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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我們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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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策略共識營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依

醫院經營理念、擬定醫院未來經營策略、凝聚

內部主管之共識，繼而確認未來經營發展方向

及定位，形成堅強之經營團隊，希望大家能朝

這個方向努力。

講師透過簡報說明策略經營的意義與重

要性、策略經營的架構與展開、使命的意義

與結構、願景落實的策略思考方向、策略目標

檢視與目標達成策略方向思考等，藉由分組以

workshop方式進行，共分成九個小組，各小

組成員集思廣益、腦力激盪與團隊合作之下，

從小組命名以賦予該小組生命力，接著透過講

師的引導進行各階段醫院經營問題的討論，討

論的內容包含：從願景目標的訂定、國泰醫

院使命的探索、內外部經營環境的困難與挑戰

之分析，進而檢視目標達成策略方向之擬定、

克服障礙之有效對策、經營策略之展開與落

實，最後提出具體方案承諾，形成具共同願景

及方向之經營團隊。

活動中各小組的成員均為跨領域、跨單位

所組成，針對不同的主題討論可提出不同的想

法，避免侷限在有限的思考範圍，並利用大張

海報書寫上台發表報告，接受其他人員的問題

與回應，以互動的方式進行討論，過程中可發

現主管們在其專業領域外之其他專長與想法，

小組們凝聚共識之外，透過發表與討論而達成

整體的共識，誠為難能可貴之處。

國泰醫院院長、副院長及蔡素玲顧問

全程參加共識營，展現院方對主管共識營的

重視，本院在九十七年通過醫院評鑑及教學

醫院評鑑與醫學中心任務指標的考核，院長

期勉同仁提供病人更完善的醫療照護，好還

要更好，藉由此次策略共識營讓同仁能共同

檢討訂定醫院發展的策略與方向，會後成立

專案小組針對各組擬定之策略，逐項檢討擬

定確實可行之執行方案，由小組提出專案報

告，提報院長室會議討論。

本
次策略共識營於 3月 7、 8日舉行，院長、副院長及醫事單位、教學研究單位、護理

單位、行政單位的主管們共八十餘人參加。

【特別企劃】

集思廣益、腦力激盪、團隊合作－

國泰綜合醫院主管策略共識營
院長室管理師/宋霖霏

各部門主管分組討論實況（左一為黃清水院長）。 各組提出經營策略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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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生，我結婚兩、三年了，為什麼還無法懷孕呀？」或者「醫生，我兒子、女兒和

媳婦、女婿身體都健康的很，為什麼一直都沒有辦法生個孩子呢？」，以上，是

在不孕症門診最常會碰到病人問的問題； 甚至，其中不乏有些已經做過評估和初步治療的

病患⋯⋯。而究竟有哪些原因會影響不孕症，又有哪些治療方式可以克服不孕症； 對婦產

科醫師而言，這些是愈來愈常碰到的問題。

【給我寶寶】

現代文明病？！∼

不孕症面面觀
婦產科主治醫師/張致遠

不孕症，正確的定義為：「超過一年

的正常性生活而無任何避孕措施下無法懷孕

者」。一般，健康的年輕夫妻有近百分之九十

能夠自然懷孕；亦即，約略有十分之一的夫

妻是屬於不孕症的族群。當然，對於年長的夫

妻而言，懷孕率相對更低，而女性的年齡事實

上影響更為主要。

不孕症的一般評估

最重要還是病史：包括夫妻年齡及一般

生理健康狀況、嘗試多久、有無懷孕過、有無

避孕過或避孕的方式及時間。透過病史瞭解，

可以初步判斷是哪一環節出了狀況；臨床上，

許多病患單單透過病史詢問及醫療建議就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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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案例不在少數。子宮輸卵管攝影、超音

波、基礎體溫測量、精蟲分析都是基本的檢驗

項目，還有，必要時有同房試驗或於適當的時

間點抽血檢驗卵巢功能等，至於子宮鏡、腹腔

鏡則屬於必要時或屬更進一步的檢查。

關於女性因素不孕症

「年紀是女人最大的敵人」，這不是廣

告詞，對治療不孕症的醫師而言，這是最主要

亦是最難以克服的障礙；和二十至二十四歲

的年輕族群來比，三十五歲後的懷孕率減少了

約四分之一至一半的機會，而四十歲後甚至少

了九成的可能性，接受人工生殖技術的成功率

同樣是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降低。其他包括排卵

功能異常、輸卵管及腹腔病灶的問題，而子宮

結構異常亦佔了少部分原因，以上，約佔四至

五成左右的因素。

關於男性因素不孕症

相較於女性因素而言，男性因素約佔四成

左右的比例，其確認其實簡單許多。做個精液

分析即可確認精蟲數量、活動力等，此外，同

房試驗亦可瞭解子宮頸是否不利於精蟲存活及

活動。

關於不孕症之治療

一般是針對可能問題進行「矯正」治療，

或許是藥物輔助又或許是手術治療；然而，

約有一成左右的病患是找不到原因的。

如前所述，若無重大病灶，排卵功能正

常，算排卵期多少有些幫助； 不然，吃排卵

藥即可達到受孕的目的。或者，吃排卵藥或打

排卵針的情況下，配合夫妻同房甚至人工授精

是更進一步的治療方式。

以人工授精而言，配合排卵藥或是排卵

針，其成功率約略為十個百分比上下，在三至

四個週期療程的累計成功率約三至四成左右，

不過一般相信，若進行過三至四次的人工授精

仍未能懷孕成功，那試管嬰兒的治療就有考慮

的必要了，因為，再多次的人工授精並不能增

加成功率。

關於試管嬰兒，是在女性病患排卵刺激後

於適當時機進行取卵手術，將卵子取出進行體

外受精，而嚴重之男性因素不孕症也於此時進

行顯微注射協助受精的治療，受精成功之卵子

經培養後，挑選較佳品質進行植入以求較高之

成功率。

不孕症，文明病？

整體來講，現在不孕症之所以常聽人提

起，不外乎是現在的夫妻想要懷孕的年紀傾向

較晚，此外，現在的病患較積極於尋求幫助，

以致於不孕的夫妻似乎比比皆是；但，不孕

症是不是文明病則見仁見智。況且，據最近的

資料統計，近三十年不孕夫妻的比例無明顯的

變化。

再次強調，針對不孕的問題其實需要和醫

師詳細的溝通與安排適當的檢查，治療的選擇

也需依個案處理，切忌土法煉鋼，拖過了最佳

時機（年齡），也錯過了黃金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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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報導】

談乳房重建
新竹分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顏毓秀

齡
齡正值青春年華，突然發現自己罹患乳癌，須切除一側的乳房，想到再也無法穿上美

美的舞衣跳舞，心裡一直無法承受這樣的改變⋯⋯ 「難道我再也不能擁有對稱的乳

房了嗎？」其實當她了解以下的觀念和資訊後，心理的衝擊可能就沒這麼大了。

乳癌在近年來一直是僅次於子宮頸癌排名

第二位的癌症，且台灣的乳癌患者平均年齡較

其他國家年輕，對於因疾病而導致失去一邊的

乳房的女人來說，面對只剩下一側乳房時，可

能會有些遺憾。若不考慮乳房重建或者等待輔

助性治療完整的乳癌患者，利用特製的胸墊，

在穿衣服上面也能達到兩側對稱的效果，若是

覺得這樣的方式，在生活上顯得較不方便，以

現在純熟的重建技術而言，要再創造一個自然

柔軟美麗的乳房，是可以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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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作乳房重建呢？第一次乳癌
切除時就能接受這樣的手術嗎？

