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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書麟 
國泰綜合醫院ERAS術後加速康復中心主任

　　術後加速康復(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最早在1997年由丹麥外科醫師
Henrik Kehlet倡議，其原意是利用各項在實證醫學確認有效的改善方案，整合成一套照護流
程，來減少因外科手術而造成全身性發炎之不良反應。

　　國泰綜合醫院於2016年整合外科、麻醉科、復健科醫師、護理師、藥師、營養師、物
理治療師及個案管理師等專業醫護人員組成照護團隊，推動ERAS並以英文發音取相似名為
「怡樂適」療程。並因地制宜依據世界ERAS學會公佈之ERAS標準照護流程(如圖1)進行合
適性調整，更能符合醫院文化及規模，對於病人照護更能全面落實。

國泰綜合醫院
推廣怡樂適療程

圖1. ERAS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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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 Flowchart

Surgery
Early removal of drains
 and tubes
Stop intravenous fluids

Multimodal opioid-sparing
 pain control

Early mobilization
Early oral intake of fluids
 and solids
Postdischarge follow-up

Postoperative

Anesthesia

Nursing

Intraoperative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Minimize drains and tubes

Regional analgesia
Opioid-sparing anesthesia
Balanced fluids
Temperature control

Pre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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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V prophyl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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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
Cessation of smoking
Control alcohol intake

Medical optimization

Preoperative information

A typical ERAS flowchart overview indicating different ERAS protocol items to
be performed by different professions and disciplin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patient journey. The wedge-shaped arrows depicting each
time period move into the period to follow to indicate that all treatments given

affect later treatments. No NPO indicates fasting guidelines recommending
intake of clear fluids and specific carbohydrate drinks until 2 hours before
anesthesia; PONV, 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Olle Ljungqvist, MD,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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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病人要經歷飢餓、疼痛、噁心、浮腫、虛弱、寒冷⋯等手術相關不舒服的症狀
，經由怡樂適療程的介入，不但大幅減少發生的機會，即使發生了，其嚴重性也可以有
效地減輕。因此，在整個手術療程中，運用「實證醫學」大數據所確認可行的方式，以
病人為中心的照顧方面，有治療方針上的改變(如表1)。

無特別，靜候通知

術前24小時

感受程度視個人體質

靜養在床，靠時間被動等待

身體恢復

要等排氣之後，才能進食

待傷口不痛，管路拔除

之後

術前準備事項

術前禁食時間

術後甦醒過程生理反應

(如：疼痛、發冷、想吐)

手術體力恢復狀態

術後進食時機

術後下床時機

客製化「居家體能優化課程」

術前兩小時

術中優化性治療措施，

大幅減少恢復時不適感

搭配客製化「居家體能優化

課程」，主動性儲備體力

術後無嘔吐即可喝水

術後第一天，疼痛指數小於

3分可練習下床

一般手術療程怡樂適療程

　　初期療程成效良好，病人也給與非常正面的回饋。以此為基礎下，國泰綜合醫院正
式開始全力推動「怡樂適療程」的逐步落實。

　　在這四年不算短的時間中，
我們從無到有，從單打獨鬥到團
隊作戰，從大腸直腸外科開始到
目前已有三個分科加入。這樣的
成果都必須感謝院方大力支持及
團隊成員全心投入(如圖2)。

　　怡樂適照護團隊，由醫療
李嘉龍副院長擔任團隊負責人，
成員包含臨床治療、臨床照護及
行政支援(如表2)。整個療程含跨
門診、住院、手術、返家等階段
，為了妥善整合照護的完整，讓
手術更快恢復、病人更有元氣、
併發症更少的前題下，緊密的
團隊合作是「怡樂適療程」的
核心價值。所以，國泰綜合醫
院ERAS怡樂適中心是以院級的
整合組織，成員們不但各司其
職，而且彼此在中心平台上交
流順暢。在病人安全及品質管
控上都近於完整。

■表1：怡樂適療程與一般手術療程差異性

圖2. 怡樂適照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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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病人要經歷飢餓、疼痛、噁心、浮腫、虛弱、寒冷⋯等手術相關不舒服的症狀
，經由怡樂適療程的介入，不但大幅減少發生的機會，即使發生了，其嚴重性也可以有
效地減輕。因此，在整個手術療程中，運用「實證醫學」大數據所確認可行的方式，以
病人為中心的照顧方面，有治療方針上的改變(如表1)。

無特別，靜候通知

術前24小時

感受程度視個人體質

靜養在床，靠時間被動等待

身體恢復

要等排氣之後，才能進食

待傷口不痛，管路拔除

之後

術前準備事項

術前禁食時間

術後甦醒過程生理反應

(如：疼痛、發冷、想吐)

手術體力恢復狀態

術後進食時機

術後下床時機

客製化「居家體能優化課程」

術前兩小時

術中優化性治療措施，

大幅減少恢復時不適感

搭配客製化「居家體能優化

課程」，主動性儲備體力

術後無嘔吐即可喝水

術後第一天，疼痛指數小於

3分可練習下床

一般手術療程怡樂適療程

臨床治療

　初期療程成效良好，病人也給與非常正面的回饋。以此為基礎下，國泰綜合醫院正
式開始全力推動「怡樂適療程」的逐步落實。

　　在這四年不算短的時間中，
我們從無到有，從單打獨鬥到團
隊作戰，從大腸直腸外科開始到
目前已有三個分科加入。這樣的
成果都必須感謝院方大力支持及
團隊成員全心投入(如圖2)。

　　怡樂適照護團隊，由醫療
李嘉龍副院長擔任團隊負責人，
成員包含臨床治療、臨床照護及
行政支援(如表2)。整個療程含跨
門診、住院、手術、返家等階段
，為了妥善整合照護的完整，讓
手術更快恢復、病人更有元氣、
併發症更少的前題下，緊密的
團隊合作是「怡樂適療程」的
核心價值。所以，國泰綜合醫
院ERAS怡樂適中心是以院級的
整合組織，成員們不但各司其
職，而且彼此在中心平台上交
流順暢。在病人安全及品質管
控上都近於完整。

　怡樂適療程強調「積極備戰」、「優化治療」及「主動康復」三大治療主軸(如表3)。鼓
勵病人術前加強營養，增加身體機能與提升免疫力，事先儲備體能，降低術後併發症、加速
傷口癒合、減少住院天數。治療全程涵蓋：門診評估、住院準備、手術麻醉、術後恢復及出
院追蹤等五大流程，讓病人在各個階段都以最佳狀況，迎擊疾病多變的挑戰。

■表1：怡樂適療程與一般手術療程差異性
總召醫師

外科醫師

麻醉醫師

復健醫師

統籌規劃療程、召開會議團隊溝通協調、療程效果確認及宣導推展

術前手術諮詢、手術前後照護

執行術中麻醉、恢復室照護及術後疼痛控制

術前病人體能評估，規劃術前體能優化課程

臨床照護
主護護理師

麻醉護理師

手術室護理師

營養師

物理治療師

藥師

戒菸個案管理師

專責個案管理師

病房照護及怡樂適療程醫囑執行

協助麻醉醫師術中怡樂適麻醉及術後止痛醫療作業

協助外科醫師怡樂適手術醫療作業

評估病人營養狀況、規劃術前營養優化計劃及術後飲食進度管理

協助病人體能評估、規劃術前體能優化課程及術後復健進度管理

檢視病人用藥歷程、術前用藥機制、術後及出院用藥指導

提供多面向戒菸資源，強化戒菸觀念，提升手術效果

協助療程主治醫師醫療作業，個案管理及出院後續追蹤關懷

行政支援
品質管理師

醫務管理師

資訊工程師

社工師

協助建立療程指標、定時成效分析回饋及品質改善

協助衛生機關醫務作業及成本分析回饋

建立跨團隊溝通平台、病人即時追蹤系統及指標系統

評估病家經濟狀況、協助醫療費用補助

圖2. 怡樂適照護團隊

■表2：團隊成員工作分配

極
佳

身
體
機
能

極
差

怡樂適療程 一般手術療程

健康基準線

門診診斷 等待手術 手術麻醉 術後恢復

積極
備戰

優化
治療

主動
康復

被動
恢復

■表3：怡樂適療程三大治療主軸



一名48歲女性，因為子宮肌

腺瘤導致經痛及經血過多，

並有嚴重貧血。醫師建議必

須接受子宮切除手術。她因

為先前接受闌尾切除手術不

舒服的經驗，非常害怕手術

造成的疼痛及不適。經醫師

介紹後，她前往國泰醫院怡

樂適(ERAS：術後加速康復

療程)門診諮詢。經由團隊

人員的細心解釋及安排後，

她接受怡樂適療程，果然沒

有發生先前擔心的不適，並

且順利恢復出院。

文 / 黃家彥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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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RAS)?
　　「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是一種新穎的整合醫療模式，以實證醫學為依據，從

手術前優化準備過程、手術中積極監測及介入，到術後措施

加速恢復並減低不適，全程提供完整的手術麻醉全人全程照

護，目前已是歐美先進國家的標準手術麻醉照護流程。

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RAS)的團隊成員有哪些?
　　「術後加速康復療程」團隊除了原本傳統手術的團隊成

員(婦產科、麻醉科)之外，另外加入了復健科(加強術後心肺

功能恢復)、營養師(術前及術後的飲食指導)、藥師(疼痛藥物

的指導，降低手術及麻醉副作用藥物的使用)及物理治療師等

專業醫療人員，為病患提供更加全面性的照護。

那些婦科手術適用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RAS)?
　　基本上所有的婦科手術，小至腹腔鏡手術，大致婦科癌

症的手術，皆適用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RAS)，請諮詢您的婦

產科醫師。

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RAS)與傳統手術有何不同?
　　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ERAS療程會有更多積極的介入

