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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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策略：強化急重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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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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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 臺中榮總嘉義、灣橋分院關心您也提醒您！

-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某國立高職校長被檢舉涉貪  彰檢搜索偵訊校長等十多人

從五級檢傷分類「看」
                      急診就診等候時效

護理部 /王鈺婷副護理長

 

60歲女性，因感到身體不適由女兒陪同至急診掛號，而掛號

時因嚴重病患多，請病人於候診區等候。接著，女兒表示「在等待

看診時外頭等待的病患不多，卻等了近1小時，都沒有半個護理人

員來關心，到底還要多久才能看診」，醫護回答「目前急就是有較

危急的病人，醫師正在緊急處理，可能需要請你再等一會。」女兒

表示「到底還要多久，我們之前到某某醫學中心，也沒有像你們這

樣等這麼久…等等」。在現今的急診醫療環境中，類似案例層出不

窮，從中可道出，不少民眾仍有「急診就能馬上看病的迷思」。急

診究竟如何分類、需要等待多久，都有一套標準作業流程！

基於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善用有限緊急醫療資源，於衛生福利

部99年1月1日起全面實施「急診五級檢傷分類基準」，作為醫院

急診判定緊急傷病患的病情危急程度之分級使用，其代表「緊急處

理程度」，並非「疾病嚴重度」，是提供急診醫護人員判斷病人進

入急診室時，醫師看診之優先順序的工具，定義為：

第一級復甦急救，指的是生命或肢體即將失去，須立即處置。

第二級危急，指的是潛在危及生命、肢體或器官功能狀況，須

於10分鐘內得到處置。

第三級緊急，指的是病症持續化，可能伴隨明顯不適症狀且已

影響到日常活動，需30分鐘內處置。

第四級次緊急，指的大多是慢性疾病的急性發作或某些疾病

之併發症，尚不足以威脅生命或器官功能，於60分鐘處置以求恢

復，避免惡化。

第五級非緊急，指的是病況非緊急狀況，需做一些鑑別性診斷

或轉介門診處理，於120分鐘處置以避免後續持續之惡化。

當病人來到急診之後，會依照病人的嚴重度、輕重等級來決定

病人的看診優先次序，但此依據並非判斷收治病人的住院優先依據

及病情嚴重度。所以急診就診個案沒有先來後到，希望大家可以互

相多體諒，以更多的同理、包容重症病人的優先處理，讓急診資源

如同博愛座般的留給最需要的人，使緊急就醫民眾皆可享有高品質

的緊急醫療救護。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關心您的健康

108 年～ 02 月份捐款芳名錄

無○氏 一般捐款 67

葉○鄉 一般捐款 300

888 車行 一般捐款 1,000
南山人壽慈善基

金會
一般捐款 80,000

黃○君 一般捐款 200

胡○貞 一般捐款 200

郭○瑛 一般捐款 1,000

朱○凡 一般捐款 600

李○齡 一般捐款 1,000

林○ 一般捐款 700

金○蓉 一般捐款 200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8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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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姐。

心職人故事：

30年的臨床工作，很榮幸負責的病房能
囊括急性醫療、慢性復健到長期照護，一路
陪著病人，深深覺得「護理真的很美！」，
它的美來自於病人，他開心的笑，對我們的
信任與期待，甚至將生命財產完全託付給我
們；護理不僅撫平病人及家屬的傷痛，也豐
富我的人生。 

還記得94年剛晉升護理長不久，我轉
調隔離病房，當時照顧的病人以老年單身榮
民為主。被送進來住院病人，多為開放性肺
結核。記憶中入住隔離病房的病人常有的反
應是「被陷害的！」。隔離房兩道門管制，
加上服用藥物的副作用，有點力氣的病人總
是想盡辦法破門、破窗想逃離或是拒吃藥物
或是藏藥來表達自己的抗議。入住隔離病房
的病人心情，除了一般病人住院可能有的焦
慮不安與擔心外，多數病人還多了被隔離的
否認與憤怒。所以在隔離病房工作的護理人
員，除具備自我保護與一般照護的技能外，
更需要的是：「懂病人的心」。

