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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殘留甲醛、
殘留甲醛、含保藏劑的
疫苗，
疫苗，依然安全
依然安全！
安全！

一、 殘留甲醛、
殘留甲醛、含保藏劑的疫苗
依然安全！
依然安全！

疫苗為什麼會殘留甲醛?由於甲醛是
用來不使病毒(如：流感病毒、小兒麻痺病
二、要美麗
要美麗更要「繪」健康
毒)活化，以及對細菌性菌毒(如：白喉疫苗
之毒素)進行去毒性作用，用以
用以製造
用以製造人用
製造人用病
人用病
三、默痛舒持續性藥效膠囊
解除末期癌症病人的
解除末期癌症病人的嚴 毒性疫苗或細菌性疫苗至少已有 50 年之
久。在製造
在製造疫苗的
在製造疫苗的過程中
疫苗的過程中，
過程中，甲醛會被稀釋
甲醛會被稀釋，
會被稀釋，
重疼痛
但仍然可以在最終成品中 檢驗出其殘留
量。依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疫苗中甲醛
的殘留量不得高於 0.02%(相當 200 ppm)；對新生兒而言，因接種疫苗而單次暴
接種疫苗而單次暴
露於甲醛平均量是非常低的，
露於甲醛平均量是非常低的，因此被認為安全無虞！
因此被認為安全無虞！
雖然在實驗室中發現，高濃度的甲醛可破壞 DNA(基因之組成)，並導致細
胞癌化；但實際上，甲醛是人體代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也是合成人體
DNA(基因之組成分)與胺基酸(蛋白質之組成分)的必需物質。因此，在人體的循
環系統中都存在有可被檢出的體內生成甲醛，研究過程中也發現，在高於疫苗所
含甲醛含量的 600 倍以上時，對動物依舊是安全的。
另外，由於汞的殺菌效果極強，自 1930 年代以來，許多疫苗均添加硫柳汞
許多疫苗均添加硫柳汞
(Thiomersal)作為保藏劑
作為保藏劑，國內外均然。疫苗中所含的汞是以
ethyl mercury (乙基
作為保藏劑
汞)的形式存在，與環境中的汞不太一樣，也和一般人所了解的汞或水銀不同，
這種形式的汞比較不會堆積在體內
形式的汞比較不會堆積在體內，
汞比較不會堆積在體內，也比較不
也比較不易
較不易傷害人體。
傷害人體
目前國內含有硫柳汞的疫苗有：白喉、百日咳、破傷風混合疫苗、類毒素、
日本腦炎疫苗及部份流感疫苗等，每劑量(0.5 mL)含硫柳汞 50 微克(µg)以下
(0.01% w/v)，約相當於每劑量含 25 微克的汞，均在安全的劑量範圍內。雖然硫
柳汞曾被懷疑與兒童自閉症有關，但是根據 2006 年美國小兒科醫學會(AAP)及
公共衛生服務部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提出的最新報告，以及 2006 年全球
疫苗安全諮詢委員會(GACVS)之申明，目前並沒有因為疫苗中含汞造成傷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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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亦無證據證明疫苗中的硫柳汞，對受其暴露的嬰兒、兒童或成人具有毒性，
建議所有小孩仍舊依照原訂計畫施種疫苗，因為不打疫苗的危險性
不打疫苗的危險性，
不打疫苗的危險性，遠高於未知
或即使有也非常小的汞傷害所造成之危險性！
或即使有也非常小的汞傷害所造成之危險性！
