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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糖尿病…以後一定要洗腎嗎？

台灣有「洗腎王國」之稱，洗腎人口的比例是世界第一，全台接受透析治療的人數也在2019

年超過9萬人大關。造成腎臟衰竭、讓病人需要長期接受透析治療的原因有很多種，其中最常見

的原因就是糖尿病，大約有半數病人的腎臟病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積極控制血糖是治療糖尿病非常重要的一環，然而糖尿病對我們身體的影響遠遠不只是高血

糖而已；當身體長期暴露在高血糖的環境之中，體內大大小小的血管都可能會出問題，進而造成

各種併發症，包括腦血管 (腦中風)、心血管 (心肌梗塞、心臟病)、周邊血管 (周邊動脈阻塞疾

病)；若是較小的血管受到影響可能會造成周邊神經病變、視網膜病變以及腎臟病變。目前認為

高血糖和衍生的糖化終產物，會刺激腎臟產生一連串的發炎反應，而造成腎臟纖維化，導致糖尿病腎病變。

根據過去的統計資料，約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糖尿病病人會併發腎臟病變。是否會併發糖尿病腎病變與罹患糖尿

病的時間也有密切關係：在幼年早發的第一型糖尿病，罹病後大約五年後會開始出現微量白蛋白尿，11-23年後出現顯著

蛋白尿，13-25年後腎功能指數開始惡化，到了18-30年後進展到末期腎臟病，開始接受透析治療；至於多數病人患有的第

二型糖尿病，雖然腎病變的發生與罹病時間的相關性不如第一型糖尿病那麼強烈，但是在確定診斷之前可能早就已經有糖

尿病只是沒有被發現。若能早期發現並適當治療，可使糖尿病併發腎臟病的機會減至最低。

腎臟是沉默的器官，慢性腎臟病的病人在初期往往不會覺得有明顯的症狀，因此在早期不容易被發現，也因為沒有

不舒服而容易輕視它的嚴重性。為了及早發現腎病變，糖尿病的病人應該要定時回門診追蹤，並且定期接受抽血以及尿液

檢查，才能夠在腎病變的初期就開始接受適當的治療。隨著腎臟病變得更嚴重，可能會出現「泡、水、高、貧、倦」等症

狀，分別代表泡沫尿、水腫、高血壓、貧血和倦怠。這些都是慢性腎臟病的病人常見的臨床徵兆，當身體出現這些警訊

時，更是應該及早就醫，以免延誤治療。

糖尿病患者是慢性腎臟病的高危險族群，即使如此仍然可以藉由下列方式，預防腎病變的發生或減緩其惡化的速度。

(1).生活調適

「三少」：少鹽、少油、少糖。

「三多」：多纖維、多蔬果、多喝水。

「四不」：不抽菸、不憋尿、不熬夜、不亂吃來路不明的藥。

「一沒有」：沒有鮪魚肚 (運動、減肥)。

(2).定期回診、定期接受檢查：

回診不只是拿藥，同時也要定期接受抽血和驗尿檢查。

(3).血糖控制：希望將糖化血色素（HbA1c）控制在7％以下，空腹血糖最好

低於126 mg/dL。

(4).血壓控制：建議將血壓控制在130/80 mmHg以下。

(5).控制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最好低於100 mg/dL。

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雖然不太會有立即的危險，但是它沒有辦法根

治、需要長期服用藥物等特性，還是會讓許多患者感到沮喪；甚至有些人會

覺得吃藥那麼麻煩又吃不好，反正也沒有不舒服那乾脆就都不吃藥了。吃藥

雖然沒辦法「治癒」糖尿病和高血壓，但是可以減少未來發生腦中風、心肌

梗塞、腎臟衰竭等嚴重併發症的風險。呼籲糖尿病以及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和

醫療團隊一起面對疾病：定時服藥、定期回診、定期檢驗；透過這些努力才

能夠確保有更健康、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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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有「上帝之手」美譽的台大醫院前外科部教授兼整形
外科主任湯○碧，於99年間收受賄賂，護航業者採購案，還
持假發票向基金會詐財，不法獲利94萬餘元，新北地院依違
反貪污治罪條例，判刑12年，另又犯商業會計法，判1年徒
刑，此部分得易科罰金，褫奪公權5年，可上訴。