我們在乳房重建的時間點上可以分成立即

性重建及延遲性重建－

立即性重建指的是在乳房切除術後立刻

作乳房重建，這樣的方式可以提供比較美觀的

結果，同樣減少開刀及麻醉的時間，而且相對

所須花費醫療費用較低，當麻醉醒來後仍保有

雙側的乳房，如此一來可以得到較好的心理支

持，心裡的負擔較小。

而至於延遲性重建是針對疾病侵犯較嚴重

的個案，可能無法立即做重建的手術或者心裡

還未準備好在第一次手術時就接受重建的人，

待疾病治療已經達到控制時，心裡也接受時再

進行重建，這樣的手術雖然較困難，但仍能達

到我們所想要的美麗的胸形。

重建的方法有很多，有利用組織擴張器及

乳房模型（義乳）的方式來重建，這種重建方

式較適合對側乳房較小的患者，它的優點在於

開刀時間較短，沒有取皮瓣的傷口，不過重建

所耗費的時間較長，須先將組織擴張器植入，

每週至門診注射食鹽水來擴張組織擴張器，擴

張期間約需要 3至 4個月，然後再植入矽膠義

乳或鹽水袋義乳。

另一種自體組織（皮瓣）重建術則是利

用自己身上的組織來作重建，此種重建方法較

能塑造出自然的弧度，重建後的乳房也較柔

軟，對稱性較高，外形較美觀，利用自體組織

來重建並不影響將來乳癌的追蹤偵測，是個相

當理想的重建方法，對於延遲性重建的人，這

也是第一選擇。較常見皮辦的選擇有：闊背

肌皮瓣，橫向腹直肌皮瓣⋯等，以下作簡短的

說明：

闊背肌皮瓣

利用背上的闊背肌來重建乳房，此種皮辦

適合另一側乳房較小的人，若另一側乳房組織

較多，也可以再加上食鹽水袋義乳或矽膠義乳

以達到兩側對稱的效果。

橫向腹直肌皮瓣

此方法利用小腹的組織來重建，不但能

重建出自然又水滴狀的乳房，也能順帶做了腹

部拉皮的手術，手術後又能有平坦的小腹，是

一舉兩得的事，現在採用的手術方法更加強此

種皮瓣的血流量，可以減少術後發生鈣化的機

會，手術後能擁有更柔軟自然的乳房。

那麼乳頭及乳暈的部份也能重
現嗎？

答案是肯定的，此部份的重建通常等待

皮瓣均穩定之後再動手術，這樣比較容易達到

兩側對稱，它可以利用局部的組織或者將另一

側乳頭縮小，將取下的組織移植到須重建的乳

房；等傷口都好了再利用醫療刺青增色的方

式創造新的乳暈。

乳房重建須詳細的諮詢和充分的溝通，當

接受最合適的重建手術之後，一樣能美麗且優

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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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報導】

新生兒常見皮膚問題新生兒常見皮膚問題
汐止分院小兒科主治醫師/李淑婷

新
生兒為人生中一特殊時期，其皮膚之變化較其他時期有其特殊性，門診常見憂心忡忡

的家長帶著嬰兒前來求診，茲介紹此時期的常見皮膚問題以做為照顧新生兒的參考。

膚色

正常的新生兒皮膚為漂亮的粉紅色，但有

時會有例外的情況，必須注意是否疾病狀態

一、多血症（深玫瑰紅色）：

嬰兒皮膚呈深紅色有可能是紅血球增多

症，體溫過熱或是處於哭鬧狀態。前者為病

態，抽血檢驗血比容可確立診斷。後兩者屬正

常現象，通常只要移除過多的衣物並加以安撫

即可恢復正常膚色。

二、 黃疸（如果是間接型黃疸膚色為黃色，如

果是直接型黃疸膚色為黃偏綠色）：

以肉眼可見的黃疸，膽紅素水平通常是

5mg/dL以上。黃疸若發生於出生 24小時內

屬不正常現象，可能與 RH血型不合、敗血症

或其他先天性感染有關。出生 24小時後發生

的黃疸，則可能是生理性因素或與疾病有關。

三、發紺（膚色呈青紫色）：

（一） 中央型發紺（舌頭和嘴唇呈青紫

色）：因血液中氧氣飽度過低造成，

可能與先天心臟或肺部疾病有關）。

（二） 周邊型發紺（四肢末稍呈青紫色，而

嘴唇和舌頭呈粉紅色）：在剛出生

數小時之內的嬰兒可能是正常現象，

或是嬰兒正處於低體溫的狀態。如果

是一個已出生數天的嬰兒且體溫正

常，應該考慮水份不足引起的周邊血

液供應減少。

皮膚乾燥

不足月嬰兒較少出現此現象，大多出現

在接近或超過預產期的新生兒。皮膚可能會

有大量皮屑剝落，一般只需觀察並塗抹嬰兒

乳液即可。

珍珠囊腫（Epstein’spearl）

珍珠囊腫是白色，像珍珠一樣的東西，位

於上顎中線位置，一般認為是胚胎發育過程中

的上皮層遺跡，不需治療，約出生數月會自然

消失。

皮膚疹

一、粟丘疹（Milia）：

粟丘疹是微小的，皮脂滯留造成的疹

子。為白色，針頭大小的疹子，位於下巴、鼻

子、前額，和面頰。皮膚不會發紅。大約 33%

嬰兒有此現象，通常在出生以後幾個星期之內

消失。偶爾在在生殖器和乳暈可發現大的單一

粟丘疹。

二、毒性紅斑（Erythema toxicam）：

許多小範圍的紅色皮膚，中央有黃色或白

色丘疹。大多出現在出生 48小時後，但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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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許出生 7-10天之後才出現。若將中央的丘

疹弄破做特殊染色（Wright'sstain）可發現

嗜酸性白血球。這是最常見的良性疹，會自

然消失。但是如果發生在 34週以下的嬰兒，

應排除其它原因，因為這種疹子在足月嬰兒

較為常見。

三、黴菌感染：

以白色念珠菌引起的尿布疹最多。外觀為

紅色斑塊，邊緣界限清楚，周邊有衛星體（鄰

近的皮膚有小膿胞）。好發於皮膚皺摺處。用

nystatin藥物治療，一般反應良好。

四、新生兒粉刺（Acne neonatorum）：

好發於面頰、下巴和前額，包括粉刺和丘

疹。大部份為良性的，不需治療。偶有少數嚴

重的可由醫師處方藥物塗抹。

胎記

一、血管瘤：

在嬰幼兒相當常見，大多為良性，會隨年

齡增長而消失，但仍有少數例外。

（一） 扁平血管瘤

（Macular hemangioma）：

或稱之為鮭魚斑（ samonpatch），是

一個真實的血管性胎記，通常在頭顱枕部、眼

皮和眉間。通常在出生一年之內自動消失。

（二） 草莓狀血管瘤

（Strawberry hemangioma）：

可以發生在身體上任何一個位置，臉、

頭皮、四肢、身軀等，甚至內臟也有。有些人

同時在各部位有多個血管瘤。大部份的血管瘤

長在皮膚，看起來是暗紅色，皮面皺皺的，好

像草莓般。典型的草莓狀血管瘤出生時不很明

顯，隨年齡慢慢出現或變大，通常病灶會在

一年之內快速地長大，但約有半數嬰兒的血管

瘤在五歲前會自行退化。主要的困擾是影響外

觀，但如生長在較重要部位可能影響功能。

較大的血管瘤因血流量大，可能會造成心臟負

荷過重而導致心臟衰竭；也可能破壞血小板，

引起血小板過低而出血。

（三）葡萄酒色斑（Port-wine stain）：

通常出生就有，施以壓力不會變白，不會

隨時間消失。如果出現在前額和上嘴唇，那麼

必須考慮是否為 Sturge-Weber綜合症（葡萄

酒色斑在前額和上嘴唇、青光眼和癲癇）

（四）蒙古斑（Mongolian spot）：

深藍或紫色像淤青的扁平胎記，通常位於

腰臀部。在黑色和亞洲人中有 90%的嬰兒會

有，而白人嬰兒只有不到 5%會有。通常會自

然消失。

結語

嬰兒期的許多皮膚表現為正常的暫時性

現象，大部份不需治療會自然消失，新手父

母親不需過份緊張。極少數的狀況會合併有

先天性異常，需要小兒專科醫師診斷方可確

定。切忌隨意聽信偏方，反而對脆弱的新生

兒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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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報導】

臉部皮膚老是脫屑，真討厭！！臉部皮膚老是脫屑，真討厭！！
談「脂漏性皮膚炎」
皮膚科主治醫師/吳明芸

醫師，我的臉常常有紅疹和脫屑，特別是

眉毛和耳朵，這是甚麼問題？醫師，我即使每

天洗頭，頭皮還是好癢，又有一堆頭皮屑，該

怎麼辦才好？醫師，我們家 baby的頭皮怎麼

有一層皮屑，老是洗不乾淨？

您也有相同的困擾嗎？• 

也許您也是脂漏性皮膚炎的患者喔！• 

什麼人容易有脂漏性皮膚炎？• 

脂漏性皮膚炎最常見於嬰兒及 40-70歲

的成人，約佔 3∼ 5%的人口，男性的比例多

於女性。

脂漏性皮膚炎的特徵？

顧名思義，脂漏性皮膚炎最好發於皮脂分

泌較多的區域。因此，常見於臉部、頭皮、耳

朵、前胸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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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型脂漏性皮膚炎

