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歷年來流感疫情多自11月下旬

開始升溫，於年底至翌年年初達到高峰，

一般持續至農曆春節，於2、3月後趨於平

緩，且接種疫苗後至少約需2週後產生保護

力，故建議高危險及高傳播族群，應於10

月流感季節開始，儘早疫苗接種，讓整個

流感季均有疫苗保護力。保護力一般不超

過1年，因此建議每年均須接種1次。實施

期間為106年10月1日至疫苗用罄止。

病毒株

依世界衛生組織每年對北半球建議

更新之病毒株組成，我國使用三價疫苗

包含3種不活化病毒，即2種A型（H1N1及

H3N2）、1種B型。每劑疫苗含下列符於規

定之抗原成分A/Michigan/45/2015 (H1N1)

pdm09-like virus；A/Hong Kong/4801/2014 

(H3N2)-like virus；B/Brisbane/60/2008-like 

virus。

公費疫苗有3家廠牌

採先到貨、先鋪貨、先使用原則，隨

機方式安排，各廠牌適用年齡如下：

106年季節性流感疫苗"開打囉!"
文/藥劑科 劉玉晴 藥師

流感疫苗接種劑量及劑次

年滿6個月以上未滿3歲之幼兒，每次

的接種劑量為0.25mL；3歲以上接種劑量為

0.5mL。8歲（含）以下兒童，若是初次接

種，應接種2劑，2劑間隔4週以上；3歲以

下初次接種之幼兒，若接種第二劑時已滿3

歲，第一劑接種劑量為0.25mL，第二劑接

種劑量為0.5mL；若過去曾接種過季節性流

感疫苗（不論1劑或2劑），今年接種1劑即

可。9歲以上則不論過去季節性流感疫苗接

種史，都只須接種1劑。每家廠牌之病毒株

種類一致且製程相似，效果一樣，亦無安全

之慮，所以2劑可用不同廠牌。流感疫苗是

不活化疫苗，可和其他疫苗同時接種於不同

部位，或間隔任何時間接種。

實施對象

流感疫苗接種實施對象需具中華民國國

民身分〔如為外籍人士，需持有居留證(包含

外交官員證、國際機構官員證及外國機構官

員證)〕，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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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許可證廠商/品名 劑型 適用年齡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imFlu-S”安定伏”裂解型流感疫苗

0.25mL 提供滿6個月以上3歲以下使用
0.5mL 提供3歲以上使用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GRIPPAL S1 安爾保流感疫苗

0.5mL 提供3歲以上使用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VAXIGRIP 巴斯德流感疫苗

0.25mL 提供滿6個月以上3歲以下使用
0.5mL 提供3歲以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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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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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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高風險慢性病人(含

BMI>=30)、罕見疾病患者及重大傷病患者)]。

5.孕婦及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

6.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業人員。

7.機構對象。

8.醫事及衛生防疫相關人員。

9.禽畜業及動物防疫相關人員。

106年公費流感接種對象新增6個月內

嬰兒之父母和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

業人員。嬰幼兒為流感的高危險族群，惟6

個月內嬰兒尚不適合接種流感疫苗，為保護

嬰幼兒，將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納入流感疫

苗實施對象，以保護嬰幼兒。因鑑於托嬰中

心、幼兒園等場所內之嬰幼兒為流感高風險

族群，罹患流感容易產生群聚且併發重症，

因此該等場所之主要照顧者接種流感疫苗可

以間接保護嬰幼兒。

禁忌症

★ 已知對「蛋」之蛋白質有嚴重過敏者。

★ 已知對疫苗的成份有過敏者。

★ 過去注射曾經發生嚴重不良反應者。

另外，要注意當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

度疾病者，應等病情穩定後再接種。若為過

敏體質，於施打前告知醫師，由醫師評估。

注意事項

1. 接種後可能會有注射部位疼痛、紅腫，少

數的人會有全身性的輕微反應，如：發

燒、頭痛、肌肉酸痛、噁心、皮膚搔癢、

蕁麻疹或紅疹等，一般會在發生後1-2天

內自然恢復。相當小的機率會發生嚴重的

副作用，如立即型過敏反應，甚至過敏性

休克等情況，通常於接種後幾分鐘至幾

小時內即出現症狀。為了能在發生後立即

處置，接種後應於接種單位或附近稍做休

息，至少觀察30分鐘以上，待無不適後

再離開。

2. 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物或凝血功能

異常者，施打後於注射部位加壓至少2分

鐘，並觀察是否仍有出血或血腫情形。

3. 接種後應注意有無持續發燒（超過48小

時）、呼吸困難、心跳加速、意識或行為

改變等異常狀況，如有不適，應儘速就

醫，告知醫師相關症狀、發生時間、接種

時間，做為診斷參考，並通報當地衛生局

或疾病管制署。

4. 完成接種後，可有效降低感染流感病毒的

機率，但疫苗保護效果亦需視當年疫苗株

與實際流行的病毒株型別是否相符，仍有

可能感染其他型別流感。

根據國外文獻，流感疫苗之保護力因年

齡或身體狀況不同而異，平均達30-80%，

對健康的成年人有70-90%的保護效果。對

老年人則可減少50-60%的嚴重性及併發

症，並可減少80%之死亡率。因此，定期接

種流感疫苗，是預防流感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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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飲食健康吃