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經照顧過一位獨居在
外的老榮民阿文，被榮服處的輔導員送進來
時，身上除了散發著的異味，手上還留有一
條已經被拔除的鼻胃管，測量了一下體重，

僅有39公斤。工作人員想要病人好好配合：
不要拔鼻胃管、不要拔點滴、不要下床、不
要扯尿布…，但阿文用他那一口濃濃鄉音，
工作人員用比手畫腳，就是無法對焦。不斷
的拔管，不斷的想下床，阿文這時被約束
了！但他仍不斷想甩開身上的管路，用盡全
身的力氣就是想掙脫、想下床。看到這情景
心頭萬般不忍，阿文:你到底想下床做甚麼?
耐心豎起耳朵仔細去聆聽他要說甚麼?喔！
原來是「我像犯人一樣從基隆押解到這裡 ，
被綁在床上，我不知道我犯了甚麼罪，拜託
你把我鬆開！」我回答說：因為你喝水和牛
奶會嗆，所以鼻子上先放了條管子，讓你可
以喝牛奶不會嗆，你不要拔管，我就把你手
上的約束帶解開。果真病人遵守了我們的約
定。雖然偶而還是會忘記去拔管。我們開始
慢慢訓練他吃布丁、稠稠的稀飯，確定不再
嗆咳後，鼻胃管順利移除了。但醫院的稀飯
實在不合他的胃口加上藥物副作用，想盡辦
法哄就只是吃幾口。我跟他說:「你吃太少
了！」「是不稀飯不合你的胃口還是想吃水
餃、麵條嗎?」「告訴我你想吃甚麼?」，病
人吞吞吐吐的說 ：「想吃牛肉麵，你沒辦法
的！」沒想到我居然一口答應了，回到護理
站才開始想去哪裡買牛肉麵（我的院區離最

近小吃攤要3公里，且也沒有人願意外送一
碗牛肉麵）?正在發愁中，發現下了班還沒
離開病房的同仁，經我說明後，自告奮勇的
說要騎車去買。這位護理人員看到病人快樂
滿足的吃，她的快樂更勝於我！之後的我就
更大膽了，常跟病人說：「你說嘛…你說的
出來我就變得出來」；這種達到病人想吃甚
麼的願望，後來居然成了我們病房上上下下
工作人員，大家愛做的事。

滿足阿文的生理需求後，他開始想著自
己沒錢。匆忙離開沒帶錢，沒帶行李，沒有
日用品，沒有錢怎麼辦?所以協助找「錢」
是我照護的族群特殊任務。開始時由我幫這
些老年長輩們找出原本的薪俸給予或存摺印
章；由誰送來的開始一步步拼湊，連絡榮服
處、聯絡榮民之家、聯絡鄰居，最後總能理
出頭緒，讓薪俸給予轉到醫院來，再度滿足
長輩們的需求。因為這件事，阿文把我的稱
呼改成了「里長」。一步一腳印，我的單位
書記循著我的模式，總能在最快的時間將長
輩們的錢及日常生活用品聯絡到位。

里長怎會只滿足里民們溫飽呢?我的長輩
們在我們所有工作人員齊心努力下，漸漸的
不用鼻胃管，漸漸的有點力氣了，漸漸的可
以下來走路，開始想回家了。問過了平時關
心這些單身外住榮民的榮服處輔導員，得到
的答案是怎麼回去?嘉義到瑞芳耶!哪這麼容
易！後來想到了可以運用的資源（病房照顧
服務員剛好要去台北），可以讓病房照服員
陪他一起搭火車。就這樣開始了阿文第一次
的回鄉。有了第一次，不到半年阿文又想回
鄉了，這次我用兩張大字報（我要到萬芳！
到了請告訴我！我要到嘉義！到了請告訴
我！），送阿文到車站，提醒他要請嘉義和瑞
芳的站務員協助，也聯絡了兩邊可以接送的
人，順利完成了幾次跌跌撞撞的冒險之旅。

但是，我心中一直有個疑問?那個家不
是已經不存在了，為何一定要回鄉去看看? 
這答案在長輩車禍意外往生後終於解開了，
經由警政單位找到了女兒。女兒轉述：「警
察找到基隆的家裡，才知道原來爸爸一直都
在，因為在3歲時和爸爸分開再也沒聯絡，
從了母姓改了名」；這時我才明白阿文為
何要回鄉，原來他心裡的願望就是要找到女
兒。

