫學學會辦理推廣原住民肺結核教育之雲端平台之建

構。 

5/13 致贈 9 所醫學系《卡羅‧歐巴尼醫師傳奇》供通識教材使用。 

5/14 本會新版官網更新試播。 

5/15 校園防疫「全國偏遠地區國小防疫繪本競賽」作品資格審查。 

5/16 成立防疫繪本競賽評審小組。  



 

 

5/17 防疫繪本競賽作品初審。 

5/20 本會官網改版。 

5/23 防疫繪本競賽作品複審。 

5/24 公告「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符合資格名單。 

5/27 發函 CDC 派員參加「21013 海峽兩岸免疫預防策略研討會」。 

5/27 第 51 期會訊出刊。 

5/30 安排「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交互監考學校。 

5/31 派員參加「衛生財團法人評核作業」座談會。 

六月 

6/3 派員參加「非營利組織資訊科技運用」座談會。 

6/4 完成 5 月會計報告。 

6/4 公告防疫繪本製作競賽得獎學校名單。 

6/5 選取防疫繪本製作競賽優良作品供録製光碟。 

6/6-7 分別寄回參加防疫繪本競賽之作品。 

6/10 行文臺東縣、花蓮縣及宜蘭縣之教育處及衛生局轉知縣內偏遠地區國小報名

參加本會舉辦東區校護研習會。 

6/10 全國國民中學愛滋戲劇競賽開放線上報名。 

6/11 東區校護研習開放線上報名。 

6/14 通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各監試人員所監試之學校。 

6/14 臺大醫學系索取《卡羅‧歐巴尼醫師》光碟。 

6/18 印製「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試卷。 

6/17-21 掃描防疫繪本製作競賽優良作品。 

6/19-21 海峽兩岸結核病防控機制暨疫苗研發合作座談會 

6/21 寄發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試卷至各參加競賽之學校。 

6/25 東區校護研習報名額滿。 

6/26 舉辦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 

6/27-28 整理寄回「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試卷並進行評閱。 

七月 

7/1 公告參加本會東區偏遠地區校護傳染病防疫研習符合資格名單。 

7/2 回復衛生署轉送審計部對本會捐助章程疑義。 

7/2 整理本會 102 年 1-6 月工作紀實。 

7/3 北區偏遠地區校護傳染病防疫研習線上報名開始。 

7/3 行文邀請專家至東區校護研習會授課。 

7/4 完成 6 月會計報告。 



 

 

7/4 行文基隆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市及苗栗縣之教育處及衛生局，轉知

縣內偏遠地區國小報名參加本會舉辦北區校護研習會。 

7/8 統計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成績。 

7/8 核撥學童衛生常識測試監考費。 

7/9 行文通知參加東區校護研習之學校，供校護請假之用。 

7/9 101 學年度偏遠地區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得獎學校名單揭曉。 

7/10-11 假山飯店舉辦海峽兩岸免疫預防策略研討會。 

7/15 整理 102 年繪本得獎作品並籌劃製作光碟。 

7/16 完成核銷 102 年繪本得獎學校獎品採購。 

7/22 完成 102 年 1-6 月工作報告。 

7/24 寄送衛生財團法人評核資料。 

7/25 第 52 期電子會訊出刊。 

7/25-26 假台東農會東遊季溫泉渡假村舉辦東區偏遠地區校護傳染病防疫研習會。 

7/31 完成寄送 102 年 1-6 月工作報告。 

八月 

8/1 徵詢召開董事會會議時間。 

8/2 回復衛生福利部轉送監察院對本會組織業務疑義案。 

8/2  北區校護研習報名截止。 

8/5 完成 7 月會計報告。 

8/5 公告參加北區校護研習名單。 

8/7 整理董事會會議資料。 

8/9 行文予報名參加北區校護研習之學校，供校護請公假之用。 

8/12 至新北市新莊區翰品酒店勘查北區校護研習場地。 

8/13 完成東區校護研習成果報告。 

8/13 函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轉知各國民中學，本會辦理「102 年全國國民中

學學生愛滋防治戲劇競賽」，原訂報名日期 8/31 順延至 9/30。 

8/14 北區校護研習適逢預防接種訓練，學員如何參加，通知新北市衛生局協調。 

8/15 北區校護研習報名時間延至 8/19 止。 

8/15 徵詢各董事會議日期。 

8/15 安排 101 學年度衛生常識競賽頒獎日期。 

8/16 102 年繪本光碟修片，送回廠商修改。 

8/20 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頒獎，函請所轄衛生及教育單位派員指導。 

8/20 第四屆第 3 次董事會訂 9/24(二)上午 10 點假台大校友會館召開。 

8/21 協助李慶雲兒童感染暨疫苗發展醫學文教基金會、謝維銓教授感染醫學文教

基金會、疾管署及台灣感染症醫學會擬於 11/16 召開兩岸流感專家研討會。 



 

