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在寒冷及低濕度的環境中存活數小時。

流感的症狀和一般感冒非常相似，因此容易

造成一般民眾的混淆。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

流感通常會有持續高燒且合併有肌肉痠痛的

症狀，所以當出現這些症狀時就要盡速就醫

以免延誤病情。流感病毒傳播力強，為了避

免疫情擴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施打流感疫

苗。

流感疫苗的預防原理是利用雞胚胎培養

病毒，加以去活化後製成疫苗。人類接種疫

苗後可對病毒產生抗體，避免感染。但由於

它所誘發的免疫力持久度較短，因此建議每

年施打一次。

目前常見的三價與四價疫苗皆包含兩種

A型病毒株，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四價疫苗

比三價疫苗多一種B型病毒株，即四價含有

兩種A型、兩種B型，三價疫苗則只有一種B

型。下圖為今年疫苗所含病毒株之種類：

疫苗快來打 流感不用怕
文/實習藥學生 詹惠蓁 張維容 王怡蓁

目前流感疫情逐漸升溫，若不加以擴

大防範疫情恐怕會一發不可收拾，因此認

識流感並防患於未然是每年必要的課題之

一。

那究竟什麼是流感呢？流感是由流

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疾病，幾乎

每年會引起季節性的流行，而台灣大部分

流行的是A型及B型流感。A型的變異性最

強，容易突變產生新的病毒株，而人類對

於新的病毒株大部分都不具有免疫力，因

此容易造成全球大流行。以往年最負盛名

的禽流感H1N1為例，即是屬於A型流感；

而B型流感相對穩定，傳播規模較小，與A

型流感最主要的差異在於B型流感發生腹

瀉及肌肉痠痛的比例較高。

由於台灣地處亞熱帶，季節並不分

明，所以一年四季均有可能發生流感。其

中又以秋冬季節最為盛行，因為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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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在接種後，至少約兩周的時間

才會產生保護力，因此建議在流行高峰期來

臨之前便提前施打。流感疫苗的保護效果在

健康成年人身上平均可達70-80%，對有接受

疫苗施打的人來說效果顯著。但需要注意的

是，在接種四到六個月後，保護效果即可能

下降，因此若是抵抗力不佳者在施打半年後

可再接種一劑。有關施打疫苗前後的注意事

項如下：

(一)105年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

1.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

2.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一至

  三年級學生，以及少年矯正學校及輔

  育院學生。

3.50歲以上成人。

4.具有潛在疾病者，包括高風險慢性病

  患(新增BMI>=30)、罕見疾病患者及重

  大傷病患者。

5.孕婦及產後6個月內婦女。

6.機構對象。

7.醫事及衛生防疫相關人員。

8.禽畜業及動物防疫相關人員。

    上述各類實施對象皆需具中華民國國民

身分。 

(二) 對蛋之蛋白質或疫苗成分有嚴重過敏者

    不建議施打，若有過敏體質、曾發生過

     敏反應須在施打前告知醫師。

(三) 接種後觀察30分鐘，無不適症狀再離

開。

     返家後需注意有無持續高燒48小時、呼

      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等嚴重副作用發

生，若有則須盡速就醫。

(四)因情緒緊張易引起頭暈、噁心、冒

冷汗等「暈針」症狀，避免空腹施打可有

效防範。若有暈針情形發生時，稍作休息

即可恢復。

流感容易造成嚴重併發症且極易傳

播，因此在秋冬季節經常成為政府及民眾

關注的焦點。目前最有效的預防方法即接

種流感疫苗，且今年擴大公費施打對象，

民眾可以多加利用來增強抵抗力。

當大多數的人皆接種疫苗，就能產生

「群體免疫」降低傳染發生，使得其他無

法接種的人也能獲得保護效果。除了接種

疫苗之外，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維持室

內通風、環境整潔、勤洗手及戴口罩，保

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才是預防流感最根本的

辦法。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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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素」你選對了嗎？
文/營養科 陳盈羽 營養師

