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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意見反映管道
嘉　義　分　院 灣　橋　分　院

管　　道 投　　件　　方　　式 管　　道 投　　件　　方　　式

客訴專線 0 8 0 0 2 8 6 0 4 2 、 0 5 - 2 8 6 0 4 2 2 客訴專線 0 5 - 2 7 9 3 0 6 0
網路申訴 設於本院網站首頁，由社工室定期收件受理。 網路申訴 設於本院網站首頁，由社工室定期收件受理。

意 見 箱
設於一樓大廳、21病房、22病房、52病房、53病
房、加護病房等六處，由社工室定期收件受理。

意 見 箱
設於M棟一樓大廳、急診室、B棟一樓大廳、加護
病房等四處，由社工室定期收件受理。

郵寄信函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600號（社工室） 郵寄信函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38號（社工室）

現場申訴
顧客服務中心位於一樓門診大廳，由服務台社工
人員受理意見反映。

現場申訴
社工室位於M棟一樓大廳，由社工人員受理意見
反映。

小兒科/王正潔醫師

兒童肺炎是台灣目前引起兒童住院最

常見的疾病，甚至有死亡的個案。所謂社

區性兒童肺炎是原先健康的兒童有肺炎的

症狀及跡象，而肺炎的症狀包括發燒、咳

嗽、胸痛等，可由X光及醫師之身體理學

檢查來確認。肺炎鏈球菌引起的肺炎可由

那些實驗室的檢查診斷？1.痰液的抹片及

培養：有時小朋友不太會咳嗽或只吐一些

口水做檢查，以致痰液檢查不能達到有效

與好的結果。2.血液細菌培養。3.尿液：

可做肺炎鏈球菌的抗原檢查。4.血液之

白血球計數及發炎指數(C反應蛋白)等檢

查。

一般而言，在社區性兒童肺炎，根

據一個254個住院病人個案的檢查，發現

找到原因者85％，其中62％有病毒感染，

53％有細菌感染，30％可能同時有細菌跟

病毒感染。最常見的原因3成至4成是肇因

於肺炎鏈球菌。關於同時病毒合併細菌感

染者，有可能小朋友先受某種呼吸道的病

毒感染，使得細菌比較容易入侵呼吸道，

而引起病毒加上細菌肺炎的感染，例如有

時會有流感病毒併肺炎鏈球菌引起肺炎的

病童。

肺炎鏈球菌是一種革蘭氏陽性雙球

菌，兼性厭氧。有些肺炎鏈球菌具有莢

膜，此為具有致病性的菌種，毒性來自於

莢膜上的多醣體，以莢膜多醣類抗體之莢

膜腫脹試驗區分為90種以上血清型。有些

血清型的菌株毒性較強，大約有30種血清

型會造成人類的感染，而臨床上常見的侵

襲性感染，大多為其中的10多種血清型。

根據台灣CDC疫情週報，小於5歲侵襲性肺

炎鏈球菌感染血清型排名前面的是15、

19A、23A、15B。大於65歲以上侵襲性肺

炎鏈球菌感染血清型排名前面的是15、

23A、3、23F、19A。

這種病菌可透過飛沫傳播，有時潛

伏在人類鼻腔內，一旦感冒或是免疫力降

低，快速複製的肺炎鏈球菌可侵入呼吸道

或血液中而引發肺炎、敗血症、腦膜炎、

關節炎、骨髓炎等嚴重病症，稱為侵襲性

肺炎鏈球菌感染疾病(IPD)。中耳炎、鼻

竇炎和支氣管炎非屬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

染疾病，其臨床上十分常見，症狀表現較

為緩和。5歲以下幼童及65歲以上老人為2

大高罹病率族群，其他不論年齡一併列為

高危險群的包括：(1)脾臟功能缺損或脾

臟切除者、(2)先天或後天免疫功能不全

(含括愛滋病毒感染者)、(3)人工耳植入

者、(4)慢性疾病：慢性腎病變、慢性心

臟疾病、慢性肺臟病、糖尿病、慢性肝病

與肝硬化患者、酒癮者、菸癮者等、(5)