嬰兒型脂漏性皮膚炎常發生於約 0-3個

月大的 baby，主要是因為新生兒的皮脂腺較

大，皮脂分泌較旺盛所造成。其特徵是在頭皮

上或是皮膚皺摺處，有油性的厚皮屑，皮屑常

有龜裂的現象。另外，臉部、前胸、頸部也是

好發部位。

成人型脂漏性皮膚炎

成人型脂漏性皮膚炎通常會伴隨皮膚發

紅、脫屑及搔癢，主要好發頭皮、眉毛、鼻

翼兩側、耳後及前胸。頭皮屑也是常見的特

徵之一。

脂漏性皮膚炎的成因？

直到目前為止，脂漏性皮膚炎的成因仍不

十分清楚。有幾項說法可供參考：

油脂分泌過多• 

皮屑牙苞菌增生• 

藥物： 例如 arsenic、 gold、 methyl-• 

dopa、cimetidine及 neuroleptics。

神經傳導病變：像是帕金森氏症或是癲

癇的病患常有脂漏性皮膚炎的困擾。

情緒及壓力

物理因素：季節改變（像是溫度及溼度

的變化）常會影響脂漏性皮膚炎的嚴重度，例

如冬天或是常待在低溼度的中央空調環境中，

都有可能使脂漏性皮膚炎惡化。

脂漏性皮膚炎的病程

嬰兒型脂漏性皮膚炎通常較短，約數週

到數個月就會恢復。有嬰兒型脂漏性皮膚炎的

baby，長大後有成人型脂漏性皮膚炎的比例

並不會比其他的 baby多。成人型脂漏性皮膚

炎則常會持續數年的時間，並且在寒冷的氣候

病情會較嚴重，甚至有可能演變為紅皮症。

脂漏性皮膚炎的治療

嬰兒型脂漏性皮膚炎，可以用低強度的外

用類固醇藥膏治療，只要使用得當，不但不會

產生大部分媽媽擔心的類固醇副作用，也可以

避免寶寶因為搔抓而留下疤痕喔！至於寶寶頭

皮上的皮屑，也可以使用橄欖油輕輕的按摩頭

皮後再沖洗乾淨。

成人型脂漏性皮膚炎，由於病程較長，一

般建議使用藥物治療：

頭皮：

可使用含有以下成分的洗髮精，例如

polytar， 1%-2.5% selenium sulifide， 2% 

ketoconazole， zinc pyrithion 等。 嚴 重

的病患可用類固醇塗抹頭皮，隔天早上再洗

掉。另外，應避免使用含有酒精成分的溶劑或

是順髮水。

臉部及軀幹：

首先應避免使用油性的保養品、皂類及

含有酒精的鬍後水或是化妝水。另外，使用低

強度的外用類固醇也有很好的治療效果。但是

記得要定期回診，避免長期使用類固醇造成的

副作用。其他藥物像是抗黴菌藥物或是外用

metronidazole藥膏也可以用於脂漏性皮膚炎

的治療。

其他應注意的事項：

包括正常的生活作息，不熬夜，減輕工作

壓力，少吃含辛香料的食物，都可以減輕脂漏

性皮膚炎的症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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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報導】

攝護腺肥大與勃起功能障礙
泌尿科主治醫師/林焌暘

雖
然說現在的人受教育的機會已非常普及，資訊也非常發達及容易取得，觀念也已較過

往為進步，但是每當遇到與生殖排尿系統有相關的問題時，總是有部份的人，尤其是

男性患者，礙於傳統觀念的影響和自尊心作祟而羞於啟齒。

這種情形在年長者的例行健康檢查時最

為常見，當你詢問他們排尿的狀況時，多半

的回答都是「沒問題！」、「很好啊！」、

「沒什麼，是我水喝的多而已！」，但再細

心詢問時，就會發現他們不論是日間排尿的

品質，甚至夜間頻尿的次數，早已達到需要

治療的程度了。

攝護腺是男性生殖系統器官的一員，它位

於膀胱出口的地方，與膀胱頸連接，腺體圍繞

著尿道，所以當攝護腺良性增生（攝護腺肥

大）時，就可能對其所圍繞的尿道造成壓迫而

產生症狀。患者初期主要的症狀為排尿費力、

尿流變細、尿流中斷、頻尿、急尿、殘尿感及

夜尿等七大症狀，臨床上有一國際前列腺徵狀

評分表（ 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 

Score， IPSS），針對這七個主要項目來評

分，作為是否開始治療及治療中的評估。

IPSS總評分 0-7分為輕度症狀； 8-19分為中

度症狀； 20-35分為重度症狀，建議中度症

狀或以上的患及早開始接受治療。

大部份良性攝護腺增生的病患，使用

藥物治療即可達到症狀控制及生活品質的改

善。藥物治療是一種相對較安全、有效及創

傷性低的方法，目前使用的藥物可分為 α受

體阻斷劑及 5α-還原酶抑制劑兩大類，服藥

的便利性也大為改善，一天只需服用一次，

含有 Tamsulosin成分的 α受體阻斷劑，更

發展出口溶錠劑型，對不方便吞食藥丸的病

患亦十分便利。

另一個困擾許多中老年男性，但又羞

於啟齒的問題就是勃起功能障礙，過去認為

攝護腺肥大與勃起功能障礙兩者之間較無關

聯，但現在有愈來愈多的證據示，患有下尿

路症狀的男性發生勃起功能障礙的可能性較

高，而在一部份的病患中，當使用藥物治療

了下尿路症狀後，其勃起功能也可以獲得不

同程度的改善。在治療勃起功能障礙方面，

使用的藥物包括三種 PDE5抑制劑，分別為

Sildenafil、 Vardenafil和 Tadalafil。這類

藥物的使用禁忌為避免與硝酸鹽類的藥物併

用，以免造成致命的血壓大幅下降。而另一

方面，合併使用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 PDE5

抑制劑與治療攝護腺肥大的 α受體阻斷劑，

在過去因為會影響血壓而同樣被視為禁忌，

但目前也已有許多文獻指出，新型的 α受體

阻斷劑尤其是含有 Tamsulosin成分者，與三

種 PDE5抑制劑合併使用並不會造成嚴重的

血壓下降，可以安全使用。對同時合併有攝

護腺肥大與勃起功能障礙兩者的病患，可說

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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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攝護腺症狀評分表

下列問題乃有關於您的排尿症狀及對您日常生活的影響。每一問題，有許多對應的情況，

請選擇一個與您情況最相近的。請務必作答，且只能選擇一個對應情況。

舉例

過去一個月中，曾經出現尿流細小的頻率？

此例表示過去一個月中，您曾經出現的症狀

次數，少於 5次中有 1次。

完全沒有

0

5次少於 1次

1

少於一半

2

約一半

3

多於一半

4

幾乎每次

5

1 過去一個月中，在您小便完畢後，

有幾次感到未完全排空？ 0 1 2 3 4 5

2 過去一個月中，在您小便完畢後，

有幾次在2小時內又需要再次小便？ 0 1 2 3 4 5

3 過去一個月中，在您小便時，有幾

次尿了又停，停了又尿？ 0 1 2 3 4 5

4 過去一個月中，您發現到有幾次難

以延遲小便的情形？ 0 1 2 3 4 5

5 過去一個月中，您有幾次尿流細小

的情形？ 0 1 2 3 4 5

6 過去一個月中，您有幾次必須用力

才能解出小便？ 0 1 2 3 4 5

7
過去一個月中，從您開始上床睡覺

到清醒起床這段時間，要起身小便

幾次？

完全沒有

0

1次

1

2次

2

3次

3

4次

4

5次或以上

5

依小便症狀區分生活品質

如果您必須伴隨您目前的小便狀況共渡餘生

，您會覺得如何？

0

快樂的

1

高興的

2

大致感到
滿意

3

滿意不滿意
參半

4

不快樂

5

遭透了

國際攝護腺症狀總評分 S=

生活品質評估係數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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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心語】

淺談頭頸部腫瘤病患常見問題
23病房護理長/林佳芬

頭頸部腫瘤係指發生在鼻、口腔、口咽、

下咽、喉、唾液腺等部位的癌症，其中口腔

癌居男性十大癌症死因的第四位，且為 25至

44歲青壯年致命癌症的第一位，主要原因係

國人有抽煙、喝酒、嚼檳榔之嗜好。目前治療

是以多科整合式治療，除鼻咽癌外，手術切除

是治療的首選，再合併以化學、放射線性治療

為輔。但對於大多數接受化學或放射線性治療

病患，常會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發生，自民國

91年 7月本院開始舉辦「頭頸部腫瘤病友聯

誼會」，與會病患提出生活上的症狀困擾，在

此將醫療團隊建議提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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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乾