，以降低各種可能的不適，包括

1)手術前：術前提前進行體能訓練及正確使用呼吸訓練器以

增進心肺功能。

2)手術中：術中使用各種專用儀器，全程監控病人麻醉深度

、體溫，同時，術中合併使用硬脊膜外止痛方式

，大幅改善病人術後又吐又暈等麻醉藥副作用。

3)手術後：術後病人因副作用減少，可儘早進行下床活動、

深呼吸，加速康復。

結語
　　國泰綜合醫院自2016年起率全台醫院之先，全程推動

「術後加速康復療程(怡樂適療程)」，運用全方位團隊照護模

式，打造全新治療標準，幫助病人提早進食及下床活動，深

受病人肯定。建議欲進行婦科手術之病人，可以多諮詢了解

，以達到更舒適之醫療照護。

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RAS)
於婦科的應用   



05

醫

學

報

導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文 / 王瑞琪
國泰綜合醫院麻醉科、心臟加護病房主治醫師

ERAS
在麻醉科的應用
　　ERAS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術後加速康復是一個以實證醫學為基礎

的手術麻醉照護的整合性全人醫療。在國泰綜合醫院我們稱它為 “怡樂適” 療程

，其目的是讓接受大手術之病人，在整個手術醫療過程中，可以減緩術後不適，

加速身體機能康復，進一步降低手術的併發症。同時，享有輕鬆舒適的恢復品質

，盡早回到正常的生活及工作崗位。怡樂適療程的運作是需要多個科別的醫師、

護理人員、物理治療師、藥師、營養師共同協力完成。 

　　麻醉科醫師只是其中的一角，大多數的人都知道麻醉科醫師就是讓病人在手

術前禁食，手術中睡覺，等再醒來的時，手術已經完成了。但麻醉不是單純是餓

肚子後睡覺而已，還包含止痛，預防術後噁心嘔吐，體溫的維持，輸液水分的調

控與血糖控制，每一個環節都深深地影響手術後的康復。

　　怡樂適療程讓病人在手術前有一個優化體能備戰的時間，這段時期，病人接

受各方面評估，體能提升及營養強化，完善的準備讓麻醉科醫師更能掌握病人的

身體狀態，在執行麻醉時能更得心應手。另外，無須再禁食十幾個小時，患者可

以適時補充飲品，維持血糖穩定，達成水份平衡，和緩和等待手術緊張情緒。

　　麻醉科醫師會按照每位患者的身體狀況，手術方式與部位，量身訂製一套專

屬的止痛治療計畫，並且從手術前便開始治療，個人化的止痛治療有助於預防及

降低術後噁心嘔吐。除此之外，手術中麻醉過程也有需多小細節，例如：精準地

給予麻醉藥物及良好的輸液調控。如何精準的藥物及水份

給得夠不夠呢？以往，麻醉科醫師只能靠著基本的心跳血

壓和血氧濃度監測及臨床經驗評估並給予適當的處置；由

於科技的進步，現在有麻醉深度與血液動力學監測儀器提

供醫師更客觀的數據作為指標，可更精確地調整麻醉藥物

和水份，維持生理平衡，讓病人可以舒適甦醒。血糖會

在手術期間定期的監測，會在需要時給予糖分，或使用

胰島素降低過高的血糖，每一個環節都可減少生理壓力

，降低術後併發症及傷口感染。 

　　這整個怡樂適療程，一位麻醉科醫師

細心的規劃及精準的調整下，可大幅

降低患者術後不適的發生，有

一個愉快的手術經驗，並

加速身體的復原。

▲麻醉深度監測儀



文 / 黃麗萍
國泰綜合醫院ERAS術後加速康復中心個案管理師

文 / 張翡珊
國泰綜合醫院ERAS術後加速康復中心個案管理師

　　手術前麻醉科醫師在麻醉

諮詢門診時會了解病人的狀況

、病史，過去有沒有其他的手

術經驗會不會造成噁心嘔吐等

相關合併症，制定麻醉計劃，

讓病人在手術的過程中也能有

更好的麻醉品質照護。

　　手術中會監測體溫，給予

保溫加熱管理系統，不會因體

溫太低而造成的相關併發症。

一般麻醉是以心跳血壓監測，

或是個人經驗去判斷病人麻醉

意識深度，麻醉深度監測儀可

以清楚判斷現在的深度，可讓

藥物使用劑量得到精準的控制

，減少術後某些病人因過量的

麻醉藥物造成頭暈噁心嘔吐的

情形；麻醉深度監測可以精準

的監測病人的意識狀態，讓麻

醉科醫師能更精準給予病人麻

醉用藥，不讓病人有手術中甦

醒的情況。全身麻醉的病人甦

醒時要拔氣管內管的時候，會

給肌肉鬆弛劑的反轉劑，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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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外科醫師轉介病人到ERAS術後加術康復中心，ERAS

療程醫師評估病人手術麻醉狀況，提供給病人及家屬

怡樂適療程相關書面資料，同時口頭說明與一般照護

的差異。提供正確的診斷而給予有實證根據的治療建

議，解說怡樂適(ERAS)療程及外科手術加成的效益及

預估療程進展可能的狀況，給予怡樂適療程及麻醉相

關衛教。

如何開始ERAS術後
加速康復療程

吸更有力氣，可以更快速順利拔管，減少氣管內管留置時間，可減少相關

合併症；在手術後傷口止痛的部分，因為病人手術傷口較大，常會因為傷

口疼痛而不敢下床活動，所以會使用硬脊膜外自控式止痛方式緩解病人傷

口疼痛，讓病人可以早點下床，恢復體力。

　　營養師術前會評估病人營養狀況，給予病人補充營養的衛教，維持血

糖穩定和水分平衡，在手術後追縱病人進食情況。有別於傳統手術後復元

的病人，需要等到排氣，才能喝水，術後加速康復療程的病人在手術後，

間隔超過四小時，可以開始喝一小口水，會因個人身體情況不同做飲食上

的調整，讓病人在手術後能得到均衡的營養，幫助免疫力及恢復力提升。

藥師會評估病人平常的用藥，給予提醒及暫停服用的藥物的建議。物理治

療師會依據病人的體能，設計健走、爬樓梯的訓練課程，同時預先演練術

後在床上翻身、起身下床的方法，協助病人練習膝關節彎

曲與伸直的運動，以及提起臀部還有咳痰技巧，加強肺部

擴張的呼吸運動，讓病人在手術後可以照著手術前的練習

增加體力，體能較好的人甚至當天就能下床！

　　在病人復原過程中，除了醫療處置外，最更重要的

事，就是病人自身的努力，與家屬也能夠一同參與療程

，跟著醫護人員陪病人一起，在整個療程中並不會因

為疾病、手術的影響，覺得自己軟弱無能為力，而

是能夠在整個療程更舒適、更安心的復原，提升自我

照顧的能力。 　　　　



　　手術前麻醉科醫師在麻醉

諮詢門診時會了解病人的狀況

、病史，過去有沒有其他的手

術經驗會不會造成噁心嘔吐等

相關合併症，制定麻醉計劃，

讓病人在手術的過程中也能有

更好的麻醉品質照護。

　　手術中會監測體溫，給予

保溫加熱管理系統，不會因體

溫太低而造成的相關併發症。

一般麻醉是以心跳血壓監測，

或是個人經驗去判斷病人麻醉

意識深度，麻醉深度監測儀可

以清楚判斷現在的深度，可讓

藥物使用劑量得到精準的控制

，減少術後某些病人因過量的

麻醉藥物造成頭暈噁心嘔吐的

情形；麻醉深度監測可以精準

的監測病人的意識狀態，讓麻

醉科醫師能更精準給予病人麻

醉用藥，不讓病人有手術中甦

醒的情況。全身麻醉的病人甦

醒時要拔氣管內管的時候，會

給肌肉鬆弛劑的反轉劑，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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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更有力氣，可以更快速順利拔管，減少氣管內管留置時間，可減少相關

合併症；在手術後傷口止痛的部分，因為病人手術傷口較大，常會因為傷

口疼痛而不敢下床活動，所以會使用硬脊膜外自控式止痛方式緩解病人傷

口疼痛，讓病人可以早點下床，恢復體力。

　　營養師術前會評估病人營養狀況，給予病人補充營養的衛教，維持血

糖穩定和水分平衡，在手術後追縱病人進食情況。有別於傳統手術後復元

的病人，需要等到排氣，才能喝水，術後加速康復療程的病人在手術後，

間隔超過四小時，可以開始喝一小口水，會因個人身體情況不同做飲食上

的調整，讓病人在手術後能得到均衡的營養，幫助免疫力及恢復力提升。

藥師會評估病人平常的用藥，給予提醒及暫停服用的藥物的建議。物理治

療師會依據病人的體能，設計健走、爬樓梯的訓練課程，同時預先演練術

後在床上翻身、起身下床的方法，協助病人練習膝關節彎

曲與伸直的運動，以及提起臀部還有咳痰技巧，加強肺部

擴張的呼吸運動，讓病人在手術後可以照著手術前的練習

增加體力，體能較好的人甚至當天就能下床！

　　在病人復原過程中，除了醫療處置外，最更重要的

事，就是病人自身的努力，與家屬也能夠一同參與療程

，跟著醫護人員陪病人一起，在整個療程中並不會因

為疾病、手術的影響，覺得自己軟弱無能為力，而

是能夠在整個療程更舒適、更安心的復原，提升自我

照顧的能力。 　　　　

▲保溫加熱管理系統

■一般門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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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RAS)
提升手術全期護理之效益