腦脊髓液滲漏者、(6)接受免疫抑制劑或

放射治療的惡性腫瘤者或器官移植者。

治療使用抗生素，大部份肺炎鏈球

菌對beta lactam抗生素感受性很高。過

去一直以盤尼西林作為首選藥，便宜又有

效，第三代頭孢芽素也有效，用於對盤尼

西林敏感的人。新的quinolone抗生素也

很有效，目前對於兒童要小心使用。預防

方面，施打肺炎鏈球菌疫苗目的在於降低

感染肺炎鏈球菌疾病的風險，並進一步減

少病人出現併發症的機會，如中耳炎、鼻

竇炎、肺炎、敗血症、腦膜炎等。

兩種不同類型的肺炎鏈球菌疫苗，

多醣體疫苗含有莢膜肺炎鏈球菌多醣體抗

原，而結合型疫苗含有與個別肺炎鏈球菌

多醣體結合的免疫原性結合蛋白。市面上

的23價肺炎鏈球菌多醣體疫苗(PPV23)，

含有23種最常見的肺炎鏈球菌血清型，對

於預防由疫苗血清型引起的侵入性肺炎鏈

球菌感染的有效性約為56％～75％。肺炎

鏈球菌多醣體疫苗(PPV)在2歲以下嬰兒的

免疫原性(immunogenicity)差，因此發展

了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苗(PCV)，沛兒13

價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苗(PCV13)含有13

種血清型。23價疫苗可快速激活體內的B

細胞淋巴球且保護範圍涵蓋23種肺炎鏈球

菌，但缺點是保護效果不夠持久。13價疫

苗的作用在於激活體內的T細胞淋巴球，

保護範圍雖較23價少，但已經涵蓋最常

致病的13類菌種，且T細胞淋巴球有持久

的記憶能力，故13價疫苗作用效果較持

久。為了保護感染肺炎鏈球菌的高風險族

群，衛福部的公費接種政策規劃如下：

(1)針對幼童公費提供13價肺炎鏈球菌疫

苗(PCV13)，於2個月、4個月及12-15個月

共施打三劑，每劑之間的間隔都至少要8

週。(2)針對75歲以上老人公費提供23價

肺炎鏈球菌疫苗(PPV23)。對於在65歲以

上已接種23價肺炎鏈球菌多醣體疫苗的成

人，建議間隔一年接種13價肺炎鏈球菌結

合型疫苗 。

除了預防肺炎鏈球菌引發的肺炎外，

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苗也被證明可減少病

毒性肺炎，顯示肺炎鏈球菌在肺炎的發展

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美國的研究中指

出，13價肺炎鏈球菌結合型疫苗全面施打

後，幼兒的全因性肺炎住院率降低，肺炎

鏈球菌感染引起的膿胸也減少了。除了接

種疫苗，注意飛沫傳染及接觸傳染，勤洗

手，做好手部衛生是預防兒童肺炎的不二

準則。

號稱「醫界最大弊案」的衛生署署立醫院（現改名為衛生福利

部醫院）聯合採購弊案，包含衛生署醫管會前執行長黃焜璋等人，

最後都遭判刑定讞。當時也捲入本案的豐原醫院前放射科主任李○

國，最後被另外分案審理，一審重判9年、二審判刑8年11月，之後

他的部分犯行遭撤銷發回更審，更審改判3年8月。案經上訴，最高

法院18日駁回上訴定讞。

署醫聯合採購弊案於於2011年間爆發，當時除黃焜璋等人涉案

以外，另外還有8家署立醫院及樂生療養院前院長、主任和主治醫師

共25人，捲入這起弊案，包含時任台中市長胡志強的妻舅、台中醫

院前院長邵國寧也涉案。案件纏訟多年，已經陸續定讞多人，發監

執行。其中李傳國涉案部分，被另外簽分由台中地檢署偵辦起訴。

檢方起訴指出，李○國於2002年起，趁著醫院辦理「醫學斷層

掃描儀二組」、「小兒科、藥劑科、放射科醫療儀器1批」、「GE高

熱容量X光管球」、「醫學斷層掃瞄儀二組」、「第1、2期X光影像

數位化及影像傳輸系統（簡稱PACS）系統維護保養」、「PACS第3

期擴充計劃」、「GE電腦斷層掃瞄儀維護保養」等多起採購案中，

收受業者給予的回扣，總計339萬元，李傳國坦承並已繳回232萬餘

元，一審法院將他重判9年、二審也判刑8年11月。案經上訴第三

審，最高法院將其中2件招標案撤銷發回，其餘上訴駁回，李○國先

行入獄服刑。

被撤銷發回的部分，為豐原醫院2008年間辦理「第1、2期X光影

像數位化及影像傳輸系統（簡稱PACS）系統維護保養」、「GE電腦

斷層掃瞄儀維護保養」2起標案部分，該等採購案均採限制性招標。

當時由李o國與某醫療器材公司議價，但該公司報價均高於底

價，又不願意減價，以致多次廢標。

李○國最後上簽呈，請求提高底價獲准，並出具底價分析表，

擬定底價，終於在第四次議價時，讓該公司分別以210萬元、110萬

元得標。業者為了感謝李○國的協助，就得標標案提供5％回扣，李

○國因此收受16萬元。更一審法院審理後，就這個部分改判刑3年8

月、褫奪公權2年。這部分再上訴，最高法院18日駁回上訴定讞。李

○國應執行刑度部分，將由檢方向法院聲請訂應執行刑。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政風室關心您

檢舉電話：05-2358857

資料來源：新聞雲

楊○媛 一般捐款 140

吳○仁 一般捐款 1,500

李○文 一般捐款 1,630

吳○萍 一般捐款 50

鄭○謀 一般捐款 270

林○ 一般捐款 100

沈○仁 一般捐款 3,000

黃○君 一般捐款 200

胡○貞 一般捐款 200

陳○圓 一般捐款 1,000

張○宏 一般捐款 300

黃○侶 一般捐款 300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8,690

＊本捐款按捐款日期先後次序排列

社工室聯絡電話

05-2359630轉1307陳小姐。

110年10月份捐款芳名錄
2021/08/18

肺炎鏈球菌感染及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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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強化急重難醫療及慢性長期照護
目　　標：短期－精實服務能力
　　　　　中期－強化差異藍海
　　　　　長期－追求卓越願景

臺中榮總嘉義暨灣橋分院宗旨及目標
宗旨：照護榮民(眷) 促進社區健康 落實國家衛生政策
願景：雲嘉南最優質的區域教學醫院(嘉義分院)
　　　雲嘉南最優質的地區醫院(灣橋分院)
核心價值：愛心、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兒童教養，是少子化世代父母很重視的一項議題，坊間