為什麼選擇吃素食？大家或許聽過

很多種理由，為了健康？為了信仰？因

為疾病？嘗試各種飲食類型？各種飲食

選擇，都有不同的訴求。

選擇素食的您，該怎麼吃？才能達

到均衡營養又不體力虛弱呢？

素食的種類分為5類：純素或全

素、蛋素、奶素、奶蛋素、植物五辛素

【蔥、蒜、韭、蕎、興渠(洋蔥)】。依

據衛福部公告之飲食指南，將食物分為

六大類：全穀根莖類、低脂乳品類、豆

（蛋）類、蔬菜類、水果類及油脂與堅

果種子類。

「素食飲食指標」，提供素食者食

物攝取之份量建議，避免營養素不足或

過量之情形，以全穀類為主食，攝取足

夠蛋白質、豆類，並注意維生素B12、維

生素D、鈣及鐵攝取是否足夠，選擇適合

之油品與堅果種子，以下分為8項說明：

1. 依據指南擇素食，食物種類多樣化。

以一般成人每日1500大卡熱量攝取

為範例，奶蛋素攝取份數為全穀根莖類

1.5碗、未精製1碗，豆類3份，低脂乳品

類1.5杯，蛋類1份，蔬菜類3碟，水果類

2份，油脂類3茶匙，堅果種子類1份。

2. 全穀至少三分一，豆類搭配食更佳。

穀物在加工過程中會流失許多營養素，

包括蛋白質、纖維質及維生素皆有不同程度

的流失，所以建議民眾在選擇上可增加全穀

根莖類的攝取，其中1/3-2/3可由未精製之全

榖根莖類提供，另輔以豆類來增加蛋白質攝

取，與全穀根莖類蛋白質組成不同，均衡食

用則有「互補作用」，可避免必需胺基酸缺

乏的情形發生。

3. 烹調用油常變化，堅果種子不可少。

素食者因不食用動物性蛋白質，也減少

油脂的攝取。在油品的選擇上，可增加單元

不飽和脂肪酸及適量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之攝

取，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較高之油品為橄

欖油、芥花油、苦茶油；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含量較高之油品為葵花油、大豆油等，此外

也要減少飽和性脂肪酸之攝取，如椰子油和

棕櫚油，不同的油有不同的烹調溫度，可依

烹調方式選擇不同的油品。

堅果種子類含有植物性蛋白質、脂肪、

維生素E及礦物質，每日建議一份為宜，包

含開心果、花生、芝麻、核桃、腰果、夏威

夷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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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色蔬菜營養高，菇藻紫菜應俱全。

深色蔬菜含較豐富的維生素與礦物質，

建議每日至少攝取一份。容易缺乏的維生素

B12，可由藻類來補充，如1份乾紫菜（約

10 公克）可攝取到6 微克維生素B12。菇類

在栽培過程能形成維生素D，可選擇香菇、

杏鮑菇等來豐富餐食。

5. 水果正餐同食用，當季在地份量足。

水果為膳食纖維、維生素C、礦物質及

植化素之來源，此外維生素C能增加鐵質之

吸收，建議每日攝取達2份為佳，並選擇當

季水果。若需要控制血糖，則不建議於正餐

同時進食。

6. 口味清淡保健康，飲食減少油鹽糖。

如何減少油、鹽、糖的攝取？

(1) 少油

a.更改烹調方式。利用蒸、烤、滷、涼   

  拌、燉、涮等方式。

b.烹調器具。使用可減少油量之設備，

  如不沾鍋、烤箱、微波爐。

c.少用濃湯類。

d.少用濃厚之沙拉醬，選用和風醬、檸

  檬汁、醋等。

(2)少鹽

鹽分每日建議量不超過6公克，另注意

高鈉之調味品或零食攝取。1 茶匙鹽（6 

公克，含2400 毫克鈉）= 2又2/5湯匙醬

油 = 15茶匙蕃茄醬。

(3)少糖

「糖」是指製的蔗糖、果糖、葡萄糖，

與「醣」不同，攝取過量的糖，熱量攝

取也會增加，造成肥胖及其他慢性病發

生，應少吃含糖及其他加工食品。

7. 粗食原味少精緻，加工食品慎選食。

過多的加工程序，會導致營養素流

失，也會增加食品添加物之使用，故建議

盡量以新鮮食材為主，食用食物「原原本

本」的樣子，以原味、加工層次少之食物

為主。

8. 健康運動30分，適度日曬20分。

適量的體能活動可保持健康，增加新

陳代謝，維持理想體重，建議每日運動至

少30分鐘。維生素D最主要的獲得方式為日

曬，因植物性維生素D攝取可能不足，而適

度日曬20分鐘就能得到充足維生素D（特殊

疾病則不建議過度日曬，如紅斑性狼瘡、

白化症等）。

（參考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www.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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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下背痛  運動腰酸背痛遠離我
文/物理治療室 何乘慧 物理治療師