業者郭○東犯交付賄賂及不正利益罪，判刑5月，另一名
業者賴○錦判刑4月，均褫奪公權1年。

曾任連勝文槍擊案醫療小組召集人

湯○碧是國內整形界大老，曾擔任連○文槍擊案醫療小
組召集人，由於連○文頭部中彈，術後臉上卻幾乎看不出疤
痕，網友因此封其為「上帝之手」；她遭檢方約談時，即向
台大醫院提出離職，103年間已退休。

全案源起於100年間，檢調偵辦署立醫院採購弊案，追查
發現案外案，查出湯○碧於99年間台大醫院辦理「整形外科
統合式微型骨鑽鋸組」、「微創水刀清創儀」、「多功能血
管雷射」3項採購案時，與醫療器材代理商創世達、淩宇等公
司負責人郭○東、賴○錦勾結。

湯○碧因與郭○東的父親為舊識，只要湯需要訂購花籃

等日常生活事項，郭○東都會事先墊付相關款項，湯因此指
示下屬，以差別待遇，或將標案採限制標，並洩漏相關標案
訊息等方式，讓郭、賴推薦的公司搶得上述3項合計620萬元
的採購案。

湯否認指示助理護航業者 更否認收賄

事後，郭男交付41萬8千元賄款，另賴99年度還替湯代墊
訂購花籃及虛開發票營業稅17萬3千餘元，總計收受行賄與不
正利益共59萬1千元。

不僅如此，99年間，湯○碧因繳稅或用款需求，竟要求
郭、賴開立假發票，以跟廠商購買醫療耗材等名義，向基金
會請款，前後詐得35萬3千4百元。

法院審理時，湯○碧否認指示助理護航業者，更否認
收賄，且發票都是真的；不過，因有助理等證人證詞，合議
庭認定湯確實護航並收賄，斥責她社會地位高，本應奉公守
法，廉潔自持，卻罔顧法紀，除有損官箴外，也破壞公務正
常運作及執行公正性，損及國家法益，應予非難。

本院政風室檢舉信箱vhspchia-i@mail3.vac.gov.tw

檢舉電話:05-2358857

「上帝之手」涉貪拿錢　 整形名醫湯○碧判刑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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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傳 一般捐款 400

楊○媛 一般捐款 160

潘○珠 一般捐款 35

賴○貞 一般捐款 220

吳○仁 一般捐款 480

王○蘭 一般捐款 300

周○瑩 一般捐款 130

曾○慧 一般捐款 100

何○琼 一般捐款 50

李○文 一般捐款 100

蔡○華 一般捐款 50

張○微 一般捐款 35

吳○萍 一般捐款 50

嚴○華 一般捐款 50

陳○容 一般捐款 100

侯○滿 一般捐款 170

鄭○謀 一般捐款 500

葉○鄉 一般捐款 900

善心人士 一般捐款 500

張○宏 一般捐款 300

黃○君 一般捐款 200

胡○貞 一般捐款 200

朱○凡 一般捐款 600

陳○圓 一般捐款 1,000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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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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部/江文忍護理長