可多喝水，小口小口、多次慢慢吞下（或

常漱口），以促進口腔咽喉滋潤；嚼無糖口

香糖、酸梅或維他命 C含錠則是另種選擇。

口腔黏膜完整無破損時，可多吃富含維他命 C

的水果，如檸檬水、葡萄柚汁等刺激唾液腺分

泌口水，減輕口腔太乾帶來的不適。藥物或人

工唾液的效果因人而異，可嘗試看看。

食物準備方面，應避免刺激性如太辣、

太鹹或含酒精性食物，且不要太乾。食材則

可選擇魚肉或豆、奶類製品等，切成小塊或

用果汁機打碎，亦可用芶芡或作成肉泥、果

泥、肉凍、果凍等方式，若準備困難時，進

食前應先準備一杯水或飲料，以防食物卡在

喉嚨造成意外。

（二）張口困難

每日需做「張口練習」，剛開始可使用數

個壓舌板綁在一起，將後牙作慢慢撐開動作，

壓舌板高度則可視舒適情況而定，每天增加一

支壓舌板，慢慢漸進式練習。張口運動可能造

成疼痛，做之前先局部熱敷或吃止痛藥，可減

輕不適。

此外，張口困難也帶來牙齒保健上的難

題，只要進食就該餐後清潔牙齒，避免細菌孳

生，建議前端牙齒可使用牙縫刷來協助清潔，

而後牙區的部份可用沖牙機幫忙清洗，最後再

使用漱口水漱口。

（三）頸部僵硬

做完放射線治療後易因循環較差導致頸

部僵硬情形，如果放射線治療已完成，皮膚局

部沒有任何紅腫，可局部熱敷或用蓮蓬頭沖洗

方式，幫助血液循環、肌肉放鬆，再做頸部運

動。頸部運動包含頸部上、下、左、右擺動，

每日每種運動需作 100次。

（四）牙齒保健

一般而言，放射線治療前應先至口腔外

科檢查，應拔牙或做牙套保護者，先確實完

成後再進行放射線治療，放射線治療後則以

清潔保養為主，如有問題則由專業人員謹慎

評估。但無論如何好好清潔牙齒才是最根本

的解決方法。

（五）疲憊

產生疲憊的原因可能與腫瘤、化學或放射

線治療（免疫功能缺陷）、睡眠品質不佳、

營養不良、心理因素、家庭因素⋯⋯等有關，

建議白天可安排適度的活動與休息，晚上喝水

應盡量小口、多次慢慢吞下，減少因喝過多

的水，增加下床如廁次數而降低睡眠品質，此

外，許多研究指出精油按摩法等方式可有效改

善情緒狀態及焦慮。

預防勝於治療，對於已知易致癌的因子，

如抽煙、喝酒、嚼檳榔儘量減少接觸機會，將

能降低癌症發生的可能性，而頭頸部腫瘤病患

罹癌後除面臨生理的不適，還有顏面外觀上的

改變，如何努力走進人群被社會接受，提升自

我價值將是病患更大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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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百寶箱】

淺談膀胱癌~ 術後BCG灌洗須知
藥劑科藥師/洪嘉慧

膀胱癌可分為哪幾種?

膀胱癌可分為移型上皮細胞癌（佔約

90%）、鱗狀上皮細胞癌（佔約 8%）及腺癌（佔

約 2%）三種。

造成膀胱癌的危險因子有哪些?

從事須長時間接觸特殊染劑、橡膠或紡

織原料之職業者發生率較高，例如美髮師、

畫家、染料工人、油漆工等。年齡增長、男性、

白人、抽菸、喜歡食用高脂肪食物、濫用止痛

藥、烏腳病流行區、過量攝取人工矯味劑、

慢性膀胱發炎、感染血絲蟲之民眾須特別注

意；也可能因治療而引起，例如骨盆照射、長

期使用 Cyclophosphamide。

如何診斷膀胱癌?

膀胱癌的診斷，一般使用膀胱鏡檢查，

並切片進行細胞分類，必要時可使用 X 光造

影、靜脈腎盂攝影、電腦斷層、超音波或核

子掃描，進一步確認癌細胞是否轉移。

根
據國民健康局的統計，膀胱癌發生在男性癌症的排名為第 7名，而女性癌症的排名為

第 13名，實在是一個不容小覷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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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常見的症狀有哪些?

有血尿（鐵鏽色 ~ 亮紅色）、頻尿、排尿

困難、急尿、腰痛、尿液滯留、腹部疼痛等症狀。

膀胱癌的分期與治療

膀胱癌可以分為非乳突狀腫瘤侵犯

（Stage 0 ）、原位癌（Stage 0is）、腫瘤侵

犯黏膜層（Stage I）、腫瘤侵犯肌肉層（Stage 

II）、腫瘤侵犯膀胱周圍組織（Stage III）、腫

瘤侵犯鄰近器官（Stage IV）四期；一般而

言，治療與分期相關，依分期來選擇治療方式，

可分為三種：

手術

經尿道膀胱腫瘤切除術（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TURBT），

作膀胱的部分切除或全切除手術。

放射治療

單一治療或與手術、化學治療合併，可

是須注意可能會發生放射性直腸炎、放射性

膀胱炎或是腸粘黏等狀況。

化學治療

可分為兩階段，在早期一般採用經尿道

膀胱腫瘤切除術（TURBT），之後可視狀況再

加入化學藥品做膀胱灌洗，以預防復發。本

院使用俗稱小紅莓的 Adriamycin、俗稱小

藍莓的 Mitomycin-C及卡介苗（BCG）等

藥品做膀胱灌洗，一週一次，會視個人的狀

況調整療程。治療期間偶有血尿，膀胱及尿

道會有灼熱感、排尿困難、頻尿、發燒、寒顫

等情況。晚期針對轉移性的膀胱癌，較常用

的 是 MVAC 療 法（Methotrexate 30mg/

m2 在 第 1、 15、22 天；Vinblastine 3mg/

m2 在 第 2、15、22 天；Adriamycin 30 

mg/m2 在 第 2 天；Cisplatin 70 mg/m2

在第 2天）。

使用BCG灌洗須注意事項：

為求藥品能在膀胱停留 1-2小時，治療

前 4 小時不要喝水。治療後遵醫師指示須翻

動身體俯臥、。治療後 6個小時內，要採坐姿

解尿，以免尿液外溢，其後加入家用漂白水

至馬桶靜置15分鐘，才能沖水。除非病人限水，

不然請在治療後的數小時內，多喝水以利藥

品從膀胱排出。

預防膀胱癌應注意事項：

不吃含有防腐劑和化學添加物的食物，

可能殘留農藥的食物務必洗淨；每天應多喝

水，可降低膀胱中致癌物質的濃度；不要養

成憋尿的習慣；每天服用適量維生素 A、C

和 B6；不抽菸；少染髮，少接觸染料及有機

溶劑。

結論：

無論哪一期的治療，務必記得定期追蹤。

起先約每 3 個月做膀胱鏡、超音波或電腦斷

層掃描等檢查；兩年後，可以改為每半年檢

查一次；五年後，每年檢查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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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分院 -

醫療院所危機管理研討會
為建立各醫療院所突發事件的防救機制，於2月21日舉辦危機管理研討會，邀請專家

主講危機處理之方法與經驗，以增進醫事人員危機管理能力。

總院 -

台灣麻醉科醫學會北區二月月會
台灣麻醉科醫學會2月28日於本院舉辦北區二月月會，以促進本院與麻醉科醫療領域

專家之學術交流及提昇麻醉科醫療服務品質。

台北縣衛生局許銘能局長蒞臨致詞。

林志明副院長致詞。

品質

汐止分院簡志誠院長與來賓進行討論「胎盤幹細胞之神經分

化」主題。

力進醫事人員危機管理能力

台大醫院急診部石富元醫師主講「醫院重大災害之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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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分院 -

榮獲內政部消防署
全國優良防火管理人
暨場所乙組   第二名

總院 -

榮獲乳癌病友協會
全國優良志工獎

本院乳癌病友團體 "登峰聯誼會"服務志工張碧惠女士
（第一排左二）,榮獲優良志工獎。

暨場所所乙組 第 名

從全國9356家防火管理場所中脫穎而出。行政室
吳明國主任（右）代表領獎，由內政部廖了以部長

（左）頒獎表揚。

總院 -

九十七年度廢棄物分類
減量績優單位表揚

為鼓勵感染性廢棄物減量成效，

表揚產房、開刀房、放射線科、燒傷

中心等績優單位，由林志明副院長

頒獎。頒獎

產房由雷宜芳護理長（右）代表領獎。

總院 -

預防性通報獎勵
為維護病人安全，舉辦預防性通

報獎勵，評選出內科陳瑜忻醫師、ICU
施慧玲護理師與復健科龔宇聲治療師

之預防性通報，由黃政華副院長頒獎

表揚。揚

內科陳瑜忻醫師（右）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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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院 -