懷孕期間，媽媽們心喜著寶寶在肚子

裡一天天健康長大，但也隨著逐漸隆起的肚

子，飽受腰背疼痛之苦。曾經聽過一位媽媽

的抱怨，在懷孕末期，寶寶壓得腰直不起

來，上下樓梯是最痛苦的時候，抬腳挺腰都

是折磨，甚至痛到直接趴在扶手上哭泣。有

這樣的經驗的不只這位媽媽；研究指出，一

半以上的孕婦們會因為腰痠背痛而影響日常

生活，甚至連覺都睡不好。

為什麼會有腰痠背痛的問題呢？

第一、隨著寶寶長大，腹部的腹直肌、

腹橫肌撐開，被拉長的肌肉會有無力的現

象，媽媽們很常見的習慣，會將肚子挺出

去、手撐在背後，身體重心往前移，腰背部

的肌肉處在相對緊繃狀態，姿勢不正確，便

造成腰痠背痛的問題。

第二、懷孕中、後期時，卵巢會分泌

較多的鬆弛素（relaxin）。鬆弛素的主要功

能是抑制子宮的收縮，使得骨盆腔周邊的肌

肉與韌帶鬆弛，提供寶寶長大所需的空間。

由於鬆弛素濃度提升，不只作用在骨盆腔，

也會影響到全身的肌肉組織及韌帶。所以懷

孕婦女的關節結構比平常更不穩定，如果姿

勢不良或是過度使用，常造成肌肉痠痛的問

題。

有些媽咪因為擔心緊張，盡可能的臥床

休息，甚至連日常生活瑣事都由家人代勞，

而且長輩耳提面命「不要亂走呀！小心動了

胎氣！多休息多躺床！」，難道就可以避免

動胎氣或是解決腰痠背痛的問題嗎？

答案是錯！想要遠離下背痛的困擾，提

供更安穩舒適的環境給心愛的寶寶，最好的

方式就是運動！

可以做什麼運動？什麼又是正確的運動呢？

孕婦運動課程，強調拉筋放鬆、瑜珈伸

展。拉筋伸展可以放鬆緊繃的肌肉，回復適

當的柔軟度；但對於孕婦來說，更要強化肌

群調整正確的姿勢。

好的運動，不僅增加身體循環與代謝、

使心情輕鬆愉悅，更可以訓練骨盆底肌及四

肢的肌肉，待寶貝出生後，媽媽才有好的肌

耐力及體力，應付寶寶的需求。

這裡提供幾個動作給辛苦的孕媽咪們

參考，若您不是孕婦，但是有下背痠痛的問

題，也可以試著做做看唷！

骨盆運動（適合肚子較大的孕媽咪）

預備姿勢：

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椅背面向自己，

雙手支撐在靠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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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骨盆向前旋轉，想像脊椎一節節凹下

去，頭從趴姿到眼睛直視前方（圖一）；骨

盆向後旋轉，脊椎一節節凸出來，頭慢慢趴

下（圖二）。

貓姿運動（適合一般人或是懷孕初期）

預備姿勢（圖三）：

四肢撐地，肩膀與手腕、髖關節與膝蓋

呈直線垂直地面，提肛縮小腹，保持身體水

平。注意避免背部隆起肩胛突出，正確的姿

勢是背部平坦。

動作：

吸氣時，骨盆向前傾，脊椎一節節凹下

去，頭慢慢抬起（圖四）；吐氣時，骨盆後

捲，脊椎一節節凸出來，頭緩緩低下去（圖

五）。

橋式運動（適合一般人或是懷孕初期）

預備姿勢（圖六）：

平躺，膝蓋彎曲約為90度。雙手平放兩

側。

動作：

吸氣維持平躺姿式；吐氣時，肚子用

力縮小腹，並將骨盆抬起至最高點。保持淺

淺呼吸，慢慢將骨盆放下，回到起始位置，

肚子放鬆。切記，執行任何運動中，盡可能

避免用力時閉氣，以免造成血壓上升不適症

狀。最好的方式是在用力的時候緩緩吐氣。

（圖七）

側身抬腿運動（適合肚子較大的孕媽咪）

預備姿勢：

右側躺，右腿膝蓋彎曲，穩定姿勢。耳

朵、肩膀、骨盆至腳踝成一直線。右手枕在

頭下，左手於胸前維持肩膀穩定。左腿抬起

伸直與骨盆同高。（圖八）

動作：

搭配呼吸，深吸一口氣，緩緩吐出縮小

腹。左腳微微抬高，小幅度的抬上抬下，淺

淺呼吸並保持核心收縮。做十回合，再將腳

收回，回復預備姿勢。（圖九）

以上簡單的運動方式，可以在家輕鬆學

習，並且實質解決腰酸背痛的不適感。如

果有任何運動上的問題，歡迎來電詢問

【04-24739595分機21600何乘慧物理治療

師】。

（圖一）

（圖三）

（圖二）

（圖四）

（圖六）

（圖八）

（圖五）

（圖七）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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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安全嗎?
談病人安全與根本原因分析