小芬，今年49歲，過去病史：思覺失調。於幼稚園時發病，在學校出現情緒欠穩，激躁不安，哭泣，破壞東

西，於高中時輟學在家，不順其意就大哭大叫，不讓家人離開視線範圍，曾多家醫院及本院住院治療。於107年6

月14日自本院慢性病房出院後，因服藥順從性差、常要求家人為自己開畫展、易與家人口角衝突、自己是適婚年

齡要結婚了，未滿足時情緒起伏大，大聲謾罵，夜眠差情形，且頻表示有魔鬼的東西在干擾，家人無法照顧故到

院求診，經主治醫師評估後收入院治療。個案入病室時外觀衣著尚整，表情淡漠，言語尚切題，注意力欠集中，

情緒略顯焦慮，可被動配合入院護理。

住院期間易情緒不穩定、大吼大叫及悲傷哭泣等行為，經由團隊評估及照護，發現個案的生理、心理、社

會及靈性等健康問題後，運用藝術治療於個案的照護過程，每次繪畫過程中，藉由陪伴、鼓勵、關懷及分析，以

了解個案內心的感受，引導問題解決及教導因應方式，面對所罹患的疾病症狀及問題。強化其優勢及喜好，以緩

解臨床之症狀。「藝術治療」是一種結合創造性藝術表達和心理治療的助人專業。提供一個安全而完善的空間，

與案主建立互信的治療關係，案主在治療關係中，透過藝術媒材，從事視覺心象的創造性藝術表達，藉此心象表

達，反映與統整個人的發展、能力、人格、興趣、意念、潛意識與內心的情感狀態。在治療關係中的表達經驗和 

作品呈現出來的回饋，具有發展(成長）、預防、診斷和治療功能。個人情感、問題、潛能與潛意識在治療關係

中被發掘與體悟，進而得以在治療關係中加以解決與處理，幫助個案達致自我瞭解、調和情緒、改善社會技能、

提昇行為管理和問題解決的能力，促進自我轉變與成長、人格統整及潛能發展。

此次個案已住院約1.5年，我們一起收集她的繪畫創作，因小芬最近有表示：「她有一個夢想，就是開畫

展，要和別人一起分享繪畫的作品及快樂。」團隊得知她的夢想之後，立即協助整理作品、裱框、裝飾及吊掛完

成。佈置完成後，邀請工作人員及病友來參訪其繪畫作品，大家皆給予極高的評價、跟小芬說：「小芬，妳好

棒!」、「小芬，妳畫得好漂亮喔!」、「小芬，謝謝妳!我們有畫展可以參觀」。小芬，非常感謝單位團隊，協

助完成她人生的夢想，也打電話給爸爸，提及護理站協助她

開一個畫展，邀請爸爸來參觀。她，臉上掛著滿滿的笑容，

真是開心透了。藉由病友及工作人員給予留言字條的回饋，

持續鼓勵大家多創作及發揮才華。小芬的心情穩定及內心充

滿快樂。

此次，我們共展出10幅彩繪作品，運用藝術治療巧思於

臨床照護中，不但改善病人疾病症狀問題，提升自信心及快

樂，也成立「藝術走廊」，改變原本病房環境的佈置，由單

調無趣的空間，轉化為繽紛及充滿換樂的走廊，病友們有欣

賞藝術的機會及空間。於成本方面：10個畫框是回收再利用

的，我們用最少的成本創造最高的經濟價值，帶給病人們是

滿滿的照護及品質。

社工室/陳宇婷科員

5月12日為國際護師節，今年同時也是護師節200年的

日子，臺中榮總嘉義暨灣橋分院為配合近期新冠肺炎防疫措

施，避免群聚感染，雖取消相關聚集慶祝活動，本院院長李

世強特別護師節前夕於主管會議中，親自公開表揚今年度績

優護理人員，簡單而隆重，感謝護理師在醫療過程中對於病

人的協助，展現了護理工作經驗傳承的價值與感動。

而今年度獲獎最年輕的績優護理師為年僅25歲的護理師

陳冠羽(以下化名小羽)，住入嘉榮5年來的護理生涯只要那

裡有需要，即會看到她的身影，除在醫院中護理崗位可看到

她細心及專業為病人服務的身影外，防疫期間更在高風險的

負壓病房服務，她也不缺席，堅守著當初選擇「護理」工作

是為了助人，而「助人」自然不會分場域的信念，以專業為

