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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版  活力  微笑  健康人生 電子報：http://stud.adm.ncku.edu.tw 

發「燒」話題--H1N1 新型流感疫苗注射知多少？ 
衛保組整理 

您知道嗎？自 12 月 1 日開始，25 歲以下青年就
可以開始施打 H1N1 新型流感疫苗、12 月 12 日
開始全國民眾都可以施打囉！但您對疫苗瞭解
多少？自己是否適合注射？我們到衛生署疾病
管制局網站中找到了一些資料提供大家參考，希
望能協助您下決定---- 

H1N1 新型流感疫苗接種問與答 

Q：學生施打 H1N1 新型流感疫苗的重要性？ 

A：根據研究發現，學生較容易被流感病毒侵襲，
是流行季時最早的發病者，病毒在學生間的
散播極為容易且快速。學生接種 H1N1 新型流
感疫苗，不但能有效減少學生感染流感的機
率，降低醫療費用的支出，且亦能降低病毒
的擴散，進而間接保護其他高危險族群，減
少其因感染而發生嚴重併發症的機率。 

Q：接種了 H1N1 新型流感疫苗後多久可以產生
保護力？ 

A：成人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苗約 3-4 週後(幼
兒為接種第二劑後)，可以得到很好的保護效
果。雖可大幅降低感染新型流感的機率，但
仍有可能罹患其他病毒所引起的感冒，民眾
仍需注意個人衛生保健及各種預防措施，維
護身體健康。 

Q：H1N1 新型流感疫苗接種後注意事項？ 

A：為及時處理接種後發生率極低的可能嚴重過
敏反應，接種後應於接種單位或附近稍作休
息，並觀察至少 30 分鐘，待無不適後再離開。
青少年偶在接種後短時間內突然昏厥，應注
意預防昏厥後跌倒或其他意外發生。 
接種後如有持續發燒、嚴重過敏反應如呼吸
困難、氣喘、眩昏、心跳加速等不適狀況，
應儘速就醫，並以電話通報當地衛生局。 
完成疫苗接種後，雖可降低感染 H1N1 新型流
感的機率，但仍有可能罹患其他病毒所引起
的感冒，請注意個人衛生保健及各種預防措
施，以維護身體健康。 
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苗後 48 小時內可能有
發燒反應，應告知醫師曾經接種過 H1N1 新型
流感疫苗，以作為鑑別診斷的參考。接種 48
小時後仍然持續發燒時，應考慮可能另有其
他感染或發燒原因。 

Q：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苗有什麼副作用？ 

A：H1N1 新型流感疫苗與季節性流感疫苗相同，
屬於不活化疫苗。接種後可能之副作用包
括：注射部位肌肉疼痛、紅腫，少數人會出
現發燒、倦怠的輕微反應，一般於接種後 1、
2 天內恢復。青少年偶發在接種後短時間內突
然昏厥，應注意預防昏厥後跌倒或其他意外
發生。 

Q：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苗的禁忌？ 

A： 
一、已知對「蛋」之蛋白質(Egg-protein)或疫苗其 
    他成份過敏者，不予接種。 
二、年齡 6 個月以下者，不予接種。 
三、過去注射曾經發生不良反應者，不予接種。 
四、其他經醫師評估不適合接種者，不予接種。 
五、發燒或急性疾病患者，宜予延後接種。 

Q：打疫苗後發燒，是不是反而感染了 H1N1 新
型流感？ 

A：H1N1 新型流感疫苗是安全的非活性(死)疫
苗，因此接種後不會造成感染。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苗後 48 小時內如有發燒反應，應
告知醫師曾經接種過 H1N1 新型流感疫苗，以
作為診斷的參考。接種 48 小時後仍然持續發
燒時，應考慮可能另有其他感染或發燒原因。 

Q：曾經快篩檢驗結果為陽性者，還需接種 H1N1
新流感疫苗嗎？ 

A：原則上可以考慮不必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
苗，但仍有 10%機會不具抵抗力，快篩檢驗
結果為 A 型陽性者，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
苗也不會有問題(無安全問題)，建議由醫師評
估後，依民眾意願決定是否接種疫苗。 