 

8/22-23 假新北市翰品酒店舉辦北區偏遠地區校護傳染病防疫研習會。 

8/27 函請日商倍樂生公司授權洗手歌供本會 102 年防疫唱遊競賽指定曲之用。 

8/28 通知 SARS 受補助戶提出申請。 

8/29 102 年繪本光碟修片完成確認，訂於 9/6（五）交貨 300 片。 

九月 

9/2 聯絡中國中華預防學會推薦流感專家參加 11/16 假台北舉辦「流感病毒專家

會議」。 

9/3 公告三項偏遠地區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防疫戲劇、防疫唱遊競

賽」。 

9/3 學童防疫唱遊競賽開始報名。 

9/3 學童防疫戲劇表演競賽開始報名。 

9/4 向董事長報告「第四屆第 3 次董事會」議程資料。 

9/4 印製第四屆第 3 次董事會議程資料並寄送開會通知。 

9/5 完成 8 月會計報告。 

9/5 行文偏遠地區學校踴躍參加本會下半年辦理之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防

疫戲劇、防疫唱遊競賽，計 887 所。 

9/5-6 至彰化及台南頒發「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優勝獎。 

9/6 函請教育局/處轉請所轄偏遠地區學校並鼓勵踴躍報名參加本會辦理之衛生

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防疫戲劇、防疫唱遊競賽。 

9/9 聯絡擬委託本會辦理 11 月底假北京召開感染症論壇會議。 

9/10 聯絡大陸 11 月 16 日「流感病毒感染之流行病學、傳播、管理及感控法規

專家會議」入台證填寫申請書及相關文件。 

9/12 聯絡及安排第四屆第 3 次董事會會場及相關事宜。 

9/13 寄贈「102 年度防疫繪本競賽作品選集」光碟予得獎學校及本會董事。 

9/14 9/20 (五)彈性放假，9/14(六)補上班。 

9/16 再次聯繫中化委辦「感染症論壇」會議事宜。 

9/17 聯繫並辦理第四屆第 3 次董事會請假及委託代理出席之董事。 

9/18 再確認出席第四屆第三次董事會之董事。 

9/19 中秋節放假 

9/23 確認第四屆第 3 次董事會報告資料。 

9/24 假台大會館召開第四屆第 3 次董事會。 

9/25 第 53 期電子會訊出刊。 

9/25 寄送各董事《SARS 十年生聚教訓》乙書。 

9/26 本會選任董事蘇益仁請辭轉送董事核閱。 

9/26 公告索取本會製作「102 年度防疫繪本競賽作品選集」光碟之訊息。 



 

 

9/27 完成本學期 SARS 補助戶學雜費。 

9/30 完成寄還參加「102 年防疫繪本競賽」之作品。 

9/30 國中戲劇競賽報名截止，計 18 所參賽。 

十月 

10/1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人員至本會商談委辦感染論壇事宜。 

10/1 第四屆第 3 次董事會會議紀錄報衛生福利部核備。 

10/2 聯絡海南預防醫學會預訂 12 月來台交流事宜。 

10/2 第四屆第 3 次董事會會議紀錄寄各董事。 

10/3 與大陸中華預防醫學會籌劃「2013 年海峽兩岸衛生產業合作機制」年會事

宜。 

10/4 至移民署辦理參加 11/16「流感病毒專家會議」大陸專家入台證。 

10/4 完成 9 月會計報告。 

10/7 公告狂犬病衛教題庫。 

10/7 衛生福利部核備第四屆第 3 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10/8 E-mail 催告偏遠地區小學踴躍報名防疫戲劇及唱遊競賽。 

10/9 接獲並辦理疾管署函轉行政院核定新董事改聘聘函。 

10/11 函復兩位聘任董事簡慧娟及吳豐盛請辭案核定案。 

10/14 海南預防醫學會預定 12/14~12/21 訪台。 

10/15 偏鄉國小防疫唱遊競賽報名截止，計 20 所參賽。 

10/15 發函邀請台北聯合醫院昆明院區院長參加「2013 年海峽兩岸衛生產業合作

機制」年會。 

10/15 發函邀請疾管署派員參加上述年會。 

10/15 函請台南、新北市衛生局及成大、台北聯合醫院昆明院區同意海南預防醫學

會 12 月中旬參訪。 

10/17 呈報董事長蘇益仁董事請辭案，並建請裁示接任董事臨選方式案。 

10/17 快捷寄出參加 11/16「流感病毒會議」大陸專家入台證。 

10/20 偏鄉國小戲劇競賽報名截止，計 6 所參賽。 

10/21 確認並聯繫新任董事送達願任同意書、董事清冊等資料無誤。 

10/21 復衛福部函轉「政府具控制權之財團法人通報銓敘部列入公告」案。 

10/24 公告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第一期評量試卷。 

10/31 協助 CDC 邀請大陸專家來台參加 2013 年 11 月 19-20 日「2013 年兩岸醫

藥衛生合作協議」會議。 

10/31 全國國中愛滋防治戲劇競賽收件截止，共 15 團。 

十一月 

11/1 整理國中戲劇競賽作品，邀請評審專家進行審核。 



 