「彩虹飲食」

顧名思義是指如同彩虹般各種顏色的蔬

果飲食。天然的蔬果顏色豐富，例如紅、橘

黃、綠、藍紫、白等顏色，除了富含維生素

C、葉酸鉀、鈣、鎂、鐵、纖維素之外，也

富含了各種有益身體健康的植物化學物質，

我們統稱為植化素。各種顏色的蔬果含有不

同的植物營養素（植化素），是植物對抗惡

劣環境的防禦機制，這些植化素使人體也能

抵抗氧化壓力、老化，幫人體清除毒素，有

助於維持身體健康，達到預防疾病的目的！

認識蔬果579

依衛福部所建議的均衡飲食原則，兒童

每日應攝取5份蔬果，成年女性每日攝取7份

蔬果，成年男性則應攝取9份蔬果，一般建

議每日至少2份水果，其餘由蔬菜補足一天

所需之蔬果份數。

多少蔬果為1份呢？一般而言，1份水

果大約家用小碗8分滿，蔬菜1份為煮熟後約

家用小碗1/2碗。舉例，每日5份蔬果即需吃

到2小碗8分滿的水果及1.5碗的蔬菜才達到

標準攝食量。蔬果579可以提供我們一天足

量的植化素，幫我們抗氧化及清除體內的

垃圾，若能攝取各種顏色的彩虹蔬果579飲

食，則更能提升我們排毒及抗氧化的效果。

各種顏色蔬果提供不同的營養素

以「綠、橘黃、藍紫、白、紅」等各種

不同顏色的蔬果混合搭配，則可攝取到豐富

的植化素，常見的植化素依顏色區分如下：

1.綠色植物：如綠花椰菜、地瓜葉、菠菜、

綠茶、奇異果、酪梨和芭樂等綠色蔬果，

含有葉綠素(Chlorophyll)具有抗癌功能、

葉黃素(Lutein)可以保護眼睛視網膜、兒

茶素(Catechin)等植化素可抑制血小板凝

集、抗發炎及抗腫瘤，故建議每日至少

1-2份為綠色蔬果。

2.橘黃色植物：如胡蘿蔔、玉米、木瓜、

薑、鳳梨和芒果中含有豐富的類胡蘿蔔素

(carotenoid)包括β-胡蘿蔔素、玉米黃素

(Zeaxanthin)和葉黃素(Lutein)等植化素，

文/營養蚵 姜秋月 主任/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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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去除眼球視網膜黃斑部與水晶體中的自

由基以保護眼睛，及保護心血管。咖哩含

薑黃素(Curcumin)可以抗發炎、降低血脂

及預防癌症。黃豆含豐富的植物性類雌激

素可以改善血脂肪、抗氧化、阻止血栓產

生，故每日亦要有1-2份為黃色的蔬果。

3.藍紫色植物：例如葡萄、藍莓、火龍果、

櫻桃、海藻、蘋果、黑木耳、香菇、茄

子、紫色高麗菜等，此類蔬果顏色鮮艷很

適合於烹飪中增加食物的色彩及促進食

慾，且含豐富的花青素(Anthocyanidin)、

檞皮素(Quercetin)等植化素，有助於抗氧

化、抗老化、抗發炎等作用，亦可預防尿

道感染。

4.白色植物：如洋蔥、蒜頭含豐富的大

蒜素及類黃酮素，山藥中的的薯芋皂

(Diosgenin)，山藥的植物性類雌激素苦瓜

中的苦瓜苷皆可抗發炎、強化免疫細胞，

預防高血壓等慢性疾病。

5 . 紅 色 植 物 ： 如 蕃 茄 、 西 瓜 的 茄 紅 素

(Lycopene )  ，以及辣椒中的辣椒紅素

(capsanthin)，蔓越莓、紅色蘋果皮的花青

素(Proanthocyanidins)，屬生物類黃酮，

甜菜根的甜菜根鹼(Betaine)皆具有強大的

抗氧化能力，可以幫我們清除身上的有害

物質，也可抑制血脂生成及預防血管栓

塞。

簡易彩虹蔬果製作舉例

選擇自己愛吃的各種顏色的食材例如:

火龍果、蘋果、藍莓、奇異果切小塊備用，

每種水果可準備約1/3碗，將玉米粒1/4碗

燙熟，將紫色洋蔥1/2顆切絲泡於冰水15分

鐘去除嗆味，將1/4顆綠花椰菜燙熟。以上

材料完成後加入原味優格及2顆百香果肉一

起拌勻，再撒上1大匙堅果類核桃、腰果即

完成一道2人份可食之蔬果餐，既簡單又方

便。

總而言之，彩虹飲食提倡的目的主要是

每種顏色及每種食物皆要吃，勿挑食或只固

定吃某些食物，每種食物的營養價值不同，

讓自己的餐盤充滿各種顏色，那麼各種營養

素就會很完整，而且刺激你的味蕾，讓您每

天健康與活力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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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護理師生涯甘苦談
文/麻醉科 賴麗娟 麻醉護理師

閉上眼，回想自己二十年前，從新生兒

加護病房誤打誤撞地跳入了一個從不曾在自

己生涯規畫的護理單位選項-麻醉護理師(簡

稱麻護)；還一股惱兒栽入，這一晃眼二十年

了...

在歐洲及鄰近的日本地區，皆無專業

麻護的制度，一般而言病人開刀時由一位麻

醉專科醫師全程在手術房看顧，直到手術結

束，如同日劇「醫龍」那位金毛麻醉醫師-

荒瀨，單槍匹馬執行麻醉作業；而美國的醫

療體制則是一位麻醉醫師最多負責兩間手術

房，但每間手術房內再配置一位「專科」麻

醉護理師(CRNA) 。

在美國要取得CRNA嚴格且辛苦；反觀

台灣目前的麻醉生態與美國相似，麻醫負責

3~4間手術房，每間手術房內配置一位麻護，

麻醫在負責的區域流動且監督，而麻護的工

作內容簡單來說，就是在麻醫監督下毫無差

錯完成手術。所以麻護和一般護理人員一

樣，除了具備專業知識及技術外，更必備靈

敏觀察力及應變能力，甚至成熟心智，才能

承擔每天手術房病人變化莫測的生命徵象。

前述台灣麻醫身負3~4間手術房，若同

時有2間手術房病人的生命徵象不穩定，麻

醫暫時無法抽身，那麼在另一間手術房的麻

護此時就得先掌控全場，直到麻醫前來，所

以麻護稱得上是麻醫最佳左右手。

猶記得一部感人日劇-風之花園，劇中

男主角飾演的就是一位麻醫，首集開場白他

這麼簡述麻醫工作：「麻醫就像機長，整架

飛機乘客生命安全掌控在機長(麻醫)手上，

飛機安全降落後，你會記得機長(麻醫)是誰

嗎？」可知麻醫或麻護支持著一台又一台成

功手術的背後，是幕後英雄，病人不會記得

當時他們甚麼模樣！

從事麻護二十年了，與病人四目交接僅

在誘導及甦醒時，且這些年我常上大夜班，

所以面對從急診來手術房的病人，有著較長

接觸的時間，例如詢問病史、禁食時間…來

來去去那麼多人，有些病人會令我印象深

筆者在開刀房內手術檯旁監測生命徵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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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在腦海中盤旋不去。礙於篇幅，略述今