文 / 雷宜芳
國泰綜合醫院開刀房護理長

　　術後加速康復療程是整合外科、麻醉科

、復健科、護理師、營養師、藥師及物理治

療師等專業醫療人員，同時也需要行政支

援團隊，如品質管理師、醫務管理師

、資訊工程師等協助；其流程包

括從病人門診評估、手術前準

備、手術中處理、手術後

恢復、出院後追踨等部

份。在手術前、中

、後給予立即

且 持 續 性

手術對病人而言是承受身心重大的壓力，同時也是一種危機。「術後加速康

復療程 (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 )」是一種創新的整合醫療架構

，從手術前優化病人體能、手術中多團隊合作確保手術成功到術後加速康復

等過程，以「實證醫學」為治療方針，全程提供完整的全人照護。

的關懷，運用資訊化整合病人手術期間的衛教資訊、療程內容、康復進度追蹤等。目

前醫院的醫療團隊可從雲端系統即時得知病人問題，再由團隊成員給予適當解答或處

置，病人也能更了解治療過程，透過各種溝通平台提升病人對治療的參與度，全面提

升整體照顧、康復品質。所以，術後加速康復療程對病人而言，是提供周全照顧及滿

意的治療、提早下床活動、有效的疼痛控制、早期康復與舒適的手術過程。而手術全

期護理是手術室護理人員針對病人在手術前、中、後期間，依據其個別的健康問題及

需要，提供個別專業性、完整性及持續性的護理活動，著重於病人身體、心理、靈性

、社會的評估，減輕病人及家屬的焦慮與不安，協助病人渡過手術危機。可知，術後

加速康復療程的精神是落實團隊整合醫療，其涵蓋的範疇更廣於手術全期護理；而手

術全期護理可以讓手術室護理人員掌握病人及家屬的問題，即時回饋給術後加速

康復療程的團隊各成員，確保病人能安心、家人能放心的接受手術。

　　在臨床實務上，術後加速康復療程在手術過程有一部分著重於優化

的麻醉照護，包括：適宜的麻醉深度及精準麻醉、多元模式的疼痛控

制、穩定的體溫維持、監控病人身體水分、術後噁心嘔吐的預防等等

；若能將麻醉照護的要素精準掌控及相互協調，可以讓手術造成的傷

害性壓力因子減到最輕，對手術病人達到術後加速康復的目標。

　　然而，術後加速康復療程現階段仍是嶄新的醫療整合照護模式，以

病人參與之意願為主，需要更多醫療科的推廣與民眾之認同，帶領病人加

入治療團隊，選擇手術不再心生恐懼，讓手術後的康復化被動為主動，重新凝

聚治療團隊正向動力，找回臨床醫療的初心，提供優質信賴的醫療服務。

心肺評估
復健計劃

復健醫師
物理治療師

營養師

營養評估
強化治療

藥歷檢視
術前用藥建議

藥師

客製化
體能

優化準備

整合意見
住院計劃
安排時程

個案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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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後加速康復療程是整合外科、麻醉科

、復健科、護理師、營養師、藥師及物理治

療師等專業醫療人員，同時也需要行政支

援團隊，如品質管理師、醫務管理師

、資訊工程師等協助；其流程包

括從病人門診評估、手術前準

備、手術中處理、手術後

恢復、出院後追踨等部

份。在手術前、中

、後給予立即

且 持 續 性

的關懷，運用資訊化整合病人手術期間的衛教資訊、療程內容、康復進度追蹤等。目

前醫院的醫療團隊可從雲端系統即時得知病人問題，再由團隊成員給予適當解答或處

置，病人也能更了解治療過程，透過各種溝通平台提升病人對治療的參與度，全面提

升整體照顧、康復品質。所以，術後加速康復療程對病人而言，是提供周全照顧及滿

意的治療、提早下床活動、有效的疼痛控制、早期康復與舒適的手術過程。而手術全

期護理是手術室護理人員針對病人在手術前、中、後期間，依據其個別的健康問題及

需要，提供個別專業性、完整性及持續性的護理活動，著重於病人身體、心理、靈性

、社會的評估，減輕病人及家屬的焦慮與不安，協助病人渡過手術危機。可知，術後

加速康復療程的精神是落實團隊整合醫療，其涵蓋的範疇更廣於手術全期護理；而手

術全期護理可以讓手術室護理人員掌握病人及家屬的問題，即時回饋給術後加速

康復療程的團隊各成員，確保病人能安心、家人能放心的接受手術。

　　在臨床實務上，術後加速康復療程在手術過程有一部分著重於優化

的麻醉照護，包括：適宜的麻醉深度及精準麻醉、多元模式的疼痛控

制、穩定的體溫維持、監控病人身體水分、術後噁心嘔吐的預防等等

；若能將麻醉照護的要素精準掌控及相互協調，可以讓手術造成的傷

害性壓力因子減到最輕，對手術病人達到術後加速康復的目標。

　　然而，術後加速康復療程現階段仍是嶄新的醫療整合照護模式，以

病人參與之意願為主，需要更多醫療科的推廣與民眾之認同，帶領病人加

入治療團隊，選擇手術不再心生恐懼，讓手術後的康復化被動為主動，重新凝

聚治療團隊正向動力，找回臨床醫療的初心，提供優質信賴的醫療服務。



文 / 張世昌
國泰綜合醫院大腸直腸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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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簡稱ERAS怡樂適療程）是基於臨

床證據來執行的病人照顧，旨在使病人接受醫

療服務標準化，改善術後結果並降低醫療保健

成本。這些方案都採用有證據等級的技術，以

最大程度地減少手術創傷和術後疼痛，減少手

術並發症，加快手術後的康復時間，期望病人

有一個舒適的手術療程。

ERAS
大腸癌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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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RAS）是一種多科照顧

模式，需要患者積極參與，及外科醫師，麻醉醫師，

護理人員，物理和職業治療師，營養師、社會服務以

及醫院管理部門的相互配合。1997年丹麥Kehlet教授

首次提出ERAS理念並在臨床中應用，經過了20多年

的探索，目前「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RAS）的病人

照顧概念已經拓展至大部分的外科領域。對於結腸、

直腸癌患者而言，更是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根據2018年ERAS學會提供的ERAS大腸癌照護指

引共有二十四條，在手術前、中、後，需要照護團隊

充分溝通、相互配合，注意每個照護環節來執行

整個康復療程。ERAS大腸癌照護指引，可以概

略分為三點：

減少焦慮
早準備

1
減少禁食
早點吃

2
減少疼痛
早點動

3

　　當病人接受大腸切除手術治療時，對病人身體和心理都是個嚴峻的挑戰和壓力，不同於以往

，病人只在家等候醫院的開刀通知，「術後加速康復療程」照護團隊會先跟病人詳加解釋整個手

術治療過程及可能遭遇的問題、狀況及解決方法以減少手術病人的焦慮及不安，物理治療師也會

先根據病人的體能，設計健走、爬樓梯等訓練課程，同時預先演練術後的咳痰技巧，加強肺

部擴張的呼吸運動，讓病人在術前多做練習。病人手術後常怕傷口疼痛，不敢翻身。物理治

療師也會事先教導床上翻身、起身下床的方法，協助病人練習膝關節彎曲與伸直的運動，以

及提臀以利下床。

　　有別於傳統治療模式，接受大腸切除手術病人在手術前須禁食至少八個小時，術後加速康復

療程的病人在術前二個小時仍可以進食高糖飲料以減少飢餓感；手術後病人也不需要等到排氣才

能喝水，術後加速康復療程的病人在接受大腸切除手術後，間隔超過四小時，可以嘗試喝水，只

要吃得下，術後可以直接進食不用等排氣。術後通常若無特別原因，不放鼻胃管引流以減少鼻子

的不適感。至於尿管：術後隔天可以儘早拔除以減少病人身上的管路及尿路感染的機會。鼓勵術

後病人下床活動積極復健已成為照顧共識，但如何具體實踐、緩解疼痛呢？國泰綜合醫院麻醉醫

師會提供病人硬脊膜外自控式止痛（PCEA），能大幅改善術後疼痛，讓病人早點下床走動。

　　國泰綜合醫院術後加速康復療程團隊在經過三年多的臨床運作經驗發現，相較於傳統的手術

病人照護，不論在術前、術中及術後，相關的醫療品質都有明顯改善，大幅提升手術、麻醉安全

及病人術後恢復品質，故國泰綜合醫院術後加速康復療程團隊將持續投注更多時間、心力來照顧

需接受大腸切除手術的病人，讓更多手術病人可以得到高品質的醫療照護。

 



文 / 蔡世瑩 
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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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前運動強化體能
　　根據近期的醫療研究文獻回顧結果，美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在

2017年的臨床指引中提出：決定接受大腸直腸手術的患者若有合併多重疾病或顯著的體能退

化，可考慮讓病患接受術前復健。

　　術前復健是在手術前透過運動和功能訓練來強化病人的體能，以期改善病患手術後的癒後情況，

加速術後的恢復。多篇醫學研究指出，術前復健對於原本體能明顯退化和功能不足的病患有更顯著的

幫助。

　　2018年、2019年有更多的研究指出，大腸直腸手術前，至少7天之前就開始強化營養補充與接受

物理治療專業的運動訓練，可以減少手術住院天數。而術前就開始做運動訓練的人，在術後8週仍保

有較佳的體能狀況。

　　而平日活動量不足的患者（如：生活型態屬於多坐少動），醫師會要求依照國民健康署的國人身

體活動建議量，利用走路或爬樓梯逐漸強化體能，養成活動習慣。藉著適量的運動，除了可維持和加

強體力，也能抱持正向的心情面對未來的療程。ERAS療程中，團隊會評估患者在活動與功能上的表

現，提供運動計劃來增進手術前的體能。

術前衛教
　　若有原本就有肺部的症狀（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有在吸菸，平日較常咳痰。擔心術後腹部

的傷口可能會影響咳痰的能力，物理治療師會在手術前幾天先指導

術後的咳痰技巧和加強肺部擴張的呼吸運動，並希望患者能夠先練

習這些運動和技巧。一方面可以將術前呼吸運動的成果當作術後的

目標，另一方面，讓患者先孰悉咳嗽技巧並不會引起腹部過度的用

力，可以減少對於執行相關運動的焦慮。

手術後增進活動功能
    ERAS強調手術後儘早恢復日常活動，因此，術後第一天就可以

起床坐於椅子上或在病房內走動。手術前，物理治療師會建議患者

先練習可在床上進行的簡單運動，包含：腳踝幫浦運動、膝關節彎

曲與伸直運動、提臀運動⋯⋯等。患者先學會減低牽動傷口且省力

的床上翻身，起身下床方法，也會讓手術後的活動更加輕鬆。也許

手術後會需要比之前多一點的休息時間，但並不必一直臥床休息，

從每日短距離的走動開始，逐漸增加走路的距離和時間，在出院前

也可以達到上下樓梯的目標。

    ERAS療程中，團隊會評估患者在活動與功能上的不同需求，提

供運動計劃來促進手術後的恢復。

罹癌之後，準備要接受手術
如何增強實力
來對抗癌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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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提供運動計劃來增進手術前的體能。

