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兒疝氣術後照顧

‧回到病房後

普通病房接續手術後照護，護理人員除

定期監測生命徵象外，亦會向家屬衛教術後

傷口照護與身體清潔。大部分小兒疝氣手術

後會採用透明的防水敷料或皮膚黏著劑覆蓋

傷口，不需要換藥，可以正常洗澡；每天透

過透明敷料觀看傷口有無紅腫狀況。偶爾遇

到兒童會因害怕收縮腹部造成傷口疼痛而不

敢解尿，所以病房護理人員也會特別評估解

尿情形，避免膀胱過脹。

三、常見問題

‧什麼時候可以吃東西？

為避免麻醉藥效尚未完全消除，孩子

飲食容易嗆到導致吸入性肺炎，手術後一小

時左右需禁食，包含開水。一小時後再評估

意識及麻醉藥代謝狀況，以決定是否可以進

食。禁食結束後可嘗試喝開水，無嗆咳或其

他不適情形，如：腹脹、噁心或嘔吐等，再

採取漸進式飲食，勿暴飲暴食。

‧傷口痛怎麼辦？

小兒疝氣手術後傷口小，較少有明顯的

疼痛感，禁食解除後醫師會開立常規止痛藥

文/核醫九樓病房 王紫玲 護理師
小兒外科 謝明諭 主任

一、認識疝氣

疝氣即腹腔器官經由腹壁缺口跑到體

外的一種狀況，常見缺口在腹股溝的位置，

又稱腹股溝疝氣，俗稱「脫腸」；屬小兒

外科手術中常見疾病。當兒童平躺時，輕觸

壓疝氣會使之消失，臨床常見主訴腫脹時隱

時現。當兒童運動、哭泣、用力解便或是生

氣造成腹壓增加，腫脹會更明顯，此症需要

手術治療才能痊癒。若疝氣呈現紅、硬及疼

痛，且無法復位者時需要緊急手術。 

二、手術後的恢復過程

‧恢復室的觀察

手術過程約15~20分鐘可完成，兒童開

刀無法配合手術長時間平躺，需要採取全身

麻醉的方式進行手術。手術完成後，恢復室

護理人員會經由生理監視器監測心跳、呼吸

及血氧飽和濃度，以確認呼吸道的通暢及生

命徵象的穩定。

術後兒童可能因環境不熟悉而有哭鬧不

安行為，父母可於恢復室陪伴安撫情緒。約

一小時左右，待麻醉藥完全代謝，孩子較清

醒後就可回到病房照顧。

1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小兒疝氣術後照顧

物或藥水使用。此外，國小低年級以下的兒

童，因注意力較容易轉移，以降低傷口的注

意力、疼痛，減少止痛藥物的使用；年紀較

大兒童下床活動時以手固定傷口，可減輕傷

口疼痛、保護傷口。

‧傷口該怎麼護理？

手術傷口採用可吸收之縫線(Vicryl)，

無須拆線。傷口以透明防水敷料或皮膚黏著

劑覆蓋，只需注意不要移除防水敷料，手術

後即可淋浴，不需每日換藥。但要每日注意

敷料下方是否有滲出液、傷口是否紅腫、疼

痛、化膿等。

‧會不會復發？

小兒疝氣術後復發率很低，約3%。一

般引起復發的原因是因腹壓升高造成腹股溝

內環壓力過大，如：便秘、用力解便、咳

嗽，故建議可攝取高纖維食物(水果、蔬菜

等)並多喝水，養成規律的排便習慣。

‧能夠跑跳嗎？要不要禁止運動？

小兒疝氣手術不會破壞身體重要組織，

