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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險  因  子  檢   查   值 

一粗 腹部肥胖 腰圍 

男性≧90公分（35吋半） 

女性≧80公分（31吋半） 

二高 血壓偏高 

 

收縮壓≧130毫米汞柱 

舒張壓≧ 85毫米汞柱 

空腹血糖值偏高 ≧100 mg/dL 

血脂
異常 

三酸甘油脂偏高 ≧150 mg/dL 

高密度脂蛋白膽
固醇偏低 

男性＜40 mg/dL 

女性＜50 mg/dL 

代謝症候群五大指標 



正確測量腰圍的方法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代謝症候群誰容易罹患？？ 

靜態生活 

喝酒 抽菸 壓力 

不良飲食習慣 遺傳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第一招、聰明選、健康吃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運動好處多 ? ! 

第二招、動動手、動動腳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img9.3lian.com/vector/10/03/119.jpg&imgrefurl=http://www.3lian.com/vector/14/029108018801827.html&usg=__spUuegwHGgm8hyUXXosfOBT7gzo=&h=450&w=450&sz=20&hl=zh-TW&start=5&itbs=1&tbnid=hzdexS0atwlC4M:&tbnh=127&tbnw=127&prev=/images?q=%E5%95%8F%E8%99%9F&hl=zh-TW&gbv=2&tbs=isch:1


不同運動方式
任你選 ~~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能站就不坐、要活就要動！ 

洗碗時，可練習蹲馬步、
鍛鍊大腿肌肉! 

在公車和捷運上站著時，可夾
緊大腿、縮小腹和大腿肌肉 

很忙的時候 ~~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第三招、不吸煙、少喝酒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戒菸戒酒有絕招！ 

洗臉 

戒菸門診 

戒酒門診 家人關懷 

深呼吸 

多喝水 

減少菸酒量 

降低酒精濃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壓力好大怎麼辦？！ 

第四招、壓力去、活力來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小方法 ~~ 

泡澡 聽音樂 運動 

聊天 靜坐 培養個人興趣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定期測量腰圍、 
空腹血糖值、血脂值 

第五招、做檢查、早發現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你(妳)不可不知的肥胖併發症！ 

心臟病 

脂肪肝 

高血脂 

痛風 

高血壓 

膽結石 

癌症 

腦中風 

胰臟炎 

糖尿病 

關節炎 



肌肉訓練的重要 





一些體檢報告的迷思 

• 紅字！ 

–真的是身體檢康亮紅燈了嗎？ 

• 陽性？陰性？ 

–到底哪一個才是正常？ 



一般體格檢查 

• 身體質量指數 (BMI) 

– 18.5-24 

• 腰圍 

–男 90 公分以內；女 80公分以內 

• 血壓 

–高血壓/低血壓 



尿液檢查 

• 尿糖 

• 尿蛋白 

• 尿潛血 

• 尿沈渣檢驗 



血液常規檢查 

• 紅血球 

• 血紅素 

• 平均血球容積 

–貧血？地中海型貧血？ 

• 白血球 

• 白血球分類 

–感染？過敏？ 

 



肝功能檢查 

• 丙胺酸轉胺酶(ALT/GPT) 

– SGPT數值代表肝細胞受損程度, 一般而言, 急慢
性肝炎、酒精性肝障礙、肝硬化、肝癌等會使
中SGPT濃度升高。 

• 天門冬胺酸轉胺酶(AST/GOT) 

–存在於心肌、肝臟、骨骼、腎臟等器官之醏素, 
因此SGOT數值偏高代表這些部位可能有病變, 
所以是診斷肝臟障礙、心肌梗塞、溶血等重要
線索。 



病毒型肝炎 

• 抗原？抗體？ 



腎功能檢查 

• 肌酸酐 

–肌酸所分解的物質 



血糖血脂肪 

• 總膽固醇 

–高密度/低密度？ 

• 三酸甘油脂 

• 血糖 



梅毒篩檢 

• VDRL/RPR 

–偽陽性：感染、懷孕、疫苗施打、年齡相關變
化、自體免疫性疾病 

 

• TPHA 

• AIDS篩檢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 愛滋病毒是透過體液（如血液、精液、陰道分
泌物、母乳等）交換傳染的，傳染途徑包括： 

– (一)性行為傳染：與愛滋病毒感染者發生口腔、肛
門、陰道接觸的性行為，就有受感染的可能。 

– (二)血液傳染：與愛滋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針頭、
針筒、稀釋液或輸入被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液
產品等。 

– (三)母子垂直感染：感染愛滋病毒的婦女懷孕生產，
可能會在她懷孕、生產或哺乳時，將病毒傳染給她
的嬰兒。 

 



預防方法 

1. 安全性行為：單一固定的性伴侶，避免嫖妓、
援交、一夜情，性行為時要全程正確使用保
險套，若需要使用潤滑液，應選用水性潤滑
液，不可使用油性潤滑物質（如嬰兒油、凡
士林），以避免保險套破損。 

2. 不要共用注射針頭、針筒、稀釋液。 
3. 性病患者請儘速就醫，並檢驗愛滋病毒。 
4. 懷孕時要接受愛滋病毒檢查，如果媽媽確定
為愛滋病毒病患感染者，從懷孕期間就要開
始接受預防性用藥，有需要時選擇剖腹產，
並且避免餵母乳。 





