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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的照護隨時代演進，已由早期

略顯被動、以內／外科治療與休息為主的模式

，轉變為積極搭配危險因子管控、運動訓練與

飲食控制的主動介入，據最新的臨床指引，一

個較為全面的心血管疾病照護仰賴跨醫療專

業的團隊合作，除醫師與護理師外，其他醫

療人員如物理治療師、營養師、藥師、個案

管理師、甚至臨床心理師等，均有其介入的

必要與價值。

　　物理治療師是臨床上連結運動科學與功

能表現的專家，在心血管疾病的照護上，能

運用本身在運動生理、心肺疾病生理與治療

訓練方面的知識與經驗，為個案打造一套心

臟復健計劃。依美國心臟學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所下的定義，心臟復健為一

「在醫療監督下，改善曾心臟病發、心臟衰竭

、接受血管成形術或心臟手術個案心血管健康

的治療計劃」，一般共劃分為四個階段：

此時期復健的目標在於讓個案盡早活

動、防止臥床，進而預防併發症，適

合進行的治療活動包括呼吸運動、胸

腔清潔技巧、關節運動、肌力訓練、

耐力／功能訓練（如行走或上下樓梯

）等，在活動強度上，通常會建議個

案能活動到自覺稍累、稍喘（但尚能

維持正常說話）。

第
一
階
段
為
﹁
住
院
期
﹂

在病況穩定、順利出院後3至6個月，便

進到了第二階段「門診訓練期」，此時

期復健的目標在於延續前述第一階段復

健的成果，逐步增加活動的劑量／強度

，以達到進一步的心肺功能訓練。在正

式開始第二期的心臟復健前，須先為個

案施行運動測試，來評估其活動過程中

的心肺適能，依據該測試的結果，物理

治療師便能為其規劃出個人化的「運動

處方」。於此時期適合進行的治療活動

大多以心肺耐力訓練（如使用固定式腳

踏車或跑步機）為主，視需求亦可加入

阻力或柔軟度訓練等活動元素。

隨罹病時程進展，半年後（甚至持續終

身）即步入第三或四階段「社區期／維

持期」，此時期旨在延伸先前階段復健

的成果，鼓勵個案維持健心生活型態

，促進其重拾自身社會角色。此時，

物理治療師除了依個案生活與工作上

的需求提供更客製化的運動處方外，

亦須搭配其他醫療專業致力於危險因

子（如血壓、血糖、血脂等）監管與

適時提供衛教／諮詢（如改變生活型

態、營養諮詢等）。

　　站在物理治療師的立場來說，在病況穩定且

適合下，第一、二期的心臟復健於完整的心血管

疾病照護算是不可或缺，進展至第三、四期與否

則端看個案各自的需求與配合度。然而，除規律

運動外，個案同時亦須好好配合藥物治療，並注

意日常飲食與調節生活壓力，癮君子宜戒菸。

　　誠如美國心臟學會為心臟復健所下的註解「

心臟復健或許無法改變過去，卻能改善心臟的未

來」，由於心臟的一些病理變化往往不可逆，心

臟復健不見得真能直接改善一些指標性的檢查數

據（如左心射出率等），但透過適當的運動訓練

，個案的身體卻能逐漸習得如何來配合功能不再

理想的心臟。舉例來說，心臟復健已被證實能

改善心血管疾病個案週邊肌肉組織的有氧代謝

表現，換個白話點的比方，雖然心臟目前僅能

打出原來幾分之一的血量，心臟復健後身體卻

能更有效率地運用這些血量。此外，亦有研究

顯示心臟復健不僅能延緩心血管疾病與相關共

病的進展、減少反覆再次住院的機會，更可增

加回歸社會生活的可能性以及提升整體生活品

質。

　　國泰綜合醫院自2017年6月起，新成立「心

臟復健中心」，凡經心臟專科醫師判斷病況穩定

且適合訓練者，若有興趣參與心臟復健或有相關

問題想諮詢，歡迎預約復健科門診、多加利用此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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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的照護隨時代演進，已由早期

略顯被動、以內／外科治療與休息為主的模式

，轉變為積極搭配危險因子管控、運動訓練與

飲食控制的主動介入，據最新的臨床指引，一

個較為全面的心血管疾病照護仰賴跨醫療專

業的團隊合作，除醫師與護理師外，其他醫

療人員如物理治療師、營養師、藥師、個案

管理師、甚至臨床心理師等，均有其介入的

必要與價值。

　　物理治療師是臨床上連結運動科學與功

能表現的專家，在心血管疾病的照護上，能

運用本身在運動生理、心肺疾病生理與治療

訓練方面的知識與經驗，為個案打造一套心

臟復健計劃。依美國心臟學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所下的定義，心臟復健為一

「在醫療監督下，改善曾心臟病發、心臟衰竭

、接受血管成形術或心臟手術個案心血管健康

的治療計劃」，一般共劃分為四個階段：

此時期復健的目標在於讓個案盡早活

動、防止臥床，進而預防併發症，適

合進行的治療活動包括呼吸運動、胸

腔清潔技巧、關節運動、肌力訓練、

耐力／功能訓練（如行走或上下樓梯

）等，在活動強度上，通常會建議個

案能活動到自覺稍累、稍喘（但尚能

維持正常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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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累了嗎
淺談壓力反應與壓力因應

李侑昀
國泰綜合醫院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現代人生活忙碌，急促的步調和超載的工作

量常讓大家喘不過氣，而在忙碌之餘，你是否注

意到自己常有頭痛、肩頸痠痛、消化不良或失眠

的狀況呢？或許這些都是身體出現的警訊，提醒

你該找個時間休息了。

何謂壓力？
　　當我們將壓力定義為刺激物時，通常稱之為

壓力源(stressor)，例如龐大的工作量就是一種壓

力源。此外，我們也會將壓力定義為一種交互關

係，亦即當一個人認為環境的要求超過自己所擁

有的資源時，這種個人和環境的交互關係即稱為

壓力(stress)，例如當新工作是自己所不熟悉、需

要花非常多時間適應時，個體就會感受到壓力。

適度的壓力可以讓個體成長，但過度的壓力就可

能會造成身心上的耗損。

壓力從何而來？
　　其實生活中的大小事件，舉凡會耗費我們時

間、金錢或心思的人事物，都可能帶給我們程度

不等的壓力感受，常見的壓力源如下：

生活事件 親人死亡、離婚、重大疾病、結婚、懷

孕、搬家、過節⋯等。

社會環境 經濟景氣、社會變遷、噪音、空汙和塞

車⋯等。

工作職場 轉職、工作職務改變、工作內容、工作

氣氛、組織結構⋯等。

個人性格 「應該」、「必須」、「一定要」⋯等。

面對壓力時，我們會有什麼反應？
　　而當個體面對壓力源時，可能會出現下列反

應：在身體方面可能會有口乾、頭痛、胸悶、心

悸、胃痛、腹瀉或冒冷汗等狀況，而行為方面可

能會出現睡眠習慣改變、胃口改變或坐立不安的

狀況，此外也可能會有焦慮、易怒、害怕、擔心

或憂鬱等情緒反應

。而長期下來，產生偏 頭痛、月經不規則、甲

狀腺亢進、胃潰瘍、高血壓或冠狀動脈心臟病等

疾病的機會也大幅增加。

面對壓力時，我們可以怎麼做？
　　除了瞭解上述壓力反應，讓我們能更理解自

己的狀況外，平時也可以透過一些方式來緩解壓

力對我們造成的影響：

一、身體方面

　　日常生活中可透過運動來達到放鬆的效果，

腦內啡的產生也會讓我們有愉快感、提升自我價

值。此外也可透過專業人員學習放鬆技巧，例如

腹式呼吸、肌肉放鬆或自我暗示放鬆練習等，以

降低身體及心靈緊繃的程度。

二、情緒方面

　　壓力底下其實隱藏了許多情緒，可能有焦慮

、害怕、生氣、挫折或無助，而我們可以學習去

覺察這些情緒，試著去想「我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什麼原因讓我有這種感覺」，這樣能讓我

們更了解自己的狀態，下次面對類似情境時也能

更有準備。

三、想法方面

　　特定的想法可能會讓我們產生壓力，像是「

絕對不能出差錯」、「我必須把每件事都做好」

或「我要讓所有人都喜歡我」等，原本好的出發

點被賦予過度的期待，無止盡的追求完美也需要

付出一些代價，因此有些事不需要「最好」，只

要「夠好」就可以了。

　　適度的壓力讓我們得以自我成長、發揮潛力

，但也別忘了適度的放鬆更是讓我們暫時休兵、

重新整頓以面對下次挑戰的重要任務喔。

在病況穩定、順利出院後3至6個月，便

進到了第二階段「門診訓練期」，此時

期復健的目標在於延續前述第一階段復

健的成果，逐步增加活動的劑量／強度

，以達到進一步的心肺功能訓練。在正

式開始第二期的心臟復健前，須先為個

案施行運動測試，來評估其活動過程中

的心肺適能，依據該測試的結果，物理

治療師便能為其規劃出個人化的「運動

處方」。於此時期適合進行的治療活動

大多以心肺耐力訓練（如使用固定式腳

踏車或跑步機）為主，視需求亦可加入

阻力或柔軟度訓練等活動元素。

隨罹病時程進展，半年後（甚至持續終

身）即步入第三或四階段「社區期／維

持期」，此時期旨在延伸先前階段復健

的成果，鼓勵個案維持健心生活型態

，促進其重拾自身社會角色。此時，

物理治療師除了依個案生活與工作上

的需求提供更客製化的運動處方外，

亦須搭配其他醫療專業致力於危險因

子（如血壓、血糖、血脂等）監管與

適時提供衛教／諮詢（如改變生活型

態、營養諮詢等）。

　　站在物理治療師的立場來說，在病況穩定且

適合下，第一、二期的心臟復健於完整的心血管

疾病照護算是不可或缺，進展至第三、四期與否

則端看個案各自的需求與配合度。然而，除規律

運動外，個案同時亦須好好配合藥物治療，並注

意日常飲食與調節生活壓力，癮君子宜戒菸。

　　誠如美國心臟學會為心臟復健所下的註解「

心臟復健或許無法改變過去，卻能改善心臟的未

來」，由於心臟的一些病理變化往往不可逆，心

臟復健不見得真能直接改善一些指標性的檢查數

據（如左心射出率等），但透過適當的運動訓練

，個案的身體卻能逐漸習得如何來配合功能不再

理想的心臟。舉例來說，心臟復健已被證實能

改善心血管疾病個案週邊肌肉組織的有氧代謝

表現，換個白話點的比方，雖然心臟目前僅能

打出原來幾分之一的血量，心臟復健後身體卻

能更有效率地運用這些血量。此外，亦有研究

顯示心臟復健不僅能延緩心血管疾病與相關共

病的進展、減少反覆再次住院的機會，更可增

加回歸社會生活的可能性以及提升整體生活品

質。

　　國泰綜合醫院自2017年6月起，新成立「心

臟復健中心」，凡經心臟專科醫師判斷病況穩定

且適合訓練者，若有興趣參與心臟復健或有相關

問題想諮詢，歡迎預約復健科門診、多加利用此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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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鈴
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