患者服務。當其受奬時，許多護理人員看到後輩，為護理工

作付出的專業與熱情大受感動，湧起熱烈的掌聲，給予肯定

與支持。

小羽述及當年之所以從事護理工作，乃是希望有天能

發揮所學，既能照顧家人又能為他人服務。其回憶實習時

期，曾看到一位前輩每天辛苦完成工作後，主動協助患者居

家安寧工服，當時她不理解為何前輩有那麼強烈的動力與心

力，一直付出與服務，直到自己成為護理師，陪伴每位患者

走過生、老、病、死的篇章，小羽才體悟原來這就是「護理

師」，視病如親的同理心，不自覺會主動為患者多付出一

點，期盼其能健康平安的返家。小羽也慶幸自己為一位護

理人員，於爺爺居家安寧時，可以發揮專業，教導親戚們照

顧知能與注意事宜，讓爺爺臨走前獲得更好的照顧與陪伴，

家人們也為家中有位醫護人員深感驕傲；防疫期間小羽在負

壓隔離病房工作，家人雖會擔心，但非常支持小羽堅守護理

崗位，每天電話視訊為小羽加油打氣，小羽也每天鼓勵自己

「再努力一點，快撐過去了!」敬業精神令人動容。

同樣秉「視病如親」的精神，今年榮獲嘉榮資深護理

人員的梁毓敏督導，民國78年進入嘉榮，30多年的護理生

涯，當被問到「遇過最感動的事時」，毓敏督導微笑卻堅定

的表示「每一位患者能康復回家，都是感動」。民國107年

在呼吸照護病房服務的梁督導，看到患者因呼吸器的需要被

侷限在有限的空間活動，若要外出則需動用推氧氣瓶、呼吸

器及輪椅3名人力，以患者需求作為創意的發想，研發「應

用於輪椅知照護器材輔助裝置」，將呼吸器得以裝置於輪椅

底座，並將氧氣吊瓶掛於輪椅旁，僅需1名人力就能陪同患

者外出，讓呼吸照護患者得以暫時離開病房，享受片刻的陽

光、綠植，提升呼吸照護患者的生活品質，此項研發也取得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專利。

適逢今年遇到新冠疫情，專屬護理師的日子不但不能

好好公開慶祝，反而要投入更多時間於護理工作。「堅守崗

位的白衣天使，讓就醫民眾倍感安心，身為醫院一份子，很

想為她(他)們打打氣」，嘉榮志工隊長楊惠媛、副隊長何秀

瓊及幹部們基於這樣的心意，召集該院志工們聚在一起，親

手將橘色打包帶一片一片手工編製象徵「柿」事如意意涵的

小柿子，包蘊著該院志工的感激與祝福，製作成鑰匙圈，特

別於護師節前夕，由隊長及幹部們至嘉灣2院，致贈一線護

理師，獻上最大的祝福與感謝。收到志工手做小禮的護理師

們感動表示，這是一份意義非凡的禮物，讓防疫之路更加堅

定，也為今年護師節添加更多的溫情。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李世強院長表示，遺憾因為

疫情緣故，無法擴大慶祝這屬於護理師的大日子，護理工作

是一項需高度投入心力及時間的工作，尤其此波防疫期間，

更是辛苦，李院長肯定並感謝所有護理師對於民眾健康的守

護與付出。本院白衣天使們也特別在護師節，再次呼籲民眾

「護理護您，我堅守崗位，請您堅守在家」。

護理師真棒!「護理/護您，我願意」YES，I do
嘉榮白衣天使的勇敢與堅韌

督導 梁毓敏受獎 護理人員 陳冠羽受獎

受獎護理師 團體照 大家一起將畫作來裱框

原本的病房環境

藝術走廊：病友共同來欣賞及正向回應

案例分享─
運用藝術治療於一位思覺失調病人的照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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