狂犬病 (Rabies) 



 



狂犬病 

• 致病原: 狂犬病毒 

–麗沙病毒屬 (Lyssaviruses )，桿狀病毒科
（Rhabdoviridae） 

 

圖片來源:  US CDC 



感染途徑 

• 經患有狂犬病之動物咬傷：唾液中含有病毒，
可經由抓、咬(或經由皮膚傷口、黏膜)而進入
人體。 

• 非經動物咬傷的感染：在蝙蝠山洞內吸入病毒
顆粒、實驗中吸入霧氣或經患者之器官移植而
受到感染。 

• 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傳染，至今尚無病例報告。 



致病機轉 

• 狂犬病病毒經上述傳染途徑進入人體後。 
• 病毒在被咬的肌肉處複製，侵入末稍神
經後，以向心性的方向到達中樞神經系
統，在腦及脊髓發育增殖而出現典型症
狀。 

• 病毒一旦感染在腦部大量複製後，就會
順著神經往下跑到各種富含神經的器官、
眼睛、唾液腺，並由該處傳播。 



潛伏期 

• 人的潛伏期一般為3～8週，偶而短於數天
或可長達數年。 

• 潛伏期的長短，視傷口嚴重程度、傷口部
位神經分佈的多寡或與腦的距離、病毒株
別、病毒量、衣服的保護程度及其他因素
等而定 。 



可傳染期 

• 狗或貓：自臨床症狀前3~7天開始至整個病
程中都維持著傳染力。 

• 其他動物： 

–蝙蝠在臨床症狀前12天，即可分泌病毒。 

–鼬鼠(skunk)在臨床症狀前8天，即可分泌病毒 

• 人感染狂犬病之可傳染期則尚未清楚，但
若仍可由唾液檢出狂犬病毒，應視為有傳
染力。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Manual 19th ed 



感受性及抵抗力 

• 幾乎所有的哺乳類動物都有感受性，但與
病毒株別有關。 

 

• 人類可能較其他動物不易受到狂犬病感染，
在伊朗的研究顯示，人類被狂犬病動物咬
傷，未經治療的情況下，約有40%發生疾病。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Manual 19th ed 



傳染窩 

• 在開發中國家，犬、貓為主要的傳染窩。 

 

• 野生動物如蝙蝠、浣熊、 狼、土狼、胡狼、
鼠鼬和其他會咬人的哺乳動物。 

 

• 鼠、松鼠、兔子也有少數的例子被感染，
但目前尚未發現有傳染給人的病例報告。 



國內狂犬病暴露後疫苗接種對象 2013/07/31 





 

http://www.boca.gov.tw/mp?mp=1 

http://www.boca.gov.tw/mp?mp=1
http://www.boca.gov.tw/mp?mp=1


 



http://www.cdc.gov.tw/ 

http://www.cdc.gov.tw/


疫苗施打 

• 例行性疫苗接種（Routine vaccination） 

• 必須性疫苗接種（Required vaccination） 

• 建議性疫苗接種（Recommended 
vaccination ） 



必須性疫苗 

• 黃熱病 

–在前往撒哈拉以南之非洲地區和熱帶南美洲一
些國家，國際衛生條例唯一所要求疫苗注射的
是黃熱病疫苗，若您會至上述國家旅遊，有些
國家會要求您出示黃熱病疫苗接種證書，只需
接種一劑即有相當好的保護能力，而且副作用
少、安全性高、持續保護力長（每十年追加一
劑即可）。出發前十天以上接種，才能獲得理
想的免疫力。  

 



 



 



必須性疫苗 

•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苗  

–流行地區：欲旅行至非洲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地帶的人，建議接種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苗。
另外，前往沙烏地阿拉伯旅遊的民眾，亦需接
種。一般必須在入境十天以前接種完成一劑流
行性腦脊髓膜炎疫苗，此疫苗一劑會有三年的
保護效力，需持續具保護力者，應每三年追加
一劑。 

 



 



必須性疫苗 

• 口服霍亂疫苗  
–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前往疫區旅行者若能注意食物及飲水的衛生、
不喝不乾淨的水或食用充分煮熟的食物，便幾乎沒有感染霍亂風
險。但是考量疫區的飲食安全沒有覺對保障，且近年來霍亂口服
疫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陸續被證實，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在2010年
表達了支持口服疫苗使用使於地方流行或有爆發的流行的區域。
故前往疫區旅遊的民眾可以考慮使用霍亂疫苗。 

– 國際上目前有2種型式口服霍亂疫苗，其中DUKORAL於1991年上市
已在60餘國取得使用執照，對O1型可提供85～90％保護力。另
外；.SHANCHAL可提供O1型及O139型保護力，但目前尚未通過世
界衛生組織審核。目前國內已進口少量DUKORAL口服霍亂疫苗，
惟價格不菲，有需求之民眾可向本局12家旅遊醫學門診合約醫院
申請提供。 

 



建議性疫苗 

• A肝疫苗 

• 狂犬病疫苗 

• 流感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