術前衛教
　　若有原本就有肺部的症狀（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有在吸菸，平日較常咳痰。擔心術後腹部

的傷口可能會影響咳痰的能力，物理治療師會在手術前幾天先指導

術後的咳痰技巧和加強肺部擴張的呼吸運動，並希望患者能夠先練

習這些運動和技巧。一方面可以將術前呼吸運動的成果當作術後的

目標，另一方面，讓患者先孰悉咳嗽技巧並不會引起腹部過度的用

力，可以減少對於執行相關運動的焦慮。

手術後增進活動功能
    ERAS強調手術後儘早恢復日常活動，因此，術後第一天就可以

起床坐於椅子上或在病房內走動。手術前，物理治療師會建議患者

先練習可在床上進行的簡單運動，包含：腳踝幫浦運動、膝關節彎

曲與伸直運動、提臀運動⋯⋯等。患者先學會減低牽動傷口且省力

的床上翻身，起身下床方法，也會讓手術後的活動更加輕鬆。也許

手術後會需要比之前多一點的休息時間，但並不必一直臥床休息，

從每日短距離的走動開始，逐漸增加走路的距離和時間，在出院前

也可以達到上下樓梯的目標。

    ERAS療程中，團隊會評估患者在活動與功能上的不同需求，提

供運動計劃來促進手術後的恢復。



根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8年的死

亡統計，癌症已連續37年居死因榜

首，為提高癌症照護之連續性、複

雜性及完整性，近年來已開始將個

案管理模式應用於腫瘤的照護上。

國民健康署更在「癌症診療品質認證基準

」中，明訂「癌症防治醫療機構應建立院內腫

瘤個案管理照護制度」，可見腫瘤個案管理師已是

癌症照護團隊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個案管理是解決過去片段式醫療照護的問題
，以病人為中心，強調多科整合和跨團隊的作業
模式，使醫療資源可以有效運用於病人的照護中
，以提升照護品質並且有效的降低醫療照護成本
的醫療服務。癌症病人從罹病、治療、甚至到預
後的各個時期，都會面臨種種的不安與壓力，病
人常因治療中的痛苦與不適症狀而中斷治療，此
時個案管理師是醫療團隊中的靈魂人物，常常扮
演照護者、協調者、諮詢者、教育者、管理者等
角色，適時了解病人的需求及提供適當資源。而
手術是癌症常見的治療方式，如何有效緩解手術
所帶來的不安及副作用，怡樂適療程目前是手術
麻醉的新選擇。

　　「ERAS怡樂適療程」，不同於一般傳統手術
麻醉療程，其包括術前優化體能、術中麻醉到術

文 / 陳淑怡 
國泰綜合醫院社區護理組個案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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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恢復，全程提供完整的照護。手術前與ERAS團
隊進行評估，其中成員含醫療團隊、臨床照護團
隊、行政支援團隊，進行術前的用藥諮詢、營養
的評估，及體能的訓練，整合多元的團隊成員參
與，讓癌症病人得到更適切更完整的照護。術中
麻醉和止痛監測管理，術後的提早進食及自主呼
吸訓練和下床運動，讓癌症病人減輕手術所造成
的不舒服和加速身體機能的恢復，不論針對日後
重返正常生活或是需要後續治療的病人，都有顯
著的幫助。

　　有效運用腫瘤個案管理於病人為中心的各種
治療計畫，讓癌症病人獲得更適切的診治及照護
，同時也讓癌症病人在治療的過程中安心、家屬
能放心、對於不可知的未來更充滿信心。

運用怡樂適療程於
腫瘤個案照護

ERAS



　　菸品燃燒後會產生許多複雜的毒性物質，和癌症、慢性病

，如冠狀動脈心臟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腎臟病及腦

血管疾病的相關性眾所皆知，但忽略了菸對於手術及麻醉的風

險，不論是心血管手術、肺部手術、腹部手術還是整形手術，

吸菸病人發生手術併發症、傷口感染及組織缺氧的機會遠高於

非吸菸者，若能在手術前四週開始戒菸，即可減少麻醉風險及

術後感染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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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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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後加速康復療程(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 

是整合病人手術的照護流程，讓病人做好萬全的準備再接受手

術，由於吸菸與術後併發症息息相關，因此戒菸小組也加入術

後加速康復療程團隊，術前透過吸菸習慣、尼古丁成癮度評估

，提供戒菸諮商，適時使用戒菸藥物輔助，協助ERAS的病人於

術前戒菸，術後也會持續追蹤返家戒菸狀況，為期一年，希望

協助每一位吸菸者成功戒菸。

血栓
形成

傷口皮瓣
壞死

支氣管
痙攣

延緩
骨骼癒合

組織
缺氧

吸菸

術前戒菸的好處

麻醉風險

術後感染

血栓產生

肺部合併症

傷口癒合

氣管纖毛排痰

減少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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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於術前進行內視鏡、電腦斷層攝影等

多種檢查，往往需要清腸或禁食，造成飢

餓及腹瀉等不適。禁食8小時是常規手術

的基本建議，但因為手術排程關係，病人

常常需要空腹更長的時間，才能等到手術

通知。

文 / 洪可珎 
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營養師

ERAS怡樂適療程
全面營養照護
加速術後康復

，期望至少能在術前1至2週，強化或維持病人的
營養狀態，有助術後復原。

　　怡樂適療程也能縮短術前禁食時間，至麻醉
前2小時還可以喝水、運動飲料或醣類飲料等清
流質食物。研究認為這是安全無虞的，可讓病
人感到舒適且愉悅，也能避免長時間禁食產生
脫水、低血糖等不適，及減少術後胰島素阻抗
現象。

手術後 密集追蹤，營養補給

　　傳統剖腹手術要等到排氣後才開始嘗試喝水
，飲食進展也較慢，到能夠恢復正常飲食時，往
往已是術後3至5天以上。飲食攝取不足就無法獲
得足夠營養，體重持續減輕，不利於體力恢復及
後續治療。

　　統合分析研究顯示，腸胃道手術後24小時內
及早進食，整體併發症較傳統術後照護少。雖針
對減少感染等術後併發症，或降低住院天數等結
果仍不一致，但研究普遍認為及早進食能較快促
進腸蠕動，維持腸道功能。若無腸阻塞等現象，
也可盡早移除引流用鼻胃管，其噁心嘔吐等腸胃
不適發生率與傳統治療無明顯差異。

　　術後依個人耐受情形及早進食，密集調整飲
食進展是怡樂適療程一大突破。以大腸癌切除手
術為例，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特別配合怡樂適療
程設計醫院伙食：
  

　　曾有病人因為身體不適、食慾差，半年內
已暴瘦10多公斤，手術前後歷經漫長禁食，開
始進食後更因為傷口疼痛、腹脹，不敢下床活
動也吃不下，開刀完又瘦了一大圈，擔心地詢
問營養師該如何補充營養，增強體力。

　　針對大手術的病人，應該得到更好的營養
照護，讓病人從術前到術後，得到全面的團隊
照護，有助提升營養狀態，加速身體機能康復
。近3年多，國泰綜合醫院已為許多合適的手
術病人，包含大腸直腸外科、胸腔外科、婦產
科等，實行—怡樂適療程（ERAS,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手術前 雙向溝通，營養強化

　　因為不舒服，長時間飲食攝取不足，造成
體重明顯下降、肌肉耗損等，讓病人沒有體力
負荷開刀或治療。營養不良更可能導致術後併
發症增加，延長復原時間，影響治療效果及生
活品質。

　　傳統照護上，醫師大多等到手術後，或病
人營養狀況不佳時才照會營養師。怡樂適療

程則是病人決定接受療程後，立即啟動
醫療團隊。由營養師評估病人的

飲食與營養狀況，與病人、
家屬充分溝通後，給予

適當的飲食建議
及營養補充

計 劃

　　由衛生安全掛保證的營養組廚房，製備易消
化、營養豐富的餐點，並由營養師密集追蹤，依
每位病人的耐受程度，適時調整飲食質地與份量
，漸進式恢復正常飲食。術後全程給予適當的飲
食建議及營養補給，有助改善病人的營養狀態，
維持體重。

　　術後病人常因為疼痛而不想移動或下床，但
沒有活動，腸胃道蠕動慢就不易感到飢餓，或是
進食後腹脹、噁心嘔吐而沒有食慾。怡樂適療程
能有效控制疼痛，減少噁心嘔吐等不適。臨床上
實行怡樂適療程的病人，因未排氣就嘗試進食，
前1至2天有時會感到腹脹，但配合治療，且進食
時多咀嚼，進食前後多走動可有效促進腸蠕動。
腹脹改善，食慾就進步，多數病人可在術後1週
內達到80%以上的營養需求量。

　　根據國泰綜合醫院的統計資料，接受怡樂適
療程的大腸癌切除手術病人，相較於傳統照護，
可提早近2天達到目標攝取量，且無顯著增加噁
心嘔吐等腸胃不適症狀，出院時體重下降幅度亦
較少。

怡樂適 以病人為中心的全程照護

　　許多參與怡樂適療程的病人都有正向的回饋
，例如術後不適症狀能得到妥善控制，進食狀況
及體力恢復較快，團隊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等。
除了營養師提供個別化的全程照護及飲食計劃，
更藉由怡樂適團隊的良好溝通合作，及病人、家
屬主動的配合治療，希望讓每一位病人都可以得
到最佳照護，提升手術前後營養狀態，有助於術
後復原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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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至少能在術前1至2週，強化或維持病人的
營養狀態，有助術後復原。

　　怡樂適療程也能縮短術前禁食時間，至麻醉
前2小時還可以喝水、運動飲料或醣類飲料等清
流質食物。研究認為這是安全無虞的，可讓病
人感到舒適且愉悅，也能避免長時間禁食產生
脫水、低血糖等不適，及減少術後胰島素阻抗
現象。