Q：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苗後，我還會感冒嗎？ 

A：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苗後，雖可大幅降低
感染 H1N1 新型流感的機率，但仍有可能罹患
其他病毒所引起的感冒，民眾仍需注意個人
衛生保健及各種預防措施，維護身體健康。 

Q：H1N1 新型流感高危險族群疾病類別一覽表 

A： 

一、過去一年曾因心肺血管疾病、肝、腎及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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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等疾病門住診者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糖尿病 

●心肺血管疾病： 
 1. 風濕熱及風濕性心臟病  
 2. 缺血性心臟病 
 3. 肺性循環疾病及其他形態之心臟病 
 4. 慢性肺部疾病 
 5. 氣喘 

●腎臟疾病： 
 1. 急性、慢性絲球腎炎 
 2. 腎徵候群 
 3. 腎炎及腎病變，未明示為急性或慢性者 

 4. 急性、慢性腎衰竭及腎衰竭未明示者 
 5. 腎硬化，未明示者 
 6. 腎功能不良所致之疾患  

二、過度肥胖: BMI 35.0≧ 。 
由於個人的體型骨架不同，為了同時顧及身高和
體重的配合，採用的指標是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縮寫為 BMI），其計算公式如下： 
BMI = 體重 (kg) / 身高 (m2) 
例： 150 公分 (1.5m) ，60 公斤 (60Kg)者， 

     其 BMI = 60 / (1.52) = 26.7 

 
 

 
（以上資料來源為疾病管制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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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學生 H1N1 新型流感疫苗接種時間與地點 

衛保組 

為了讓本校學生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苗更加便
利，經衛生保健組積極與附設醫院聯繫，安排學
生接種疫苗之時程與地點如下： 

接種日期：自 98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1 點起至 12
月 31 日止 

接種時間：週一～週五，8：00～11：30（12/14
除外）；13：00～16：30 

接種對象：成功大學所有在學學生（含夜間部、
大學部、碩、博士、在職專班生） 

接種地點：1) 12/14～12/18 在建國校區（醫學院）
1F 成杏廳前廣場 

          2)12/21～12/31 在光復校區學生活動
中心 2F 

報名方式：請至學務處報名系統，選擇您能施打
的時段，報名即可！ 

網址：http://140.116.165.58/~stfapp/login.php 

攜帶物品： 

1.健保卡 

2.先填妥「國立成功大學接受 H1N1 新型流感疫
苗注射之學生接種資料」以節省接種時間，下
載網址：
http://stud.adm.ncku.edu.tw/hea/other/sww/9812
14＿1H1N1 新型流感疫苗注射之學生自評
表.doc 

3.未滿 20 歲者，一定要有家長簽名的接種同意
書，請下載帶回家讓家長簽名後，接種當天繳
交 同 意 書 後 才 能 施 打 。 下 載 網 址 ：

http://stud.adm.ncku.edu.tw/hea/other/sww/9812
14＿2未滿 20歲青年接種說明及同意書.doc或
http://www.h1n1.gov.tw/ct.asp?xItem=11224&ct
Node=1535&mp=170 

注意事項： 

1.若您符合「接種 H1N1 新型流感疫苗的禁忌」
者（對「蛋」之蛋白質(Egg-protein)或疫苗其
他成份過敏者、過去注射曾經發生不良反應
者、其他經醫師評估不適合接種者、發燒或急
性疾病患者），請勿接種疫苗。 

2.接種疫苗時請穿著寬鬆衣物，以方便暴露注射
部位（手臂）。 

3.施打疫苗前勿空腹。 

4.施打疫苗時請放輕鬆。 

5.注射疫苗後需在現場觀察 30 分鐘，如有不適請
立刻告知現場工作人員，沒有不良反應或不舒
服再離開。 

6.接種疫苗後請多喝水。 

7.接種後，如有持續發燒、嚴重過敏反應如呼吸
困難、氣喘、昏眩、心跳加速等不適症狀，應
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曾接種過 H1N1 新型流
感疫苗，以作為鑑別診斷之參考。 

8.若無法在學校安排的時間內施打疫苗，請自行
至合約醫療院所施打，合約醫療院所可以至行
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頁查詢。網址：
http://www.h1n1.gov.tw/mp1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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