　　足底筋膜是一層增厚的筋膜，從腳跟的跟骨

粗隆內側起源，往前分成五束縱向纖維組織，分

別延伸至五根腳趾，在站立、走路及跑跳時，足

底筋膜提供縱向足弓穩定的支撐。若足底筋膜承

受重量及張力過大，反覆受到微小創傷，久而久

之就會產生足底筋膜炎。

什麼人容易有足底筋膜炎？

　　引起足底筋膜炎的可能危險因子包括肥胖、

扁平足、高弓足、阿基里斯腱過緊等。雖然跟骨

骨刺常伴隨足底筋膜炎出現，但目前仍不清楚跟

骨骨刺與足底筋膜炎之間的因果關係，過去研究

發現不論有無跟骨骨刺，足底筋膜炎在這兩族群

的盛行率相類似，跟骨骨刺可能反而是代表發炎

反應的結果。除此之外，一些外在危險因子也可

能引起足底筋膜炎，包括站立時間過久、跑者過

度訓練，例如像突然增加跑步距離時、穿著不適

合的跑鞋或在堅硬的地面上跑步等。

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炎是常見的足部疼痛原因之一，

它的特徵是足底疼痛，尤其是剛起步時最

痛，一般好發於40至60歲的族群或是較為

年輕的跑者，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

雙腳都會出現症狀。

足底筋膜炎的診斷

　　足底筋膜炎的診斷主要是根據病史及觸診，

患者通常會描述足後跟疼痛，尤其是早晨剛起來

下床走路的前幾步最痛，或經過一段時間休息之

後剛開始走路時最痛，甚至像針刺一樣的劇烈疼

痛，再多走幾步，逐漸增加活動之後，疼痛會減

輕，但經過一天的承重之後，如站立或行走過久

，疼痛又會慢慢增加。身體檢查會發現足後跟內

側有局部壓痛點，尤其將患足腳趾往上扳使足底

筋膜拉緊時，局部壓痛會更明顯。

　　一般來說，抽血檢驗及X光檢查對確診足底

筋膜炎沒有助益，除非懷疑有合併其他病症時，

才會安排以排除其他診斷。超音波檢查能幫助偵

測足底筋膜增厚及相關異常變化，但目前並沒有

被建議作為常規使用。磁振造影(MRI)也可以顯示

足底筋膜增厚情形，但臨床上極少用來診斷足底

筋膜炎。

足底筋膜炎的治療

避免久站久走，減少會引起或加劇症

狀的身體活動（如過量跑步、跳舞或

跳躍），避免提重物增加足跟負擔。

如果有肥胖情形，減輕體重也有助於

症狀改善。

每日可在家裡進行數次足底筋膜、阿基

里斯腱及小腿肌肉的伸展運動，但要注

意避免運動到會引起疼痛的程度。

選擇合腳、包覆性良好、有足弓支撐

及足底緩衝墊的鞋子，如氣墊運動鞋

；使用矽膠足跟鞋墊（矽膠足弓支撐

及足跟杯）也能減輕症狀。避免穿拖

鞋、平底鞋或赤腳走路，也要避免穿

已經磨損、吸震效果不佳的鞋子。貼

紮治療也能加強足弓支撐，有益於部

分患者起步疼痛的症狀。

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常作為短期使用

以減輕疼痛失能、減少發炎。如果使

用保守治療三至四週以上症狀沒有改

善，仍有顯著疼痛影響日常生活時，

可於足底痛點局部注射類固醇，提供

短期疼痛緩解效果。但類固醇注射需

審慎使用，因為反覆注射可能會導致

足跟脂肪墊萎縮或足底筋膜破裂，應

避免在一年內於同樣的部位注射類固

醇超過三次。

　　如果以上初步治療效果有限，還可以考慮下

列治療：

客製化鞋墊、夜間副木

客製化鞋墊可讓足底承受的壓力平均分佈，夜間

穿戴副木能讓腳踝維持在中立位置以達到溫和伸

展、減輕疼痛的效果，但目前仍沒有一致性的證

據能證實它們的療效。

體外震波治療

震波治療是一種非侵入性的治療方式，利用高能

量的聲波傳遞到組織，可能促使微血管新生，達

到軟組織再生及修復的功能，主要的副作用是治

療時患部暫時性的疼痛。目前因各研究方法及選

用震波參數不同，療效尚無定論，仍需設計良好

的大型研究來證實，但如果保守治療半年仍無法

緩解症狀，可以考慮震波治療。

其他

自體高濃度血小板血漿注射(PRP)因富含生長因子

，可能刺激血管新生及修復，也有人應用來治療

足底筋膜炎。如果接受保守治療半年至一年仍無

明顯療效的個案，甚至有可能需要手術治療。

　　整體而言，足底筋膜炎是個預後良好的疾病

，大部分的病人在適當的治療下，疼痛在一年內

多能完全緩解。穿著有良好吸震效果的鞋子，瞭

解並避免自身誘發足底筋膜炎的危險因子，才能

預防之後的再次傷害。

適度
休息

伸展
運動

適當的
鞋子或
輔具

藥物
治療

▲體外震波治療 ▲小腿肌肉伸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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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玉郎
國泰綜合醫院院長室行政組組長

     注重員工身心健康，向來為本院持續維持的一

貫政策與目標，而每年舉辦家庭日健走的傳統，

更是許多員工所期盼的日子，在院長、副院長們

積極支持與討論後，106年國泰醫院家庭日健行日

期訂於11月12日，集合地點捷運文湖線木柵站出

口，路線為道南右岸河濱公園沿景美溪河岸步道，

經萬壽橋下至道南橋折返左岸至捷運動物園站。

     在舉辦日期逐漸接近，籌辦工作小組忐忑不安

的心境浮上心頭，因為天公(天氣)似乎不做美，所

幸12日清晨雖然稱不上風和日麗，但在細雨綿綿

、斷斷續續的飄落下漫步健行更添詩意，除工作

人員七時許有序分工各司其職的安排準備任務外

，員工、眷屬、志工們自七點半後分別自捷運出

口、木柵路旁蜂擁報到領餐盒、紀念品等，八點

半到九點鐘時，恐怕木柵站有史以來的人潮已淹

沒周邊空地，連捷運站工作人員都主動詢問是否

需安排加班車次舒緩人群，報名參加人數達2,100

餘人次果真不同凡響。九點整活動高潮啟動，院

長致詞除感謝同仁熱誠參與祝福全體健康外，適

逢當日為醫師節，在大家齊呼醫師節快樂聲中開

心大合照邁步出發。

     景美溪木柵段在動物園自圓山遷移至此，及

近年來市政府整治河濱建構完整自行車道後，沿

途景觀開闊道路平坦，映入眼簾的盡是青山綠水

，參與當日活動人群綿延水岸兩旁，或舒展筋骨

或談笑風生，快活愜意，在主管們領軍下大步向

前往終點邁進，抵達終點後，周邊動物園、貓空

、指南宮等地點，提供攜家帶眷的同仁如果意猶

未盡可續攤的選擇。

     家庭日的舉辦除了促進員工身心健康，更提

供聯誼情感的機會，各個笑容滿面相互寒暄，雖

不至樂不思蜀，但也歡樂百分百，感謝醫院的支

持、主管們相挺、工作同仁的付出，更謝謝所有

參加人員熱情蒞臨。

 106年度國泰綜合醫院

『木柵~道南河濱公園』
 健行活動家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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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孩童飲食保健

　　氣喘是一慢性呼吸道發炎疾病，因氣管對外

界刺激過度敏感而誘發氣管收縮造成呼吸道阻塞

。臨床表徵包括反覆呼吸症狀病史，如喘鳴、呼

吸短促、胸悶、及咳嗽，嚴重度隨時間而變化；

呼氣氣流受阻，其程度隨時間而變化。

　　氣喘是全球最常見的慢性疾病之一，學齡兒

童盛行率達百分之12-14，以2000-2007年的健保

資料庫統計約為百分之2.9，因此兒童氣喘疾病很

需要家長及孩童能積極接受治療控制疾病及預防

保健以達到良好疾病控制。

　　氣喘治療方面，除了給予適當抗發炎藥物及

支氣管擴張劑藥物治療，持續氣喘追蹤並建立氣

喘症狀惡化之處理方法，適當的衛教，避免氣喘惡

化因子：如讓病童遠離塵蟎、寵物、蟑螂、花粉、

黴菌等過敏原，避免孩子吸入二手菸，預防感染如

施打流感疫苗等以減少氣喘被誘發的風險。

　　此外健康生活型態包含規律運動及健康飲食

習慣對於氣喘控制亦相當重要，氣喘孩童之飲食

該注意哪些呢?