手術後 密集追蹤，營養補給

　　傳統剖腹手術要等到排氣後才開始嘗試喝水
，飲食進展也較慢，到能夠恢復正常飲食時，往
往已是術後3至5天以上。飲食攝取不足就無法獲
得足夠營養，體重持續減輕，不利於體力恢復及
後續治療。

　　統合分析研究顯示，腸胃道手術後24小時內
及早進食，整體併發症較傳統術後照護少。雖針
對減少感染等術後併發症，或降低住院天數等結
果仍不一致，但研究普遍認為及早進食能較快促
進腸蠕動，維持腸道功能。若無腸阻塞等現象，
也可盡早移除引流用鼻胃管，其噁心嘔吐等腸胃
不適發生率與傳統治療無明顯差異。

　　術後依個人耐受情形及早進食，密集調整飲
食進展是怡樂適療程一大突破。以大腸癌切除手
術為例，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特別配合怡樂適療
程設計醫院伙食：
  

　　曾有病人因為身體不適、食慾差，半年內
已暴瘦10多公斤，手術前後歷經漫長禁食，開
始進食後更因為傷口疼痛、腹脹，不敢下床活
動也吃不下，開刀完又瘦了一大圈，擔心地詢
問營養師該如何補充營養，增強體力。

　　針對大手術的病人，應該得到更好的營養
照護，讓病人從術前到術後，得到全面的團隊
照護，有助提升營養狀態，加速身體機能康復
。近3年多，國泰綜合醫院已為許多合適的手
術病人，包含大腸直腸外科、胸腔外科、婦產
科等，實行—怡樂適療程（ERAS,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手術前 雙向溝通，營養強化

　　因為不舒服，長時間飲食攝取不足，造成
體重明顯下降、肌肉耗損等，讓病人沒有體力
負荷開刀或治療。營養不良更可能導致術後併
發症增加，延長復原時間，影響治療效果及生
活品質。

　　傳統照護上，醫師大多等到手術後，或病
人營養狀況不佳時才照會營養師。怡樂適療

程則是病人決定接受療程後，立即啟動
醫療團隊。由營養師評估病人的

飲食與營養狀況，與病人、
家屬充分溝通後，給予

適當的飲食建議
及營養補充

計 劃

　　由衛生安全掛保證的營養組廚房，製備易消
化、營養豐富的餐點，並由營養師密集追蹤，依
每位病人的耐受程度，適時調整飲食質地與份量
，漸進式恢復正常飲食。術後全程給予適當的飲
食建議及營養補給，有助改善病人的營養狀態，
維持體重。

　　術後病人常因為疼痛而不想移動或下床，但
沒有活動，腸胃道蠕動慢就不易感到飢餓，或是
進食後腹脹、噁心嘔吐而沒有食慾。怡樂適療程
能有效控制疼痛，減少噁心嘔吐等不適。臨床上
實行怡樂適療程的病人，因未排氣就嘗試進食，
前1至2天有時會感到腹脹，但配合治療，且進食
時多咀嚼，進食前後多走動可有效促進腸蠕動。
腹脹改善，食慾就進步，多數病人可在術後1週
內達到80%以上的營養需求量。

　　根據國泰綜合醫院的統計資料，接受怡樂適
療程的大腸癌切除手術病人，相較於傳統照護，
可提早近2天達到目標攝取量，且無顯著增加噁
心嘔吐等腸胃不適症狀，出院時體重下降幅度亦
較少。

怡樂適 以病人為中心的全程照護

　　許多參與怡樂適療程的病人都有正向的回饋
，例如術後不適症狀能得到妥善控制，進食狀況
及體力恢復較快，團隊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等。
除了營養師提供個別化的全程照護及飲食計劃，
更藉由怡樂適團隊的良好溝通合作，及病人、家
屬主動的配合治療，希望讓每一位病人都可以得
到最佳照護，提升手術前後營養狀態，有助於術
後復原及治療。

術後當天就能喝水。

術後第1天即可以少量多次進食清流
及流質飲食。

（米湯、清流營養品、蒸蛋、細軟絞肉粥、低渣均衡營養品等）

術後第2天進展至份量略增的低渣半流
及一般半流飲食。

（滑蛋豆腐粥、菜肉粥、魚片麵線、營養濃湯、

         吐司布丁、均衡營養品等）



隨著科技不斷精進與創新，智慧

行動技術日新月異，在醫療照護

領域的應用不斷加速進步，協助

病人和醫療照護人員進行決策。

為提升病人配合程度、提供醫病

溝通無限制，以提高醫療效果，

國泰綜合醫院與行動服務開發商

合作開發「怡樂適智慧照護APP」

，是從臨床人員及病人需求出發

，團隊資源的整合，醫病關係的

優化，建立起全方位即時雙向互

動溝通平台。

文 / 郭書麟
國泰綜合醫院ERAS術後加速康復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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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病人術前準備、住院手術到出院居家照護，計畫性優

化治療為病人設計客製化照護方案。以時間設計為主軸，

APP介面以行事曆的概念為的呈現，細分為五個階段「門診

諮詢」、「等待住院」、「住院手術準備」、「手術後恢復

」及「出院追蹤」，依據各階段需求提供病人多元的衛教資

訊、參考資料。

　　除了單向式的資訊給予，更設計能夠醫病互動功能，如

洗澡椅高度的建議，顯示衛教圖片之外，要求病人回傳現況

照片，以確認達成度。

　　於每個階段設計查核表，如「術後恢復追蹤查核表」、

「出院恢復追蹤查核表」，病人依據當時現況填寫查核表，

相關數據立即回傳至系統，待醫護人員於其他臨床工作之餘

，可以立即回饋甚至進行後續處置給予專業關懷，即時性的

線上互動，不但降低醫護人員工作負擔，更能簡化病人回診

作業。這些服務皆以病人立場為設計理念，創造一個時空無

限制的行動醫療環境。「病人也是治療團隊的一分子」，不

只醫護團隊提供專業的治療，病人也要以主動極積配合治療

，即時向醫護團隊反應，讓整個團隊可以迅速反應，及時回

饋、提供最優質的醫療照護。

　　因應近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怡樂適智慧照護APP

所提供的及時線上互動服務，不僅能提供病人出院返家後的

持續追蹤照護，更能於疫情期間減少病人非必要進出醫院頻

率，降低感染風險，不失為一項另類防疫方法。

怡樂適智慧照護APP



國泰綜合醫院於2019年7月7日舉辦「台灣術後加速

康復療程國際專家論壇–從實踐到卓越」，邀請亞

洲術後加速康復卓越中心新加坡陳篤生醫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TTSH)、香港瑪麗皇后醫院(Queen 

Mary Hospital)及國泰醫院專業醫師群，經驗分享國

際術後加速康復療程新趨勢。

台灣術後
加速康復療程國際專家論壇
-從實踐到卓越

19



毫無疑問，今年最重要的國際大事就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大流行

(Covid-19  global pandemic)。目前全球已有超過71萬人感染，3萬4千人死亡

(截至3月底統計)。新冠病毒是一全新病毒，無人具有免疫力，因此傳播迅

速，短短3個月之內，從武漢地區零星病例進展到目前僅南極洲得以倖免的

大流行。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更超越疾病本身帶來的殺傷力。

文 / 崔可忠
國泰綜合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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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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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是造成人類呼吸道感染已知7種冠狀病毒之一，和2003年的SARS

冠狀病毒及起源於中東的MERS冠狀病毒在分類上相近。和流行性感冒傳播方式相同

，病毒經由眼，鼻，口腔部位的黏膜入侵，或經由空氣中的懸浮微粒吸入肺部。大

部分的人在感染後4-5天發病。8成以上的感染者症狀與流感類似，包含發燒，乾咳

，肌肉痠痛，缺乏食慾等，部份患者合併輕微肺炎。剩下不到2成的患者則會進展到

嚴重的肺炎。如果年紀較大，或合併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壓等)，感染後復原情

況會較差，死亡率也較高。目前並無有效抗病毒藥物，治療上以減緩症狀為主，必

要時給予抗生素治療次發性細菌肺炎。

　　預防新冠病毒感染最好的方法就是勤洗手及戴口罩，及避免進出人多的地方。

一般飛沫在無呼吸道症狀下(如咳嗽，打噴嚏)噴濺僅達1.5公尺內即掉落至地面，因

此保持適當社交距離(1.5公尺)可減低飛沫傳染的可能。雖然沒有證據顯示吃入遭病

毒汙染的食物會感染新冠肺炎，但近距離共餐，邊吃邊聊天時，飛沫污染的器皿及

環境仍是接觸傳染的感染源之一。

　　百年前(1918-1919)人類經歷了史上最嚴重流感(西班牙流感)的肆虐，全球有超

過1/3的人口(約5億)得到了這個當時致死率約1成的疾病。在一個沒有疫苗的年代，

只有大多數人經感染產生免疫力後才能阻斷病毒在人群中傳播。新冠病毒的傳播效

率比流感更高，在疫苗問市之前，防疫工作更要步步為營，唯有等其他疫區疫情解

除，我們才能完全自這波疫情脫身。



基本上跟一般民眾的防疫方向一樣。養成簡單的幾個好習慣，就可以有效

預防很多流行傳染性疾病喔 ! 

　　對於確定病例或通報病例在未排除前，建議盡量收治於負壓隔離病房，次要選擇為單人房。居

家隔離，居家檢疫者若須住院，建議至少要住在單人房。來醫院時需要經過安排，住院期間避免離

開房間四處走動，離院時也需要特別安排。全程準媽媽及陪伴者建議佩戴外科口罩。

　　生產方式的部分，確定病例及所有符合疾管署採檢條件但尚未確定的個案，若需生產，建議以

剖腹產為優先，除非經過評估後，預期可以迅速順利經陰道生產。其他不須採檢個案，生產方式照

一般孕婦流程。

　　產後對於尚未痊癒或不確定是否感染的產婦，產後建議暫時先不要母嬰同室，也先不餵母奶。

至於何時恢復，則須與感控專家及新生兒科醫師就個案情況討論後再決定。

 32歲的麗麗是第一次懷孕的準媽媽，也

是一位需要公車轉捷運的通勤上班族，

最近因為新型冠狀病毒流行，麗麗非常

的擔心和緊張，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和

胎兒免於感染，也擔心萬一要是真的感

染了新型冠狀病毒，會不會造成自己和

小孩的健康問題?  