現今疫苗製造廠已陸續發展出減(或移)除硫柳汞的疫苗，但至目前為止，
所有多劑型疫苗仍添加硫柳汞
所有多劑型疫苗仍添加硫柳汞作為抗菌保藏劑
硫柳汞作為抗菌保藏劑，
作為抗菌保藏劑，其中也包括
其中也包括了
包括了 2009 年的 H1N1
新型流感疫苗。我國自開始對嬰幼兒施打含汞疫苗之常規預防注射以來，此類疫
新型流感疫苗
苗目前已接種了逾 8,000 萬劑，至今並未發生有關疫苗中的汞傷害事件，為了確
保孩子的健康，衛生署呼籲
呼籲，
呼籲，家長仍
家長仍應照規定帶嬰幼兒按時接種各項疫苗
應照規定帶嬰幼兒按時接種各項疫苗！
種各項疫苗！

二、要美麗更
要美麗更要「繪」健康
隨著指甲彩繪風氣日漸盛行，讓指甲彩繪人員在工作環境中
比一般人接觸更多的指甲油，依據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調查發
現，坊間彩繪業者所使用的指甲油，含「鄰苯二甲酸酯類」成分
過高，有危害人體健康的疑慮。
指甲油中的鄰苯二甲酸酯
鄰苯二甲酸酯類
鄰苯二甲酸酯類，是一群鄰苯二甲酸
是一群鄰苯二甲酸(Phthalate
鄰苯二甲酸(Phthalate acid)
acid)的酯化衍
id)的酯化衍
生物，在塑膠工業中，常被用來添加於高分子塑膠產品中作為塑化劑，如聚氯乙
生物
烯(PVC)、聚丙烯(PP)、泡棉等，也可添加於膠合劑、塗料、油墨中，而在指甲
油製品中則可增加其延展性，但在追求美麗時，更要注意彩繪指甲的健康風險。
目前相關研究已證實，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
phthalate，DBP）
DBP）、鄰
、鄰
苯二甲酸二(2
苯二甲酸二(2(2-乙基己基)
乙基己基)酯（Di(2Di(2-ethylhexyl) phthalate）
phthalate），DEHP）
DEHP）及鄰苯二
甲酸丁酯苯甲酯（
甲酸丁酯苯甲酯（Benzyl butyl phthalate，
phthalate，BBP）
BBP）等鄰苯二甲酸酯類，
等鄰苯二甲酸酯類，都是會
影響身體健康的
影響身體健康的化學物質，具有干擾內分泌系統的特性，被列為疑似環境荷爾蒙
化學物質
物質。為維護消費者的健康與權益，衛生署已於97年10月28日公告，禁止於化粧
品中添加該成分，以減少民眾暴露環境荷爾蒙的可能風險。凡違反該規定者，依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定，可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15
萬以下罰金。
對於化粧品的管理工作，衛生署仍將秉持著風險管理原則，健全產品管理制
度，隨時監視與瞭解國內外相關安全資訊，進行安全性評估，必要時據以制訂相
關管理規範。民眾如發現購用之化粧品有不良品或使用後發生不良反應時，可通
報衛生署所建置的「全國化粧品不良品通報系統」,網址：
http://cosmetic-recall.doh.gov.tw.，通報專線：02-2358-7343。衛生署也責
成各縣市衛生局就轄區販售之指甲油產品予以列入稽查重點，依法查處並加強抽
驗，檢舉專線電話：0800-625-748，檢舉信箱：drug@doh.gov.tw。

三、默痛舒持續性藥效膠囊解除末期癌症病人的
默痛舒持續性藥效膠囊解除末期癌症病人的嚴重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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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痛舒持續性藥效膠囊（
