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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鐘1人罹癌 朋友相揪來健康 四人同行專車接送

早鳥有 嘉榮鼓勵市民免費「三合一」篩檢保健康 

政府近年來為了民眾健康，積極鼓勵民眾定期做預防癌症篩

檢保健康。國健署109年6月公佈國人最新十大癌症，腸癌連續12

年居冠，平均每4分42秒即有1人罹癌，增加最多的癌症為女性乳

癌及大腸癌。而從實務來看，因國人開始有定期癌症篩檢的健康

習慣,雖女性乳癌及大腸癌增加，但以0期及1期發現者居多，且

癌症死亡率連七年下降，顯見早期篩檢、早期治療很重要。

疫情趨緩，嘉榮鼓勵親友相揪來健康，並針對居住嘉義市民

推出「四人同行健康專車接送」專案，凡設籍嘉義市的民眾，自

6月16日起凡符合市民整合性篩檢條件者，只要空腹8小時，可以

選擇上午或下午至醫院檢查，醫院提供快速、整合、便捷服務，

讓民眾一起完成四癌篩檢、成人健檢及市民篩檢「三合一」免費

健康篩檢。

60歲的林姓婦人未曾做過癌症篩檢，108年在嘉榮社區護理

師鼓勵下，做了大腸癌糞便篩檢，大便潛血檢查呈現陽性，經醫

院通知進一步做大腸鏡檢查，發現大腸有瘜肉，故於檢查當下即

切除，事後經病理檢驗瘜肉有癌前病變的現象。醫生說所幸林女

士及早發現並立即處理，否則未來瘜肉有可能變成大腸癌。林姓

婦人深感慶幸，還好有做健康篩檢，至此林姓婦人成為健康篩檢

的最佳代言人，開始鼓勵家人及親朋好友，一定要定期接受健康

篩檢。嘉榮為服務民眾，特別於一樓大廳設立單一窗口快速便捷

服務櫃檯，提供「防癌資訊、隨手可得」的服務，讓民眾無論要

做癌症篩檢、整合性篩檢等，或諮詢相關訊息，都可以快速獲得

協助。

嘉榮家醫科陳怡成主任表示，目前醫院承接嘉義市政府衛

生局整合性健康篩檢服務，今(109)年篩檢服務期間為6月16日起

至10月30日止，服務對象為設籍嘉義市年滿40歲以上市民，民國

69年（含）以前出生者，整合性健康篩檢服務內容包含成人檢康

檢查、胸部X光、總膽固醇、三酸甘油脂、高低密度脂蛋白膽固

醇、慢性腎臟病篩檢、血液常規(8項)、四項癌症篩檢(乳癌、子

宮頸癌、口腔癌與大腸癌)等項目；另今(109)年嘉義市政府新規

定30至39歲未曾做過市民篩檢者，亦可參加。為讓整合性健康篩

檢更便民，該院提供院區汽車免費停車3小時服務，也接受嘉義

市東、西區各里別預約，四人以上即提供免費接駁的服務，讓行

動不便的長者至院篩檢更便利。另為鼓勵市民重視自我健康管

理，定期進行癌症篩檢，該院亦貼心準備衛生紙、早餐、咖啡及

環保購物袋贈品各一份，嘉義市衛生局也推出早鳥前4,000名民

眾，即可獲一瓶環保洗碗精的活動，藉由好康活動鼓勵民眾一起

防癌保健康。

嘉榮李世強院長表示該院為癌症篩檢醫院，亦為區域教學醫

院，醫療團隊科別齊全堅強，提供民眾專業、快速及便利健康篩

檢服務，並透過專責個案管理師為民眾進行預防篩檢、診斷治療

及後續追蹤，請嘉義縣市民眾可多加利用。另鼓勵民眾依據國民

健康署提倡的健康生活五原則，「戒菸檳酒」、「均衡飲食」、

「規律運動」、「體重控制」、「定期篩檢」，從預防及篩檢做

起，一同實踐防癌新生活。醫院四人同行健康專車預約暨諮詢專

線：(05)2359630分機3569～3572。

資料日期:2016-07-23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高雄一間醫院的骨科主任林○宏，醫術精湛被稱為「林一
刀」，不過日前卻被檢舉，向藥商索取藥價百分之35的回扣，