文 / 李佳潔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從2019過年前12月以來，中國各地區陸

續發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個案臨床表

現主要為發熱，少數病人呼吸困難，胸部X光

片呈雙肺浸潤性病灶。冠狀病毒(CoV)為一群

有外套膜之RNA病毒，外表為圓形，在電子顯

微鏡下可看到類似皇冠的突起因此得名。目前

已知會感染人類的有七種冠狀病毒，其他的動

物宿主包括蝙蝠、豬、牛、火雞、貓、狗、雪

貂等。有零星的跨物種傳播報告。

　　雖然案例有限，但是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

，孕婦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會是比較容易變

成重症的高危險族群。包括流產、早產、合併

感染、母體心肺功能衰竭、急性胎兒窘迫等，

發生率都會高於健康的孕婦。

　　對於健康低風險的準媽媽，我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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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
正流行
孕產婦該怎麼辦

減少群聚社交活動及出國1



基本上跟一般民眾的防疫方向一樣。養成簡單的幾個好習慣，就可以有效

預防很多流行傳染性疾病喔 ! 

　　對於確定病例或通報病例在未排除前，建議盡量收治於負壓隔離病房，次要選擇為單人房。居

家隔離，居家檢疫者若須住院，建議至少要住在單人房。來醫院時需要經過安排，住院期間避免離

開房間四處走動，離院時也需要特別安排。全程準媽媽及陪伴者建議佩戴外科口罩。

　　生產方式的部分，確定病例及所有符合疾管署採檢條件但尚未確定的個案，若需生產，建議以

剖腹產為優先，除非經過評估後，預期可以迅速順利經陰道生產。其他不須採檢個案，生產方式照

一般孕婦流程。

　　產後對於尚未痊癒或不確定是否感染的產婦，產後建議暫時先不要母嬰同室，也先不餵母奶。

至於何時恢復，則須與感控專家及新生兒科醫師就個案情況討論後再決定。

　　從2019過年前12月以來，中國各地區陸

續發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個案臨床表

現主要為發熱，少數病人呼吸困難，胸部X光

片呈雙肺浸潤性病灶。冠狀病毒(CoV)為一群

有外套膜之RNA病毒，外表為圓形，在電子顯

微鏡下可看到類似皇冠的突起因此得名。目前

已知會感染人類的有七種冠狀病毒，其他的動

物宿主包括蝙蝠、豬、牛、火雞、貓、狗、雪

貂等。有零星的跨物種傳播報告。

　　雖然案例有限，但是根據目前的資料顯示

，孕婦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會是比較容易變

成重症的高危險族群。包括流產、早產、合併

感染、母體心肺功能衰竭、急性胎兒窘迫等，

發生率都會高於健康的孕婦。

　　對於健康低風險的準媽媽，我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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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密閉公共場所時正確配戴口罩，
包括捷運站，公車，醫院等地方

勤洗手，避免用手觸碰眼睛鼻子嘴巴等

2
3

參考資料：台灣婦產科醫學會SARS-CoV-2 流行期孕產婦處理暫行指引(2020/2/29初版)



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大作戰
之淺談常見消毒劑

　　近期以來從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疫情在世

界各國不斷蔓延，引起社會對於防疫的高度重視。除了戴口罩之外，

手部和環境中的消毒也是防止病毒擴散的重要環節，下文將介紹生活

中常見的消毒產品，讓民眾能更加瞭解如何使用以及注意事項：

1.酒精
　　又稱為乙醇，主要藉由讓細菌或病毒的蛋白質脫水、凝結、變性

，達到消毒效果。然而市售的酒精產品濃度差異甚大，若選擇錯誤的

濃度很可能沒辦法達到期望的效果。

　　常用於消毒之酒精濃度為70-75%，超過95%濃度的酒精會使蛋

白質快速凝聚於表面上，阻擋酒精穿透到病原內部。反而達不到殺菌

的效果。若購買到95%的酒精也不需過於擔憂，可在家自行用蒸餾水

以酒3水1的比例稀釋，記得於瓶身標示並存放於陰涼處，遠離兒童

避免誤食。

　　酒精雖為易燃物，一般條件（攝氏25°C、氣壓1000百帕）且無

火源狀態下要自行燃燒，需要達到攝氏400度左右，不過仍應避免大

文 / 何詠淨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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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囤積且應放置於空氣流通之場所。另外酒精具有揮發性，在空氣中達一定濃度且同

時有火源時易引發火災，因此使用時建議：1.以小範圍擦拭使用，避免大面積噴灑於

地板及衣物2.保持通風，周邊1公尺內不得有明火或可能產生靜電和電弧之設施。遵守

正確安全使用酒精的原則能降低使用上的危險性。

2.次氯酸水、次氯酸鈉
　　次氯酸鈉（sodium hypochlorite）是含有次氯酸根的鈉鹽，為漂白水的主要成分，

在水解後會產生次氯酸（HClO）。其殺病毒原理是抑制蛋白質正常作用或破壞結構導

致變性。次氯酸鈉雖具有良好的抗病毒效果，但是因對皮膚、黏膜和呼吸道具有刺激

性，不建議用於皮膚消毒，適合用於大面積的家居環境清潔。

　　一般市面上漂白水多未標示濃度，大部分濃度為5-6%，屬於高濃度、強鹼性

(pH=10-12)的次氯酸鈉溶液，即50000ppm之有效氯。對於家居環境清潔來說，有效氯

約為500ppm，可將漂白水加入冷水稀釋100倍後使用。因次氯酸鈉會釋放有毒氯氣且

具有刺激性，建議在通風良好的地方配置，並應戴口罩、橡膠手套，穿防水圍裙，避

免直接接觸，最好也使用護目鏡避免噴濺到眼睛。

　　

　　使用時建議在通風良好的地方，擦拭後停留數分鐘

再以清水擦拭效果較佳。稀釋後的漂白水性質不穩定

，容易隨時間分解失效，最好在24小時內用完，未稀

釋的漂白水建議放在加蓋的避光容器。另外漂白水也容

易和其他物質產生化學反應，不應與其他家用清潔劑混

用，避免產生有毒氣體。若不當使用漂白水可能會影響

殺菌功能，甚至造成意外，威脅健康。

　　

　　次氯酸水為弱酸性，與次氯酸鈉同為氯系的消毒劑，

藉由破壞細胞膜蛋白達到殺菌效果，因此在符合政府規範下

可用於奶品業設備與餐廳餐具的消毒。次氯酸水安定性不佳

，易受陽光及溫度影響而其抗菌和抗病毒效果，且不當使用

仍可能會對皮膚或黏膜產生刺激。一般市售次氯酸水所含的

有效氯濃度差異極大，部分也未經安定性測試，無法確保其效

果，民眾應審慎評估後使用。

3.乾洗手
　　市售的酒精性乾洗手主要成分為60-75%酒精，並加入1-3%甘油等皮膚保護成份

。若手部沒有肉眼可見的髒污，或是沒接觸體液或產生孢子的病原，使用酒精性乾洗

手液有相當的效果，在不方便取得水源時，為有效省時的產品。注意使用仍須充分搓

揉方能達到良好的消毒效果。購買時應選用經衛生福利部核准，明列酒精成分且用於

手部衛生之產品。

　　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民眾自身也需做好自我保護及環境清潔

消毒，一起將病毒阻隔在你我的生活之外，共同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攜手團結度過難

關。提醒民眾使用消毒藥品前，不忘閱讀注意事項保護自己。



　　近期以來從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疫情在世

界各國不斷蔓延，引起社會對於防疫的高度重視。除了戴口罩之外，

手部和環境中的消毒也是防止病毒擴散的重要環節，下文將介紹生活

中常見的消毒產品，讓民眾能更加瞭解如何使用以及注意事項：

1.酒精
　　又稱為乙醇，主要藉由讓細菌或病毒的蛋白質脫水、凝結、變性

，達到消毒效果。然而市售的酒精產品濃度差異甚大，若選擇錯誤的

濃度很可能沒辦法達到期望的效果。

　　常用於消毒之酒精濃度為70-75%，超過95%濃度的酒精會使蛋

白質快速凝聚於表面上，阻擋酒精穿透到病原內部。反而達不到殺菌

的效果。若購買到95%的酒精也不需過於擔憂，可在家自行用蒸餾水

以酒3水1的比例稀釋，記得於瓶身標示並存放於陰涼處，遠離兒童

避免誤食。

　　酒精雖為易燃物，一般條件（攝氏25°C、氣壓1000百帕）且無

火源狀態下要自行燃燒，需要達到攝氏400度左右，不過仍應避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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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囤積且應放置於空氣流通之場所。另外酒精具有揮發性，在空氣中達一定濃度且同

時有火源時易引發火災，因此使用時建議：1.以小範圍擦拭使用，避免大面積噴灑於

地板及衣物2.保持通風，周邊1公尺內不得有明火或可能產生靜電和電弧之設施。遵守

正確安全使用酒精的原則能降低使用上的危險性。

2.次氯酸水、次氯酸鈉
　　次氯酸鈉（sodium hypochlorite）是含有次氯酸根的鈉鹽，為漂白水的主要成分，

在水解後會產生次氯酸（HClO）。其殺病毒原理是抑制蛋白質正常作用或破壞結構導

致變性。次氯酸鈉雖具有良好的抗病毒效果，但是因對皮膚、黏膜和呼吸道具有刺激

性，不建議用於皮膚消毒，適合用於大面積的家居環境清潔。

　　一般市面上漂白水多未標示濃度，大部分濃度為5-6%，屬於高濃度、強鹼性

(pH=10-12)的次氯酸鈉溶液，即50000ppm之有效氯。對於家居環境清潔來說，有效氯

約為500ppm，可將漂白水加入冷水稀釋100倍後使用。因次氯酸鈉會釋放有毒氯氣且

具有刺激性，建議在通風良好的地方配置，並應戴口罩、橡膠手套，穿防水圍裙，避

免直接接觸，最好也使用護目鏡避免噴濺到眼睛。

　　