．氣喘孩童宜維持理想體重，避免肥胖以免加重

氣喘嚴重度，因此建議孩童避免高熱量食物。

．除非確診食物過敏才須避免食用該食物，若確

診為對奶、蛋、海鮮或堅果類等食物過敏，需

經過醫師確診為對該食物過敏才須避免該食物

，不建議家長過多限制孩子飲食種類，避免影

響孩子成長發育。

．多吃蔬菜水果。

．飲食以原食物為主，減少添加物如防腐劑、色

素或香料如飲料、糖果等。食品添加物亦可能

會導致敏感反應，如添加在速食餐盒、披薩、

葡萄酒、啤酒、水果乾、披薩、烤洋芋片、果

醬、金針、竹笙、海鮮及加工肉類等許多食物

當中都含有亞硫酸鹽(Sulfites) 作為防腐劑使用

，亞硫酸鹽可能會誘發哮喘、呼吸困難、噁心

嘔吐、腹痛下痢、暈眩痙攣、發疹等症狀，嚴

重者甚至猝死。

．忌吃冰冷食物或飲品。

．宜多攝取富含維生素D、胡蘿蔔素、鎂離子抗

氧化及鉀離子的食物：

維生素D：奶、蛋、鮭魚等。

胡蘿蔔素：胡蘿蔔、綠色蔬菜等。

鎂離子：波菜、南瓜子、黑巧克力、鮭魚等。

抗氧化及鉀離子：香蕉等。

．若合併胃酸逆流宜少吃產氣食物：豆類、捲心

菜、碳酸飲料、洋蔥、大蒜、油炸等食物。避

免喝易產氣飲料如汽水、可樂等。 

．若氣喘患者對水楊酸敏感(salicylates)宜避免如

咖啡、茶、某些中藥或香料等食物或藥物。

．氣喘孩童若日常活動量少，易造成身材矮小、

肌肉較虛弱無力，因此更需重視均衡飲食，攝

取足夠六大類食物，足夠之蛋白質食物如魚、

肉、蛋、牛奶等。

．使用氣喘藥物如氣管擴張劑等易造成鉀離子過

多流失，宜適當補充高鉀食物，蔬菜水果如波

菜、空心菜、番茄、草莓、桃子等。

　　孩童健康的飲食習慣仰賴父母的引導，從小

時候開始培養健康飲食觀念，讓孩童減少因飲食

習慣造成氣喘症狀加重，營養問題而影響正常生

長發育。

洪詩萍
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

　　近年衛生福利部為促進醫病相互尊重與溝通

而提倡「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是以病人為中心的臨床醫療執行過程，

兼具知識、溝通和尊重此三元素，以往皆是醫師

與病人單向訊息傳遞，經全面推廣醫病共享決策

後，由醫師提出各種不同處置之實證資料，病人

則提出個人的喜好與價值觀，經由彼此交換資訊

討論，共同達成最佳可行之治療選項，目的是讓

醫療人員和病人在進行醫療決策前，能夠共同享

有現有的實證醫療結果，結合病人自身的偏好跟

價值，提供病人所有可考量的選擇，並由臨床人

員和病人共同參與醫療照護，達成醫療決策共識

並支持病人做出符合其偏好的醫療決策。

　　本院配合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工作目標執行

策略「鼓勵病人及其家屬參與病人安全工作」及

106年病人安全週的推行加上院方支持增加活動

豐富性，於9/25至10/21跨團隊共同舉辦以「醫病

溝通-醫病共享決策」為主軸的系列宣導活動，設

置病人安全週響應專區，以蘋果樹、兒童繪畫作

品及醫病共享決策相關周邊商品拉開病安週序幕

，活動宣導重點為本院官方網站之SDM專區，宣

導醫病共享決策三部曲為「仔細聆聽、充分溝通

、做好決定」，民眾可選擇自己相關的科別瀏覽

資訊，使民眾能於就醫前先行了解疾病資訊及個

人考量，再與醫師進行雙向溝通，另也宣導就醫

三問，提倡民眾就醫時主動詢問醫師導致我不舒

服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我有哪些治療方案？這些

治療方案的優點和可能的風險等，使醫病關係達

成醫療決策共識並做出最佳選擇，活動內容包含

兒童繪畫徵選比賽(鼓勵兒童以繪畫呈現心目中醫

生的樣子、和醫生說話的樣子等)、有獎徵答主題

講座(邀請內分泌科、護理部及藥劑科擔綱主講糖

尿病之醫病共享決策)、闖關抽獎宣導活動等，由

醫療副院長率先與民眾一同響應，此活動一推出

民眾即踴躍參加得到熱烈迴響，玩得不亦樂乎，

也得到民眾高滿意度回饋此類活動很有意義，希

望未來可多舉辦類似活動。

　　本院醫療團隊期盼各

位民眾共同參與，建立民

眾正確的就醫觀念，與病

人及家屬建立良好的醫病

夥伴關係，共同為病人安

全一起努力。

鄭伃洵
國泰綜合醫院品質管理中心管理師

醫病溝通做得好
聰明就醫沒煩惱

▲與民眾宣導SDM及闖關抽獎活動

▲兒童繪畫優勝作品

醫病共享決策衛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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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人工電子耳”？

　　人類的耳朵，外耳負責收集聲音、中耳負責傳遞聲

音、內耳負責感覺聲音，因此“聽覺”主要依賴內耳的

耳蝸聽覺毛細胞，接受聲波刺激，再把訊號傳遞至聽神

經及大腦。傳統助聽器利用聲音處理科技將聲音移頻與

放大，適用在輕度及中度的聽損者；但對於重度聽損者

，聽覺毛細胞殘存功能所剩無幾，就必須靠人工電子耳

，利用手術把電極放入耳蝸、取代毛細胞功能、直接從

電極刺激聽神經，作用方式不同於助聽器。

適用對象

　　在人工電子耳發展之初，主要針對“雙側極重度（

>90分貝）”的聽障者，然而隨著科技進步，適用範圍漸

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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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開始，健保以專案審查的方式給付18

歲以下適用人工電子耳的聽損者，而政府為了

避免資源重疊，社會局對人工電子耳的補助對

象將修正為18歲以上、未曾接受健保給付者優

先，依所得至高補助六十萬元。這無疑對聽障

家庭來說是一大好消息，不再需要花費近百萬

元才能讓聽損者重拾聽力。

漸擴大，現在對於成人有重度聽損（>70分貝）、

或高頻聽損、甚至單側耳聾者，發現從人工電子耳

的助益大於助聽器，因此在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

成人植入者始終多於兒童植入者。

　　選擇使用人工電子耳，除了考慮到聽損嚴重程

度之外，它所帶來的助益也取決於個案本身喪失聽

力的時間、以及術後復健的積極程度。一般來說，

會對以下聽損者建議使用人工電子耳：

語言發展的必要條件就是要聽得見、咬

字流利說話順暢就必須不只聽見還要聽

清楚，然而大腦在發展語言的關鍵黃

金期就在2-3歲以前，因此對於出生

就發現聽力有異常時，必須及早介

入治療、使用助聽器，助聽器效果

不佳的重度先天性聽障者，越早使

用電子耳、配合術後積極復健、越

有機會趕上同齡兒童的聽語發展。

另外有一部分的先天性聽障患者出

生時聽障還不嚴重，而是隨著年紀

慢慢惡化，到重度聽障以上時一樣

可以考慮使用電子耳，因為已經有

聽覺經驗與語言發展，再加上年輕

適應力佳，使用效果一樣會很好。

只要是失聰時間不是太長（一般以

五年為限），已有聽覺經驗者效果

佳 。 青 壯 年 在 家 庭 中 通 常 是 重 要

的 經 濟 支 柱 ， 而 聽 損 將 使 他 們 在

人 際 溝 通 與 就 業 上 困 難 度 增 加 ；

而 年 長 者 嚴 重 聽 力 退 化 也 是 失 智

症 的 危 險 因 子 之 一 ， 聽 得 見 讓 大

腦 有 刺 激 之 外 ， 在 生 活 上 的 安 全

性 也 提 高 、 不 再 害 怕 與 人 社 交 、

生活品質大大提升。

注意事項

　　雖然人工電子耳可以神奇的讓失去聽覺的患

者再度聽見，然而並不是一裝上就會馬上聽懂，

因為電子耳作用方式不同於助聽器，曾有聽覺經

驗的成年人會覺得聲音跟以前所聽到的大不同，

因此術後開機後上過幾堂聽能復健課程後還是必

須自我訓練及適應幾個月的時間；至於先天性聽

障的兒童，就必須直接從電子耳的聲音去學習這

世界上所有的聲音，家屬必須全力支持與陪伴復

健課程。

結語

　　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無疑社會與家庭皆會提

供兒童最好的資源、給予先天性聽障者優先補助

；然而家中年長者聽力退化是長期被忽略的一塊

，許多會採取得過且過消極的態度，甚至連助聽

器都不捨得配戴。現在醫療進步平均壽命增加，

老年退化性聽障族群也漸增，與其過著多年聽損

不便的生活，何不換個積極生活的態度、即早發

現聽損的不便、即早開始使用助聽器來聽能復健

呢？

先
天
性
聽
障

1

習
語
後
失
聰
成
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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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吹乾再使用，避免