阿文的女兒來到醫院辦理手續時，表
情僵硬、生澀，我帶她回到原來阿文住的房

彰化縣1所國立高職的校長遭人檢舉涉嫌詐領出差費，及以公關名義購買1萬7800元的名貴禮品送給

貴賓，因經辦人員沒看到禮品，也不知送誰而不敢核銷；因檢舉內容詳細明確，彰化地檢署檢察官蔡勝

浩今天指揮警調人員到學校搜索，傳喚校長等十多人，到晚上11時仍在偵訊。

據了解，檢舉者明確指出去年6月、9月間，校長兩度搭老師的車子一起出差，事後開車的老師申報

差旅費，校長搭便車，也申報交通費，涉嫌違反行政院在2017年底公布的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學

校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中，搭便車者不得報支的規定。

檢舉者指出，校長要求學校每年編列校長有9萬6千元的公共關係費申報項目，2017年11月，校長申

報1筆1萬7800元的費用，項目是購買1款知名品牌的限量版吹風機，表明送給貴賓；但經辦人員因未看

到吹風機，也不知道收禮的貴賓姓名，一度不敢核銷，事後受到壓力才經辦。另外，校長還涉嫌花大錢

修校長宿舍，也購買2顆共價值4999元的枕頭，還有一套1萬4百多元的咖啡杯。

廉政署將全案移送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指揮警調人員到這所高職搜索校長室和校長宿舍，傳喚校長

和相關教職員、承包整修校長宿舍的包商等十多人。

本院政風室檢舉信箱 vhspchia-i@mail3.vac.gov.tw
檢舉電話 :05-2358857

【心職人專區】

間，同仁七嘴八舌的說著阿文跟我們相處的
點點滴滴，只見她眼淚止不住的一直掉，說
著：「我對爸爸的印象是模糊的，可以再多
跟我說一點?」，「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謝謝
你們，還好爸爸這些日子有你們的陪伴」，   
「我相信有你們在，他過的很好」。阿文的
女兒雖然沒有親眼看見爸爸，沒有抱到爸
爸，卻抱著我們說：「還好有你們，謝謝你
們!」。最後阿文女兒帶著笑容的說：「我
一定會再回來看你們! 」。一直到現在，阿
文的女兒還和我保持聯絡。而我在這照護過
程中獲得滿滿的感動，深信護理會點能亮病
人、點亮家屬，也能點亮了我自己的心。

我一直想傳達「護理真的很美」，希望
護理人員都能感受與體會，並能將護理的美
傳承下去。所以我常和同仁一起分享在病人
身上得到的快樂和成就。我想每位護理人員
都有一顆願意助人的心，當我們在圓病人的
夢時，動機都很單純，從未想過要有回報，
但助人得到的快樂卻是無價的。

身為護理長想要營造甚麼樣的單位文
化，我怎麼做，夥伴們就會跟著做，這也
包含護理師、最貼近長輩的照顧服務員和書
記，因為這種快樂的渲染力是無比的強大！

　　為獎勵兩院更多辛勞且優秀的人
員，本院舉辦心職人選拔活動，合計

19 位優秀的人員參加選拔活動，在歷

經院外委員的評分（80%）以及 FB 票

選活動（20%），終於選出 8 位最佳

心職人。

　　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和別人心目中

的心職人，您在工作上的付出不會被漠

視，這次心職人的活動是對您的小小回

饋，因為有您，醫院才能有更進步的機

會，謝謝您。

歷年經歷：
台北馬偕（外科加護病房）
成大醫院（產房）
灣橋榮民醫院（呼吸照護病房、隔離病房、
急性病房、長照）

本月推薦：護理部李佳芬護理長

▲貼近病人的臨床照護

▲家屬開心跟我們合照

▲快樂的團隊

▲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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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 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 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 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 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 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 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 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 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嘉　義　分　院 灣　橋　分　院
管　　道 投　　件　　方　　式 管　　道 投　　件　　方　　式

客訴專線 0800286042、05-2860422 客訴專線 05-279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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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外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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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誠信．品質．創新．當責愛心．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愛心．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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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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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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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捐 款 人 姓 名 捐款金額 捐 款 人 姓 名 捐款金額