　　使用時建議在通風良好的地方，擦拭後停留數分鐘

再以清水擦拭效果較佳。稀釋後的漂白水性質不穩定

，容易隨時間分解失效，最好在24小時內用完，未稀

釋的漂白水建議放在加蓋的避光容器。另外漂白水也容

易和其他物質產生化學反應，不應與其他家用清潔劑混

用，避免產生有毒氣體。若不當使用漂白水可能會影響

殺菌功能，甚至造成意外，威脅健康。

　　

　　次氯酸水為弱酸性，與次氯酸鈉同為氯系的消毒劑，

藉由破壞細胞膜蛋白達到殺菌效果，因此在符合政府規範下

可用於奶品業設備與餐廳餐具的消毒。次氯酸水安定性不佳

，易受陽光及溫度影響而其抗菌和抗病毒效果，且不當使用

仍可能會對皮膚或黏膜產生刺激。一般市售次氯酸水所含的

有效氯濃度差異極大，部分也未經安定性測試，無法確保其效

果，民眾應審慎評估後使用。

3.乾洗手
　　市售的酒精性乾洗手主要成分為60-75%酒精，並加入1-3%甘油等皮膚保護成份

。若手部沒有肉眼可見的髒污，或是沒接觸體液或產生孢子的病原，使用酒精性乾洗

手液有相當的效果，在不方便取得水源時，為有效省時的產品。注意使用仍須充分搓

揉方能達到良好的消毒效果。購買時應選用經衛生福利部核准，明列酒精成分且用於

手部衛生之產品。

　　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民眾自身也需做好自我保護及環境清潔

消毒，一起將病毒阻隔在你我的生活之外，共同配合衛生福利部政策攜手團結度過難

關。提醒民眾使用消毒藥品前，不忘閱讀注意事項保護自己。



文 / 鄭宛玲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感染科主任

文 / 王瀅如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行政組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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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移入案例不斷激增，站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日以繼夜的投

入防疫、陷入漫長拉距戰，新竹國泰綜合醫院為了體恤辛苦的

前線醫護人員，也構思多項關懷員工防疫措施，強化職安環境

，希望他們在無後顧之憂的支持下，貢獻更大力量！

　　院內環境隨處設置乾洗手、酒精消毒液方便大家消毒手部，還

特別巧思的為每人準備一瓶『防疫隨身寶』，除了醫護同仁外，包

括警衛、清潔、工務以及志工伙伴，讓大家隨處都能使用酒精消毒

手部及環境，養成防疫好習慣，同時保護我們的病人降低院內交叉

感染風險。

　　在各個診間、護理站都有公用的電腦設備，為了防疫也保護3C

設備，因此在各個護理站、診間的公用電腦鍵盤上增加了『果凍矽

膠墊』，定期使用酒精噴灑消毒，方便維持鍵盤清潔，以確實達到

防疫效果、降低感染風險。

　　民以食為天，再忙都該好好吃飯！為了讓員工同仁在休息時間

能夠安心用餐，客製化『防護L型透明板』，避免用餐時的口沫

、食物飛濺，在提升防疫安全的同時，依舊讓大家保有溝通互動

　　現今全球肺炎疫情大流行，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將推動「Single 

Patient Use」服務，在看診、住院的就醫民眾提供個人化的常用醫

療照護備品，作為單一病人使用、以不重覆為原則，使他

們在就醫過程不需擔憂感染風險，職業環境更安全。

　　配合新竹市政府的政策規劃，提供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民眾的通訊診

療，平均每天一例，也曾單日最高服務四位居家隔離的民眾進行通訊診療

，可見市府規劃的通訊診療的確貼近居家隔離民眾的需要。在現今資訊時

代，網路提供病人與親友間之遠距關懷，且醫師亦可利用這通訊方式進行

病情解釋，進而守護醫院，減少群聚感染風險。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李興中院長表示，第一線醫護人員倍受極大壓力，

每天疫情的變化不是數字而已，而是跳躍的生命。希望在這關鍵時刻，這

些體貼措施能讓他們專心照顧病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全體動員配合疫情

指揮中心的規劃，一同攜手併進對抗疫情。此刻是個前所未有的緊張，因

為專注在無法控制的問題，容易造成壓力與焦慮，若陷入「防疫焦慮」情

緒下，提醒大家要時時自我保健，有幾個方法也在此與大家分享：

　　國泰醫療本著以醫療服務回饋社會，在努力照顧每個人的健康外，也

守護我們的員工，本著同理心的呵護，超前部署，陪伴所有人走過生命的

每一刻。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在世界各地疫情持續升溫，新竹國泰綜合醫院不僅快速增

設紅外線熱像儀，以測量所有來院民眾體溫，為求防疫再升級，自3月2日起成為新竹地區

首間查詢健保卡之醫院，其目的在了解所有進入醫院民眾的旅遊史，建立更縝密的防疫網

，減少院內感染風險，維護醫療量能。

「防疫隨身寶」
  隨時抗菌沒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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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移入案例不斷激增，站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日以繼夜的投

入防疫、陷入漫長拉距戰，新竹國泰綜合醫院為了體恤辛苦的

前線醫護人員，也構思多項關懷員工防疫措施，強化職安環境

，希望他們在無後顧之憂的支持下，貢獻更大力量！

　　院內環境隨處設置乾洗手、酒精消毒液方便大家消毒手部，還

特別巧思的為每人準備一瓶『防疫隨身寶』，除了醫護同仁外，包

括警衛、清潔、工務以及志工伙伴，讓大家隨處都能使用酒精消毒

手部及環境，養成防疫好習慣，同時保護我們的病人降低院內交叉

感染風險。

　　在各個診間、護理站都有公用的電腦設備，為了防疫也保護3C

設備，因此在各個護理站、診間的公用電腦鍵盤上增加了『果凍矽

膠墊』，定期使用酒精噴灑消毒，方便維持鍵盤清潔，以確實達到

防疫效果、降低感染風險。

　　民以食為天，再忙都該好好吃飯！為了讓員工同仁在休息時間

能夠安心用餐，客製化『防護L型透明板』，避免用餐時的口沫

、食物飛濺，在提升防疫安全的同時，依舊讓大家保有溝通互動

　　現今全球肺炎疫情大流行，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將推動「Single 

Patient Use」服務，在看診、住院的就醫民眾提供個人化的常用醫

療照護備品，作為單一病人使用、以不重覆為原則，使他

們在就醫過程不需擔憂感染風險，職業環境更安全。

　　配合新竹市政府的政策規劃，提供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民眾的通訊診

療，平均每天一例，也曾單日最高服務四位居家隔離的民眾進行通訊診療

，可見市府規劃的通訊診療的確貼近居家隔離民眾的需要。在現今資訊時

代，網路提供病人與親友間之遠距關懷，且醫師亦可利用這通訊方式進行

病情解釋，進而守護醫院，減少群聚感染風險。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李興中院長表示，第一線醫護人員倍受極大壓力，

每天疫情的變化不是數字而已，而是跳躍的生命。希望在這關鍵時刻，這

些體貼措施能讓他們專心照顧病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全體動員配合疫情

指揮中心的規劃，一同攜手併進對抗疫情。此刻是個前所未有的緊張，因

為專注在無法控制的問題，容易造成壓力與焦慮，若陷入「防疫焦慮」情

緒下，提醒大家要時時自我保健，有幾個方法也在此與大家分享：

　　國泰醫療本著以醫療服務回饋社會，在努力照顧每個人的健康外，也

守護我們的員工，本著同理心的呵護，超前部署，陪伴所有人走過生命的

每一刻。

一、工作中找時間喘口氣，即使3分鐘也能改善你的精力和注意力

二、每天安排一件事讓自已開心大笑

三、保持健康的飲食

四、若今天是晴朗好天氣，請接受陽光洗禮、補充維他命D

五、適時運動讓大腦得到休息，也有助腸胃消化

六、避免使用過度酒精或咖啡因，但適時的小酌有助

    於放鬆



5.正確用藥，定期追蹤：
　　降血糖藥物包括口服型與注射型，很多人誤以為長期使用降血糖藥物會造成藥

物依賴性或使腎功能受損而不規律的服藥，導致血糖控制不良，衍生更多的合併症

發生。平時應規律使用藥物，按時追蹤，有疑慮時回診可與醫師討論，切勿自行隨

意增減藥物劑量。

6.自我監測血糖：
　　血糖值會隨著飲食、運動、藥物等生活調整有所變化，平時可藉由自我監測血

糖的方式幫助了解血糖的起伏變化，進行生活型態調整，並建議將測量結果詳加記

錄，回診時提供給醫師做為調整藥物劑量的重要參考。

7.注意低血糖：
　　低血糖時可能有頭暈、飢餓、冒冷汗、手腳發抖的情形，甚至昏迷。此時應立

即補充可以快速吸收的含糖食物，如方糖、果汁等，若食用10~15分鐘還是無法改

善，須立即送醫。

8.口腔保健：
　　糖尿病者較一般人唾液分泌較少，對於清除口內雜物的能力也降低，使得口腔

內容易滋生細菌、造成牙齦和黏膜發炎、牙周病，需要特別留意口腔保健。每次進

食後，最好能選擇軟毛的牙刷，或使用牙線、牙間刷、漱口水清潔牙齒及口腔，每

半年定期檢查口腔與洗牙。

9.足部護理：
　　糖尿病者常併發血管與神經病變，造成血液循環變差、感覺變遲鈍、產生傷口

而不自覺或傷口不容易癒合，進而感染甚至截肢，因此平時就要注意足部的清潔與

護理，避免傷害發生！關於足部護理的方式包括：

　　糖尿病人常因免疫力降低而增加感染的風險與嚴重性，平時即應注意個人衛生

，將血糖控制於良好範圍，建議每年應定期施打流感疫苗以預防發生肺炎等嚴重併

發症。此外，沮喪、難過、緊繃的情緒壓力也會影響血糖控制，學習壓力調適技巧

，建立正向的態度或參加糖尿病友支持團體，都能幫助提升心理調適的能力。糖尿

病雖然無法根治，但是只要養成上述良好生活習慣，學習與它和平共存，與醫療團

隊密切合作，一樣可以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享受健康的人生。

　　糖尿病的控制關鍵在於日常生活中良好的習

慣，若血糖控制良好，能幫助自己遠離全身大

小血管與神經病變的威脅，可降低失明、洗腎

、截肢的合併症發生。而糖尿病的日常控糖之

道如下：

1.每天均衡適量地攝取六大類食物：
　　六大類食物包含全穀根莖類（主食類）、蛋

魚肉蛋類、奶類、蔬菜類、水果類及油脂類，其

中「含醣食物」會使血糖上升但也是人體主要的

能量來源。建議可根據個人身高、體重、年齡與

活動量情形與營養師討論每日建議攝取量，並學

習分辨含醣食物的類別與份量，在同類食物中進

行代換，定時定量攝取含醣食物，有助於穩定血

糖的變化。

2.選擇高纖食物幫助血糖穩定：
　　高纖類的食物可以增加飽足感並減緩醣類吸

收速度，可食用糙米、燕麥、薏仁等全穀類食物

文 / 黃于華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糖尿病個案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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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白飯、白麵條、糕餅等精緻澱粉，新鮮水果

