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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輪狀病毒

輪狀病毒於1973年由澳洲科學家Ruth Bishop

所發現。這個病毒在電子顯微鏡下呈現車輪

狀，故命名為輪狀病毒。 

輪狀病毒是造成嬰兒和小孩嚴重腹瀉的最

主要病原。幾乎每個小朋友在5歲之前都會感染

過輪狀病毒，感染的高峰年齡是6個月到2歲。

在台灣因急性腸胃炎嚴重上吐下瀉而需要住院

的幼兒，大約每三個就有一個是由輪狀病毒所

引起。輪狀病毒感染在溫帶國家有明顯的季節

性，最常在寒冷的季節流行。在台灣，輪狀病

毒的感染季節較不明顯，一年四季都有，不過

還是以秋冬較多。 

輪狀病毒的傳染途徑

輪狀病毒是由飲食或接觸，經口傳染。病

患體內的病毒由大便排出，在無意間污染雙

手、食物、飲水或環境而傳染。病患的口水或

嘔吐物中也有病毒。此病毒傳染力極強，可以

在短期間內造成流行。

輪狀病毒的症狀

輪狀病毒的潛伏期約2至3天，在發病初期

會出現發燒、嘔吐等症狀，1至2天後會出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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瀉。病患也有可能有一點咳嗽、流鼻水等一般

感冒的症狀。大便通常不帶血絲、黏液，病程

持續約3至7天。嚴重時若沒有及時治療，可能

造成脫水、電解質失衡、休克甚至於死亡。所

以家中幼兒若在上吐下瀉後出現嘴唇乾燥、哭

不出眼淚、皮膚失去彈性、小便量明顯減少、

眼眶凹陷、囟門凹陷、嗜睡甚至昏迷等症狀

時，應盡速就醫治療。

輪狀病毒的治療

目前並沒有有效對抗輪狀病毒的藥物，所

以治療上以症狀治療為主，也就是補充水分及

電解質。如果幼兒持續嘔吐，無法進食，而且

持續嚴重腹瀉，最好注射點滴，以有效補充水

分。如果症狀尚屬輕微，應設法讓小朋友經口

攝取因為嘔吐及腹瀉而流失的水分跟電解質。

可以讓小病童喝一些電解質水，市售的運動飲

料經稀釋後，具有類似的功效。飲食的部分，

通常只要經過短暫停止餵食，便可恢復餵食病

童少許白開水，再慢慢餵食清淡飲食（例如稀

飯），避免油膩或太甜的食物。

輪狀病毒的預防方法

理論上只要阻斷輪狀病毒的傳染途徑，就

冬天常見的病毒感染－輪狀病毒

兒醫大樓藝術志工速寫
台大醫院企劃管理室管理師　陳芊如 

蔡老師認真的神情加上精湛的琴藝，讓大家沉醉在她悠揚的琴
聲中，隨著樂曲中的音符起伏紓解心情，小朋友也靜靜的專注聆聽
著。她不只是一位鋼琴老師，也是位堅強有愛心的母親。蔡老師的
女兒生前在本院接受治療，雖然無法讓她年輕的生命繼續發光發
熱，蔡老師感念醫院的醫護人員對女兒的照顧，希望藉由自己的專
業，讓更多的民眾可以接受音樂的洗禮，因此在她空閒時間來兒醫
大樓演奏鋼琴，希望表達她對醫護人員的感謝之意，同時也是種對
女兒的想念。 鋼琴老師－蔡華容

尹倩老師和李讓先生是現場民眾最為陶醉的雙人合奏。舞台是
他們實踐夢想的地方，也邀請大家和他們一同暢遊於旋律中，體驗
每首樂曲的奧妙。

尹倩是鋼琴老師，也常常幫學琴的小朋友辦小型演奏會，未來
也希望可以帶他指導的小朋友來兒醫大樓表演，同時讓小朋友知道
「音樂也是可以幫助別人的」

李讓是社工系學生，別看他年紀輕輕，他可是勇於實踐夢想的
人，2009年自籌旅費到德國參加第六屆世界口琴節，榮獲「十孔口
琴藍調/民謠/鄉村/搖滾組」及「半音階口琴爵士組」雙料冠軍。尹倩老師和李讓先生