10

月

胡 昌 國 1,000 齊 國 平 50
黃 玉 君 200 蔡 美 華 50
胡 純 貞 200 李 惠 華 295
魏 柯 春 2,000 楊 建 中 170
賴 玉 貞 150 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 110,000
沈 佳 縈 225 林 環 700

＊本捐款按捐款日先後次序排列，如有錯誤請與社工室聯絡，

聯絡電話05-2359630轉1307郭小姐。

＊歡迎定期、單筆或不定時捐款，捐款者可獲正式收據，並刊

登於「嘉榮醫訊、行政網站」公告徵信。

＊「心手相連 讓愛傳出去」您的奉獻，回饋社會，透過您的支

持與鼓勵讓惠康基金會嘉義專戶建立更完整的服務體系，提

供需要幫助的人獲得更周全的服務與照顧。

＊捐款方式：

　1.戶名：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

　2.銀行名稱：合作金庫東嘉義分行

　3.帳號：5849-717-359201

106年10月財團法人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

嘉義專戶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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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癌 前言
癌症治療不是輕鬆的事情，因此能夠早期發現癌症，在病情嚴

重之前早期治療，讓病人減少痛苦，對病人及家屬來說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口腔癌剝奪的除了健康之外，跟其他癌症相比更影響人的
進食、發聲、甚至外觀，輕者影響口腹之慾，無法大啖美食，別說
美食，國民小吃滷肉飯、牛肉麵等等都無法下嚥，影響重者往往造
成病人本身心理憂鬱，外觀缺乏自信，不愛說話難以溝通，而最重
要的是口腔癌發生族群年齡層，在前五大癌中是最年輕的，往往正
是家中經濟主要來源，對家庭的影響十分巨大，因此防治跟早期發
現口腔癌，從個人家庭到社會都應該重視，國健署也十分積極推動
篩檢跟戒菸戒檳宣傳，筆者以過去訓練得到的經驗跟衛福部統計上
的數據跟大家分享一些訊息，也希望每個人都能重視自己的健康。

一、甚麼是口腔癌
口腔癌為發生在口腔部位之惡性腫瘤的總稱。指的是發生在以

下部位的惡性腫瘤 1.唇 2.頰黏膜(唇和臉頰的內襯) 3.牙齒 4. 
舌頭下方的口腔底部 5.前三分之二的舌頭 6.口腔頂部的前面部
分(硬顎) 7.牙齦以及臼齒後方的小區域，而統計起來，在舌頭是
最常見的區域，第二則是頰黏膜，各種惡化的細胞類型中以鱗狀上
皮最為常見，一旦發現自己嘴巴有異狀，先不要自我判斷，長出來
東西是良性或惡性都是以切片病理報告為主，有疑慮都應該就診跟
醫師討論，千萬不要誤信偏方，延誤治療時間。

二、台灣口腔癌現況跟影響族群 
口腔癌發生率在男性來說一直在前五名，女性發生率就沒有那

麼高，而男性口腔癌死亡率從民國八十五年開始一直在前五名，
九十五年開始則上升到第四名，而在103年(國健署目前更新資
料)的報表裡，口腔癌新發生人數百分比在不分性別所有癌症佔第
四名，意指103年與102年相比新增加癌症人數，前五名分別是乳
癌、結直腸癌、肺癌、口腔癌、子宮體癌，103年十大癌症發生率
/死亡率，則是第六名跟第五名，103年男性癌症發生率/死亡率，
兩個都是第四名，發生率分佈地區前幾名又是誰呢，九十八年地區
報表(癌登資料)來看，前五名是台東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
縣、花蓮縣，而男性癌症死亡年齡平均數(民國97年到98年)，大
致落在56歲，跟肺癌、肝癌、直腸癌相比大概年輕8-15歲。上面
那麼多數據看完都眼花了，幾個重點希望大家知道：
1.新口腔癌發生率依然在上升 
2.口腔癌影響男性居多(請關心家裡的爸爸們)
3.跟前幾名癌症相比，影響年齡層較年輕(得病較年輕，死亡也較

早)