隔天即可正常上學，手術後一個月內避免從

事劇烈運動，如：仰臥起坐、跑步、騎乘腳

踏車或跨坐摩托車。

‧傷口流血或分泌物怎麼辦？

手術後因為體溫調節中樞被麻醉藥物

影響，體溫會偏高屬正常生理反應。倘若

出院返家後體溫發燒至38度半以上或是傷

口出現紅、腫、熱、痛、出血及分泌物等

情形，應立即返院診治。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健康新知



網路e世代的身心症問題 
網路所引起之健康效應

文/身心科 郭純雅 主治醫師

數位科技與網路世代的進步帶來現代人

類生活的大革命，可以隨時掌握全世界的動

向，而台灣近年的重大學運與選舉，也和網

路世代、社群團體及網軍有很強大的關聯，

這些智慧科技的進步，無疑地帶給人類生活

許多的進步。隨著上網的時間加長、網路活

動更複雜及人際互動在網路上速食進行，使

得現代人健康生活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特別

對發展中的兒童與青少年，這些不良的健康

效應影響更鉅。

或許以下的情境對你/我來說都不陌

生：

『在競爭高壓企業工作的阿傑，每天

被採責任制的工作壓力逼得喘不過氣來，只

要一有空就想躲到網路遊戲裡放鬆一下、喘

口氣。可是隨著工作壓力愈大、案子越積越

多，阿傑喘口氣的網路遊戲時間卻也隨之越

來越長，工作越忙，晚上熬夜玩網路遊戲的

時間也越長。阿傑發現玩遊戲的時間需要更

長才能有之前放鬆的效果，在蠟燭兩頭燒的

情況之下，阿傑開始常常跟公司請假，工作

的案子便一拖再拖...』

『阿真生活在爸媽兄姐很忙很衝的家

庭裡，對她來說，不管學校或家裡的世界都

是灰色的，身為家中排行最小的她，在家常

常是全家人的出氣包、在學校也交不到知心

好友，但在網路的世界，只要一進到社群聊

天室，就有人回應自己，只要撒個嬌回應對

方、吸引對方點擊，就有遊戲代幣和廣告的

收入；接下來又有更誘人的，只要自己穿少

一點、跟客人順道開個黃腔，就有更豐厚的

報酬，而且更晚更刺激更多金，國一的阿真

變成了半夜網路世界中最光彩耀眼的公關...』

『網路成癮』是網路使用最常見的不

良效應，從1995年開始出現這個名詞，

到美國精神會在2013年的最新診斷準則

（DSM-5），目前仍稱之為「Internet Gaming 

Disorder」，如果過去一年當中曾出現以下

九項之其中五項，並且已經影響到生活、學

業、工作、人際關係等為診斷準則。

此九項診斷準則為：

（1）整天被網路遊戲佔據，即使沒在用電腦

        也想著網路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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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無法玩網路遊戲時，則會出現戒斷