各式各樣的教養專家、長輩經驗、親朋好友等，各自都有各自

的教養理論，當家長遭遇問題，特別是面對哭鬧、暴怒的孩子

時，往往很難決定「我究竟該聽誰的？」

孩子來到這個世界，生物上彷彿一台未灌軟體的電腦，整

個神經系統都是全新的，所以我們常說「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鏡

子」，孩子的許多行事方式、思考運作方式，都是由父母或主

要照顧者處複製來的。但很多父母會不服氣的說：「我從來沒

有像他這樣啊！我都是跟他講很多道理。」

人類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生物，人類的腦部在幼童期、甚

至兒童、青少年前期，都還尚未發育完整，仍充滿非常多的變

數。故與其將此時的情緒問題視為「疾病」不如視為「發展的

不均衡」較為合宜；而這樣的不均衡，是可能隨著年齡成長，

而恢復正常運作的。但「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也是人類兒

童教養中，必須審慎考量的觀念，當孩子因為早期的不平衡，

而錯失了學習機會，失去了正常的自尊發展，很可能就算腦部

成長完成，可以正常運作，這些失去的心理機能，反而再也回

不來了。

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將精神醫學與個體心理學結合，決

定易怒兒童的教養策略的最重要原因。易怒兒童很容易因情緒

的難以控制，造成成長過程中非常多的挫折與自卑，為了保護

自己，這些自卑就很容易往「走歪」的方式發展，而可能造成

孩子一生的痛苦，與不適當的生活態度。

兒童會易怒，成人也會易怒，但孩童的持續易怒若長達

三十分鐘，可能家長就要稍微注意了。近年來，研究兒童情緒

的學者對一群持續易怒的兒童，進行腦影像學的研究，發現他

們的杏仁核、頂葉、枕葉與額葉在實驗中會出現異常活動，在

挫折期間，這些兒童的後扣帶迴和頂葉皮質，功能也較一般狀

況為弱。這些生理現象告訴我們，兒童的易怒有時不是「好好

跟他講」就可以解決的。就跟體弱多病的孩子，不是請了厲害

的體育老師，就可以跑得比較快一樣。

此時除了接受醫療協助外，家長也可以嘗試以「個體

心理學」的角度來思考。著名的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為個體心理學之父，在當時與佛洛伊德、榮格並稱，