藥物吸收過多導致低血壓。

　　Finasteride原本是治療攝護腺肥大的藥，長

期使用相當安全。普遍來說finasteride治療雄性禿

的效果比minoxidil好，平均有60-70%男性病人的

髮量增加。由於Finasteride會使嬰兒發生尿道下

裂，千萬不能讓孕婦碰到使用者的尿液或精液。

此外有些男性病人有性慾稍微下降的副作用，但

甚少造成性生活的問題。

　　低能量雷射也是FDA通過的雄性禿治療方法

，但療效不如前述藥品明顯。但由於無副作用、

一週只需用三次、目前上市的家用產品價格也還

能接受，可以作為minoxidil或finasteride使用時的

輔助療法。

　　鋸棕梠(Saw Palmetto)可抑制雄性素，理論上

可減緩雄性禿，但還沒有大型研究可證實有療效

。藍銅胜肽則只有體外實驗有效，沒有足夠的人

體試驗可作參考，一般不建議作為第一線治療。

至於其他標榜有效的成分，幾乎都提不出明確的

臨床試驗效果，並不值得嘗試。

　　上述治療都要過三到四個月才會感覺到落髮

變少，之後也需要持續使用才能維持髮量。一般

說來越早治療的效果越顯著。太晚開始的人就算

持續用藥，效果也無法追上早期用藥的人。早期

面對，早期治療，使用正確的方法，才是治療雄

性禿最正確的態度。

隨身即時心電圖記錄

早期發現心律不整風險
王晨旭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內科加護病房主治醫師

治療雄性禿

應有的正確觀念
鄭煜彬
國泰綜合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

　　阿登考完研究所後就陷入了掉髮的恐慌中。每

天起床他都會發現枕頭上有大量落髮。為此他已經

完全戒除了晚睡、吃辣、天天洗頭的習慣，但頭髮

還是毫不留情地逐漸減少。

　　每次跟老爸提及這個問題就令他更火大。老爸

總是漫不經心地回他：「我到五十多歲才微禿，你

怎麼不到三十就弄成這樣。」彷彿完全跟他無關似

的。老媽則是常常從街坊鄰居那裏拿來一些高貴藥

材提煉成的秘方給他用，但砸了許多錢，頭上依舊

是童山濯濯。

　　雄性禿與健康無關，對外觀卻有嚴重的影響。

大部分雄性禿與晚睡、吃辣等生活習慣無關，和遺

傳則有絕對關係，除了父系遺傳外，母系遺傳的比

重也很大，但母親常無症狀，往往要詢問外公、舅

舅是否有雄性禿才能真相大白。此外台灣早年的生

活條件較差，吃肉的機會少，很多人的雄性禿因而

很晚出現，才會有父親不太掉髮，兒子卻很早禿頂

的現象。至於基因或毛髮微量元素的檢測，對診斷

與治療的價值不大，臨床上不建議花這些冤枉錢。

　　目前美國食品與藥物管制局(FDA)認定有效的

治療方式有外用的minoxidil(俗稱落健)，口服的

finasteride(俗稱柔沛)，以及低能量雷射。這些方法

能抑制雄性禿進展，也能讓退化的毛囊重新生長。

　　Minoxidi能增加頭皮的血液循環，男性平均有

30-45%的人髮量明顯增加。男性如果可以忍受藥

水的輕微刺激感，建議可以使用5%或10%的劑型

效果較佳。Minoxidi原本是降血壓藥，因此應把頭

律不整用藥。邱先生得以及早避免心肌梗塞、腦

中風的發作，並在定期追蹤檢查及藥物調整控制

下，延緩心律不整所造成的嚴重心臟衰竭，繼續

享受人生。

　　超過十年以上資料顯示，國人十大死因中與

心律不整相關的疾病包括：第二位的心臟疾病、

第三位的腦血管疾病、第八位的高血壓性疾病及

第九位的腎病等。其中以陣發性心房顫動所引發

的缺血性腦中風最為普遍，由於諸多心律不整常

僅僅偶有心悸、頭暈現象，甚至沒有任何不適，

許多病人常在中風發作住院，才發現自己有心律

不整宿疾已經許久。長期未確診的心律不整，容

易發生血管內的血栓形成，這些血栓除增加心臟

血管系統長期負擔，間接造成高血壓，心臟衰竭

惡化外，同時導致遠端小血管的漸漸堵塞，心肌

梗塞、腦中風、周邊血管疾病、慢性腎臟病變、

缺血性腸道疾病等等急重症疾病因此而來。

　　除了醫療院所常見的心律不整檢查設備，如

12導程心電圖、24小時心電圖以外，近幾年3C

科技精進發展下的隨身即時心電圖記錄器，諸如

醫療級健康手環、攜帶型心律事件記錄器等，更

有可能早期發現各種不同嚴重程度的心律不整，

進而得以早期治療處理這種沉默而潛在的心血管

慢性疾病。國泰醫院自今年三月起成立心血管中

心，未來將結合健康促進、遠距醫療等創新醫療

服務模式，持續提升國人健康照護品質。

　　50餘歲邱姓主管，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平

常忙於跨國公司業務，十多年來未積極處理自已的

心律不整毛病。過去早已多次在健康檢查中發現三

聯心室早期收縮，他雖偶有心悸感覺但自認為已

積極控制高血壓及膽固醇，不願配合醫師建議進行

詳細檢查已許久。直至最近反覆心悸加上頭暈恍

神頻繁，運動時又略有呼吸困難，開始使用手腕

式即時心電圖記錄器後，才發現除心室早期收縮

以外，還有陣發性心房顫動以及心室頻脈短期發

作。發現上述不同嚴重程度的心律不整，來醫院

接受完整的血液電解質、心臟超音波、24小時心

電圖、心導管及電生理等等檢查之後，心臟科醫

師才能正確的掌握病情予以治療並適切的調整心



外翼肌
內翼肌

下頜骨

顳肌

咀嚼肌

2 3

1

15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醫學報導

14

(Maximal Incisor Opening，MIO)，正常MIO應介於

4-5.3mm之間，如果MIO小於3.5-4mm以下就會說

是有牙關緊閉的問題。

　　針對放射線後牙關緊閉的問題，有以下幾個

方法去改善，分別是主動口腔運動、撐口工具及

肌肉按摩三大部分。

　　耶誕節和跨年緊接而來，親愛的你/妳，有

告白的話想對喜歡的人說，卻是難以啟齒嗎

~~~(指繞圈+臉紅)

　　NO NO NO!!王老師今天不是要來當情感導

師，是要來分享頭頸癌病患放射線後，因放射線

後導致肌肉纖維化，出現難以啟齒或張口困難的

問題，我們稱之為「牙關緊閉」。

　　臨床上有很多原因會導致張口問題，包括：

扁桃體周圍膿腫、牙齒發炎、顎神經阻斷、癌症

及吃檳榔導致黏膜下纖維化等。

　　頭頸癌病患經由放射線治療後，約有5~38%

會出現牙關緊閉的副作用，平均出現時間約1-9

個月。

　　如何定義牙關緊閉呢，利用張口測量器

(Jaw MIO Scale)，去量測上下頷門齒的距離

張口運動
張口到最大極限的動作，

維持5秒，放鬆

下巴左右側移運動
下巴向左、右移動到極限

的運動，維持5秒，放鬆

下巴繞圈運動
做順時鐘、逆時鐘繞圈動

作，每個方向5圈

愛你在心，口難開
淺談牙關緊閉

王亦群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語言治療師

   撐口工具：製作壓舌板張口器，放在一側臼齒上，

   維持5-10分鐘，再換邊，逐漸增加撐塊厚度。 

 

　　問題來了!!!!很多

時候會發現病患撐得

哇哇叫，但是效果總

是不好，就像身體還

沒熱，就硬壓舞者劈

腿，可以拉的開，可

能還會有肌肉撕裂傷

的問題，更何況是經

過放射線過後的病患

，肌肉出現纖維化，

感覺也不好。

　　曾經有個伯伯跟我說：「老師，我治療結束當天

回家硬是把10支壓舌板放進嘴巴，硬塞進去不到1分

鐘拿下來，讓我下巴關節處痛了1個禮拜，最後還去

看牙科」，重點是他來治療時，只能放8支壓舌板，

我給他另外2支當備用，但是伯伯全梭哈放入口中，

這實在太驚險了。

      肌肉按摩

　　肌肉按摩很重要，肌肉按摩很重要，肌肉按

摩很重要(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病患經

由放射線後，張口肌群纖維化，出現張口障礙，

下巴開合程度跟顳顎關節鬆緊是有關係的，而顳

顎關節旁有幾條肌肉是掌管下巴閉合，包括顳肌

、咀嚼肌、內翼肌，以及打開下巴的肌肉，包括

外翼肌。建議可以先從病患的好側臉頰開始按，

會有肌肉酸酸的感覺，每次維持10秒鐘，有時按

完好側，張口距離就會有改善。

主動口腔運動，包括張口運動、下巴左右側移及

繞圈運動，建議每種運動做10次，每天3回。

圖片出處：van der Molen et al., 2011

圖片出處：Lo, L-J., Lin, C-L., &
               Chen, Y-R., 2008

圖片出處：言語、吞嚥及聽覺解剖學圖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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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院

總院 汐止國泰 新竹國泰 內湖診所

榮獲衛生福利部安寧緩和暨醫療意願註記
健保IC卡宣導優良團體獎

總院致力宣導善終觀念，推廣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
生醫療抉擇意願」健保卡註記，獲宣導優良獎，10月20日由
衛生福利部薛瑞元次長(左)頒獎表揚，社會服務室李璽正組長
(右)代表受獎。

總 院

全院演講

10月27日邀請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院長李正淳教授主講

「現今醫學教育發展及變革」，介紹醫學教育制度的演變，以協

助臨床醫師提早擬定教學計畫，未來培育出更優秀的醫學生。

總 院

肝病防治講座

10月28日安排邀請本院內分泌新陳代謝科林慶齡主任

主講「代謝症候群、脂肪肝與糖尿病」，提供肝病患者

及民眾獲取代謝症候群等疾病相關新知。

總 院

臺北市衛生局口腔癌防治記者會

配合臺北市衛生局，11月13日安排齒顎矯正科楊瑞賢

主任參加口腔癌防治記者會，呼籲民眾拒菸、酒及檳榔

，以遠離口腔癌威脅，並提醒吸菸或嚼檳榔之民眾每2

年至醫療院所進行檢查，以保障健康。

總 院

早療講座

10月21日舉辦早期療育親子工作坊，安排語言治療師施佩妤

(左)及特教老師劉愛華(右)主講「說說我是誰!」，提供家長

對早期療育認知，以維護遲緩兒的生活照護品質。

總 院

皮膚科醫學講座

11月3日安排皮膚科陳怡安醫師主講「乾癬與健康生活」，提供民眾對乾癬的認識及正確的治療觀念。

總 院

榮獲衛生福利部器官捐贈獎暨年度優秀器官勸募人員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致力推廣器官捐贈，把器捐大愛延續，生
命無遺憾，榮獲衛生福利部頒發「表現優異獎」，另內科加
護病房張淑敏護理長榮獲「年度優秀器官勸募人員」之肯定
，11月14日由衛生福利部薛瑞元常務次長(左)頒獎表揚，行
政室吳明國主任、張淑敏護理長(右)個別代表受獎。

新竹國泰

榮獲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績優綠色

採購企業

配合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6年推動「民間企業與團體