三、口腔癌危險因子
在前面的部份我們知道男性是高風險族群，而目前有已知的致

癌因子更請大家注意，世界衛生組織公告的抽菸、酒精是人人都知
道的致癌因子，而台灣特有的檳榔，已經有很多醫界前輩們證實
檳榔是口腔癌危險因子，世界衛生組織在2003年發布檳榔是致癌

物，檳榔果內所含的生物鹼：檳榔鹼、檳榔素、異檳榔素、四氫菸
鹼酸、四氫菸鹼酸甲酯等，列為第一類致癌物，意思不管是菁仔、
包葉、雙子星，紅灰、白灰，都會致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高
醫葛應欽教授也在1995年發表菸、酒、檳榔對口腔癌的衝擊，只
有吃檳榔比一般人多28倍機會得口腔癌，吃檳榔加喝酒多54倍，
檳榔加抽菸是89倍，三個都有是123倍！除了三兇菸酒檳榔之外，
國家研究院發表的口腔癌指引尚有提到其他危險因子，蛀牙、不當
之假牙、不良口腔衛生、長期營養不良，陽光照射，請注意這些危
險因子跟三兇菸酒檳榔的致癌因子是程度上的差別，三兇是確定致
癌物，請大家注意!

四、如何預防口腔癌？我要戒檳榔！
其實如何預防口腔癌發生，相信大家都猜得到，只是能不能做

到，『不菸不酒不檳榔，飲食均衡多運動，口腔衛生保健康』，簡
單幾個字，確實做到的人真的不多啊！而要呼籲大家的是，抽菸跟
喝酒都有成癮性，不抽不喝會『凍未條』，但是檳榔是沒有成癮
性，再次強調，這麼多研究裡面，檳榔沒有成癮性，所以理論上應
該更好戒，而戒不掉的理由有幾個：
1.吃了就是『爽』，用來提神、讓身體發熱驅寒等等
2.朋友『交陪』，除了敬菸敬酒之外，你一顆我一顆一起哺哺，來

點男人話題
3.我的爸爸叔叔伯伯舅舅隔壁小王巷口小張都在吃檳榔，便利商店

隔壁就一攤(方便取得)
4.要提神跟咖啡蠻牛比更便宜，要口味跟口香糖比更爽(可加荖花

石灰梅粉芒果乾大蒜)
5.工作的小確幸，工作很累，想要慰勞一下自己
6.我沒那麼衰，不會得癌啦!!!!!(嘴硬不相信)

說真的以上這些需求，要驅寒提神，要『交陪』要慰勞自己，
都有方法代替檳榔，只是願不願意、有沒有下定決心而已，因為拿
著檳榔放進嘴巴的，還是自己的手，自己不吃，沒有人能真的強迫
你，所以我建議就是下定決心『戒』，說戒就戒，相信自己一定可
以辦到，家人朋友也要鼓勵檳友們戒，多鼓勵，不要落井下石，阿
你可以嗎？你行不行？你又受不了了？又偷偷買?增加正面的鼓勵
幫助檳友們，相信會更好。

五、口腔癌症狀跟自我檢查
依據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布的口腔癌治療指引，有11項可能是口

腔癌的症狀，這些並不是說有就一定是口腔癌，是提醒大家有這些
症狀早點就醫、確診，是的話早點開始治療，達到最大效果
(1)口腔內部或周圍有腫脹、硬塊、脫皮落屑、或是顏色改變。
(2)長期不癒合的口腔黏膜潰瘍 (持續超過二週以上)。
(3)口腔內或附近發生不明原因麻木感、疼痛或觸痛。
(4)口腔內不明原因出血。
(5)口腔黏膜出現白斑或紅斑。
(6)舌頭活動度受阻。
(7)頸部有不明原因腫塊。

社工室 王叔銘輔導員

續二版

資深媒體人黃寶慧父親日前因病入住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經過內外科及
骨科醫療團隊專業診治控制病情順利出院，出身嘉義的黃寶慧感念之餘，決
定以實際行動「捐贈福祉車」來回饋臺中榮總嘉義分院，希望藉此提昇社區
醫療服務能量，更增進地區民眾就醫便利。