每年秋冬是流行性感冒好發的時節，感冒
病毒會在抵抗力減弱時，悄悄潛入身體發威，
而且病毒不斷變異，也容易造成新疫情的流
行。

預防感冒，不要等到病毒侵入身體，平時
應該就要提升自我的免疫力。如何才能增加抵
抗力呢？可以從以下幾個小方法著手：
1.  營養均衡：均衡的飲食是擁有健康身體的

不二法門。主食以全穀類為最佳選擇，搭
配奶類、瘦肉、魚或豆製品來攝取身體修補
及建構所必需的蛋白質。增加蔬菜及水果的
攝取，天天至少五蔬果，因為它們富含維生
素、礦物質及許多具有抗氧化功能的植化
素，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維持健康的免疫系
統，顏色種類越多代表營養素種類也越多。
天然的堅果如南瓜子、松子也有鋅、硒等增
加免疫力的營養素，每天可攝取一湯匙取代
烹調用油。(見下圖)

2.  多洗手：手是我們接觸東西的工具，但也潛
藏了數不清的細菌及病毒，在烹調、用餐
前、接觸病人前後都要徹底的洗淨雙手，才
能甩掉這些致病的小惡魔。

3.  睡眠充足：足夠的睡眠才能讓身體獲得充分
的調養；相反的，熬夜及睡眠不足可是會讓
免疫力變弱的!

4.  適度運動：維持適量的體能活動有助於強化

體力，維持身體正常機能及免疫功能。建議
每週3次，每次30分鐘的有氧運動，稍流汗並
自覺有點喘又不會太喘的運動強度最佳，有
心血管疾病請與醫師討論適合的運動。

5.  每年接種流感疫苗：除以下不適合接種疫苗
的情形，如：急性發燒、對於雞蛋過敏，或
是之前接種有過敏反應者。一般而言，接種
流感疫苗可以提高對於流感病毒的免疫力，
減少因為流感病毒入侵感染造成的嚴重併發
症機會，以及降低住院率與死亡率。

藉由均衡的飲食及健康的生活習慣來強化
我們的免疫系統，感冒病毒自然不容易上身！

如果罹患了感冒，要多補充水分及電解
質，尤其是發燒及腹瀉時身體會流失水分，可
從多喝開水、湯品、果汁來著手；盡量避免刺
激性食物，如太辣、太鹹及油炸食物可能會讓
不舒服的喉嚨發炎更加嚴重，可以選擇容易吞
嚥的溫軟食物。若有腹瀉的狀況，可吃容易消
化且清淡的食物來減輕腸胃的負擔。

另外，儘量多吃蔬果類，如深綠、橘紅色
的蔬果富含維生素A可維持黏膜的正常功能，
柑橘類、芭樂、奇異果等含維生素C的水果可
以加強免疫力。即使食慾不好，也要少量多
餐，增加營養攝取，配合多休息，感冒才好得
快。以下提供兩道食譜供參考: 
【活力蔬果飲】

食材： 奇異果半顆、鳳梨一小片、牛蕃茄1/4
顆、柳丁1顆、冷開水100cc

做法： 將柳丁榨汁後，與其他食材及水一起利
用果汁機攪打均勻即可。

【雞菇山藥粥】

食材： 去皮雞腿肉60g、紫山藥40g、新鮮香菇
40g、紅蘿蔔20g、白粥一碗、蔥末少
許、鹽少許

做法： 將雞腿肉切絲、紫山藥及紅蘿蔔切小
丁、香菇切片後加入白粥以小火燉煮，
起鍋前加入蔥末及鹽調味即可。

台大醫院營養室營養師　游雅婷

預防感冒與飲食調養

「哈囉，地震老師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有老師會將自己的
封號，封為地震老師呢，應該是個有趣的人！鄭老師是個很開朗的

人，她是學校的老師，長期從事
幼兒教育工作，趁著暑假期間，
到醫院進行紙黏土教學活動，以
培養小朋友的創造力、想像力及
訓練手指靈活程度。老師教課方
式相當活潑，不論是大朋友或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作品也相
當可愛。在活動進行中，可以看到小朋友舉一反三的能力，還
有無窮的創作天份，甚至做得比媽媽快又漂亮。小朋友在住院
期間這樣盡情地玩樂，正是我們所努力的目標：「醫院不只是
照顧大家的身體，更能將歡樂帶給大家！」左為地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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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防輪狀病毒感染。病患家長要妥善處理