 

11/4 取消海南預防醫學會原訂 12/14~12/21 訪台並函知相關衛生局。 

11/5 完成 10 月會計報告。 

11/6 研商「2013 年海峽兩岸衛生產業合作機制」年會議程事宜。 

11/7 邀請評審委員進行「102 年全國國中戲劇競賽」評審。 

11/8 函邀台大醫院感染科醫師洪健清參加「2013 年海峽兩岸衛生產業合作機制」

年會。 

11/11 董事長提名洪健清為新選任董事人選案函轉各董事徵詢意見。 

11/13 結清彰化銀行帳戶。 

11/14 討論 103 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製作競賽辦法。 

11/14 邀請疾管署派員參加「102 年全國國中戲劇競賽」總評審。 

11/15 公告全國國中愛滋防治戲劇競賽第一、二名得獎學校及作品。 

11/16 陪同大陸專家參加 2013 流感病毒專家會議。 

11/18 派員參加「衛生財團法人資訊管理系統教育訓練」。 

11/21 函請新任董事填列願任同意書及相關資料並辦理後續變更事宜。 

11/21 聯繫「102 年全國國中戲劇競賽」得獎學校安排頒獎及核銷事宜。 

11/25 第 54 期電子會訊出刊。 

11/25-27 假大陸北京召開「2013 年海峽兩岸衛生產業合作機制」年會，並參訪疾控

中心及地壇醫院。 

11/26 聯繫國中愛滋防治戲劇競賽得獎學校採購獎品事宜及頒獎時間。 

11/27 派員參加「衛生財團法人財務編製與會務運作研習」。 

11/27-28 辦理遠東商銀定期存款續存。 

11/29 聯絡新任執行長預定蒞會參加「業務、財務會議」時間。 

11/30 102 年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收件截止。 

十二月 

12/2 整理參加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報名表及送件作品。 

12/3 完成 10 月會計報告。 

12/4 函復財團法人護理人員愛滋病防治基金會，同意補助「愛滋病照護與諮商

2013」乙書。 

12/4 函請教育處(局)與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轉知所轄偏遠地區國小參加 103年學童

防疫繪本競賽計畫。 

12/4 新任執行長洪健清蒞會聽取財務及業務簡報。 

12/4 編製執行長移交清冊。 

12/5 102 年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作品資格審查。 

12/9 103 年度偏遠地區學童防疫繪本競賽開始受理線上報名。 

12/10 邀請評審委員擔任 102 年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作品決選。 



 

 

12/15 102 年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疫戲劇表演競賽送件截止，共 5 團。 

12/16 新、卸任執行長交接。 

12/16 銓敘部公告本會為「政府原始捐助(贈)財團法人」。 

12/17 公告學童防疫唱遊得獎名單及第一、二名作品。 

12/18 函告臺大醫院洪健清醫師兼任本會執行長。 

12/18 寄送 102 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及防疫戲劇競賽特別獎紀念

品 10 所。 

12/19 安排全國愛滋防治戲劇競賽及學童唱遊競賽得獎學校頒獎事宜。 

12/20 寄送 102 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及防疫戲劇競賽佳作獎狀。 

12/20 函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新北市及台南市教育及衛生單位派員出席本會

辦理「102 年度全國偏遠地區學童防疫唱遊競賽」頒獎活動。 

12/20 函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嘉義市教育及衛生單位派員出席本會與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合辦之「102 年全國國中愛滋防治戲劇表演競賽」頒獎活動。 

12/24 聯繫 12/30 至台南及嘉義頒獎交通工具及製作獎狀。 

12/26 寄送來函索取本會 101 年及 102 年繪本競賽作品光碟，共 12 所。 

12/30 公告學童衛生常識輔導及測試競賽第二期評量試卷。 

12/30 分別赴嘉義及台南頒發「全國國中學生愛滋防治戲劇競賽」第一名及「偏鄉

學童防疫唱遊競賽」第二名得獎學校。 

12/31 聯繫並安排 1/6 彰化縣「全國國中學生愛滋防治戲劇競賽」及 1/20 新北市

「偏鄉學童防疫唱遊競賽」學校頒獎事宜。 

12/31 銓敘部更正公告本會為「政府直接（間接）控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財團法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