為心理學三大巨頭。但三巨頭中，唯有阿德勒特別強調兒童教

養的重要性，且其兒童教養學說已經百年時間淬煉，至今其影

響力依然不減。

阿德勒認為人類心理力量來自「自卑感」。而這「自卑

感」打從我們一無所能的嬰兒襁褓時期就開始了，當我們什麼

都要仰仗大人時，我們開始學會了第一個控制世界的方式——

「哭鬧」，不論大人照顧、安撫、責罵、甚至毆打等，總之這

是我讓這個世界第一次因為我的行動而有反應的事件。也因不

同的反應與氣質，讓孩子衍生出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

阿德勒學說的後繼者凱弗（Nira Kefir）為簡化這些生

活方式，將其簡化為四種「優勢人格（personality priority 

）」，可大致分為「取悅他人型」、「控制他人型」、「追求

舒適型」、「超越他人型」四大類。這四大類本身並無高低、

好壞之分，但各自卻有走正走歪之分；如果走正了，每一種優

勢人格都能完成阿德勒的生命任務，融入這個人類社會，成為

對人類群體有貢獻與歸屬的人；反之，走歪了都可能變得自私

自利，讓優勢人格完全為自己利益而服務。

舉例說「取悅型」可能非常友善好相處，甚至往往是志

願為他人付出的一群；但走歪了就會失去自我，只為不能取悅

所有人而痛苦。而「控制型」可能是最守法、最有生產力、甚

至是由領導家人、領導弟妹開始，成為最有領導潛力的人；弔

詭的是，這一類的孩子在走歪之時，反而是最不守規矩、最不

與人親近、最容易感到被嘲笑、最挫折的一群。由於他們的優

勢人格讓他們傾向控制別人來立足社會，當環境不允許時，他

們就會試圖用各種方式來「奪回控制權」。而我們在門診最常

看到的「暴怒孩子」中，最多的就是屬於「控制型」的優勢人

格。

「舒適型」好相處、愛好和平、可預測，一般來說人緣不

差；但在走歪之時他們會變得逃避責任，不事生產，懶惰到令

人失望，「不做不錯」成了他們人生的主旋律，「慵懶度日」

則成了他們奉行的最高指導原則，國高中被手機綁住的孩子，

很多在小時候是屬於這一群。

「超越型」在現代越來越少見。「不鼓勵競爭」的原則，

是現代教育面對多元社會的美意，為了擔心孩子自卑感更強

大，更不敢於嘗試。但當孩子完全忘記了競爭與超越，他可能

連「超越自己」的動力也喪失了，一旦不能自我超越，往往也

無法發現自己的才能，進而在社會中綻放光芒，是一件相當可

惜的事情。

阿德勒認為，不論孩子是以什麼樣的生活型態過人生，在

孩童時都該以增強他的「社會興趣」為主要任務之一，這樣孩

子才不會「長歪」成為一個自私自利的人；自私是本能，但人

類是社會動物，尋求社群歸屬感也是本能，偏偏教養時，我們

常常忘了後者。若能增強孩子的「社會興趣」，孩子在未來會

越來越有責任感、會為他人考慮、甚至為人類的未來而考慮。

進而解決原生自卑感的問題。

「社會興趣」的相反即是「自私」，而「自私」通常代表

著「保護自己」。而在提防多於信任的現代社會，這項能力往

往在教養中被過分強調。與其訓練保護自己，父母不妨在教養

中增加「合作」與「分享」的比重。孩子所在的「家庭」就是

最小、生活時間最長的社會單位。父母不妨思考，在家庭中，

孩子是不是也能與父母合作，一起「玩得愉快、學得有趣」

呢？比起彈鋼琴等個人才藝，醫師更喜歡「愛跟爸媽玩的孩子

不會變壞」的說法。讓社會興趣從家中開始萌芽，讓每一種生

活型態的孩子都能有豐富幸福的人生。

懷孕、生產是女人一生中的大事，

在華人的觀念中(特別是華南地區和客家

人)，生產後常會元氣大傷或是身子虛

掉，都需要在一個月內好好坐月子(休養

生息)來使身體恢復到以往的狀態。生產

後究竟應該如何補，才能補得健康，又不

會補過頭？而那些禁忌是必須嚴格遵守又

或是以訛傳訛呢?