遭受病毒感染的病童大便，避免汙染環境。嬰

幼兒要注意不要「病從口入」。但是因為嬰幼

兒不懂事，隨時可能用手摸到受病毒汙染的環

境，或把受汙染的東西拿去吃，實際上很難靠

注意環境清潔與多洗手等方法有效的預防輪狀

病毒。吃母奶可以提供寶寶額外的免疫力，所

以吃母奶的寶寶比較不會遭輪狀病毒感染，如

有感染症狀也會比較輕微。除此之外，預防輪

狀病毒感染的有效方法還有使用輪狀病毒疫

苗。

目前市面上有兩種口服活性減毒輪狀病毒

疫苗 (rotavirus vaccine)。一種是用牛的與人的

輪狀病毒進行基因重組後做成的疫苗 (RotaTeq, 

MSD) ，含有G1、G2、G3、G4、P[8] 等血清

型，在嬰兒年齡 6-15 週開始以 2 個月的間隔口

服三劑。另一種將人輪狀病毒直接減毒做成疫

苗 (Rotarix，GSK) ，含有 G1P[8] 血清型，在嬰

兒年齡6-15 週開始以 2 個月的間隔口服兩劑。

這些疫苗的保護效力均相當良好。這兩種疫苗

建議用在八個月大以下的小孩，年齡超過的小

孩就不建議使用了。年齡較大的兒童只有靠多

洗手、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來預防輪狀病毒感

染。 

呼吸道融合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是

2歲以下小孩最常見的下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它

也是嬰幼兒急性細支氣管炎最重要的致病菌，

幾乎每個小孩在2歲前都會感染過。每年大概有

1～2％的小孩因感染此病毒而需住院治療，由

於病毒的結構及人體無法產生完全的免疫力等

因素，有不少的兒童感染過後會再次感染。

在溫帶國家，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明顯好

發於冬季及春季。在台灣由於四季的變化較不

明顯，所以好發季節也相對不明顯。但在台大

醫院曾做過呼吸道融合病毒與季節的相關研究

中，發現整年都有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病例，

其中3~5月及8~10月為住院個案最多的月份。

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途徑為飛沫感染及接

觸感染，感染後的潛伏期為2~8天。它喜好在

人類的呼吸道細胞繁殖並破壞之，產生發炎反

應，使細支氣管水腫及黏液阻塞，造成出現

急性細支氣管炎，症狀包括喘鳴及呼吸急促困

難；通常也會有咳嗽及流鼻水等的上呼吸道症

狀，及少數病人會有哮吼症狀呈現。呼吸道融

合病毒造成的急性細支氣管炎好發在2歲以下的

小孩，感染後可能會有發燒的症狀，大部分發

燒會持續2~4天。

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的病童若出現呼吸窘

迫、活動力下降、脫水等情況即須住院治療。

呼吸窘迫可藉由觀察呼吸速率（小於2歲呼吸

速率大於每分鐘40~50下）及呼吸肌不正常用力

（肋骨下緣凹陷、肋骨中間凹陷、胸骨上緣凹

陷）來判斷。此外，高危險群的病童得到呼吸

道融合病毒，較容易發生呼吸窘迫及嚴重的併

發症。高危險群的病童包括先天性心臟病、早

產兒、慢性肺部疾病、先天或後天免疫不全及

神經肌肉疾病患者等。

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的治療方法主要為支

持性療法，包括控制發燒、加強水分補充及物

理性胸部拍痰；住院病患另可呼吸潮濕氧氣以

增加細支氣管分泌物的排出。目前，支氣管擴

張劑及類固醇的療效仍未有定論。而抗病毒藥

物Ribavirin，因大部分無慢性疾病的病童是可以

自行痊癒的，所以此藥物僅建議用在高危險群

認識呼吸道融合病毒

台大醫院小兒部醫師　戴君芙

　　為響應愛地球
無紙化的世界環保
潮流，本院『兒醫
通訊』將逐步電子
化，並併入台大醫
院健康電子報共同
發行，讓讀者除了
原有的小兒相關衛
教訊息外，可以同
步取得更豐富、更
完整的台大醫院各
類訊息及衛教資
訊。自本期起，
『兒醫通訊』內容
亦同時刊載在台大
醫院健康電子報，
網址為：http://
epaper.ntuh.gov.
tw/health/index.
html，歡迎讀者上
網訂閱。