綠色採購」計畫，積極響應綠色消費，績效卓越，10月23

日由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蔡玲儀技術副局長(左)頒獎表揚

，稽核室劉俊良主任(右)代表受獎。

總 院

1716



總院 汐止國泰 新竹國泰 內湖診所

活動花絮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總院癌症掰掰健康篩檢講座

與國泰人壽展業汐止通訊處合作，11月11日安排癌症

防治中心施盈逸主任主講「癌症預防與篩檢知識」，

以提升民眾癌症防治知能。

汐止國泰

校園用藥安全講座
配合汐止國中，安排藥劑科趙佑倫藥師於10月13日主講

「用藥安全」，加強青少年對於自身健康狀況之重視。

汐止國泰

院內員工教育訓練

10月11日邀請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嚴章聖處長主講

「人生的變與不變-熱情向前走」，介紹城市行銷處為

新竹市所做的改變，並分享工作經驗，期許提升醫護

人員對工作的自我價值觀。

新竹國泰

健康衛教宣導

為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菸品危害認知，11月7日安排朱育儀
營養師(如圖)、復健科黃珮嘉心理師至新竹光復中心主講「
戒菸飲食DIY與餐盒選擇」及「戒菸心理與壓力調適」，呼
籲同學拒絕菸品誘惑，並鼓勵家人及同儕共同拒菸。

新竹國泰

社區動動健康班

為照護銀髮族健康，10月21日安排周宜慧社區管理師

至新竹市衛生局主講「銀髮族暖身操」，鼓勵銀髮族

多做運動禦寒。

新竹國泰

 社區營養講座

為關懷社區民眾健康，10月19日安排張斯蘭營養師於臺北
市合宜輔具中心教導民眾如何透過正確飲食避免銀髮族發
生肌少症，期使他們擁有健康體魄。

內湖診所

愛心服務團志工旅遊活動

為慰勞本院志工一年的辛勞及付出，10月29日舉辦106

年度志工旅遊，至桃園石門水庫、角板山等風景區欣賞

美景，以促進志工聯誼及陶冶身心。

總 院

衰弱檢測課程

配合新北市衛生局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於汐止復興里
、茄苳里、長安里及忠孝里活動中心針對65歲以上長者辦理
衰弱檢測及相關課程。

汐止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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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國泰耳鼻喉科各次專科人才齊備，於是斐濟官方衞生

主管單位希望國泰醫院耳鼻喉科可以持續提供醫療支援，經評

估醫療資源匱乏狀況與醫療院所設備堪用情形，自2016年起，

國泰國際醫療團與Labasa醫院開啟定點合作模式，每次醫療團

於一週派遣任務中進行耳鼻喉科門診服務，提供藥物及耳鼻喉

科手術治療，手術包括甲狀腺切除，耳膜修補，鼻竇炎手術及

鼻中隔彎曲矯正等。據2016年度第二團和2017年度第一團的醫

療報告指出，當地民眾有許多嚴重鼻病患者需要以專業技術為

本及先進儀器為輔之鼻手術治療，因此，此次醫療團隊針對鼻

竇炎合併嚴重鼻息肉增生、鼻中隔彎曲及鼻扭曲的病患進行手

術治療。

　　自今年九月起，耳鼻喉科即與國際醫療事務組開始著手規

劃這次2017年度第二團醫療團隊的服務目標及準備工作。在耳

鼻喉科其他醫師的全力後援配合下，我們帶齊鼻

手術的先進設備與器械於2017年11月12日出發

前往斐濟Labasa醫院開始一週的義診任務。

　　在出發前我們聯繫當地醫師幫忙聯絡可能需

要接受鼻手術的病患到醫院來接受術前診查與評

估。第一天中午到醫院後隨即看診，三個小時看

診大約30名病患，並篩檢出13位需要手術治療的

患者，經與病患溝通後排出一週的手術計畫。當

地病患都相當配合我們的時間安排，溝通過程中

雖然語言有些隔閡，但在當地醫師與護理人員的

協助下都還是可以完整表達我們的病情解釋以及

手術計畫。除了鼻部疾病的治療外，也多有耳垢

栓塞、中耳發炎和頸部腫瘤的病人來就診，我們

用帶去的儀器、器械和藥物盡可能幫忙診治他們

的病痛。然而一位中年女性因為聲音沙啞合併呼

吸困難來求診，內視鏡檢查後發現雙側聲帶皆有

腫瘤，我們強烈建議該院外科醫師儘速進行氣管

切開術以解決呼吸困難的問題，並積極著手安排

國際轉診到國泰醫院進行喉部腫瘤切除手術。

 

　　第二天開始進行連續四天的手術醫療，共完

成2例功能性建構式鼻整形手術，9例動力螺旋刀

輔助功能性鼻竇內視鏡手術，5例鼻中隔彎曲矯

正手術，6例動力螺旋刀輔助下鼻甲切除手術，1

孫萬烜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住院醫師

徐愫儀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例腮腺腫瘤切除手術。其中功能性建構式鼻整形

手術為斐濟首例，兩位接受手術的病患都相當滿

意術後的效果。要特別感謝Labasa醫院的醫護團

隊，他們的積極協助讓我們的手術能夠順利進行

。較為可惜的是，當地住院醫師比較沒有空來學

習鼻科手術，也可能是因為當地沒有內視鏡，相

關的內視鏡手術在我們離開後無法進行，沒辦法

傳承手術技巧。另外，醫院行政團隊很細心的幫

我們安排交通往返以及午餐和早午茶點，讓我們

有充足的體力做手術。

　　每天早上，我們會為術後住院病人做回診治

療，並於最後一天聯絡所有接受手術的病患回醫

院接受術後複診、局部治療與保健衞教，盡可能

讓病患不要擔心手術傷口狀況並減低他們因不

清楚術後自我照護事宜而造成的心慌。所有手

術病例皆效果良好，也沒有術後感染等併發症

發生。病患因為能夠呼吸通暢以及鼻外觀矯正

效果很好而露出開朗的笑容，最後離別時握著

我們的手直說感謝，甚至一位病患說回去後會

每天幫我們禱告，令我們醫療團隊相當感動，

所有的舟車勞頓與辛勞都值得了。斐濟全國性

第一大報社也於當週週六大篇幅報導台灣國泰

醫療團隊的善行義舉。

        

fiji

斐濟是國泰醫院國際醫療服務長期

合作的國家，國泰醫院每年兩次派

遣醫療團前往斐濟做醫療服務，自

2014年至今已完成四年八次的國際

醫療支援，2015年七月由耳鼻喉科

王拔群主任帶團至斐濟進行廣域的

鄉野調查，在方德詠醫師的協助下

，完成斐濟全國耳鼻喉科相關疾患

的公衛概況統計。

資訊顯示，斐濟有三大耳鼻喉科疾病，包括中耳炎、鼻炎鼻竇炎併發息肉增生和甲狀腺腫大，但其國內並沒有耳鼻喉專科醫師可以幫病人做手術治療，而各國派遣的醫療團提供的支援均以一般外科手術為主。

斐
濟

2017國泰醫院行動醫療團

送愛至斐濟
　　第二週我們受CWM醫院的邀請，針對醫療品

質管理以及這幾年我們在斐濟醫療服務的觀察記

錄做兩天的研討會議。在醫療品質管理的研討課

程中，與會者多是醫院各單位管理階層的醫護人

員，台灣醫策會執行長、副執行長以及專員都到

場進行演講，當地醫護人員反應熱烈，對於台灣

如何提升醫療品質也非常有興趣學習，與會的我

們都深切感受到斐濟的醫護人員努力為病患貢獻

一己心力的用心。隔日我們國泰醫院品管中心王

拔群主任及耳鼻喉科徐愫儀主任整理這三年來國

泰耳鼻喉科在斐濟的醫療貢獻以及公衛觀察做成

果報告，並針對當地飲食和生活習慣做一些醫療

上的建議。當地醫師也滿懷感激，熱烈與我們討

論疾病流行狀況和手術方式等等。跨國的密切交

流增進國家之間情誼，也讓國泰醫院的高醫療水

準與能力在國際展現。

　　此行第三大任務是Lautoka 醫院參訪，我們風

塵僕僕拉車四個小時到位於Nadi西北的Lautoka醫

院，與行政副院長、外科部長及麻醉科主任討論

未來可能的合作計畫，包括當地醫學生臨床教學

、病患衞生教育、派遣醫療團臨床服務(泌尿科、

骨科和耳鼻喉科等)，乃至於跨國來台之國際性專

科醫師及護理師訓練等。期待未來能帶給Labasa

、CWM及Lautoka醫院的病患更完善的醫療服務，

增進兩國的情誼。  

　　能在富裕的台灣長大，受到良好的醫療訓練

是我們的幸運。這次有機會可以到斐濟幫助當地

人解決可能一輩子都無法處理的鼻子問題，有機

會能夠把我們的幸運分享給更需要的人，是熱愛

義診醫療服務的我們最大的動力。

▲醫療團至斐濟醫療服務實況

▲門診看診情形 ▲醫療團與當地醫療同仁合影



　　由於國泰耳鼻喉科各次專科人才齊備，於是斐濟官方衞生

主管單位希望國泰醫院耳鼻喉科可以持續提供醫療支援，經評

估醫療資源匱乏狀況與醫療院所設備堪用情形，自2016年起，

國泰國際醫療團與Labasa醫院開啟定點合作模式，每次醫療團

於一週派遣任務中進行耳鼻喉科門診服務，提供藥物及耳鼻喉

科手術治療，手術包括甲狀腺切除，耳膜修補，鼻竇炎手術及

鼻中隔彎曲矯正等。據2016年度第二團和2017年度第一團的醫

療報告指出，當地民眾有許多嚴重鼻病患者需要以專業技術為

本及先進儀器為輔之鼻手術治療，因此，此次醫療團隊針對鼻

竇炎合併嚴重鼻息肉增生、鼻中隔彎曲及鼻扭曲的病患進行手

術治療。

　　自今年九月起，耳鼻喉科即與國際醫療事務組開始著手規

劃這次2017年度第二團醫療團隊的服務目標及準備工作。在耳

鼻喉科其他醫師的全力後援配合下，我們帶齊鼻

手術的先進設備與器械於2017年11月12日出發

前往斐濟Labasa醫院開始一週的義診任務。

　　在出發前我們聯繫當地醫師幫忙聯絡可能需

要接受鼻手術的病患到醫院來接受術前診查與評

估。第一天中午到醫院後隨即看診，三個小時看

診大約30名病患，並篩檢出13位需要手術治療的

患者，經與病患溝通後排出一週的手術計畫。當

地病患都相當配合我們的時間安排，溝通過程中

雖然語言有些隔閡，但在當地醫師與護理人員的

協助下都還是可以完整表達我們的病情解釋以及

手術計畫。除了鼻部疾病的治療外，也多有耳垢

栓塞、中耳發炎和頸部腫瘤的病人來就診，我們

用帶去的儀器、器械和藥物盡可能幫忙診治他們

的病痛。然而一位中年女性因為聲音沙啞合併呼

吸困難來求診，內視鏡檢查後發現雙側聲帶皆有

腫瘤，我們強烈建議該院外科醫師儘速進行氣管

切開術以解決呼吸困難的問題，並積極著手安排

國際轉診到國泰醫院進行喉部腫瘤切除手術。

 

　　第二天開始進行連續四天的手術醫療，共完

成2例功能性建構式鼻整形手術，9例動力螺旋刀

輔助功能性鼻竇內視鏡手術，5例鼻中隔彎曲矯

正手術，6例動力螺旋刀輔助下鼻甲切除手術，1

例腮腺腫瘤切除手術。其中功能性建構式鼻整形

手術為斐濟首例，兩位接受手術的病患都相當滿

意術後的效果。要特別感謝Labasa醫院的醫護團

隊，他們的積極協助讓我們的手術能夠順利進行

。較為可惜的是，當地住院醫師比較沒有空來學

習鼻科手術，也可能是因為當地沒有內視鏡，相

關的內視鏡手術在我們離開後無法進行，沒辦法

傳承手術技巧。另外，醫院行政團隊很細心的幫

我們安排交通往返以及午餐和早午茶點，讓我們

有充足的體力做手術。

　　每天早上，我們會為術後住院病人做回診治

療，並於最後一天聯絡所有接受手術的病患回醫

院接受術後複診、局部治療與保健衞教，盡可能

讓病患不要擔心手術傷口狀況並減低他們因不