        症狀，如焦躁、坐立不安、發脾氣、緊

        張、沮喪或心情不穩定。

（3）需要花更多時間玩網路遊戲才能感到滿

        足。

（4）雖然有人建議應該減少電腦網路遊戲使

        用時間，但仍無法減少（無法控制）。 

（5）為了電腦網路遊戲使用而犧牲家人朋友

        的相處、讀書和過去喜愛的活動。

（6）明知道電腦網路遊戲使用已帶來許多壞

        處，仍無法減少時間。

（7）花費過多時間使用電腦網路遊戲，曾向

       家人、朋友或師長隱瞞真正上網的時間。

（8）使用電腦網路遊戲來忘憂解愁、暫時忘

        掉壓力 。

（9）因為過度網路遊戲使用而影響健康、學

        業、工作和家人朋友的關係。

根據研究指出，全世界網路成癮的比率

為0.8~26.7%，以亞洲地區盛行率為最高，網

路成癮除了會造成個人於生活上、工作上、

人際關係上的影響，更有研究指出網路成癮

者得憂鬱症是一般人的2.5倍、自傷行為是一

般人的2倍，其他共病還包括：焦慮症、強迫

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其他物質成癮及自

殺等；目前對網路成癮的機制，在認知功能

方面，則發現網路成癮患者在克制能力的執

行功能上明顯出問題。有些研究更發現家庭

互動模式也與網路成癮有相關連。此外，網

路問題使用所產生的健康效應還含括：對

睡眠的影響（半夜發送簡訊、手機放在床

頭隨時收發訊息和查看Facebook等）、對

肥胖的影響（長時間使用電腦網路而減少

其他活動量或運動時間）、對危險駕駛與

交通行為的影響等，這些都是伴隨著網路

世代來臨所直接或間接的負面健康效應。

當出現網路成癮或網路相關負面健

康效應時，建議可以檢視或列表標出每天

使用電腦與網路的時間與內容，然後試著

以維持合理睡眠時間、不影響上班上學

或日常活動為前提之下，試著減少使用網

路或電腦的時數。如果自己實行很困難，

可以請親友從旁協助；比方說幾點到幾點

之間，電腦銀幕或手機交由親友保管。如

果過程中常出現自己控制不了的情緒或行

為，建議前往尋求專業的醫療協助，合併

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來改善有問題的網路

使用行為，誠如戒治酒藥癮患者般，網路

成癮問題也需要一段時間的治療（三至六

個月以上的療程），才能在建立良好醫病

關係下進行問題改善。

參考資料：

Bailin A;  Milanaik R;  Adesman A. " Health implications 

of new age technologies for adolescent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Review] " Current Opinion in Pediatrics. 

26(5):605-19, 2014 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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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營造美好的親子時光
跟上「不插電桌遊時代」

生在這個網路發達、資訊爆炸時代的

孩子們，某個角度一看，總覺得他們是幸

福的，享受著資訊的快速便利，不如以往時

代的知識封閉，現今的各種新鮮知識俯拾即

是，人與人的聯繫也變得比以往快速、簡

易；但仔細想想，人與人的距離真的有因為

訊息的快速流通而變得更親近嗎？

猶記兒時，我和鄰居到菜園裡拔雜草、

挖泥土、撿扁平的石頭當作盤子來扮家家

酒；我們會拿磚頭在牆壁上寫字扮演老師教

學生讀書寫字的遊戲；我和表弟妹們還會收

集家中臭又髒的拖鞋來玩賣魚的遊戲；還記

得第一個燈籠是爸爸用家裡舊的撲滿裝上電

燈炮做成的，在那個燈籠上我還自己設計了

許多圖案，只因為那是獨一無二的而開心了

好幾天…

最近我在添購遊戲室中的玩具時有一些

感觸。看著許多精美的辦家家酒玩具，有栩

栩如生的蔬菜水果、擬真的菜刀刀叉、瓦斯

爐與鍋子烤箱，蔬菜水果切開了還可以再黏

回去、烤箱瓦斯爐轉動了還會發出食物在燒

烤的音效。在購買玩具的同時，我的內在非

常享受，每個玩具都精美得讓我好興奮，另

一方面也羨慕起現在的孩子，羨慕他們能有

這麼多精美玩具可以玩。不過回到我的治療

室後，我發現對於這些玩具感到不足為奇的

孩子卻也不在少數，相較於選擇拿著一組玩

具在測驗室外等爸媽，有的孩子卻比較願意

選擇拿平板電腦在外面等待。

我曾經試著與那些被父母抱怨終日喜

愛玩平板電腦的孩子一起玩「不插電的遊

戲」，發現他們把積木疊成大樓後，一下子

就覺得無聊，蔬菜切一下就覺得無趣，而當

我在一旁敲鑼打鼓地邀請他把積木做成槍枝

來打仗，載著蔬菜到各種餐廳去做買賣，這

一玩半個小時就過去了，還好笑到樂不思

蜀。這些愛玩平板電腦的孩子真的不愛玩玩

具嗎？真的只有平板電腦能吸引他們嗎？在

我看來，是因為他們很缺乏去感受到網路以

外、與真人互動的遊戲是如此有趣的經驗，

而我也思考著，孩子們最親密的父母們是否

能幫助他人創造這樣的經驗呢？

現代的孩子獲得資源太過於容易，父母

親則多半都是忙碌地，因此常把孩子交給平

板電腦去管教。許多家長常跟我抱怨孩子整

天迷戀著網路，但卻忽略了網路以外的真實

文/精神科 林佩怡 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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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對孩子來說有多麼地無聊，舉凡不是寫功課、就是每天碎碎念的爸媽、還有無聊難看