年印象較深的故事向大家分享：

案例一：五十多歲婦人頂著大濃妝從急

診上來，我狐疑地望著急診學妹：「怎麼沒

請病人先卸粧？」學妹吱唔說道，婦人唱完

歌仔戲在回家路上出車禍，在急診已協助卸

了一大半…此時婦人插話：「我這腳斷何時

可以走路？我需要再唱歌仔戲賺錢。可以再

問問醫生，一定要開刀嗎?」原來今晚是婦人

睽違二十年來再登台，怎知道表演完騎車返

家，卻誤騎上快速道路…聽畢，自己都悲從

中來，只好安慰她騎上快速道路，命保住只

骨折真是命大了，錢再賺就有了。現在偶而

在街上看見野台戲棚，還是會想起這位頂著

大濃粧唱歌仔戲的婦人。

案例二：二十歲男孩車禍內出血送來手

術房，血壓數值一直在低檔、臉色慘白，手

術台邊的醫療人員的手沒有一隻是閒著的，

醫師忙著找出血點；麻醉科人員有輸不完的

血和無止盡的升壓藥…再穿插著CPR，經歷第

一次CPR男孩一度生命徵象被拉回來，但第二

次CPR我們真的失去他了…無力回天時，醫師

請媽媽進入手術房解釋，我心中已上演著哀

傷小劇場，媽媽進來鐵定哭天搶地(身為兩個

兒子母親的我如此想著)，孰不知這位媽媽卻

冷靜沉著地聽完醫生宣判，還轉身對著在場

的醫護人員鞠躬道謝：「謝謝大家今晚對我

兒子所作的努力」，語畢我已淚眼盈眶，這
筆者與麻醉科洪維德主任合照

漫漫長夜大家這麼努力和死神拔河，但我們

輸了…那一天我的心情極度低落，回想媽媽

的話，五味雜陳、百感交集！雖然從事醫療

工作多年，但沒有變得麻木不仁、沒有同理

心，我們必須在感情線與理智線上拿捏，畢

竟工作場合上無法自在傾洩情感啊！

多年麻醉護理生涯，面對麻醉儀器及藥

物技術不斷創新，已晉升資深麻姐的我，自

我要求永保一顆不斷學習的心來面對新知，

始終記得帶我走進麻醉這條不歸路的洪維德

主任說過：「儀器、科技縱使很厲害，仍會

有盲點，做麻醉不能完全依賴儀器數值，要

善用人類本能的敏銳五官」。手術有大小之

分，但麻醉都是一樣重要，同樣術式、同樣

麻醉方式，每個人所呈現的結果不盡相同，

如同 ”人”本身就是一個極無常的變異數！我

深信每一次的麻醉對我而言都是一個新的挑

戰！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服務e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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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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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腸直腸外科黃啟洲醫師、許倍豪醫師舉辦
之癌友會活動，一起關心您的健康。

藉由活動提升糖尿病的治療方式與保健，以
達健康生活化、生活健康化。

家醫科顏啟華主任，帶領醫療團隊深入和平區環山部落，進行長期照護、營養諮詢、戒菸及骨
密度檢查之巡迴醫療服務，偏鄉醫療真的有勞您們了！

由達文西微創中心舉辦，邀集內外科醫師、
中醫師及營養科，串起你我的健康新生活。

有氧運動對孕媽咪很重要唷，一起來參加，
也有幫助生產順利喔。

癌症病友會 大腸癌

世界糖尿病日 健康篩檢總動員

社區健康照護中心   偏鄉巡迴醫療

癌症病友會 胃癌

中山媽媽教室

2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活動花絮



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106年11-106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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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學分

106.12.01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肝膽腸胃科

陳宣怡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6.12.02 08:30-18:00

達文西微創

手術中心、

台灣內視鏡

外科醫學會

2017 

International 

Thyroid Surgery 

Symposium─

Endoscopic and 

Robotic Approach

Dr.Angkoon、

一般外科彭正

明主任等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孟皓

34936

相關醫、

護學分申請中

106.12.05

-12.06
08:00-18:00

急診部、

醫教部

106年第4次

高級心臟救命術

(ACLS)課程

急診劉家彣

醫師等

大慶院區行政

大樓12樓會議

廳及4樓臨床技

能訓練中心

林秀琴

34523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學

會、急診醫學會、內科

醫學會、重症醫學會、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繼續教育積分

106.12.06 12:30-13:30 內科部 研究會議
肝膽腸胃科

汪奇志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6.12.06 07:30-08:30 口腔醫學部 贋復科特別演講

 阿拉巴馬大學

伯明翰分校

劉朋儒醫師

文心院區B1 

D05演講廳

趙建維

55273
無

106.12.14 07:30-08:30

台灣安寧

照顧協會、

台灣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個案報告

門諾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106.12.15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風濕免疫科

王世叡教授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中

106.12.17 08:00-16:40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兒童

部新生兒科

106年新版新生兒

高級救命術(NRP)

訓練課程

兒童部

陳家玉顧問等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汝

川大樓17樓 

1703 會議室

陳逸慈

21728

新生兒科醫學會積分、

臺灣兒科醫學會積分、

中華民國

重症醫學會積分。

106.12.22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肝膽腸胃科

陳宣怡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學分

申請中

106.12.28 07:30-08:30

台灣安寧

照顧協會、

台灣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個案回覆

彰化基督教

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107.01.07 08:00-16:40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兒童

部新生兒科

106年新版新生兒

高級救命術(NRP)

訓練課程

兒童部

陳家玉顧問等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汝

川大樓17樓 

1703 會議室

陳逸慈

21728

新生兒科醫學會積分、

臺灣兒會積分、中華民

國重症醫學會積分。

107.01.12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心臟內科

蕭文智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1.15 12:30-13:30 內科部 內科部Grand round

Tulan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Prof. 

Vivian 

Fonseca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學分

申請中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