清楚術後自我照護事宜而造成的心慌。所有手

術病例皆效果良好，也沒有術後感染等併發症

發生。病患因為能夠呼吸通暢以及鼻外觀矯正

效果很好而露出開朗的笑容，最後離別時握著

我們的手直說感謝，甚至一位病患說回去後會

每天幫我們禱告，令我們醫療團隊相當感動，

所有的舟車勞頓與辛勞都值得了。斐濟全國性

第一大報社也於當週週六大篇幅報導台灣國泰

醫療團隊的善行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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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
濟

　　第二週我們受CWM醫院的邀請，針對醫療品

質管理以及這幾年我們在斐濟醫療服務的觀察記

錄做兩天的研討會議。在醫療品質管理的研討課

程中，與會者多是醫院各單位管理階層的醫護人

員，台灣醫策會執行長、副執行長以及專員都到

場進行演講，當地醫護人員反應熱烈，對於台灣

如何提升醫療品質也非常有興趣學習，與會的我

們都深切感受到斐濟的醫護人員努力為病患貢獻

一己心力的用心。隔日我們國泰醫院品管中心王

拔群主任及耳鼻喉科徐愫儀主任整理這三年來國

泰耳鼻喉科在斐濟的醫療貢獻以及公衛觀察做成

果報告，並針對當地飲食和生活習慣做一些醫療

上的建議。當地醫師也滿懷感激，熱烈與我們討

論疾病流行狀況和手術方式等等。跨國的密切交

流增進國家之間情誼，也讓國泰醫院的高醫療水

準與能力在國際展現。

　　此行第三大任務是Lautoka 醫院參訪，我們風

塵僕僕拉車四個小時到位於Nadi西北的Lautoka醫

院，與行政副院長、外科部長及麻醉科主任討論

未來可能的合作計畫，包括當地醫學生臨床教學

、病患衞生教育、派遣醫療團臨床服務(泌尿科、

骨科和耳鼻喉科等)，乃至於跨國來台之國際性專

科醫師及護理師訓練等。期待未來能帶給Labasa

、CWM及Lautoka醫院的病患更完善的醫療服務，

增進兩國的情誼。  

　　能在富裕的台灣長大，受到良好的醫療訓練

是我們的幸運。這次有機會可以到斐濟幫助當地

人解決可能一輩子都無法處理的鼻子問題，有機

會能夠把我們的幸運分享給更需要的人，是熱愛

義診醫療服務的我們最大的動力。

胡瀞文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12病房護理師

善終病人
照護感想

　　轉眼間在護理臨床工作已兩年多了，猶記得
就學時，經常會被問及為什麼要選擇護理為職業
，在多數人的眼中護理是辛苦勞累的工作，尤其
經常要面對生老病死的過程。

　　近年來人口老化及慢性病增多，加上自己畢
業後選擇了以老人占多數的內科病房及單位設立
有一善終病室，所以雖僅短短兩年多的工作經驗
，卻已經歷了許多的生老病死的過程，因此也經
常會碰到家屬面對親人死亡過程上的一些痛苦，
而如何協助病人及家屬面對這過程，是自己需要
思考面對及學習的。

　　記得當初選擇護理主要是受中學時照護生病
住院阿公的經驗影響，當時尚未接受過醫療專業
訓練的我，在照護阿公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當
醫師於病室走道上向我們一群家屬解釋病情，告
知我們需有心理準備阿公所剩時日不多了，說完
後即匆忙離去，而聽完後親友們即討論著是否讓
阿公知道病況，最終因擔心阿公無法接受還是決
定選擇隱瞞病情，而當時自己對安寧療護、病人
自主權並不了解，所以在照護期間也只能隱藏難
過的情緒及覺得是出於善意而一起隱瞞病情，想
起這段照護的期間常不知道自己能幫阿公做什麼
，因為不敢討論死亡相關話題，更無法詢問阿公
往後有無想安排的事情，覺得在這生命後期過程
中阿公似乎未能與親愛的親人朋友們好好地進行
道謝、道愛、道歉、道別的四道人生，所以偶會
想起這段與阿公相處的過程，感覺當時似乎可以
做些什麼事，這也是影響自己毅然決然選擇從事
護理工作的契機。

　　近幾年雖然國民健康局持續宣導安寧療護理
念及自主權利法，希望末期病人能有好的善終，
但自己在臨床中仍經常要面對家屬因不捨及擔心
病人無法接受，而不願告知病人病情，讓其無法
自主決定是否持續維持生命治療。記得剛進入職

場時曾有一肺炎個案經常反覆出入醫院，經兩位
醫師判定為符合末期的病人，因此建議家屬是否
與病人討論日後醫療處置問題，但因家屬始終無
法決定告知病人及是否放棄急救，因此病人多次
經歷反覆插管、拔管的痛苦，最終病人仍於急救
中撒手人寰，而在這過程中可感受到病人及家屬
的痛苦，當時自己亦覺得遺憾，彷彿又再次經歷
了之前的經驗，或許在我們的文化中，對於談論
死亡仍是有所禁忌，且在學校教育亦鮮少被教導
如何告別生命，因此在臨床中醫療人員經常不知
如何協助病人及家屬，使家屬在面對末期病人時
亦往往不知所措，最終無法做出對病人最好的決
定，而導致有所遺憾。

　　幸而近年來醫院不斷的強化醫護人員病情告
知能力，及提供相關議題的教育，也組織全人跨
團隊照護會議、跨領域團隊討論會議，成立安寧
療護小組等照護團隊，使自己也從中學習了許多
。印象中在一次的跨領域團隊會議討論到經常反
覆出入院的末期個案，家屬雖不忍看親人受苦，
但又礙於各種的壓力，常無法放棄治療及急救，
於會中討論到其實多數家屬的醫療資訊及安寧緩
和概念的獲得，應由醫療人員給予，所以對於這
類個案如能多與家屬溝通，盡早提供相關的資訊
，須要時協助轉介相關團隊，如安寧共照小組、
召開全人會議整合家屬的意見等，可以讓個案早
些接受全人照護，才能在生命末期更有尊嚴、更
舒適的離開，而家屬也不會徒留悲傷。

　　善終是需要有所準備的，尤其在工作單位中
經常要面對生命末期的病人，因此希望自己未來
能學習及提供更多的專業照護給這類病人，往後
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能盡力協助推廣安寧療護及
病人自主權，讓更多的末期病人能接受更好的專
業照護，也使病人能自主及拒絕無效的醫療處置
及能了無遺憾的好好走完自己最後的人生。

▲醫療團執行耳鼻喉科手術

▲醫療品質管理研討會議，深受當地醫護人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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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酮飲食可能對人體造成的影響
　　碳水化合物為最重要的能量來源之一，當碳

水化合物攝取量減少時，肝臟會分解脂肪產生酮

體做為能量來源，可能會加重肝臟的負擔。脂肪

攝取的比例大幅增加，飽和脂肪酸及不飽和脂肪

酸攝取的比例也大幅增加，可能會造成血脂異常

，進而增加心血管疾病以及慢性病的發生。且當

體內酮體過多時，很容易造成血液中PH值呈酸性

，造成酮酸中毒。酮酸中毒的症狀包括呼氣有水

果味、噁心、嘔吐、呼吸急促、脫水等，若嚴重

甚至會昏迷、死亡。因此生酮飲食需在醫療人員

監測下才能進行。

對糖尿病真的有效嗎？
　　每個糖尿病病人的病因不盡然相同，第二型

糖尿病病人通常為胰島素敏感度不足，導致血液

什麼是生酮飲食?
　　生酮飲食最早是用來治療孩童的癲癇，飲食主

要採低醣、適度蛋白質、高脂肪，因碳水化合物

攝取量較少，身體無法製造出足夠的葡萄糖運

送至身體各處提供能量，因此肝臟就會將脂肪

轉換成脂肪酸和酮體，酮體運送至腦部提供神

經細胞能量，且製造較多穩定神經的傳導物質

GABA(γ-aminobutyric acid)，減緩癲癇的發作。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的每日飲食指南建議，一般

均衡飲食碳水化合物比例約佔50-60%、蛋白質

10-20%、脂肪20-30%，而生酮飲食碳水化合物約

5-10%、蛋白質25%、脂肪佔65-80%。若熱量

2000大卡，每日需攝取全榖根莖類1份(約1/4碗白

飯)、蔬菜2份(約1碗)、豆魚肉蛋類約17份(約肉1斤

)、油脂類14茶匙(約免洗湯匙5匙)。

生酮飲食能

治療糖尿病嗎?
田宛容
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營養師

68歲吳先生表示，兒子前陣子看了網路上

流傳的影片，聽說使用生酮飲食可使糖尿

病痊癒？因此想詢問是否可嘗試生酮飲食

來控制血糖。
參考文獻:
An Online Intervention Comparing a Very 
Low-Carbohydrate Ketogenic Diet and Lifestyle 
Recommendations Versus a Plate Method Diet in 
Overweight Individuals With Type 2 Diabete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Med Internet Res. 2017 Feb 13;19(2):e36.
Saslow LR1, Mason AE2, Kim S3, Goldman V2, 
Ploutz-Snyder R4, Bayandorian H5, Daubenmier J6, 
Hecht FM2, Moskowitz JT7.

Low carbohydrate-high protein diet and mortality in a 
cohort of Swedish women
J Intern Med. 2007 Apr;261(4):366-74  Lagiou P1, 
Sandin S, Weiderpass E, Lagiou A, Mucci L, 
Trichopoulos D, Adami HO.

Low-carbohydrate-high-protein diet and long-term 
survival in a general population cohort.
Eur J Clin Nutr. 2007 May;61(5):575-81. Epub 2006 
Nov 29.
Trichopoulou A1, Psaltopoulou T, Orfanos P, Hsieh CC, 
Trichopoulos D.

Low-carbohydrate diets and all-cause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Two cohort Studies
Ann Intern Med. 2010 Sep 7; 153(5): 289–298. 
Fung TT1, van Dam RM, Hankinson SE, Stampfer M, 
Willett WC, Hu FB.

中的葡萄糖無法有效的被細胞利用，

體內更渴望對糖份的攝取，因此時常多

吃、多喝使得血糖上升。因此減少碳水

化合物的攝取，的確會使血液中的葡萄

糖含量減少，但若糖尿病病人有使用胰

島素以及口服降血糖藥物時，擅自使用生

酮飲食，很可能會造成低血糖的發生，嚴

重時可能會導致死亡。

　　有一2017年的研究指出，將第二型糖尿

病病人分成兩組，一組採用生酮飲食和生活方式