黃寶慧小姐是鄰里皆知的孝行楷模，黃小姐平日待人謙虛有禮，對於公
益活動也經常參與，不落人後。而為了表彰黃小姐樂於助人的無私精神，特
別於11月14日下午2時假本院門診大廳一樓舉行「愛心無限，傳情鄉里」捐
車儀式，希冀藉由黃小姐的廣博精神，傳承愛心，嘉惠更多鄉親。

由黃寶慧小姐所捐贈的「福祉車」屬於LUXGEN V7 TURBO ECO HYPER的
款式，該車配備有國產唯一電動輔助牽引機及三點式安全帶，可充分讓身障
者及照顧者得到更便利及更安全的保障。

對於父親在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獲得專業診治與細心照料，黃寶慧表示
十分感謝，除了希望藉由捐贈「福祉車」的實際行動，表達對優質醫療服務
體系的支持與肯定外，也希望藉由本次活動，拋磚引玉，引發社會大眾共
鳴，共為醫療服務奉獻心力。

國內郵資已付
嘉義郵局
第10支局
許可證

中台免字第1243號

雜 誌

民眾意見反映管道

發　行：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Issue:Chia-Yi Branch,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發行人：李世強院長 Publisher. Lee Shyh Chyang
主　編：胡昌國
院區地址：嘉義市世賢路二段 600 號
Address：No.600,Sec.2,Shi-Shien Rd Chia Yi,Taiwan.
總機電話：(05)2359630
Tel:(05)2359630
網址 : http://www.vhcy.gov.tw
URL: http://www.vhcy.gov.tw
傳真：(05)2358149
FAX:(05) 2358149
市區門診地址：嘉義市吳鳳北路 35 巷 4 號
總機電話：(05)2168368．2168371
TEL: (05)2168368．2168371
灣橋分院地址：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 38 號
總機電話：(05)2791072
TEL: (05)2791072
傳真：(05)2791821
FAX:(05)2791821

國內郵資已付
嘉義郵局
笫10支局
許可證

中台免字第1243號

雜   誌

第四版 第一版



「迎金豬年，手作燈籠慶元宵」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附設護理之家為慶祝元宵節，辦理「迎金豬