近5年不法所得恐怕有數百萬元，檢調人員發動搜索，在他家

中找到現金116萬，還有上百萬的百達翡麗、勞力士等8只名

錶，遭檢方約談後交保候傳，目前已經暫停主任的行政職務。

這名林姓名醫，在高雄一間醫院擔任骨科主任，擅長開

膝關節微創置換手術，因為是主任，有採購藥品和材料的提案

權，可以主導採購相關業務，遭檢舉涉嫌利用職務之便，向某

大藥廠收回扣，五年不法獲利恐怕已經有數百萬，檢調人員進

屋搜索後，在他家中搜出8只名表，其中包括兩百多萬的百達

翡麗，以及勞力士，甚至直接搜出116萬元的現金。

市調處連科長表示，「他說他本來每個月都有30幾萬的收

入，所以買了這些名車名錶，或是家裡有這些現金，都是很正

常的。」不過卻被搜到一款獨家代理的老年人關節退化的處方

用藥，每劑1099元，涉嫌收回扣，每劑可收100元，後來更食

髓知味，直接要求收取藥價百分之35當回扣，檢方偵訊後，依

貪汙罪將林○宏收押。

但法院認為無羈押必要，裁定100萬交保候傳，連科長也

提到，「檢舉人講到，他有慣性收賄的狀況，有採購的權限，

所以廠商都會去找他談。」消息曝光，衛生局表示，已經暫停

林○宏的主任行政職務，看診跟開刀則還是維持正常，但這回

他因為涉嫌收回扣被檢舉，形象大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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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歡迎賜稿
文章經採用刊登，將同時刊於本院電子報，聯絡 電

話來稿請附真實姓名、聯絡 電話，文長800字以內為
宜，400字短稿尤其歡迎，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
註明；請自留底稿，不退稿；若不用，恕不另行通知，
歡迎各病友會單位、患者、實習生以及院內同仁投稿，
投稿方式 E-mail：falld207@vghtc.gov.tw

骨科名醫涉收回扣數百萬！家裡搜出百達翡麗、現金11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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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7月份捐款芳名錄
郭○子 一般捐款 2,000
善心人士 一般捐款 2,000
黃○君 一般捐款 400
胡○貞 一般捐款 400
朱○凡 一般捐款 1,200
陳○圓 一般捐款 2,000
張○宏 一般捐款 600
莊○美 一般捐款 50,000
鄭○光 一般捐款 5,000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6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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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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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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在神經外科門診中，常有飽受坐骨神經痛
的病人前來探訪，這些患者大多對外科治療並
不了解且會擔憂接受外科治療，然而隨著時代變
遷，手術方面有相當多的治療方式可供選擇？以
下提供詳盡說明讓您及家人了解，當你飽受坐骨
神經痛困擾時，該如何做出最適合的醫療決策。

適用對象/使用時機

經醫師評估確診為腰椎間盤突出患者，經

藥物和復健治療仍有症狀之病人。

疾病介紹

椎間盤是連接兩椎體之間的盤狀纖維軟骨

結構，由周圍的纖維環及中央的髓核組成。當

脊柱因不斷的重複受力，如彎腰搬運重物、長時

間彎腰、瞬間的受力過重、車禍外傷等原因而磨

損，纖維環會逐漸出現裂隙， 髓核便會經纖維

環的裂隙而向外突出形成椎間盤突出，進而壓擠

到坐骨神經，造成腰痛、腿麻、下肢疼痛、甚至

不良於行的症狀。

病理檢驗科/陳春雅醫事檢驗師

神經外科/唐健綸醫師

復健科/胡詩珮物理治療師
腰椎滑脫，什麼運動都不能做了嗎？ 『海洋弧菌』：海洋中隱藏的致命危機

椎間盤突出一定要開刀嗎？

「高屏沿海鰻苗大爆發，漁民一夜撈百萬」，這幾個月台灣
沿海地區鰻魚苗罕見大爆發，傳出有漁民一夜撈回價值百萬的鰻
苗，每晚都忙著出海撈金，然而每年11月至隔年2月是國內鰻苗
季，殊不知在海水中隱藏著致命的危機-海洋弧菌。

海洋弧菌（學名：Vibrio vulnificus），也稱為創傷弧
菌，是生存在熱帶或是亞熱帶海域中的細菌，需要較高鹽分才可
生長的一種革蘭氏陰性的嗜鹽性弧菌，具有多形性、可動性、成
彎曲狀和桿狀，普遍存在於海水及含鹽的水中，對酸性敏感，酸
鹼值低於六以下就較難生長。

感染海洋弧菌的途徑通常有兩種，第一種是傷口感染，患者
可能去海邊或從事海產相關之職業，海洋弧菌從傷口處入侵而
感染，潛伏期約為12小時，感染處會出現水泡和皮膚紅腫、潰
爛；第二種則是經由食物感染，食用未完全煮熟之海產，例如生
蠔、蝦、蟹、蚌類等海類及生魚片而引發感染，潛伏期大約是
12小時~4天，就會出現噁心、嘔吐、腹痛、腹瀉等典型症狀。