大安新移民健康促進團體
系列活動

為照顧新移民的健康，2月21日與
大安健康服務中心合辦健康促進系列

活動。

總院 -

早療兒童親職講座
為提升家長協助早療兒童入學前準

備的能力，於3月7日舉辦「背起書包上
學去」講座，期能幫助家長及兒童適應

入學生活。

復健科黃琡惠心理治療師主講。

活動。

復復健科簡文仁治療師示範健康親子
操。

汐止分院 -

蒙古牙醫團隊參訪 
配合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安

排蒙古牙醫團隊參觀汐止分院，未來

亦將與總院共同進行實務培訓。

汐止分院 -

秀峰安全社區暨

健康城市推動籌備會議
為協助推動秀峰社區成為安全、健

康社區，於2月20日召開推動籌備會，
期使居民擁有安全健康的居住環境，成

為世界衛生組織認證之「安全社區」。為世界衛生組織認證之「安全社區」

簡志誠院長（右二）分享推動內湖安全社區建構及認

證之經驗。

簡志誠院長（右三）偕同牙科陳錦松主任（左一）與蒙

古牙醫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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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院 -

社區健康篩檢及

器官捐贈宣導活動
為照顧社區民眾健康，與大安健

康服務中心於2月22日合辦健康篩檢活
動，內容有子宮頸抹片檢查、乳房篩

檢、口腔檢查、器官宣導⋯等等。

新竹分院 -

器官捐贈 遺愛人間
為感謝沈姓病患與家屬秉持大愛精

神，同意器官捐贈，社工師於3月3日代
表分院，表揚患者與家屬的貢獻，使愛

的生命樂章得以延續。

陳秀芳社工師（左一）代表新竹分院頒發感謝狀予患者

家屬。

檢檢 口腔檢查 器官宣導 等等等

社工師（右一、右二）為民眾說明安寧緩和及器官捐贈

的涵義。

汐止分院 -

安寧病房團隊
為癌末病患圓夢
為幫癌末病患圓〝陪

女兒逛動物園〞之夢，安

寧病房團隊特與動物園聯

絡後，獲葉傑生園長帶著

團團、圓圓貓熊玩偶探

視，當患者看到女兒高興

的笑容時，也留下最燦爛

的微笑。

夢
陪

安

聯

著

探

興

爛

安寧病房團隊邀請動物園葉傑生園長（右一）親贈貓熊玩偶予患者女兒（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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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HbA1c的下降，它雖然不能反應近

期的血糖控制水平，不能提供血糖的近期效

果，但卻是長期控制的良好指標，可反應測

定前 1-2個月的平均血糖水平。 HbA1c的

檢測是提供臨床醫師評估糖尿病患血糖控制

的標準，與調整藥物或改變治療方向一個簡

單而實用的方法。大略而言，有一個公式，

(HbA1c-2)x30=平均血糖值 (表一 )，例如

HbA1c=7指平均血糖值 =(7-2)X30=150。那

麼 HbA1c與血糖的血管病變有什麼關係呢？

HbA1c每降低 1%，則糖尿病心臟合併症的

風險減少 14%，死亡率減少 21%，微血管病

變如視網膜病變下降 37%，週邊血管疾病下降

43%，所以現在最新的共識為：由於 HbA1c

與糖尿病血管的合併症，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

性，只要糖尿病病患沒有明顯的低血糖，則必

【阿山哥談眼科（二十九）】

什麼是糖化血色素（HbA1c）?

與眼睛「視網膜病變」的關係 ?（下）
新竹分院眼科主任/陳瑩山

圖五

須儘可能的將 HbA1c降低至接近非糖尿病患

的水準。

HbA1c急速下降反而會使已發生
的視網膜病變惡化

患者處於不同的 HbA1c水準時，血糖控

制的概念上是不同的。我們可以說， HbA1c

小於 7%，依個人發現糖尿病潛伏期不同，視

網膜病變不會發生或發生緩慢。約略而言，

HbA1c下降 1%，視網膜病變的進行就減少

37%。也就是說， HbA1c7%會比 HbA1c9%

產生視網膜病變的速度減緩很多，臨床上要比

由 8%降至 7%有意義，視網膜合併症的減少

幾可達 37%的兩倍。

但是 HbA1c從 9%降至 7%，應該以漸

進方式來進行，不要以快速急救章來達成。

為什麼呢？這其中是否有什麼矛盾呢？是否存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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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與糖尿病其他器官有著意義上的不同 ?由

於 HbA1c的下降代表血糖控制轉好，它的好

處是長期性的，可是如果短短一、兩個月急速

下降，卻反而會使得已發生的視網膜病變產

生惡化，事實上這二者並沒有矛盾，怎麼說

呢？這是因為眼底視網膜為求極佳視力，需

要高濃度的養份與氧氣，血糖控制不好，血

中葡萄糖過多，這時視網膜已習慣使用高血

糖來供應養分以形成視力，如果急速造成血

糖下降，將使得視網膜產生缺氧，這時已有

的視網膜病變就容易進行，而且也會使得黃

斑部水腫的狀況嚴重，這時可能就需要雷射

治療 (圖五 )。那這是否代表血糖好好控制對

視網膜不好呢？不是的，因為長期而言，血

糖控制好，經過雷射治療後，視網膜功能就

不會受到血中慢性高糖產生的病變影響，這

時視網膜病變將會比較安定。

對於平時控制不良已有數年的糖尿病患

者，如果急速血糖的下降，往往會造成視網

膜病變的惡化，這是在臨床上常常看到的問

題。長期而言，血糖控制的平穩，與接近正

常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血糖太高已有一段時

間，那麼對視網膜病變而言，就要緩慢的將血

糖控制下來，如果求好心切，下降速度過快，

這時適得其反，反而會造成視網膜病變的快速

惡化 (圖六 )，為求狀況穩定，這時可能就需

要使用雷射來加以治療。

如何在控制血糖時避免視網膜病變快速惡

化？當然了，血糖控制穩定最重要，良好血糖

控制有所謂「ABC」：是指 A. HbA1c； B. 

BP(血壓 )； C.cholesterol(膽固醇 )。在可

能的範圍之下，除了 HbA1c值控制在 7%以

下，應儘量將病患的血壓降低，並且膽固醇控

制良好，且停止吸菸。對血糖控制不良病患應

先到眼科篩檢有否視網膜病變，若要開始加強

血糖控制，則眼底要每月檢查；血糖病患應

定期做視網膜篩檢，若有視網膜病變，則應將

其定位為血糖控制不良病患，並加強追蹤。

血糖的監控應以 HbA1c為主，而非飯血飯後

血，而且 HbA1c應該逐漸下降，如一年左

右，在下降同時並嚴密監控視網膜變化，若

已發現視網膜病變快速進行，則建議雷射治

療，此時應可放鬆血糖的標準，此時較高的

HbA1c也能延緩視網膜病變的進行，這是應

該加以強調的。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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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專欄】

孕媽咪生活Q&A∼
懷孕時感冒怎麼辦？感冒對胎兒有何影響？
汐止分院婦產科主治醫師/鄭志堅

「感
冒」雖然是最常見的上呼吸道感染，但臨床經驗發現，懷孕期間因感冒而發燒造成

的影響，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例如造成胎兒生長遲滯、畸形率增加等，因此，準

媽咪在懷孕期間千萬不能掉以輕心！最近常有孕婦因感染流行性感冒至門診求診，大多只有

輕微的症狀，但也有引發嚴重延及支氣管炎的情形，因此準媽咪們在懷孕期間，不得不小心

預防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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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