文/護理部  李愛誠督導、林玉茹督導、李秋香副院長

陳小姐因身體不適到醫院就診，醫囑

開立藥物使用，在注射過程中陳小姐突然感

覺呼吸困難、急促，臉頰紅熱，皮膚起了疹

子；經過一陣處理，終於讓症狀逐漸緩解。

然而，這看似合理的過程中卻隱藏著許多問

題：醫療團隊是否有詢問過敏史?陳小姐是

否有主動告知過敏史?事件發生後是否留下

過敏記錄?留下的紀錄又是否在下次就醫時

經資訊系統主動提示?一連串的疑問正敘述

著病人安全的概念，所謂病人安全即是期望

每個人在醫療過程中都能藉由一些必要措

施，來避免或預防不良結果或傷害的發生。

在台灣病人安全受到醫療體系的重

視，每年醫策會及衛生局都會進行「病人安

全督導考核」為全民的就醫安全把關。督導

考核內容涵蓋：醫療人員的有效溝通、病人

安全事件管理、手術安全、預防跌倒及降低

傷害程度、用藥安全、管路安全、鼓勵病人

及家屬參與病人安全工作等八大目標。本院

在此部分有許多顯著作為，以藥物過敏為

例，醫療人員必須主動詢問病人用藥過敏史

與不良反應史且定期更新，資料登錄後資訊

系統主動連結於不同醫令系統中顯示提醒視

窗，使所有人員能及時取得相關訊息，更重

要的是鼓勵每位就醫民眾、病人及家屬的共

同加入，主動告知過敏史與不良反應史，才

能守住安全的防護網。

此外，醫院也積極透過品管工具教育

訓練與實際執行來促進品質提升，如：品管

圈活動(Quality control circle, QCC)、團隊資

源管理(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

品質指標監測、PDCA及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 RCA)等等。以根本原因分析

為例，國內外許多文獻指出大部分的錯誤來

自於系統的問題，系統或組織的設計不良讓

執行者容易出錯，因此須經由根本原因分析

來找到真正的原因以修正系統提升安全，這

正所謂著眼系統而非個人。提到RCA，讓我

想起8月25日院方指派醫療部、護理部、藥

劑部、資訊部、醫品中心共10位同仁跨團隊

參加「病人安全同好會」所舉辦的「105年

RCA(根本原因分析)觀摩賽」，當天有來自

14家醫院的醫療夥伴們共同努力，試圖就美

國發生的醫療異常案例進行討論，文中照片

即為本院中山附醫團隊於比賽前演練及當日

奮戰的歷史紀錄。

簡略說明根本原因進行的步驟，當醫

療異常事件發生，先以風險評估矩陣判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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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再以事件決策樹(Incident Decision Tree, 

IDT)判定是人為或系統因素。若為系統因素

則須組成團隊進入RCA步驟，分四個步驟；

第一步驟事件調查，以時間序列表呈現並進

行相關人員訪談；第二步驟尋找近端原因；

第三步驟確認根本原因；第四步驟設計及執

行改善計畫。擬定的計畫需善用屏障以控

管品質，如：人為屏障、行政屏障(訓練、

管理、標準作業)、物理屏障(保護裝置、材

質、資訊運用)、天然屏障(時間、空間、距

離)，其中又以資訊運用效率最高。

病人安全是品質的基礎，在本院積極

地深耕推動下，已營造出優良的病人安全

文化，但醫療過程充滿不確定性，以醫療

方式選擇來說，除了考量病人之病情及身

體狀況外，還需要考量副作用及合併症之

多寡與輕重，醫療人員雖以專業知識全力

以赴，往往抵不過突發身體變化所帶來的

風險與衝擊。有人說生死有命，但無論如

何，我們依然會努力不懈的在各個環節上

確保病人安全。我們也深切明白，未來我

們都有可能成為病人，因此，鼓勵就醫民

眾及家屬與我們共同參與病人安全，促進

和諧的醫病夥伴關係，一起推動安全的醫

療環境。

根本原因分析(RCA)賽前演練

準備出場比賽囉

團隊合作努力不懈

病人安全同好會觀摩賽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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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安全我參與  疫苗管理面面觀
一塊板子 施打疫苗更安全