年，手作燈籠慶元宵」活動。由護理之家團隊們邀請住民、親友們

共襄盛舉，藉由DIY手工藝品燈籠的製作，可讓住民們動動手，增進

上肢手部精細功能，減緩退化，並與其他住民分享，增進社交人際

關係。

元宵節在古代社會中具有春節假期結束的意義，因此被稱為

「小過年」，也稱為「上元節」或「燈節」。在元宵節，人們都會

吃湯圓或元宵以求吉利。等到元宵節一過，代表年假也正式結束，

每個人又得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努力工作。中國傳統之歲令節慶的

意義，對國人來說更顯現其意義。

在活動過程中，引導住民們分享以前在元宵節慶時有無特別趣

事?住民分享：有戳搓圓、猜燈謎、賞花燈、提燈籠等活動，也表示

現在的花燈越來越漂亮，以前都是使用牛奶罐或回收的罐頭，裡面

放置蠟燭，用竹筷或樹枝提著燈就很開心了，並且參與廟會的猜燈

最近數年來，國人隨著飲食生活習慣的改變以及精神壓力的增

加，國內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罹患率亦不斷提昇。其中又以中老年人

與具有高血壓、高血脂症、糖尿病、抽煙、及家族病史等病患較容

易發生。根據歷年來國內行政院衛生署所統計報告的十大死亡原因 

中，更可以發現冠狀動脈心臟病所引發的死亡率已在近幾年爬升到

前幾位，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危險因子及診斷方法

加以了解，以期減少冠狀動脈心臟病的發生率及死亡率。在冠狀動

脈心臟病的診斷方法中，除了臨床病史為最重要的診斷依據以外，

冠狀動脈血管攝影（又稱心導管攝影）是確定診斷的標準檢查，然

而這項檢查畢竟是侵入性的檢查，因此在做此項檢查前，最好能先

以非侵入性的檢查加以篩選，這些非侵入性的檢查包括有靜態或運

動心電圖、超音波、以及核醫的心肌灌注掃描。  

核醫心肌灌注掃描是目前核醫心臟學中發展最迅速的一項檢

查，其成像原理乃建立在「追跡觀念」上，先將極微量的放射性核

種標記藥物經由靜脈注入人體內，此藥物隨著冠狀血流循環至心

臟，再由心肌攝取藥物，此時以加馬照相機（gamma camera）進

行照影，即可得到心肌的灌注掃描影像。

運動鎝-99m Sestamibi 心肌灌注掃描的做法是讓受檢病人在

跑步機上運動到極限、出現症狀或心電圖出現異常時，經由靜脈注

射 10 至 20 毫居里（mCi）的鎝-99m Sestamibi後，再請受檢者繼

續運動約30至60秒，來幫助鎝-99m Sestamibi迅速進入心肌細胞，

然後在約1至2小時後進行照影，此稱為壓力相。第一次注射鎝-99m 

Sestamibi後3小時會再注射第二劑較高劑量（25-50 mC）的鎝-99m 

Sestamibi，同樣需食用高脂肪食物並等候約1至2小時進行休息的心

肌掃描，稱為休息相。因為鎝-99m Sestamibi核子造影劑會循著冠

狀動脈血流灌注進入正常心肌內，因此，當心肌因為冠狀血管的狹

窄或是完全阻塞時，經由靜脈注入的鎝-99m Sestamibi將無法順利

抵達病灶區，於是在照影之後，病灶區便會呈現出缺損的影像（又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許瑋晏專員
護理之家 /林曉鈺社工師

謎活動，好不熱鬧。

透過活動中住民們彼此的分享，懷舊起兒時提著「古仔燈」

鬧元宵的活動，大家都笑得合不攏嘴，一邊製作著「金豬」造型燈

籠，一邊憶著過往趣事，在歡樂的午後，歡笑聲陪伴著每一位住民

渡過元宵佳節。

中榮嘉義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核子醫學 鎝 -99m Sestamibi 心肌灌注掃描
放射科 /陳瑜豪醫事放射師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附設日間型機構（日光園地）裡販售的茶葉