染，一般分為 A、 B、C三型。病毒經由人對

人的空氣飛沫傳染，潛伏期約 2至 3天，病程

常持續一週以上。因為傳染力極強，所以同一

時期常可見家庭、辦公室或學校等，同時有許

多人出現類似症狀。

孕婦如果感染流行性感冒，通常會有以

下症狀：（1）發燒：在流行性感冒時較為

常見，且可能有持續高燒不退的情形發生。

（2）頭痛、全身痠痛：孕婦會感到頭痛、全

身痠痛的現象，而且比一般感冒更為常見。

（3）其他症狀：此外，還會有咳嗽、喉嚨疼

痛、鼻塞、流鼻水等症狀，這些症狀則與一般

感冒的症狀較為相似。

媒體曾報導，乙醯銨酚（acetamino-

phen，商品名『普拿疼』）服用過量造成肝

中毒事件。事實上，此藥具有止痛、解熱的效

果，適量使用，是一種頗為安全的藥物。一般

病人對此藥物不舒適性很少，甚至孕婦及胎兒

的副作用也幾乎沒有，所以常被婦產科醫生拿

來當做流行性感冒第一線的退燒、止痛藥物。

有些有效的抗病毒藥物（如 Rivavirin及

Amantadim等），都要早期使用才可見到效

果，否則只好靠自己的免疫力來痊癒。然而良

好的免疫力取決於充分的休息及水分的補充，

所以依照醫囑用藥舒緩症狀、臨床休息及補充

體力，才是治療流行性感冒的對策。

目前許多臨床使用感冒藥，其安全性至

今仍未建立。流行性感冒對胎兒的影響可分

為兩部分，一是病毒的感染；二是不當藥物

的使用。

對付病毒的感染並無絕對有效的方法，只

能借助前述抗病毒藥物及提高自身免疫力。

妊娠前期，胎兒器官系統皆未發育或成熟。若

是服用一般感冒藥，通常不會造成影響，但若

服用過量的藥物，仍有干擾著床而導致流產之

虞。懷孕末期，胎兒發育接近完全，感冒藥對

其影響更小，通常無須擔心畸形或早產。

雖然如此，仍然要再次提醒大家，有病一

定要找醫師求診，並按指示服藥，以免造成不

可收拾的後果。

   鄭醫師小叮嚀

孕婦可以施打流行感冒疫苗嗎？

相信許多孕婦都會有這樣的疑問，由於施打疫苗會引起孕婦的緊張及焦慮，所以

不可不慎。流行性感冒疫苗屬於死亡及去活化病毒疫苗，可以在懷孕中任何一個時期使

用，若有需要，注射次數為一年一次，在秋冬流行性感冒盛行時注射，保護時效大約一

年左右。

孕婦平時該有的預防常識孕婦於感冒流行期間應避免出入公共場所，若患病，則應

臥床休息、補充水分及依醫囑用藥。其次，應加強自身免疫力、規律生活作息、均衡飲

食及運動，有助於流行性感冒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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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子的毒奶粉事件，大家都聞之色變，不太敢喝奶粉或吃含奶粉製作的食物，在此

要讓大家認識一下三聚氰胺並建議大家如何選用合格的產品。

「三聚氰胺」俗稱「蛋白精」，是一種

白色、無味的化工原料，略溶於水，可溶於酒

精、甲醇常用於製造美耐皿餐具、建材或塗料

等，不可添加於食品中。但廠商為什麼要將三

聚氰胺添加於奶粉中呢？主要原因是奶粉等級

的分類以蛋白質含量高低為分類標準，而檢測

蛋白質含量方法主要是測總氮量。含氮量高且

成本低廉，因此黑心業者違法濫用三聚氰胺，

不但可以提高奶粉中蛋白質的含量，且可以節

省成本，又可以逃避品管稽查。

三聚氰胺對人體的危害：

目前普遍認為三聚氰胺毒性較輕，基本

上沒有腎毒性。三聚氰胺遇強酸或強鹼水溶液

會水解，最後會生成三聚氰酸，因此在加工過

程中，三聚氰胺中常常混有三聚氰酸，兩者結

合形成不溶於水的結構。如果吃進人體後，由

於胃酸的作用，使得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相互

分離，並被小腸吸收進入血液循環，最後進入

腎臟，在腎細胞中兩者再次結合沉積形成腎結

石，阻塞腎小管，嚴重導致腎衰竭。一項毒性

學研究證實三聚氰胺與三聚氰酸並用，事造成

貓腎衰竭的主因。這種現象較容易發生在腎臟

尚未發育完全的嬰幼兒，主要原因是嬰幼兒喝

水較少，且腎臟也較小而易引起結石，嚴重者

影響腎功能。

衛生署食品衛生處呼籲民眾們勿過度的

恐慌，以體重 60公斤的成人計算，每天攝

取 0.03克以下的純三聚氫胺，是不致於對身

體產生危害一次攝取超過 10公斤以上的毒奶

粉，才會有急性致死之可能，連續四周且天天

吃到 7.8公克的純三聚氫胺粉末，會發生泌尿

【健康小站】

認識三聚氰胺
新竹分院營養師/賴冠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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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系統結石。麵包或其他奶製品，因奶粉用量

極少，應不至於造成危害，但提醒大家要多喝

水，每天喝水量約 8~10杯，有助於排出體內

吃進的三聚氰胺；只要每天排尿 2000c.c.以

上，換句話說，每天排尿約 7次，每次尿量約

250~300 c.c.，腎臟即可發揮其排出毒素的功

效。若您已攝取很多來自大陸生產的奶粉，不

知是否有對身體造成傷害，建議可至家庭醫學

科、一般內科、腎臟科或泌尿科、小兒科等，

確認腎臟有無受到三聚氰胺的破壞；或透過

腎臟超音波及 X 光檢查，確認有無泌尿道

結石。

您喝的奶粉或沖泡式飲品，到底安不安全

呢？相信這是你我都有疑問的地方，如果擔

心，可以藉用檢測方法查驗三聚氰胺的含量。

使用PH檢測計：

通常牛奶的 PH值小於 7，而三聚氰胺微

溶於水，使水溶液呈鹼性，如果將三聚氰胺加

入牛奶中，此時ＰＨ值會接近 8。

簡易自我檢測法：

理論上，三聚氰胺在常溫的水中，溶解度

為 0.33％，而三聚氰胺的溶解度會隨著溫度升

高而增加，在 100℃時，三聚氰胺在水中的溶

解度可達 5.14％，因此在奶粉製造過程中很容

易加入較多的三聚氰胺，所以奶粉或粉劑形式

的製品含量較高（如：三合一咖啡或燕麥奶

等等⋯）。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林松洲教授建議可依

下列步驟進行產品的自我檢測：

1.  取較多的份量之奶粉用熱水沖泡，充分攪拌

到不見固塊後，放入冰箱，待牛奶靜置降溫。

2.  準備黑色布一塊和空杯一個，將黑布蒙在空

杯口上作為過濾器，將冷卻的牛奶倒在黑布

上過濾。

3.  如果濾出白色固體，用清水沖洗白色固體幾

次，排除其它可溶物，但最後仍有白色晶體，

此晶體放入清水時會沉入水底，這結晶體很

可能就是三聚氰胺，也就表示這項產品不

能吃。

選擇乳品，建議選擇有「鮮乳標章」的

國產鮮乳，農委會已檢 是安全的；選擇烘焙

及奶粉類食品，建議選擇各地方衛生局稽查合

格並有營利事業登記證的工廠製造的；若選

擇市售包裝食品，應標示有廠商名稱、電話號

碼及住址；輸入者應註明國內負責廠商名稱、

電話號碼及住址；若您仍對於自己買的產品

有疑慮，建議可將檢體送驗或上網查詢資料：

行政院衛生署（http://www.doh.gov.tw/）

三聚氰胺專區或食品資訊網（http://food.

doh.gov.tw/）毒奶粉處理專區； 營養師建

議您選擇產品前看清楚認證標示，飲用牛奶的

建議量是 1天 1~2杯（1杯約 240 c.c.），

喜歡喝咖啡或奶茶的人，可用鮮奶加入黑咖啡

或純紅茶中，不僅可以減少熱量的負擔又可以

減少攝取到三聚氰胺添加物的疑慮。

NH2

NH2H2N

N

N

N

圖：三聚氰胺(Melamine)化學結構 (C3H6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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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防治】

子宮內膜癌
婦癌個管師/陳淑怡

近
年來由於國內飲食逐漸西化，使得子宮內膜癌（Endometrial cancer）在臺灣地區

已經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根據民國 94年行政院衛生署統計，子宮內膜癌在女性癌症

的發生率是第九位，一年約有 987位婦女罹患此癌，比起 93年度增加約 100多人，確實不

容小覷。雌激素（亦稱動情素）過度的刺激是導致子宮內膜癌的主要原因，一般好發於更年

期或停經後的婦女，但仍有少部分在 40歲以前發生，所以在任何年齡層若有不正常的陰道

出血或月經量異常皆應考慮子宮內膜癌的可能性。

危險因子

1.未曾生育婦女。

2.不孕或月經不規則婦女。

3.停經較晚（大於 52歲）。

4.肥胖之婦女。

5. 停經婦女單一使用動情素未合併黃體素作更

年期賀爾蒙治療者。

6.糖尿病或高血壓者。

7.使用抗癌藥物 Tamoxifen者

8.家族史有子宮內膜癌、乳癌、腸癌、卵巢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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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症狀