默痛舒持續性藥效膠囊（以下簡稱 MXL®）
MXL®）是國內繼「硫酸嗎啡長效膜衣錠」
後，所引進另一項用於解除末期癌症病人嚴重疼痛的嗎啡類長效型製劑
解除末期癌症病人嚴重疼痛的嗎啡類長效型製劑，包括
解除末期癌症病人嚴重疼痛的嗎啡類長效型製劑
「MXL®
「MXL®
MXL® Capsules 30 mg」
mg」的淡藍色膠囊（有 MS OD30 標誌）及「
MXL® Capsules
60 mg」
mg」的棕色膠囊（有 MS OD60 標誌）2 種，膠囊內含有介於白色至灰白色的
小顆粒。除了整粒吞服外，還可以打開膠囊，將內含的小顆粒倒進不含酒精的冷
飲中服用，但絕不可直接嚼碎膠囊或壓碎內含的小顆粒
絕不可直接嚼碎膠囊或壓碎內含的小顆粒。
絕不可直接嚼碎膠囊或壓碎內含的小顆粒
對於目前正在使用較弱效鴉片類（opioid）止痛劑的病人，如體重超過 70
公斤，MXL®建議的起始劑量為每日一次每次 60 mg，體重低於 70 公斤、體弱或
老年人每次劑量則為 30 mg。對於罹患嚴重且無法控制的疼痛，而未使用任何鴉
片類止痛劑的病人，在轉換使用 MXL®前，應儘量先給予速效型嗎啡（morphine）
製劑治療，藉由計算其速效型使用劑量，即可得知其 MXL®的需求量。若將 MXL®
用於滿 1 歲以上的幼童，建議的起始劑量以每日每公斤體重 0.4-1.6 mg 嗎啡計
算。當疼痛加劇需調整劑量時，以能控制疼痛且無不能耐受的副作用為原則，每
次調整幅度約 30-50%。至於孕婦、哺乳中的婦女、未滿 1 歲幼童、接受手術前
或後 24 小時，以及對 MXL®過敏的病人則不建議使用。
MXL®的臨床使用就如同「硫酸嗎啡長效膜衣錠」一樣，需要注意使用嗎啡類
製劑所出現的副作用、使用禁忌、藥物交互作用及注意事項。發生噁心
噁心、
噁心、嘔吐、
嘔吐、
便秘及嗜睡是正常劑量下常見的副作用；
嗜睡、
及嗜睡是正常劑量下常見的副作用；出現嗜睡
嗜睡、針點狀瞳孔、
針點狀瞳孔、呼吸被抑制
及低血壓的癥
及低血壓的 癥 狀 則可能是中毒或過量，
則可能是中毒或過量 ， 嚴 重時還可能出現循環衰竭和深度昏
迷，發現時應儘速就醫。適當的瀉藥可以治療嗎啡類製劑造成的便秘，但懷疑或
已經有麻痺性腸阻塞癥
麻痺性腸阻塞癥狀
麻痺性腸阻塞癥狀時應立即停藥。同時使用嗎啡類製劑會加強安神劑
時應立即停藥 同時使用嗎啡類製劑會加強安神劑、
同時使用嗎啡類製劑會加強安神劑、
麻醉劑、
麻醉劑、安眠藥與鎮靜劑、
安眠藥與鎮靜劑、酒精、
酒精、骨骼肌鬆弛劑與抗高血壓藥物的效果，
骨骼肌鬆弛劑與抗高血壓藥物的效果，而胃
潰瘍用藥 Cimetidine 則會抑制嗎啡
則會抑制嗎啡的代謝
嗎啡的代謝；
的代謝；如果併用單胺氧化酶抑制劑（MAOI）
MAOI）
則有報告指出，
則有報告指出，病人會因為中樞神經系統的興奮或抑制，
病人會因為中樞神經系統的興奮或抑制，而伴隨高或低血壓的
風險。因此，建議醫師在使用此類藥劑之前，應詳細詢問病人
病人過去的用藥史
風險
病人過去的用藥史，
過去的用藥史，病
人也應詳細回答並主動告知醫師
人也應詳細回答並主動告知醫師。
主動告知醫師。
MXL®屬於持續性藥效的嗎啡製劑，使用時需要醫師的臨床評估及調整劑量，
而且不同品牌的持續性藥效嗎啡製劑生體相等性不盡相同，一旦將 MXL®調整到
有效劑量時，在未經醫師重新調整劑量及臨床評估之前，不應任意改用其他緩慢
釋放、控制釋出嗎啡製劑或其他強效的麻醉性（narcotic）類止痛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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