診斷方式可採血液培養、傷口培養或大便培養來證實；實驗
室於收件後進行各項檢驗，依檢體性質選擇適當之分離培養基接
種，如BAP/EMB、Chocolate agar、TCBS agar等；血瓶檢體於
收件當日，將血瓶置於血瓶培養箱培養並觀測其生長與否，需觀
察7天，此期間偵測菌量生長即取樣接種於分離培養基培養與觀
察48小時以上；菌株在TCBS培養基上為綠色中等大小呈平滑狀
之菌落，在BAP培養基上為棕褐色平滑乳脂狀菌落，並具有β-
溶血特性，其oxidas試驗呈陽性並且使用Vitek(bioMerieux, 
France)與Phoenix(BD)自動生化鑑定儀確認其檢驗結果。

然而，並不是有傷口的人碰到海水都會引起皮膚的海洋弧菌感
染，唯有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則需要特別注意：

•酒精性肝硬化

•慢性肝炎。

•慢性疾病患者，如糖尿病、慢性腎衰竭等族群。

大部分的人感染到海洋弧菌症狀都很輕微，然而在這些高危
險群的病人身上，因免疫力較差細菌的擴散速度會比較快，當傷
口接觸到海水卻沒有馬上處理，容易引發海洋弧菌的嚴重感染。
病患通常在感染初期，多只是以局部的傷口水泡或皮膚淺層潰瘍
來表現，接著是傷口的快速紅腫、潰爛，甚至引發壞死性筋膜
炎，更嚴重時會引發敗血症甚至嚴重性休克，平均死亡率高達約
55~57%。

預防永遠勝於治療，要避免海洋弧菌感染最好的方法就是少
吃生冷的海產類食物，儘量要充分煮熟再食用。此外，有慢性病
的患者，如果身體四肢有傷口時，更需要避免不必要的海水或甲
殼類海產的接觸，到海邊一定要做好相關的保護措施。萬一不幸
已經引發感染，應該要儘速就醫，若在短時間內未見成效，就需
進行徹底的傷口清創手術，甚至是截肢以保命，以免造成無法彌
補的遺憾。