的電視節目！與其不斷地限制網路使用的方式，我們何不嘗試來營造一個比網路更有趣的世

界，讓他們開始喜歡與父母親互動、開始喜歡網路世界以外的時光。

我猜想多數家長們可能會有萬事起頭難的困境，但為了有個成功的開始，也才有持續的

可能，非常建議有7-12歲孩子們的父母，可多加利用一些結構性較強的遊戲與孩子共同營造

美好的「不插電夜晚」唷！

以下針對不同遊戲目的推薦幾款簡易上

手的桌遊：

1.暖身遊戲（建議進入各種遊戲前先幫孩子

安排個暖身遊戲，暖身遊戲的主要目的多

半是能快速炒熱氣氛、提升專注力、增加

玩樂的興趣）：德國心臟病、哆寶、閃

靈快手、超級犀牛、誰是牛頭王、咕啾咕

啾、拔毛運動會等。

2.策略性遊戲（孩子需要較多的思考與計

畫、表達能力）：卡卡頌、髒小豬、妙語

說書人、拉密、駱駝大賽、水瓶座、格格

不入。

3.合作性遊戲（需要和他人合作、留意他人

  的動作，需要較多的人際互動）：矮人礦

坑、眨眨眼、卡卡頌的小豬擴充版、跑跑

龜等。

以上幾款都是歡樂效果不錯的桌遊，

初次嘗試的家長可先試試看暖身性質的桌

遊。也強烈建議家長可先透過網路查詢、

選擇適合您和孩子的桌遊類型，並在添購

之前可到桌遊店租借回家試玩，覺得合乎

需求後，才考慮添購或收藏。

桌遊是個創造您與孩子間歡笑回憶的

媒介之一，相信對孩子更重要也最能留下

深刻印象的，不單單遊戲的內容與規則，

主要的是在遊戲過程中您們共同歡笑、共

同合作與互動陪伴、信任肯定的經驗，期

待您與孩子能共創美好的「不插電夜晚」

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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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
如何做好環境控制

氣喘患者的呼吸道對外界的刺激很

敏感，很多物質包括過敏原及非過敏性刺

激因素都可誘發氣喘發作，這些刺激物稱

為「誘發因素」。避免接觸引起發作的誘

因，可以免除很多急性發作的機會。如果

無法避開刺激物，且藥物治療效果也不

佳，可以考慮採用減敏療法。

引起氣喘發作的誘因包括各種過敏及

非過敏因素，目前家塵被認為是台灣最主

要的過敏因素。雖然沒有證據顯示灰塵本

身會造成過敏。但家塵內之各種成分，如

塵螨及蟑螂排泄物等卻都是很重要的致敏

成分。屋外的灰塵因不含這些成分，不會

引起過敏。

(一)過敏原的控制

1.塵螨

   

        

塵螨是一種約0.17-0.5公釐的小型生

物，肉眼不易看到。它們以人或動物脫落的

皮屑、髮屑為食物，喜好生長於床褥、枕

頭、被套、地毯、沙發套及有毛的玩具，臥

室及客廳是塵螨生長的主要場所。塵螨在攝

氏25度，80%的溼度時生長最好，因此台灣

的環境很適合它們滋長。夏末秋初是塵螨繁

殖最多的季節，也是氣喘患者好發季節。

下列方法可以改善生活環境，減少塵螨
過敏的程度：

(1)不要使用地毯。

(2)避免使用布質窗簾，改用清洗容易的百葉

窗或塑膠遮板。

(3)避免厚重及毛料毯子等易長塵螨質料之寢

具。

(4)每星期清洗所有寢具(先以攝氏55度的熱

水浸泡毯子、床單、枕頭套、被套至少五

分鐘)。

(5)將枕頭及床墊套入防螨枕套及床套內。

(6)拿掉所有裝飾物，以木製品或塑膠品代替

充填式傢俱，或使用經過防螨處理的皮革

或布製品傢俱。

(7)臥室儲藏間內的玩具、及其他易堆積灰塵

的東西搬走。衣服放在衣櫃內，並關好櫃

門，並儘可能使儲藏間的門保持關閉狀

態。

文/小兒衛教室 詹靜惠 護理師

高倍顯微鏡下的塵螨

塵螨所產的卵 塵螨的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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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蓆、棉絮、羽毛

草蓆、榻榻米等稻草製品容易滋生黴

菌，應避免使用。羽毛、棉絮等材料易引

起過敏，可改用化學合成纖維如尼龍被、

太空被或蠶絲被。

3.狗、貓、鳥類等寵物

動物皮屑及排泄物或分泌物很容易引

起過敏，因此最好不要飼養狗、貓、鳥類

等寵物。

4.黴菌    

 