的改變；另一組則依照美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的飲

食建議，醣類攝取一天至少130克。實驗進行了

32週後比較兩者組間的變化，結果顯示使用生酮

飲食的組別在糖化血色素（HbA1c）和體重的下

降方面都顯著低於對照組。但此研究人數很少，

使用生酮飲食的人僅剩11位，且只追蹤32周（

7.5個月），仍無法證實生酮飲食可以長期幫助糖

尿病患控制血糖。

　　長期使用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的飲食，很有

可能導致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有一2007年的研究

顯示，42237名30-49歲的瑞典女性，使用低碳水

化合物及高蛋白質飲食，12年後心血管疾病導致

的死亡率增加。而另一篇研究中，22944名希臘

健康成年人使用低碳水化合物及高蛋白飲食，追

蹤長達10年，死亡率也呈現正相關性。另一2011

年的世代研究，調查低碳水化合物的飲食對於死

亡率的影響，85168位女性追蹤26年；44548位

男性追蹤20年，結果顯示，長期使用低碳水化合

物的飲食，死亡率有增加的趨勢，且此飲食若蛋

白質來源來自於紅肉或加工肉品的人，罹結腸直

腸癌的死亡率較高。

　　目前為止，研究沒有足夠的證據指出可利用

生酮飲食來治療糖尿病，因此，對於糖尿病病人

，建議採用均衡飲食，以2000大卡來說，每餐全

榖根莖類4份(約飯1碗)、1-1.5份青菜(約碗的7分

滿)、豆魚肉蛋類2-3份(約蛋1個，加雞腿一隻)、

油2茶匙，且避免

精緻醣類食物，

如，蛋糕、汽水

、飲料等，三

餐定時定量，

控制好碳水化

合物的量，攝

取足夠的蛋白

質及適當的脂肪，搭

配運動，並遵照醫師的指示定時使用血糖

藥，可以控制血糖並吃得均衡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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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怡
國泰綜合醫院社區護理組婦癌個案管理師

子宮頸癌與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

子宮頸癌是女性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死亡率在全世界婦女癌

症排名第四，每年奪走逾26.5萬條命。隨著國健署子宮頸抹片篩

檢的推行，早期發現並早期治療，使得目前子宮頸病變的防治已

達到相當成果。近年來發現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與子宮頸癌的密切關係，進而成功研發人類乳突病毒疫苗，

使子宮頸癌的預防更向前跨進一大步。

　　子宮頸癌的發生和許多危險因子有關，包括

人類乳突病毒感染、抽菸、免疫缺陷、使用避

孕藥、初次性行為年齡過早、多重性伴侶等。

絕大多數的子宮頸癌是因為感染人類乳突病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造成。

　　一般有性行為的女性，一生中會感染人類乳

突病毒的機率高達80%，通常會經由接觸及性行

為傳染到人類表皮及黏膜組織，而大部分被感染

的女性大約會在6-24個月後，就會在自身的免疫

系統作用下將HPV清除，但是約有5-10%的被感

染女性會持續性感染，但因為初期沒有症狀，進

而造成子宮頸病變，經過幾年後惡化成子宮頸癌

。早期子宮頸癌常見的症狀包括性交後出血、間

歇性出血或持續性的分泌物等，這些輕微而非特

異性的症狀常常容易被忽略，晚期甚至可能出

現有惡臭的陰道分泌物，如果侵犯到子宮旁組

織或骨盆側壁的神經時，則會有坐骨神經痛、

下腹痛、及因腫瘤壓迫輸尿管而造成腎盂積水

等嚴重病症。

　　人類乳突病毒可分為低風險型與高風險型。

比較常見的低風險型人類乳突病毒為第6型與第

11型，感染後可能引起生殖器疣（俗稱菜花）或

輕度子宮頸上皮細胞病變；而高風險型人類乳突

病毒則可能引起子宮頸癌，其中第16型及第18型

人類乳突病毒與子宮頸癌、陰道癌及外陰癌有關

，其次則為第45型、第31型。在台灣，第52型及

第58型是除了第16型與第18型以外較為常見的型

別。因此2006年人類乳突疫苗上市，接種疫苗估

計可以降低70％左右子宮頸癌發生；52-60％重

度癌前病變及14-25％輕度癌前病變的發生。

　　HPV疫苗，俗稱「子宮頸癌疫苗」，在台灣

已先後核准用來預防人類乳突病毒的疫苗，預防

疫苗型別包括6型、11型、16型、18型、31型、

33型、45型、52型、58型等9個型別，讓子宮頸

癌的預防效果可提升到90％。

　　事實上，疫苗無法完全取代抹片與安全性行

為的必要性，HPV疫苗只能預防60-70%的子宮頸

癌，新一代疫苗上巿後雖可提至90%，仍呼籲女

性朋友，為了自身健康，除了施打疫苗及注意安

全性行為外，更要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篩檢，以

期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賀
院務消息

　　您好，我是今年參加國泰醫院醫學夏令營學員蕭○○的家長，她因為這次的活動，除了接觸醫

學的相關知識收獲良多外，並將解剖的初體驗，投稿至國語日報並於日前獲得刊登。除了和你們分

享外，也再次感謝舉辦的國泰醫院及支援的醫生、護理人員及行政人員，謝謝你們。

總
院感謝函

榮 獲

榮 獲

榮 獲

榮 獲

榮 獲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6年度「台灣醫療典範獎」

黃清水醫務顧問總院

擔 任 世界醫用暨生物超音波聯盟
(World Federation for Ultrasound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第16屆學術大會會長

江正文教授

心血管中心
總院

榮 獲 臺北市政府金鑽獎優良志工

劉欣欣隊長

愛心服務團志工
總院

蕭○○

　　劉榮森醫師親切專業超級讚！顏銘宏醫師也很棒！六西病房小護士：桂愛、君凡、袁詰、怡禎、

敏睿都很棒！二樓加護病房護士：淑貞、心誼等都超親切專業！個管師薛琇憶親切棒，給我們癌症病人

有安全感！放射腫瘤科蕭世禎醫師細心親切，棒！黃重崴醫師也很親切專業，給病人有安全感，住院這

些日子有你們相伴真好，深深的感謝。

李院長鈞鑒：

　　謝謝您們醫院及MICU工作團隊極優成就醫療表現，在此謹謝再三，感激不盡，特向您報告致

敬！請代向黃鈺茹護理長、朱清銘醫師、廖靜霜護士、朱昱潔護士、韓尚蓉護士等工作人員嘉獎、

致謝並轉達家屬最高、由衷的感激與祝福。

　　感謝邱銘煌主任醫師很偉大救人用心。周可婷、尤思閔、方昱勻、劉侃樺、鄧鈴璇以上五位優

秀護理行大愛，全部護理優良很好可嘉。

郭○○

　　第一次5月份開胃癌，感謝黃家偉醫師的細心檢查，感謝武定一醫師、護理人員陳品靜、李歡

庭對我母親的一切細心檢查與關心，跟追蹤病例所有的幫忙照顧，武醫師還半夜被吵醒來幫助我

母親，真的很高興遇到這三位的幫忙，讓我們家屬由衷地感恩，不知該如何表達謝意，也感謝蔡

醫生、武醫生的建議，希望院長能夠明白您的醫院有這麼優秀跟體貼病人及家屬的醫生，再次感

謝他們，請院長珍惜您的員工，感恩。

　　感謝蔡欣恬醫師的手術成功。感謝楊棋安護理師，她是笑口常開的陽光女孩，貼心關懷，雖

是剛踏出校門，實務上雖未必成熟，但熱心的服務能讓病人感受到是值得培育的優良員工，待半

年一載其技術將更上層樓，我為她按讚。

鄭○○

詹彩鳳          志工楷模銀牌獎

黃淑敏          志工楷模銅牌獎

楊秀容          高齡志工楷模獎

周念慈          特殊關懷志工楷模獎

106年度臺北市衛生保健
             志願服務志工楷模獎

胡○○

林○○Charely Abba

愛心服務團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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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

總 院

國泰綜合醫院與您一同 為健保IC卡加值

為自己許下最有價值的生命註記您可選擇於健保IC卡註記以下意願

同意安寧緩和
本人填寫「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且由兩名親友見證簽名

同意器官捐贈
本人填寫「器官捐贈同意書」

服務單位：社會服務室
服務電話：27082121轉1901-1905
地點：本館地下一樓
竭誠為您服務

衛教佈告欄衛教佈告欄

國泰綜合醫院 癌症資源中心關心您

國泰綜合醫院—四項免費癌症篩檢服務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項目 檢查資格 服務時間 服務地點/洽詢電話

乳癌篩檢

【乳房攝影檢查】

口腔癌篩檢

【口腔黏膜檢查】

子宮頸癌篩檢

【子宮頸抹片檢查】

*45-69歲女性民眾

(或40-44歲二等親內有乳癌

家族史之女性民眾)
*2年1次
(攜帶健保卡) 

*30歲以上嚼檳榔(含已戒)
或吸菸民眾

*2年1次
(攜帶健保卡) 

*30歲以上有性行為女性民眾

*1年1次
(攜帶健保卡) 

*50-75歲民眾

*2年1次
(攜帶健保卡) 

週一~週五

08:30-17:00
週六

上午08:30-12:00

乳房篩檢：

可以來電預約

攝影時間

週一~週六

上午09:00-12:00

週一~週五

下午14:00-17:00

週一~週五

上午09:00-11:00
下午14:00-16:00

本館2樓婦產科門診

快速通關櫃檯

02-27082121
轉5175

本館大樓一樓
癌症篩檢整合服務中心

02-27082121
轉1046、5178、1047

大腸癌篩檢

【糞便潛血檢查】

住院團體衛教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日 期 時 段 主 題 主講人 地 點

12/06(三)

12/13(三)

12/13(三)

12/14(四)

12/14(四)

12/15(五)

12/21(四)

12/22(五)

12/29(五)

預防跌倒的小撇步

預防跌倒小撇步

吸入藥物注意事項

認識肝炎

下肢骨折復健運動及輔具使用

認識腎移植

小兒發燒的處理

手部衛生

嬰兒按摩

簡鈺鈴 護理師

許舒閔 護理師

林憶妍 護理師

馮漢唐 護理師

徐鈺婷 護理師

竇雅梅 護理師

許袖靜 護理師

賴玟君護理師

陳妤欣 護理師

8A多功能討論室

10A討論室

7F討論室

7B討論室

9樓電視廳

2樓腎友休息室

6B討論室

9B討論室

6樓產兒科會議室

下午04:30-05:00