一般常見的症狀就是陰道異常出血，包括

月經不規則、停經後的異常陰道出血都可能是

一大警訊。

診斷

臨床上診斷方式除了詳盡的骨盆腔檢查

外，進行內膜的組織切片化驗則是確認子宮內

膜癌的好方法。此外利用經陰道超音波檢查偵

測血流量或用超音波來掃描子宮內膜的厚度也

是篩檢與診斷的一個重要方法。

臨床分期

臨床上以手術分期－

I期：內膜癌侵襲只限於子宮體。

Ia：局限於子宮內膜

Ib：侵入子宮肌層，但不超過 1/2

Ic：侵入子宮肌層，而且超過 1/2

II期：侵襲至子宮頸，但未穿越子宮體

IIa：侵入子宮頸的腺體

IIb：侵入子宮頸的間質

III期：已穿出子宮體，但未超越骨盆腔

IIIa： 侵入漿液層或附屬器，或腹膜細胞學

檢查為陽性

IIIb：轉移至陰道

IIIc：轉移骨盆腔或主動脈旁淋巴結

IV期： 侵犯已越過骨盆腔或到膀胱、直腸之

粘膜

IVa：侵入膀胱或直腸內膜

IVb：  遠處轉移，包括腹腔內以及腹股溝淋

巴結的轉移

治療

大部分的子宮內膜癌僅侷限在子宮，如果

病人的身體狀況許可，手術分期治療應該是比

較適當的方法。放射線治療及化學治療通常用

在不適宜開刀的病人或是用在輔助性治療上。

結語

子宮內膜癌患者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雖

然不像子宮頸癌有簡單且有效的篩檢方式，但

對於有任何不正常出血的現象，婦女們都不可

輕忽且更應該積極到醫院做婦科檢查，如此才

能獲得早期治療，而有良好的預後。

漏斗部

卵巢

子宮內膜

陰道

子宮頸

輸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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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疼愛我的奶奶在國泰醫院安祥的辭世，

望著厚厚一本的病歷，內心的痛不可言諭，當

時我想或許不會再踏入國泰醫院了，那兒是我

椎心刺骨的地方。事隔一年多，為了陪好友看

診再次踏入國泰，昔日的恐懼已不再，映入眼

簾是穿綠背心的志工正熱心的召呼病友們，也

許是緣分到了，我不自主的趨前詢問，如何加

入志工團隊？就這樣在無心插柳下，不知不覺

已穿了十年的綠色背心。

看似容易的志工角色也並非一蹴可及，服

務上我們要有基本的醫學常識，但不能有醫療

上的建議，而這些常識都來自於院方舉辦在職

訓練課程，鼓勵志工吸收新知，學習如何面對

病友的諮詢；如何攙扶行動不便的病友？如

何安撫病友知道病情後的激動與不安。「小

姐！妳星期幾值班？我很想找妳聊聊都找不

到？」「我一大把年紀沒人帶我來，我又不識

字，對醫院的環境也不熟，你可以幫我嗎？」

「有妳的協助這麼麻煩的檢查，很快就做好

了，真多謝！」夜深人靜，思索著白天值班種

種情境，畫面歷歷縈繞腦海許久許久，不覺莞

爾，這正是我要的快樂，是那麼的真，那麼的

誠！與其說志工是多麼的有愛心，倒不如說

是國泰醫院給了我們發揮愛心的舞台，在我們

的服務中體會到與人相處的人際關係，個性更

為豁達樂觀。志工服務領域很多： 生命線、

捐血中心、社會局、美術館、捷運站⋯不勝

枚舉，畢竟鍾鼎山林各有天性，每個團體都

有它的特質，

而我為何選擇

醫院？因為它

和我們的生、

老、病、死有

著極密切的關

係，儘管家財

萬貫，如果沒有健康的身體也無福享受，我們

越接近它，就越了解它，懂得如何愛惜生命，

如何幫助就診病友早日康復。

歷經 921大地震、 SARS、以至目前的全

球金融風暴，都不減志工夥伴們的服務熱誠，

我們服務的據點，也逐步增加我們的團隊就像

一個大家庭是那麼的和協，因為有志一同，沒

有世俗的爭權奪利，更能受到院內醫護人員、

行政人員的肯定，珍惜相聚的緣分，踴躍參加

院方為我們精心策劃的醫學講座、春郊 (或秋

郊 )、節慶病房慰問、養生餐年糕粽子的製作

過程、衛生保健、社區服務等活動，不自覺得

已將國泰醫院的服務當做自己的志業努力經

營，我們秉持著「知福、惜福、再造福」、

「施比受更有福」，在此代表整個志工愛心

團竭誠歡迎各界有志一同的社會人士的加入，

有你們得參與，相信我們的團隊更加茁壯，在

醫院的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得到穿綠背心的志工

夥伴們熱誠的服務，親切的笑容，快樂志工就

是您！

快
樂是發自內心，舒發愉悅，釋放能量是無形的，它沒有摻雜名與利。當我從郝市長手中接

受台北市衛生局頒發資深志工楷模表揚獎盃的剎那，終於體會到什麼是「快樂志工」。

【心靈雞湯】

快樂志工
愛心志工團團長/劉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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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代健保要不要實施，保費到底要不要漲，日前吵的沸沸揚揚，但你知道嗎？其實

許多家庭沒有健保身份的大有人在。日前新聞報導一對靠打零工維生的年輕夫

妻，積欠健保局健保保費將近10萬，但他們育有兩個女兒，一個輕度智障，一個罕見疾病，

都非常需要長期的醫療照護，但是現在因為長期沒錢繳交健保費，也只能無奈放棄就醫，他

們怨嘆全民健保不幫窮人⋯⋯

景氣寒冬，許多家庭經濟來源頓失所依，

連生病時需要用的健保卡費也無力繳納，以致

於在傷病中遲遲未敢就醫，因而延宕或錯失了

傷病治療的黃金時期，甚至可能造成無可挽回

的遺憾。為使生活困頓的民眾仍然能夠維持所

需的基本醫療， 98年度中央健康保險局以公

益彩券回饋金協助弱勢民眾緊急就醫，辦理

「協助弱勢群眾排除就醫障礙計劃」，預擬

協助範圍有門、急診及住院部分負擔、伙食

費、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之就醫交通費等，本

院也積極響應該項福利政策，與政府單位共同

照顧弱勢民眾緊急就醫需求，提供及時的就醫

協助，現已規劃完成「無力繳納健保費者」

之就醫服務。

適用服務之對象

無力繳納健保費或無健保卡就醫之民眾，

發生以下情形之一：

1. 經醫師診斷須急診或住院醫療者

     註：  急診就醫者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所

定之急診定義及適用範圍認定之。

2. 經醫師診斷罹患急重症須門診治療者

     註：  所稱急重症，指非立即就醫將危及生命之急症，

或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所列之傷病。

本院辦理方式

持戶籍所在地村（里）長出具之清寒證

明書，直接至批價櫃台辦理。

若就醫地與戶籍地不在同一縣市、或無家

屬親友可代為申請清寒證明書、或其他特殊情

況致困難取得清寒證明書者，也可至本院社會

服務室由社工人員進行評估認定。

【特別報導】

景氣寒冬，就醫協助暖呼呼
∼「無力繳納健保費者」之∼「無力繳納健保費者」之就醫協助服務就醫協助服務
社會服務室社工師/林麗珍

諮詢單位諮詢單位

民眾若對於本項服務措施有任何問題，

歡迎逕洽醫院社工人員或來電諮詢：

（02）2708-2121 分機 1901-1905（02）2708-2121 分機 1901-19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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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與您有約

活動佈告欄
總院

子宮頸抹片快速通關及乳房X光攝影免費檢查
為照顧婦女健康，本院提供二項免費檢查，請多加利用！

★子宮頸抹片檢查：  無婦科疾病有性行為之30歲以上女性，一年內未做抹片檢查者，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11:00，請攜帶健保IC卡直接至婦產科門診經抹片快速通關服務做檢查。（免掛號）

★乳房X光攝影檢查：  50-69歲女性二年一次乳房免費X光攝影檢查，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中午