台灣地處亞熱帶，高溫而多濕，適合

黴菌生長。居家環境宜使用除濕機再加上

空氣過濾器，將溼度控制在50-65%之間，

即可抑制黴菌繁殖。使用這些機器必須注

意定期更換濾網，否則反而造成反效果。

 5.蟑螂

蟑螂在台灣也是重要過敏原之一，必

須注意保持居家環境清潔，使蟑螂沒有生

存空間。

 

 (二)非過敏原的避免

除了過敏因素外，還有許多非過敏因

素可以誘發氣喘發作：

1. 流行性感冒高峰期間，儘量避免出入公

共場所，以免呼吸道感染引發氣喘發

作。 

2. 季節變化時，尤其是春夏及秋冬交替之

際，早晚溫差大，應注意保暖以減少對

呼吸道黏膜的刺激。

3. 有許多證據顯示空氣污染會增加氣喘的

發病率，氣喘患者應遠離空氣污染的地

區。 

4. 抽煙不但危害自己，二手煙也會危害別

人。有證據顯示，香煙不僅會增加氣喘

的盛行率，也會使患者的症狀惡化。 

5. 刺激性味道或煙霧很容易刺激呼吸道，

增加呼吸道的敏感度。家中儘量少用蚊

香、燒香、油漆、香水、樟腦丸、殺蟲

劑等有刺激氣味物質。烹調食物時少用

煎炸方法，避免油煙的產生。若無法避

免，也應該開啟排油煙機，減少油煙散

漫。廁所要隨時清洗，防止臭味產生。 

6. 避免食用冰冷飲料及食物，運動後宜以

溫開水止渴。 

7. 少數病人會因服用某些特殊食物或藥物

而產生症狀。可視個人情況避免。

8. 有些人劇烈運動後會引起氣喘發作，可

改採較緩和的運動如游泳、騎自行車及

體操等，並隨時準備止喘藥物在運動之

前使用。在乾冷的季節尤須小心。

9. 保持心情輕鬆，避免緊張及情緒過度激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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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口服抗凝血藥物
知多少

﹡艾必克凝和普栓達用法為一日兩次，若未

在預定的時間服用，應於當天盡快服用該劑

藥物，若未能在下一劑之前至少6小時補服藥

物，即應跳過該劑，切勿為了補服錯過的一

劑而將劑量加倍。

服藥後有哪些注意事項?

服用抗凝血藥物會增加出血風險，平日

請小心從事易造成出血行為，包括刷牙時請

輕柔，刮鬍子和剪指甲時也需小心操作，若

出現下列情形請儘迅就醫：

﹡過敏反應：皮膚發癢起疹、嘴或咽喉腫

   脹、胸悶、呼吸困難。

﹡陰道出血或經期大量出血。

﹡出現紅色或褐色尿、血便或黑便。

﹡不尋常的出血或瘀傷，包括經常流鼻血。

開刀需停藥嗎?

一般來說若情況允許之下，重大手術建

議新型抗凝血藥物應至少停藥24小時，一

旦確定止血也應盡快恢復用藥。但由於每位

患者進行手術類型以及中風、出血風險都不

同，請務必記得進行任何手術前(包括拔牙、

口腔重建手術)，告知醫師正在服用抗凝血

藥物，以利醫師進行個人化評估決定是否停

藥。

傳統的口服抗凝血劑warfarin上市已有

60年之久，在預防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

引起腦中風有不錯的效果，但與食物、藥物

有許多交互作用，常使得患者凝血功能不

穩定增加臨床使用的不便。2009年新型抗

凝血藥陸續問市後(Pradaxa普栓達、拜瑞妥

Xarelto、艾必克凝Eliquis)，提供了患者新

的治療選擇，新型抗凝血劑有哪些需注意的

事項和使用規範呢?

哪些患者可以健保給付?

由於藥價較高，健保給付規範也較嚴格，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方可予以健保給付：

‧75歲以上老年人。

‧過去曾中風患者(近期內發生者應排除)。

‧心臟衰竭達一定嚴重程度。

‧65至74歲且合併有糖尿病、高血壓或冠

狀動脈疾病者。

(排除：曾有心臟瓣膜疾病、疾病肝腎功能

不良和懷孕者。)

忘記吃藥怎麼辦?