上午10:30-10:50

上午10:30-11:00

上午10:30-11:00

下午04:30-05:00

上午11:40-12:10

下午04:30-04:50

上午11:00-11:40

上午11:00-11:40

汐止國泰

『早安您好』門診社區健康講座 活動時間：上午8:40-9:00    諮詢電話：26482121轉7870（服務台）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日 期 主 題 主講人 地 點

黃幸玲 個管師

黃于華 個管師

杜亭萱 營養師

王鑾韻 個管師

郭育榕 營養師

黃暖婷 個管師

盧怡均 護理師

內、外、耳鼻喉、牙科、皮膚科－上午8：30－9:00 下午13：30－14：00

婦兒科－上午9：00起    洽詢處－門診護理長辦公室(5172)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日期 主 題 主講人 地 點

冠心症的預防保健與菸危害

控制體重,預防癌症

泌尿系統預防與保健

高血壓的日常保健

胃癌的預防與保健

腎臟病的預防與保健

胃食道逆流的預防與保健

病人安全及隱私注意事項暨四癌篩檢說明

泌尿道感染的預防與保健

流行性感冒介紹

控制體重,預防癌症

孕期不適暨孕婦戒菸

口腔癌的預防與保健

口腔癌的防治

膽結石的預防與保健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兒科候診室 本館二樓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婦產科候診室 本館二樓

內科候診室

牙科候診室 第一分館

外科候診室

時段

門診與您有約

門診與民眾有約－諮詢廣場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日 期 時 段 主 題 主講人 地 點

糖尿病患之足部照護/

高纖飲食與運用

諮詢電話：門診護理長辦公室 張馨予護理長 / 糖尿病衛教室 麥佩珍糖尿病個案管理師 87972121轉560

12/26(二)
上午

09:00－09:30
麥佩珍 個案管理師/

張斯蘭 營養師
1樓門診候診區

內湖診所

12/01(五)

12/04(一)

12/05(二)

12/06(三)

12/07(四)

12/08(五)

12/11(一)

12/12(二)

12/13(三)

12/15(五)

12/19(二)

12/20(三)

12/21(四)

12/21(四)

12/28(四)

『健康有約』諮詢廣場 諮詢電話：03-5278999轉5555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日 期 主 題 主講人 地 點
認識腸病毒

菸害防制

認識腎臟病

認識你的寶寶

淺談食品添加物

陳歆佩 護理師

梁夢倫 護理師

周宜貞 護理師

蔡椀淳 護理師

崔岑亘 營養師

3樓兒科候診區

2樓內科候診區

2樓內科候診區

3樓兒科候診區

2樓內科候診區

12/05(二)

12/07(四)

12/12(二)

12/15(三)

12/22(二)

上午09:30

上午08:40

上午08:40

下午14:00

上午08:40

時 段

嬰幼兒呼吸道照護
活動時間：106年12月1、8、15、22、29日

                週五晚上19：40-20：1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轉6553(兒科加護病房) 

嬰兒按摩
活動時間：106年12月7、21日

                週四上午11：10-11：4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轉6553(兒科加護病房)

嬰幼兒緊急事件處理
活動時間：106年12月14、28日

                週四上午11：10-11：4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轉6553(兒科加護病房)

糖尿病團體衛教
活動時間：106年12月14日

                週四下午14：00-16：00

活動地點：本館七樓視訊會議室

主題題目：與糖尿病同行 

主 講 人：林慶齡主任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165(糖尿病個管師)

早產兒回娘家
活動時間：106年12月23日

                週六下午13：00-15：00

活動地點：本館七樓視訊會議室

主題題目：耶誕佳節活動邀約，耶誕造型賽及

               才藝表演、二手物資交換

洽詢電話：27082121轉6553(小兒科加護病房)

2017用藥安全宣導講座
活動時間：106年12月9日週六上午8：30-9：00

活動地點：本館門診藥局候藥區

主題題目：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藥品分級制度&藥害救濟) &

               (藥物濫用防治宣導)

主 講 人：蔡釔賢藥師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812或3815

2017用藥安全宣導講座
活動時間：106年12月23日週六上午8：30-9：00

活動地點：本館門診藥局候藥區

主題題目：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高血壓用藥篇) 

                &『健保雲端藥歷』之用藥整合

主 講 人：羅婷文藥師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812或3815

嬰幼兒呼吸道照護
活動時間：106年11月3、10、17、24日，

             週五晚上19：40-20：1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轉6553(兒科加護病房) 

嬰兒按摩
活動時間：106年11月2、16、30日，

             週四上午11：10-11：4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轉6553(兒科加護病房)

嬰幼兒緊急事件處理
活動時間：106年11月9、23日，

             週四上午11：10-11：4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轉6553(兒科加護病房)

糖尿病團體衛教
活動時間：106年11月15日，

             週三下午14：00-16：00

活動地點：本館七樓視訊會議室

主題題目：護糖更護眼 

主 講 人：內分泌新陳代謝科陳瑜忻醫師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165(糖尿病個管師)

肝病防治互助小組&愛肝聯誼會
活動時間：106年11月25日，

             週六上午9：30-11：30

活動地點：本館七樓視訊會議室

主講題目：放射線治療

主 講 人：放射腫瘤科吳錦榕主任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123(肝臟中心)

2017用藥安全宣導講座
活動時間：106年11月11日，

             週六上午8：30-9：00

活動地點：本館門診藥局候藥區

主題題目：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痛風降尿酸藥物篇) & (正確保存藥品

             與居家廢棄藥物檢收篇)

主 講 人：蘇琪勝藥師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812或3815

2017用藥安全宣導講座
活動時間：106年11月25日，

             週六上午8：30-9：00

活動地點：本館門診藥局候藥區

主題題目：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藥」小心預防跌倒篇) &『健保雲端

             藥歷』之用藥整合

主 講 人：林欣玫藥師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812或3815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黃瀞誼 個管師

鐘晟紘 營養師

吳淑雯 個管師

魏愛麗 護士

林佩蓉 個管師

張淑茹 個管師

黃碧香 護理長

林婕妤 護理師

吳瑾玲 護理師

陳㛄如 感染管制師

鐘晟紘 營養師

郭映琳 護理師

丁瑛誼 個管師

陳燁心 護理師

劉麗雪  護士

12/05(二)

12/06(三)

12/12(二)

12/13(三)

12/19(二)

12/20(三)

12/29(五)

糖尿病患的運動須知

認識高血壓

穩定血糖新"煮"意-午/晚餐篇

如何愛護自己的腎臟

糖尿病患冬至飲食注意事項

氣喘的照護

手部衛生

地下1樓內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地下1樓內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地下1樓內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3130



高解析度          影像、放大手術視野、仿真的手腕手術器械

醫師僅需經由少數微小開口   就能精確切除病灶   進行複雜的高難度手術

手術傷口小   出血量少   疼痛減少   恢復快   提前進行後續治療

達文西機器手臂
微創手術系統

輸卵管重建接通手術

其他腹部器官手術

肺腫瘤手術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醫學美容中心醫療諮詢電話2648-2121轉3430或3435

歲末年終

寵愛自己

漂亮過新年

即日起至107年1月30日止

全臉淨膚雷射

專案價 1,990元

肉毒桿菌瘦小臉

專案價 9,990元

深層筋膜層拉提，還您青春小臉

音波全臉400條  

專案價 50,000元
音波200條 /全臉皮秒雙模式/保濕導入

專案價 33,880元
維他命C美白導入

專案價 4,900元

拒絕固定『斑』底，探索皮秒雷射

全臉皮秒雙模式/保濕導入  

專案價 12,880元

原廠進口玻尿酸 1C.C.  

專案價 13,880元

全方位打造細緻蛋白肌，杏仁酸換膚術   

專案價 6,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