取代果汁並增加蔬菜攝取量。

3.掌握少油、少鹽、少糖原則：
　　選擇富含不飽和脂肪酸的油類，如：橄欖油

、葵花油、苦茶油等植物油，運用清燉、水煮、

蒸、烤、拌的烹調方式，避免油煎、油炸，減少

攝取過多的油脂量。避免糖果、汽水、蛋糕、冰

淇淋等含糖食物，以免造成血糖快速的上升與體

重增加。

4.規律安全的運動習慣：
　　選擇適合自己體能狀況的有氧運動，如：散

步、快走、慢跑、騎腳踏車、游泳等，每週至少3

次，每次30分鐘。運動時應穿著適合的服裝與鞋

襪，開始前後應有足夠的暖身和收操動作，避免

運動傷害；隨身攜帶糖果與「糖尿病識別卡」，

以防萬一低血糖時才能及時處理。

現代人長期因肥胖、飲食精緻化、運動量不

足和情緒壓力的生活型態影響，罹患糖尿病

的人口日益增加，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與中

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統計的「2019台灣糖

尿病年鑑」發現，台灣糖尿病盛行率為9.3％

，約有220萬人並且呈現年輕化趨勢。

控糖人生
糖尿病友的日常保健之道
控糖人生
糖尿病友的日常保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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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的方式幫助了解血糖的起伏變化，進行生活型態調整，並建議將測量結果詳加記

錄，回診時提供給醫師做為調整藥物劑量的重要參考。

7.注意低血糖：
　　低血糖時可能有頭暈、飢餓、冒冷汗、手腳發抖的情形，甚至昏迷。此時應立

即補充可以快速吸收的含糖食物，如方糖、果汁等，若食用10~15分鐘還是無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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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口腔保健：
　　糖尿病者較一般人唾液分泌較少，對於清除口內雜物的能力也降低，使得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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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足部護理：
　　糖尿病者常併發血管與神經病變，造成血液循環變差、感覺變遲鈍、產生傷口

而不自覺或傷口不容易癒合，進而感染甚至截肢，因此平時就要注意足部的清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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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向的態度或參加糖尿病友支持團體，都能幫助提升心理調適的能力。糖尿

病雖然無法根治，但是只要養成上述良好生活習慣，學習與它和平共存，與醫療團

隊密切合作，一樣可以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享受健康的人生。

　　糖尿病的控制關鍵在於日常生活中良好的習

慣，若血糖控制良好，能幫助自己遠離全身大

小血管與神經病變的威脅，可降低失明、洗腎

、截肢的合併症發生。而糖尿病的日常控糖之

道如下：

1.每天均衡適量地攝取六大類食物：
　　六大類食物包含全穀根莖類（主食類）、蛋

魚肉蛋類、奶類、蔬菜類、水果類及油脂類，其

中「含醣食物」會使血糖上升但也是人體主要的

能量來源。建議可根據個人身高、體重、年齡與

活動量情形與營養師討論每日建議攝取量，並學

習分辨含醣食物的類別與份量，在同類食物中進

行代換，定時定量攝取含醣食物，有助於穩定血

糖的變化。

2.選擇高纖食物幫助血糖穩定：
　　高纖類的食物可以增加飽足感並減緩醣類吸

收速度，可食用糙米、燕麥、薏仁等全穀類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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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白飯、白麵條、糕餅等精緻澱粉，新鮮水果

取代果汁並增加蔬菜攝取量。

3.掌握少油、少鹽、少糖原則：
　　選擇富含不飽和脂肪酸的油類，如：橄欖油

、葵花油、苦茶油等植物油，運用清燉、水煮、

蒸、烤、拌的烹調方式，避免油煎、油炸，減少

攝取過多的油脂量。避免糖果、汽水、蛋糕、冰

淇淋等含糖食物，以免造成血糖快速的上升與體

重增加。

4.規律安全的運動習慣：
　　選擇適合自己體能狀況的有氧運動，如：散

步、快走、慢跑、騎腳踏車、游泳等，每週至少3

次，每次30分鐘。運動時應穿著適合的服裝與鞋

襪，開始前後應有足夠的暖身和收操動作，避免

運動傷害；隨身攜帶糖果與「糖尿病識別卡」，

以防萬一低血糖時才能及時處理。

每日清潔足部與檢查足部（包

括腳趾間與足底），清潔後使

用乾淨毛巾擦乾淨，特別是腳

趾間，並抹上不含酒精的乳液

預防足部皮膚乾裂。若有厚皮

或硬繭時，建議溫水浸泡30分

鐘後以浮石輕磨厚皮，拭乾皮

膚後再塗上潤膚乳或乳霜保持

厚繭的柔軟。

選擇寬楦頭、大

小適中的包鞋，

避免赤腳、穿拖

鞋、涼鞋與高跟

鞋並於穿鞋前先

檢查鞋內有無小

石子等異物，可

以降低腳部受傷

的機會。

1 2 3



總
院感

謝函

　　推薦黃志達醫師。非常有耐心、愛心又專業的黃主任，與家屬解說病情，也給予不同

建議，將許多家屬不安的疑問以及未想到的，黃主任都全部耐心解說，也讓病人很有安全

感更有勇氣，1/3開刀的公公，中午進開刀房，至19:00多手術出來，主任親力親為的解說

、關心病人的狀況，給予許多醫療技術與家屬關心安撫打氣，真的是難得的天使主任醫生

，就連假日也來巡視病人、關心病人，也很心疼也更感恩，主任對於每位病患如此有愛，

真心感謝黃主任，以及六西病房的護士都非常有愛心，感謝國泰醫院，謝謝您們。

陳○○

院務消息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當 選 社團法人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理事

張志儒部副主任總院
外科部

當 選 社團法人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雷大雅醫師總院
神經外科

楊○○

您好：

　　我於1月22日因椎間盤突出症發作被送到台北總院急診後住進7西768-1病房，隔天一早神

經外科黃志達醫師來病房探視，他不僅專業，並很詳細親切的態度解說我的病狀及手術的處理

方式，讓我對這次的手術非常放心。

　　1月23手術後很順利，我恢復的很好，雖然今年過年都在醫院裡渡過，但能遇到好醫師，

醫好這次的病，我覺得非常值得。尤其黃醫師每次來探房時，依舊非常關心我術後狀況，出院

回診後仍仔細觀察我傷口恢復情況，並提醒我術後一個月內某些特定的姿勢不要做。他是醫術

醫德兼具的好醫師，非常的感謝他，建請貴院予以表揚。

總經理陳○○

致 台北國泰醫院

　　謹代表  台北國泰萬怡酒店 ，誠摯地感謝吳淑雯女士與林佩蓉女士二位護理師，於108年

11月23日參加座談會時，協助救護參加喜宴不慎受傷之王姓女士。二位於事件發生當下時，

第一時間表明護理師身分，及時檢視傷者徵狀，為傷者緊急處置患處，以及完成救護相關工

作，最大程度降低傷者傷勢。王姓女士得以安全返家，幸賴二位及時作為與鼎力救護，彰顯 

台北國泰醫院熱血助人精神與院內護理師專業能力，我司謹致予崇高的敬意與謝意。

順頌 時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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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淺而易懂，讓讀者能夠獲得最新的醫藥
保健常識，是您最值得信賴的保健雜誌。

「常春月刊」

想知道最新、最實用健康資訊，請加入常春月刊LINE、常春月刊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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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萬居
楊孝萱
○○○
徐湘婷
陳德興
陳舒羚
王勇
○○○
○○○
○○○
○○○
○○○
徐育得

財團法人美豐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馮敬婷
陳正人
王淑娟
陳順杰
張建隆
邱道明

收入金額
10,000
3,200
500
200,000
1,500
1,500
1,500
1,500
100,000
150,000
100,000
150,000
100,000
1,600
500,000
500
50,000
20,000
300,000
50,000
6,000

捐款專戶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心臟血管外科公益捐助學術研究發展基金專戶
心臟血管外科公益捐助學術研究發展基金專戶
腸胃科臨床醫療研究、教學研究、醫療設備等
心臟血管外科公益捐助學術研究發展基金專戶
心臟血管外科公益捐助學術研究發展基金專戶

捐款者
秦幸惠
張久雄

丹德國際股份有公司

捐贈物品項目
輪椅2台 
輪椅15台 

ACE聖誕月曆禮盒-根特小鎮市集26盒 

收入金額
900
900
900
900
900
200
1,000
1,000
1,300
44,000
1,000
10,000
1,000
500
30,000
30,000
10,000
5,000
5,000
1,000
5,000
1,000
1,000
1,000
5,000
1,00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