﹡拜瑞妥一日需服用一次 若病患忘記服

藥，應立即補服，並於隔天依例每天服用一

次，切勿補服雙倍藥量。

藥您健康

文/藥劑科 張雅嵐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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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您健康

我還有服用其他藥物和健康食品，有什麼需

要注意的嗎?

若有服用俗稱「通血路」作用或是具

活血作用的中西藥物和健康食品，例如抗血

小板藥物(阿斯匹靈、保栓通等)、魚油、納

豆、丹參、紅花、當歸、赤芍、川芎等，都

具有延長血液凝集效果，可能會增加出血風

險；另外，因各種疼痛使用的止痛藥物同樣

有抗血小板作用，建議病患攜帶這類藥物和

健康食品至藥師門診由藥師給予建議；若有

服用中藥的習慣，更需一併告知醫師與藥師

且謹慎使用。

藥物過量如何處理?

新型口服抗凝血藥物目前無解毒劑，

藥物過量造成出血時檢測凝血功能做輔助評

估，給予輸血進行支持性治療。

新型口服抗凝血藥有哪些優缺點?

優點：不需定期抽血監測、與食物藥物

交互作用較少、出血風險較低。

缺點：沒有解毒劑、無法藉由抽血檢驗

監測藥效。

總結

傳統口服抗凝血藥warfarin和新型抗凝

血藥各有其優缺點，若服藥習慣良好，凝血

功能穩定患者也未必需要轉換成新藥；反之

常常由於飲食習慣等因素造成凝血功能控制

不良，亦符合健保規範，經由醫師評估後使

用新藥，把握以上注意事項，遠離可怕的中

風和出血風險。

拜瑞妥(一日一次) 普栓達(一日二次)

艾必克凝(一日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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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與健康

文/營養科 趙佩君 營養師認識脂肪酸
所謂脂質(lipid)或脂肪(fat)，泛指不溶

於水但可溶於有機溶劑的成分。脂肪進入體

內會被分解成三酸甘油脂和脂肪酸，來自不

同食物的脂肪會分解成不同的脂肪酸，根

據脂肪酸碳鏈上雙鍵的有無，可分為飽和脂

肪酸(staurated fatty acid；SFA，無雙鍵)和

不飽和脂肪酸(unstaurated fatty acid；含有

雙鍵)；不飽和脂肪酸可由碳雙鍵的數目而

細分為含有單個碳雙鍵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monounstaurated fatty acid)和含有多個碳雙