12時至1時休息）星期六上午8時至12時，直接至本館一樓乳癌篩檢服務處，登記並排檢。

（免掛號）

與國泰有約 -醫院參訪
活動時間：每月第二個星期五，14：00~16：00

報名費用：免費（每梯次限10名）

洽詢電話：2708-2121~1723(志工服務台)、3461（侯小姐）

嬰兒按摩

活動時間：98年4月，每週四11：10－11：4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討論室

洽詢電話：27082121－6553 （兒科加護病房）

嬰幼兒呼吸道照顧

活動時間：98年4月，每週五20：00－20：3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討論室

洽詢電話：27082121－6553 （兒科加護病房）

糖尿病衛教班

活動時間：98年4月14日，週二14：00－16：00

活動地點：本館三樓/第三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3165 （糖尿病衛教室）

課程費用：每期200元 

產前媽媽教室演講系列暨

爸爸陪產分享團體

活動日期：98年4月18日，週六09：30－12：00

活動地點：本館七樓/視訊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5175 （婦產科門診）、

3552（產房）

家庭照顧者培訓班

活動日期：98年4月11日，週六08：00－17：00

活動地點：第一分館地下二樓/護理部教室

洽詢電話：27082121－3931 （郭小姐）

用藥安全宣導講座

活動時間：98年4月25日，週六08:30－09:00

活動地點：本館一樓/候藥區

主講題目：淺談痛風及用藥/陳怡儒藥師

洽詢電話：27082121－3812、3815（藥劑科）

日期 主講題目 主講人 地點

04/02（四）上午 泌尿道感染的預防保健 呂昭雪護士 外科候診室

04/06（一）上午 失眠衛生 王梅護士 內科候診室

04/08（三）上午 肝炎的預防保健 汪仁娟護理師 內科候診室

04/09（四）上午 戒菸與肺癌 陳瓊茹護理師 內科候診室

04/09（四）上午 孕期不適 林夢婷護理師 婦產科候診室

04/10（五）上午 腎臟病的預防保健 林家甄護理師 內科候診室

04/15（三）上午 菸害防治 蔡佳利護理師 內科候診室

04/15（三）上午 如何正確潔牙 繆嘉玲護士 牙科候診室

04/16（四）上午 頭部外傷注意事項 余碧薰護士 外科候診室

04/17（五）上午 護心飲食 李佩蓉營養師 內科候診室

04/21（二）上午 腎臟病的預防保健 林家甄護理師 內科候診室

04/22（三）上午 肺結核的預防保健 蔡佳利護理師 內科候診室

04/23（四）下午 糖尿病自我照護 曹蘭馨護理師 內科候診室

04/28（二）上午 腸病毒 朱碧雲護理師 兒科候診室

04/30（四）上午 糖尿病自我照護 朱嘉琳護理師 內科候診室

內、外、耳鼻喉科上午 8:30-9:00、下午 1:30-2:00，婦兒科 9:00起

洽詢處：門診護理長辦公室（517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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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 7870 （服務台）

汐止分院

新竹分院

藥安全宣導講座

活動日期：98年4月25日（六），08：30∼09：00

活動地點：1F內科候診區

講座題目：如何正確閱讀藥品說明書

/黃如意藥師

諮詢電話：26482121分機2385

媽媽教室講座活動

活動日期：98年4月25日（六），9：00∼11：30

活動地點：B2F 第一會議室

講座題目：新生兒的照護

/莊芬綺督導

哺餵母奶的技巧與好處

/李孟蓉護理長

報名專線：2648-2121分機5107（婦產科門診）

日期 主講題目 主講人 地點

04/01（三） 結核病的照護 黃暖婷護理師 一樓內科候診區

04/02（四） 認識過敏性鼻炎 王秀華護理師 二樓兒科候診區

04/07（二） 糖尿病的運動 黃幸玲護理師 地下一樓內科候診區

04/08（三） 如何愛護自己的腎臟 謝蹕鸞護理師 一樓內科候診區

04/09（四） 認識口腔癌 許文女護理師 一樓內科候診區

04/14（二） 痛風飲食 徐佳郁營養師 一樓內科候診區

04/15（三） 認識高血壓 施淑玲護理師 一樓內科候診區

04/16（四） 傷口的照護 鄭嫈芳護理師 三樓外科候診區

04/21（二）
糖尿病飲食-
奶類、蛋豆魚肉類

顏麗呅營養師 地下一樓內科候診區

04/22（三） 洗手的重要性 王金香護理師 一樓內科候診區

04/23（四） 認識肝炎疾病 王玉玲護理師 一樓內科候診區

住院團體衛教 洽詢電話 : 26482121分機 2001∼ 2003 （護理科）

日期 時間 主講題目 主講人 地點

04/08（三） 10:30-11:10 消化性潰瘍的日常照護 邱怡潔護理師 7B討論室

04/09（四） 16:30-17:00 下肢骨折復健運動及輔具使用 董雅芳護理師 9樓陽光室

04/15（三） 16:30-17:00 手術前準備事項 郭淑華護理師 8A討論室

04/16（四） 10:30-11:00 吸入藥物注意事項 吳佳玟護理師 7樓討論室

04/16（四） 10:30-11:00 糖尿病 謝佩諭護理師 10A討論室

04/17（午） 16:30-17:00 認識尿路結石與治療方法 葉欣愉護理師 9B討論室

04/23（四） 16:30-16:50 小兒發燒的處理 薛棓任護理師 產兒會議室

04/25（六） 11:00-11:40 嬰兒按摩 張麗雅護理師 產兒會議室

『健康有約』諮詢廣場   報名及諮詢電話： 03-5278999

日期 時間 主講題目 主講人 地點

04/03（五） 08:40 認識日本腦炎 王美惠護理師 3樓小兒科候診區

04/07（二） 08:40 更年期保健 林美邑 醫師 3樓婦產科候診區

04/10（五） 08:40 糖尿病足部護理 王宣文 醫師 2樓內科候診區

04/17（五） 08:40 防癌飲食吃出健康 黃詩瑩營養師 2樓內科候診區

04/22（三） 08:40 泌尿道結石知多少 廖峻毅 醫師 2樓內科候診區

04/24（五） 08:40 糖尿病的合併症 謝秉儒 醫師 2樓內科候診區

04/28（二） 08:40 結核病的預防與保健 洪美貞護理師 2樓內科候診區

病患用藥安全講座   報名及諮詢電話： 03-5278999

日期 時間 主講題目 主講人 地點

04/17（四） 10:00 更年期與攝護腺肥大之保健 陳柳蒼 藥師 1樓大廳候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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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組賴冠菁營養師
當選新竹市營養師公會第七屆理事長

新 分竹 院

【致汐止分院感謝函】

非常感謝顏銘宏醫師細心、耐心及笑容滿面的鼓勵態

度，讓父親的心裡層面獲得很大的信任感及安心感，

進而讓術後復原狀況亦進步神速，醫護人員每日細心

的詢問狀況，適時反應並會診，調整用藥追蹤檢查，

亦讓家屬及父親感到備受關懷，再次感謝！

患者 陳○二家屬敬上

【致總院感謝函】

國泰醫訊執事先生小姐，您們好！感謝您們製作

「國泰醫訊」，好讓從業人員及病患度過「休閒」

兼「知性」！

頌 大安

高雄市○新診所院長 陳○檉醫師 敬上

【致汐止分院感謝函】

本人是貴院患者，住70＊-1病房，2月25日清晨忽然感

覺身體不適頭暈、幾乎休克(並同時按緊急鈴)，貴院

護士簡麗娜、石庭瑋小姐緊急通知醫療團隊急救(經診

斷血糖為30多)，硬從鬼門關把生命救回來，並控制病

情得以安然無恙，在此表達對貴院的感謝，謝謝！

患者 黃○雲敬上

【致總院感謝函】

我爸爸任○雲近半年來常掛急診後住進貴院，很感

謝貴院陳立群醫師悉心照顧，謹在此深深感激。貴

院爾後如有需要捐助社會公益，可與本人連絡，定

當竭力協助！再次感激陳立群醫師及貴院全體同仁

協助。

病患家屬 任○生敬上

病人的滿意病人的滿意及及感謝的笑容感謝的笑容
是支持我們更加努力的最大力量是支持我們更加努力的最大力量

主題：非洲肯亞旅遊攝影展

作者：外科部黃金山部長

時間：即日起至 5月 31日

地點：本館至第一分館地下通道之藝文走廊

告藝 文 走 廊 展 覽 公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前往欣賞

藝文走廊

簡志誠院長
當選台灣疼痛醫學會理事長

麻醉科孫孝倫主任
當選台灣疼痛醫學會常務監事

汐 分止 院

n
o

.
2 新新新 分分竹竹竹 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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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膀胱癌 ~
術後 BCG灌洗須知 14
【阿山哥談眼科（二十九）】

什麼是糖化血色素（HbA1c）？
與眼睛「視網膜病變」的關係？（下） 20
【婦產科專欄】

孕媽咪生活Q&A∼
懷孕時感冒怎麼辦？感冒對胎兒有何影響？ 22
【健康小站】

認識三聚氰胺 24
【癌症防治】

子宮內膜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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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寒冬， 就醫協助暖呼呼∼

「無力繳納健保費者」之就醫協助服務 29

1. 推展社區醫學及健康營造

2. 建立完整外傷、重症救護團隊

3. 整合團隊醫療，落實全人照護

以醫療服務回饋社會宗旨

成為北台灣最受信賴的醫院願景

目標

短程   成為優等的地區教學醫院

中程    1. 建置跨領域團隊照護

2. 深耕社區服務，多元健康營造

長程     1. 增加醫療空間，擴展醫療服務

2. 增進產學合作，提昇研究風氣

以醫療服務回饋社會宗旨

成為竹苗地區病人指名度第一的社區醫院願景

目標

每個微笑
都是我們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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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癌症篩檢
專案價：3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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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癌
【健康小站】

認識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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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寒冬，就醫協助暖呼呼
「無力繳納健保費者」之就醫協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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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明病 ?!不孕症面面觀
【孕媽咪生活Q & A】

懷孕時感冒怎麼辦 ?
【醫學報導】

臉部皮膚老是脫屑，真討厭！
談「脂漏性皮膚炎」

國泰綜合醫院 正子 /電腦斷層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