近年來過敏疾病如異位性皮膚炎、過敏性

鼻炎、氣喘和食物過敏等都有逐漸上升的趨

勢，我們的研究指出台灣有高達10-15%的孩童

患有氣喘，患有過敏性鼻炎的比例甚至高達三

分之一，家有過敏兒童對家庭帶來很大的困

擾，過敏疾病也成為國人健康上的一個重要問

題，因此積極研究過敏疾病的致病機轉和開發

出更新而有效的治療是刻不容緩的課題。台大

醫院過敏免疫中心的成立宗旨，是希望能提供

優質的醫療服務之外，並結合對於過敏免疫疾

病有興趣的醫師和研究人才，與國外的研究機

構合作，從事臨床及基礎研究與教學訓練。

過敏免疫中心在2006年5月成立，目前中心

成員包括：小兒部江伯倫教授、楊曜旭醫師、

林于粲醫師、王麗潔醫師、李志鴻醫師、俞欣

慧醫師、皮膚部王莉芳醫師、戴仰霞醫師、以

及多位研究人員。

我們提供的臨床服務項目

過敏指數(IgE指數)及過敏原檢查 

可用抽血 (MAST或CAP檢測)或經皮膚針刺

(skin prick)的方式針對常見的過敏原進行檢測，

例如：塵 、蟑螂、狗毛、貓毛、黴菌、花

粉、蛋白、蛋黃、花生、牛奶、蝦、蚌殼、螃

蟹、蔬菜、柑橘等。

肺功能檢測

針對5歲以上的孩童提供肺功能測量的服

務，肺功能測量是氣喘的診斷依據，並監測氣

喘控制是否良好。

減敏療法

以往的減敏療法主要都是利用皮內注射過

敏原(例如：塵 螨)的方式，使身體對此過敏原產

生耐受性，降低過敏反應，來達到改善過敏體

質，減緩氣喘或過敏性鼻炎症狀的目的。但是

皮內注射的方式會引起一些副作用，如氣喘發

作、蕁麻疹，甚至是過敏性休克，而且病人每

週到每兩週都需要回來接受注射，也是相當辛

苦的一件事。新發展的舌下減敏療法是有效、

安全且方便的螨減敏療法，目前由王麗潔醫師主

持氣喘舌下減敏療法的臨床試驗，預計在近幾

年內會推行成為減敏療法的主流。 

免疫功能檢查及免疫缺損疾病的診斷

本中心除了本院病人之外，尚接受其他醫

院轉介的個案，提供免疫功能(淋巴球表面抗

過敏免疫中心－

台大醫院小兒部主治醫師　俞欣慧

體、免疫球蛋白、T細胞功能、吞噬細胞功能)

與基因檢查，進行免疫缺損疾病的診斷並進一

步治療。

研究的方向

研發新免疫療法的臨床應用

利用黏膜免疫誘發的調節性T細胞來調控

免疫疾病的機轉，達到減敏的效果，目前在進

行舌下減螨敏療法之外，我們致力於研發出更好

的過敏原以進行口服耐受性療法，其中較常被

媒體提及的研究是將塵 的過敏蛋白轉殖到蕃

茄上，將此基因轉殖蕃茄餵食老鼠，發現在老

鼠體內可達到減敏的效果，但這項成果牽涉到

基因改造食物，目前尚無法應用於臨床治療。

過敏疾病的新藥開發

參與國際大藥廠的臨床試驗，另外我們也

利用目前已經建立好的動物實驗模式來篩選藥

物，跟國內的生技公司來加以合作，以期能夠

開發出新的對抗過敏疾病的藥物。

過敏疾病的機轉和調控機制研究

過敏疾病的機轉被認為與第二型T輔助細

胞的活性有關，但是更詳細的機轉還是不清

楚，尤其是其調控的機制。我們將進一步研究

調節性T細胞在過敏疾病所扮演的角色。我們

的研究著重在誘發免疫或產生耐受性的機轉，

另外我們希望找出新的”過敏基因”以應用到

臨床的治療上。

在風濕疾病的研究

我們在全身性紅斑狼瘡的小鼠研發新的治

療方式(利用樹突細胞的免疫療法)，也有不錯

的效果。

未來展望

近年來過敏免疫方面的研究日新月異，疾

病治療也有快速發展，我們積極從事基礎研究

希望能提升臨床疾病診斷，並提供更多疾病治

療的方法。本中心為國內最優良的過敏免疫風

濕次專科醫師訓練中心，未來希望提升為國際

級的訓練中心，吸引國內外的年輕醫師都來此

接受訓練。

及嚴重併發症的病童。

因為呼吸道融合病毒為飛沫及接觸感染，

因此主要的預防方法為加強洗手，在人潮擁擠

或空氣流通不良之公共場所戴口罩，感染的病

童須妥善處理其分泌物及加強個人衛生習慣。

目前仍無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可以施打，對於

高危險群的病童可考慮在好發季節每月施打一

種人類單株抗體（Palivizumab）預防呼吸道融

合病毒感染。早產兒是最常見的高危險族群，

最近全民健保已經通過給螨付此藥給懷孕週數28

週以下的早產兒，與懷孕週數35週以下之早產

兒且患有慢性肺病的個案，符合條件者可多加

利用。

呼吸道融合病毒為嬰幼兒常見的呼吸道感

染病原菌，大部分孩童都會自行痊癒，但仍要

小心發生呼吸困難的症狀，若得到此病毒感染

需密切觀察病童的呼吸狀況，若有呼吸窘迫的

徵象最好能立即帶至小兒科就診。

頂尖人才幫過敏免疫病找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