現在一般認為「坐月子」，是指產

後大約1個月母親調養身體的時間；坐月

子這個詞在中國許多古籍中都曾出現過，

不過當時的定義與現在的認知不同。例

如：南宋陳自明在《婦人良方大全》一書

中提到「坐月門」與「產後門」，「坐月

門」其實指的是即將生產的階段、不適症

狀緩解，「產後門」才是我們現代所熟知

的產後坐月子；許多中醫古籍都已經提出

坐月子的概念。例如：明代武之望《濟陰

綱目》亦有提到產後身體調養的觀念。

除了「坐月子」以外，也有人說「做月

子」、「作月子」，基本的意義都是將產

婦的健康調養好。之所以會認為坐月子的

時間大約需要至少1個月，主要是因為古

代沒有外科手術，當生產會陰傷口裂開、

產婆沒辦法縫合(產後傷口自然癒合大約

需要20天左右的時間，也是作為一個產後

的緩衝期)，也沒有現代用來預防感染的

抗生素藥物，只能靠坐月子來避免感染與

調養身體；所以古代產後坐月子其實有其

必要性與時空背景，主要是為了維持產婦

生命與身體恢復活力；現代社會坐月子則

不單純僅是醫療或健康取向，更包涵了心

理行為、文化傳統，除了延續祖先的作法

以外，也是藉此給予產婦角色轉換的心理

時間與適應新生活，亦能幫助產婦生成乳

汁、哺乳時維持健康的飲食，也讓家人來

陪伴產婦、給予支持，畢竟有健康的母親

照護，才能讓新生命平安長大。

臺語有一句俚語：「月內做無好，呷

老就艱苦」，指的是如沒坐好月子，容易

出現後遺症。但隨著時空背景轉換、現代

醫療技術的進步，其實即使不坐月子也不

一定會有健康上的疑慮，不過坐好月子，

還是會有助於健康的發展。產後坐月子不

一定只侷限在飲食上要吃多好、多補，更

包涵了產後讓身體休息與恢復，如果沒有

讓身體獲得充足的休息、讓傷口復原，日

後子宮脫垂的機率也會上升，亦可能導致

排便不順或痔瘡。

中醫坐月子可分作活血化瘀期(產後

大約7～10天左右)、補氣血期(產後大約

10天以後～惡露排乾淨以後)和補腎期(產

後大約4週以後)，每段期間都有不同的給

藥方式，需根據每個人的體質或症狀來做

調整，否則有可能越吃越嚴重或是導致乳

汁分泌不佳，譬如最常見的生化湯也不建

議喝太多天，萬一喝太多，反而可能導致

本來傷口已癒合，血管又再破裂出血，因

此服用的天數與帖數都要控制；另外吃麻

油雞來補身體，並且在麻油雞裡加米酒。

建議不加酒，因為如果同時有哺乳，酒可

能會滲入乳汁中，延緩嬰兒腦部神經的發

展，而且酒精會使噴乳反射下降，米酒也

可能會抑制子宮收縮，所以建議整個坐月

子期間都不要加。

古早流傳下來的各種坐月子規範與禁

忌，其實都與過往社會經濟及醫學條件相

關，也有其存在的道理，並非都是落伍或

迷信的行為，也因為臺灣醫學、公共衛生

的進步，以及經濟條件的改變，現代人坐

月子的內容的確需要做出適度的修正，才

能夠不勞民傷財又能夠真正幫助母親和嬰

兒獲得最大益處。

40多歲的林先生，因近日頻尿、尿

急症狀頻繁，嚴重影響平日生活作息，經

檢查後，發現攝護腺有肥大情形，且抽

血發現攝護腺特異抗原(PSA)異常升高，

達70ng/ml，經醫師切片結果確診為攝護