1.阮仲垠、阮仲洲、魏東界、李阿買、陳定堯。海洋弧菌感染
導致敗血症及下肢皮膚壞死－病例報告。

台灣醫誌 1987；86：448-51。

55歲的阿嬌是一位國中老師，在學校裡一整天常常不是

久站就是久坐，但她很早就知道運動對身體的諸多好處，從

年輕時就善用下班時間，養成了許多運動習慣喜歡：慢跑、

打網球等等，最近因為剛退休時間比較多，還多了爬山這個

嗜好。

阿嬌因此把身材維持得勻稱良好，也沒有任何慢性病纏

身，但近兩年卻有個問題困擾著她：每次只要運動完，腰部

就會很痠痛，有時候還會延伸痠到右邊屁股大腿。這種狀況

在最近三個月越來越嚴重，甚至沒有運動，只是稍微站久一

點、做一點點家事，腰和屁股大腿就痠痛得要命；到晚上睡

覺的時候更是折磨，根本沒辦法平躺入睡，側躺只要稍微一

翻身就痛醒，阿嬌因此生活品質大受影響．

經過復健科醫師詳細的問診，配合Ｘ光檢查的結果，

阿嬌被診斷為第四、五節腰椎滑脫．這是一種脊椎因不當外

力（跌倒、車禍、運動傷害）、長期姿勢不良（駝背、凸

肚）、或長期關節過度負荷/退化（搬重物、經常性背部過

度伸展），導致脊椎鬆脫向前滑動，壓迫到腰椎神經根，而

引起的一系列腰、臀、腿痠痛麻現象。

還好醫師說阿嬌的情況不算太嚴重，滑脫等級在第1-2

級內，可以用復健治療來處理就好，還不到需要開刀的程度

（第3-4級），復健科醫師給她執行一些針劑治療、藥物治

療、物理治療，讓阿嬌的病況慢慢有了改善，但她對於未來

的運動內容仍有一些疑問和擔憂，很怕一運動就病況復發，

不運動又讓身體老化得更快，她該怎麼辦？

避免脊椎特定動作
症狀剛開始的前2-4週，若因工作或生活勞務，無法減

少腰椎活動量與負擔，可在需要彎腰、搬重物、久站、久走

等時機，使用護腰來限制腰椎過度活動及減少負荷．但應注

意避免連續穿戴時間過長，最好2小時拆下來休息至少30分

鐘，以防肌肉過度依賴無力、阻

礙血液循環。

日常生活及後續運動模式，

應避免腰椎過度後仰動作（如右

圖），此類動作容易因施力不當

造成小面關節壓力，讓脊椎滑脫

進一步惡化，例如抱小孩、瑜伽

的眼鏡蛇式、駱駝式、網球上手

發球、羽球後仰殺球、健身的超

人式、舞蹈動作等，對腰椎滑脫

患者皆為危險動作。

此外，坐/站姿下過度的腰

前彎動作，在前期也須盡可能小

心避免．身體只要是直立狀態，

腰椎就承受了上半身重量，彎腰

時腰椎負重受力會倍增，有機會

造成脊椎繼續向前滑脫惡化．例

如連續長時間彎腰做家事、搬重物、背小孩、坐/站姿體前

彎伸展、健身房的硬舉、壺鈴擺盪、負重爬山等活動，初期

都是建議能免則免，不能免則需預作防護、並加強執行後續

治療性復健與運動，減少對脊椎的傷害。訓練「人體天然護

腰」--腹橫肌等深層核心肌群，可幫助穩定脊椎排列，減少

脊椎關節負擔，還有機會改善體態、消除小腹贅肉！

考慮更改運動項目
治療初期(痠痛麻症狀仍明顯的2-3個月內)，因腰椎關

節穩定性不佳，建議暫停各項激烈運動，避免滑脫加劇。若

想維持運動習慣，建議以輕度有氧運動為主，例如室內騎乘

固定式腳踏車、游泳的仰式/自由式、太極拳等，此類脊椎

動作幅度小、較少脊椎震盪的運動都是對滑脫較安全的選

擇。

慢跑、籃球、棒壘球、重訓、球拍類運動、瑜伽、游泳

的蛙式/蝶式等，這些會造成脊椎衝擊力與扭力的運動，就

不適合有症狀的滑脫患者。即使未來沒有痠痛麻了，做這類

運動仍舊要謹慎小心，最好還是考慮更換運動項目，若不想

更換，至少應降低運動強度，且在治療師指導下執行下列建

議的保養運動和核心訓練，預防脊椎再度受傷。

常做脊椎保養運動（平躺抱膝伸展）

●執行此運動前，務必徵詢醫師

意見及物理治療師指導

平躺，配合呼吸，吐氣時慢慢

抱膝靠近身體

每一次停留1 - 2秒，一腳做

5-10次

先做沒症狀的腳，再做會痠痛

麻那邊的腳

最後再做雙腳抱膝5-10次

●若伸展期間，痠痛麻變得更明

顯，應立即停止此運動

鍛鍊深層核心肌肉，提升腰椎穩定度

下面提供兩個簡易的鍛鍊方法，鍛鍊前務必先諮詢醫療

專業意見，不要自己太早做進階訓練，沒經過專業指導、不

懂訣竅反而容易做錯受傷喔。

●拿椅子讓大腿垂直地面、

 膝蓋呈直角
●一手放肚子、一手放腰後
●吐氣時將小腿慢慢抬起、

 吸氣時輕輕放回
●雙手感覺腰腹不晃動、
●大腿不移動雙腳交替各
●5-10次

●雙腳打開比肩膀略寬，

 腳掌踏實踩穩
●吐氣時將屁股慢慢抬起、

 吸氣時輕輕放回
●腰部不能離開床面、

 膝蓋全程不能晃動
●重複10次

～以上衛教資訊僅供參考使用，無法取代醫師診斷與相關建

議，每人病況不同，請多諮詢復健科醫師與物理治療師，

才能得到完整適宜的個別化復健計劃～

椎間支架 內視鏡手術

不介意全身麻醉後會有的短暫不適 病人本身內科疾病多，不適合或不想全身麻醉

椎突第一至第五骨骼發育健全 腰椎第五節至薦椎第一節的椎間盤突出

正常體態之患者 嚴重骨鬆 或 過度肥胖

嚴重椎管內狹窄及側隱窩狹窄 椎間孔外椎間盤突出

住院天數同傳統椎板切除手術 傷口疼痛度小，住院天數短，可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步驟二、治療方式需要在意的因素有什麼?

內視鏡手術 椎間支架 傳統椎板切除

優點：傷口小、恢復快
缺點：自費（三天住院額度約10萬）
      、症狀復發

優點：能有效增加椎管空間和椎間孔
      高度、減緩椎間盤退化速度
缺點：自費（一節約10萬）、症狀復發

優點：可做最大範圍的神經減壓
缺點：減壓範圍過大可能會有脊椎不穩定
      的問題、症狀復發

治療方式：步驟一、是否能負擔自費項目？有經濟問題困擾嗎？

有先經過藥物或者是復健治療嗎？ Yes or No 

考慮開刀，但擔心手術風險？ Yes or No 

自費的一定比較好？為什健保不給付？ Yes or No 

開了就一定會好？不用任何術後腰椎的保養？ Yes or No 

有報章雜誌說有腰椎雷射手術？本院沒有嗎？ Yes or No

步驟四、你現在確認好治療方式了嗎？

～如有相關醫療問題，請洽詢神經外科門診，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關心您的健康～ 

步驟三、您對治療方式的認知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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