蛋，你曾耳聞過嗎?大約在民國98年時前負責人為了讓日光園地的學

員有更多工作訓練的機會，開發了一款商品那就是茶葉蛋。

我們的茶葉蛋歷經多次更換滷包配方來作烹調，直到茶葉蛋的

風味日漸成形至今廣受好評，也是經過很漫長時間的研發與努力。

從挑選材料、配方，到成為茶葉蛋，有很多繁瑣的工序，首先要選

擇一家品質良好的蛋商，於是前負責人嚴選產地直送的蛋，從送達

日光園地到烹煮成茶葉蛋，期間大約四天，販售期兩天，因此日光

園地的茶葉蛋新鮮可期。蛋送來之後，首先要撿蛋，挑選合適的大

小、外觀完好的蛋，然後洗蛋、下鍋烹煮茶葉蛋的過程中，還需要

兩三次的翻蛋，才能使每顆茶葉蛋入味，倘若過程中有爆蛋，則需

淘汰為NG蛋，否則會影響整鍋茶葉蛋的風味，最後才是顧客吃到的

日光園地美味茶葉蛋。

大部分的人都吃過茶葉蛋，但是在百家爭鳴的眾多茶葉蛋之

中，你可曾比較過，哪家的茶葉蛋是最好吃的呢?去年底日光園地的

現任負責人為了瞭解日光園地賣的茶葉蛋是否符合大眾口味，特地

請人員去買了五家的茶葉蛋，邀請3位不同部門的工作人員、本機構

的3位工作人員以及3位學員，共9位進行盲測，因此測試的結果可說

是具有相當的客觀性；盲測的產品除了日光園地的茶葉蛋之外，還

包括各大超商以及鄰近商家賣的茶葉蛋，價格有一家售價為15元、

有四家是10元。盲測時，受測者需從1~5號茶葉蛋的色、香、味、外

觀及口感來進行評分，盲測當天，除了1~5號茶葉蛋之外還讓每位受

測者在吃完茶葉蛋之後可立即漱口，然後再進行下一家茶葉蛋的測

試，盲測數據經統計後，日光園地的茶葉蛋在10元茶葉蛋中測試的

結果是第一名。經由這次活動的驗証，我們更確信日光小舖的茶葉

蛋有一定品質！

日光小舖的茶葉蛋是由中藥包、茶葉加上香菇，熬煮四小時而

成，經過多年的工作訓練，烹調組成員每個人都盡心盡力，煮出來

的茶葉蛋簡直可說是萬中選一，滋味絕妙。歷經年前至今蛋價的波

動，日光園地的茶葉蛋仍然挺住10元的售價，希望能將可口的平價

美食繼續跟更多人分享，也藉此呈現烹調組學員們的復健成果，如

果您曾品嘗過我們的茶葉蛋、謝謝您的支持，若您尚未品嘗過有機

會一定要試試喔!未來我們還是會繼續用心的烹煮每一顆茶葉蛋，並

更積極的邁向復元之路。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附設日間型機構
（日光園地）－巷弄中的平價美食

香香學員

▲齊聚一堂，製作燈籠慶元宵 ▲爺爺完成燈籠後開心與作品留影

稱冷區）。至於需要再照影一次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鑑定在“壓

力相 ”和“休息相”，兩者之間心肌血流的再分佈狀況，以了解心

肌灌注缺損區究竟是由缺血、或是梗塞壞死所造成。

鎝-99m Sestamibi心肌灌注掃描檢查的優點是：（一）可以得

到生理性的資料，研究心臟的功能狀況；（二）屬於一種非侵入性

的檢查，也就是對於人體不會造成傷害，而且可以重覆檢查，因此

適合做為發病前後的篩選或追蹤檢查；（三）受檢者所接受的輻射

劑量甚小，對於身體幾乎沒有什麼影響。然而做運動心肌灌注掃描

時，要特別注意的是病患的運動量一定要足夠，最好能達到最高預

測心跳數的85％以上；因為運動量不夠，便無法區分正常和不正常

冠狀血流量，而使本試驗的敏感度降低。病患如果無法達到此運動

標準，必須停用引起心跳緩慢的藥物或改用藥物介入法，即靜脈注

射Dipyridamole、Adenosine或 Dobutamine等影響冠狀動脈血流及

心肌需氧量的藥物。為了精確地觀察鎝-99m Sestamibi，在“壓力

相 ”和“休息相”，兩者之間心肌血流的再分佈狀況，我們可藉助

於電腦的分析。更可利用單光子電腦斷層造影術（SPECT）來做心

肌橫切面和縱切面的分析，而達到三度空間的整體診斷。

下圖為鎝 -99m Sestamibi 心肌灌注掃描判讀影像：

箭頭標示處可見呈現心肌缺損狀態

因應臺灣邁入高齡社會，為提供長者更適合的學習環境，臺中

榮總嘉義暨灣橋分院為銀髮族開辦樂齡學習班行之有年，廣受學員

們熱烈迴響。於3月8日上午舉辦「108學年度樂齡長者開學典禮」，

該院副院長黃敏偉邀請嘉義市議會秘書吳秉芳、嘉義市社會處副處

長曾建福及精忠新城主任委員韋興元等來賓，與樂齡長輩及社區民

眾一同參與，活動氣氛熱烈。

該院今年持續安排長輩多元化課程，提供機會讓樂齡銀髮族

能走出家門參加活動，避免樂齡長者快速走向失能，豐富長者生活

是活躍老化的核心概念，達到本院深根社區，進而推動社區健康促

進、健康老化之目標，並秉持照顧榮民（眷）、促進社區民眾健康

為宗旨，當天長官、貴賓們紛紛到場給予鼓勵及祝福，社區居民也

充滿歡樂與期待，透過便利多元的學習據點，讓長輩活得越來越精

彩，並鼓勵長者於學習後，能貢獻心力服務社會。

副院長黃敏偉指出，中榮嘉義分院已在經國新城、精忠新城

等地區設立「日照關懷」據點，藉由此次活動，讓長者了解透過安

全、有趣、有效地一系列保健與健康促進活動，幫助長者們在身心

靈方面更健康，更有活力參與社會，提升其生活品質，為長者量身

打造，將帶領學員邁向燦爛的老年生活，享受「活到老、學到老」

的學習樂趣。

活動花絮照：

▲全體人員大合照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歡迎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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