腺癌，幸無轉移情形，林先生接受腹腔鏡

攝護腺切除手術，術後攝護腺特異抗原

(PSA)下降至正常範圍，目前穩定並定期

追蹤。

攝護腺癌是男性最常見的癌症之一，

因此又稱作「男人癌」，攝護腺癌的症狀

並不具有特異性，尤其初期通常沒有症狀

且擴散慢，因此不易發現。攝護腺的位置

於恥骨後方，膀胱接連著尿道中間這地

方，為一個腺體。因此許多患者都是出現

排尿困難、頻尿、尿急等症狀至泌尿外科

門診看診，而這症狀可能是攝護腺肥大或

是腫瘤壓迫到尿道造成的。

根據衛生福利部108年統計資料，國

人在十大癌症死亡率來說，攝護腺癌排名

第六名，在台灣男性10大癌症標準化發生

率，攝護腺癌為第三，已成為男性國人常

見的泌尿道癌症。台灣男性近四成發現症

狀的時候皆已在第三、四期，死亡率相對

高，好發年齡多在40歲以後的男性。因此

如何提前發現並預防、治療，建議男性40

歲以上，特別是有攝護腺癌家族病史的男

性宜定期至泌尿外科門診作進一步檢查。

賴主任表示，檢測攝護腺方式有包括肛門

指診、攝護腺特異性抗原(PSA)、攝護腺

超音波、電腦斷層、核磁共振攝影等。當

懷疑有攝護腺癌時，先做肛門指診，再做

攝護腺特異性抗原檢查，如有異常則進一

步做超音波檢查，並經由超音波導引攝護

腺切片檢查，將切片下來的組織送病理檢

驗以確定是否有癌細胞。

通常癌細胞進展、擴散較慢，而且

只要早期發現、治療，根治機率相當高。

而對應不同時期的治療準則也不一樣，透

過觀察來判斷硬塊、攝護腺特異性抗原

(PSA)有無變化及惡化程度，因攝護腺不

是一個均質性，少數人會轉移，因此由醫

師判斷並安排一連串療程。若是攝護腺癌

為早期、屬於根除性的，可透過手術或是

放射線治療、積極監控等；當來到中期或

是已有轉移的現象，則會使用全身性的荷

爾蒙治療；若是晚期則會利用全身性的荷

爾蒙治療合併標靶治療或是化學治療等都

是可能的治療方式。

造成攝護腺癌的真正原因目前尚未清

楚，但可能與遺傳、老化、飲食習慣等因

素有關。多數研究顯示，若是家族內曾有

人罹患攝護腺癌，則可能有較高的機率罹

患；攝護腺癌的好發年紀為40-50歲，而

年紀越高，發生率則大幅提升；常吃或是

過量高脂肪食物者如不飽和脂肪食物，會

提升攝護腺癌的發生率。

攝護腺癌早期發現是可根治的，建議

40歲男性民眾，每年一次定期身體檢查，

增加肛門檢查及抽血檢驗攝護腺特異性抗

原(PSA)指數檢查項目；若為確診病患，

可與醫師討論針對症狀選擇適當的治療方

式。若有任何症狀，切勿拖延以免錯失黃

金時機，透過個人化的治療及追蹤，接受

專業泌尿科醫師的安排，就能繼續正常生

活了。

兒童青少年身心科主任
章秉純醫師 中醫部/唐佑任醫師

由精神醫學與個體心理學

談易怒兒童之教養
坐 月 子

小心「男人癌」～攝護腺癌
醫籲40歲男性定期檢查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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