我的小女兒一歲五個月了，這一年多來，我都按時帶她到醫療院所施打預防針。每回來到注射室內，

總是聽到混雜著嬰幼兒哭鬧聲、護理人員交談聲以及家長安慰孩子的聲音，喧嘩熱鬧。在護理人員座位前

的桌子上，擺著數瓶拆封、藥液被抽取一部分的小藥瓶，上面還插著針頭；每每輪到我們，當我抱著小女

兒，等待護理人員抽藥打針的同時，神經質的我，總會不禁想著：『拜託！不要抽錯藥哦！』雖然同樣身

為護理人員，知道工作人員於疫苗注射作業結束後，都會清點疫苗的支數劑量，但流於形式的確認性質，

萬一、萬一打錯疫苗了，針劑都注入孩子的體內了，還能如何呢？

想起過去服務醫院的護理長，就為了家長的質疑，做了一個大大的板子，把每種疫苗的實體空瓶，固

定排列整齊在板子上展示，並且在旁邊清楚地標明疫苗名稱，請護理師在為嬰孩施打前，拿取欲抽藥的小

藥瓶，在家長面前，與板子上所介紹的疫苗小藥瓶做比對，雙方確認瓶身外觀無誤後，才給予注射。如此

一來，護理人員謹慎地再次確認，家長也很放心，雖然是簡單的一個動作，卻不失為一個提升用藥安全的

好方法。                                                                                   病人安全我參與 民眾蔡小姐

文/門診 盧怡君護理師、蔡明修護理長

隨著醫學進步，疾病的預防重於治療，特別是高傳染性、高致命性的傳染病，疫苗的預防接種是防

治特訂的傳染病最具經濟效益的方法，在台灣預防醫學已儼然成為趨勢。

猶記得民國101年6月，台中市衛生局發生了因「疫苗冷運冷藏設備故障」造成疫苗毀損、損失千萬

而躍上新聞版面，讓人不勝唏噓。身為「疫苗守護神」的我們，必須具備疫苗冷運冷藏管理能力、每年接

受相關訓練，以提供安全與優質的醫療服務品質，對醫護人員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在設備上，本院設有專人負責疫苗管理，並依疾管署所定之疫苗運送、特性貯存，遵守疫苗使用原

則，先進先出維持疫苗的穩定性，確保疫苗品質及效價。為了維持疫苗冰箱2~8℃的恆溫，我們還特別參

加護理創新比賽，研發疫苗專用盒及透明防護罩，讓疫苗的放置整齊劃一，開瓶後時仍能保持恆溫，各類

疫苗名稱、劑量、效期、廠牌及批號，都清楚明確標示。

護理人員在執行疫苗接種前，

必須先檢查兒童健康手冊預防接種時

程紀錄表，核對姓名、出生日期、年

齡，確定本次接種疫苗名稱、劑量、

途徑，與醫師之醫囑是否相符合，尤

其我們在拿取疫苗、準備疫苗與接種

前都必須再次進行接種對象的確認，

因此我們鼓勵家長一起參與我們的幼

兒疫苗接種三讀五對，特別設計了疫

苗專用看板，讓家長一目了然，降低

父母親的擔憂，也與民眾一起把關確

保疫苗的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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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徵求! 期待醫療更安全的你!

「病人安全」是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重視的議題之一，希望透過徵

文，瞭解民眾、病人或家屬對病人安全之想法，藉由互相交流及分享

之方式，提升本院病人安全。投稿內容以病人安全為主，舉凡用藥、手

術、檢查、照護或其他事件均可，亦可分享對病人安全的相關想法。

文長八百字以內為宜，本刊編輯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來

稿請email至cshp731@csh.org.tw，並註明真實姓名、年齡、身分證

字號、聯絡電話、筆名。文稿一經採用，均酬稿費。

106年01月-106年02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106.01.06 08:00-09:00
肝病

防治中心

C型肝炎治療

的臨床實務

台大醫院內科部

暨肝炎研究中心

劉振驜教授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張秋純 無

106.01.11 12:30-13:30 內科部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心臟內科

莊維元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申請中

106.01.11 08:00-09:00
肝病

防治中心

B型肝炎

篩檢治療的

臨床實務

台大醫院內科部

暨肝炎研究中心

蘇東弘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張秋純 無

106.01.20 12:00-14:00
醫教部/

解剖病理科

全院性臨床病理

討論會(CPC)

解剖病理科

趙婉如

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顏嫚姍

38345
無

106.02.15 12:30-13:30 內科部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和信醫院

血液腫瘤科

吳茂青主任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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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院區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39595

■文心院區 (口腔醫學研究中心)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1866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電話：04-22621652

醫療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