鍵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olyunstaurated fatty 

acid) (圖一)。相同鏈長且雙鍵數目與位置皆

相同的不飽和脂肪酸有順式與反式之異構物(

圖二)，二者在物理和生物特性上有所不同。

必需脂肪酸(essential fatty acid,EFA)在營

養學上的定義為：

(1)為人體所必需；(2)人體無法製造或無

法製造足夠的量；(3)必須從食物中獲得的脂

肪酸。人體的必需脂肪酸為亞麻油酸(linoleic 

acid,n-6)和次亞麻油酸(linolenic acid,n-3)，二

者分別為n-6和n-3系列的不飽和脂肪酸。

脂肪的卡路里最好控制在總卡路里的30%

以下，其中單元不飽和脂肪酸最多佔總熱量

的20%，多元不飽和脂肪酸最多佔總熱量的

10%，飽和脂肪酸低於總熱量的7%，反式脂

肪酸沒有或盡可能最低。

飽和脂肪酸在室溫呈固體狀態，動物性

飽和脂肪酸如紅肉(如：牛肉、羊肉、豬肉)、

家禽皮、動物油(如：豬油、牛油、雞油)等；

植物性飽和脂肪酸如熱帶植物油(如：椰子

油、棕櫚油)。油品優點穩定性高、耐高溫；

但研究指出，飲食中除膽固醇外，飽和脂肪

亦為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元凶，過量會增加心

血管疾病風險。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屬於非必需脂肪酸，

這類脂肪在室溫下呈液體狀態，主要來源是

一般烹飪用油：橄欖油、芥花油、油菜籽

油、苦茶油、花生油等，還有酪梨與堅果類

(胡桃、杏仁、腰果、花生)。在高溫加熱後

產生的自由基比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少，穩

定度比多元不飽和脂肪酸高，可降低壞膽固

醇(LDL)，保留好的膽固醇(HDL-C)，兼具抗

氧化劑的特質，能保護動脈，預防心血管疾

病。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屬於必需脂肪酸，

在室溫下亦呈液體狀態，須由食物中取

得，人體內無法自行合成。食物來源為

大豆油、葡萄籽油、葵花油、魚油等，

安定性差、不耐高溫。多元不飽和脂肪

酸分成ω-3(Omega-3)與ω-6(Omega-6)兩

個系列；ω-3系列的脂肪酸可當血小板抑

制劑，包括EPA(Eicosapentaenoic Acid)、

DHA(Docosahexaenoic Acid)和α-亞麻油酸

等，EPA與DHA的主要來源是富含油脂的

魚，如：鰹魚、鮭魚、鮪魚、鯖魚、鯡魚。

ω-6系列的脂肪酸包括亞麻油酸、γ-亞麻

油酸、花生烯酸等。理想上，ω-6與ω-3的

比例最好是2：1或3：1，不要超過4：1。

圖二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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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消息

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反式脂肪(Trans fats)，又稱為反式脂肪酸，是一種不飽和脂肪酸(單元不飽和或多元不飽和)，

天然的不飽和脂肪酸幾乎都是順式鍵結，為了解決不飽和脂肪酸容易氧化的問題，食品工業界把不

飽和脂肪酸氫化，變成飽和的氫化脂肪酸，在室溫呈固體狀態。氫化脂肪酸常隱藏在加工食品裡(

人造奶油、洋芋片、餅乾、酥皮糕餅)，一般食物標籤列出成份如稱為「代可可脂」、「植物黃油(

人造黃油、麥淇淋)」、「氫化植物油」、「精煉植物油」、「酥油」、「人造酥油」、「雪白奶

油」或「起酥油」皆含有反式脂肪。《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於2006年刊登一份反式脂肪相關研究總

結，指出只要攝取極低量的反式脂肪，就會大幅提高罹患冠心病的風險。

聰明的消費者，認識了以上脂肪酸及相關的專有名詞後，應該懂得如何為健康把關了。

105年04月-105年05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聯絡人 學分

105.04.06 12:30-13:30 研究會議
胸腔內科
王耀震主任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34704 無

105.04.07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林口長庚醫院
安寧團隊

內科大樓5樓

諮詢討論室
王銘雄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積分

105.04.07 08:00-17:40 105年度專業人員
初階母乳教育研討會

王儷燕醫師/
林秀珍護理長/
徐慧冰個管師/
吳淋禎護理長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林雅萍34950

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中

105.04.09
105.04.10 08:30-17:30 安寧緩和

醫療團隊基礎課程
安寧緩和
學會師資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林金枝
(02)23225320
Ext21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積分

105.04.13 12:30-13:30 內科醫師該懂的
臨床試驗know-how

風濕免疫過敏科
魏正宗醫師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34704

內科學分
申請中

105.04.15 12:30-13:30 提升用藥安全-
藥物事件案例分享

童俊欽藥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醫品中心

105.04.16 08:10-16:30 性別、
倫理議題研習會

蕭宏恩教授/
林敬程組長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林雅萍34950

護理人員及專科
護理師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中

105.04.20 12:30-13:30 學術研討會
台大內分泌科
王治元醫師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34704 內科學分申請中

105.04.21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雙和醫院安寧團隊
內科大樓5樓

諮詢討論室
王銘雄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積分

105.04.24 08:30-17:20 老年安寧醫學學術
研討會(視訊)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台灣老年學
暨老年醫學會師資

行政大樓7樓

4705教室

林金枝
(02)23225320
Ext21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甲

類繼續教育積分、台

灣老年學暨老年醫

學會。台灣內科醫學

會、台灣家庭醫學醫

學會、台灣安寧緩和

護理學會、專科護理

學會。(申請中)

105.04.30
105.05.01 08:30-18:00 安寧緩和

醫療醫師進階課程
安寧緩和
學會師資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林金枝
(02)23225320
Ext21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積分

105.05.04 12:30-13:30

Wise Choice for 
Stroke Prevention 
in Atrial Fibrillation: 
Irrefutable Evidences

江晨恩教授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3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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