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從小就體弱多病，自六歲動了腦部手術以來，到現在
這一路的就醫的過程，不知歷經多少醫生，我都無法精確的
數清楚了。

以前幫我治療過的醫生，他們雖然也是盡責的醫生，
但是無法讓我感受到溫暖的感覺，直到來到嘉榮找章醫師診
治，給我的感受完全截然不同，他是一個很棒醫師，不僅學
識淵博，醫術高超還是個待人和藹親切，對病患有耐心有愛

心人又長的帥超級好醫生。

我生病這麼多年，一直無法與同齡女孩一樣可以和同伴
出遊,看電影等享有快樂生活。

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家裏與醫院之間，我覺得我人
生是黑自的，所以心裡無比鬱悶，感到很不快樂，但章醫師
他很關心我及鼓勵我且很有耐心我的跟我聊天，每星期二下
午去給章醫師看診的時間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候，給章醫師看
診快二年的時光，慢慢的改變了我的心情，讓我對人生不那
麼的消極悲觀了，這些都要感謝章醫師這位良醫了。

我的醫生

醫界最大弊案！衛生署署立醫院（現改名為衛生福利部醫
院）爆發聯合採購弊案，包含衛生署醫管會前執行長黃○璋等
人，都遭判刑定讞。其中基隆醫院前院長李○芳也遭判刑12年定
讞，但他另案無罪部分遭撤銷發回。高院更一審26日宣判，再將
李○芳依貪污罪判刑8年、褫奪公權5年，可上訴。

本案於2011年間爆發，當時除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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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的妻舅、台中醫院
前院長邵○寧也涉案。

而檢方查出，黃○璋與被控院長、主任，涉嫌從2007年起
至2010年8月止，利用各署立醫院辦理醫療器材採購案時，事先
將採購標案訊息透露給特定廠商知悉，並由廠商以現金向黃○璋
及院長、科室主任行賄遊說，採購所代理的醫療器材，或事後給
予採購金額1成的回扣與饋贈，總計賄賂多達3千萬元。

案件起訴後，邵○寧與部分醫師改由法院另案審理，邵○

寧因坦承犯罪，並繳回犯罪所得663萬餘元，2016年4月間遭判刑
3年6月、褫奪公權5年定讞。至於黃○璋等人涉案部分，最高法
院今年2月間認定黃○璋收賄250萬元，判刑15年、褫奪公權5年
定讞；另外最高法院也認定李○芳收賄140萬元，判刑12年、褫
奪公權5年定讞。

但李○芳獲得二審判決無罪的部分，遭最高法院撤銷無罪
判決，發回高等法院更審。高院更一審審理後，於26日宣判，更
審法院改認定李○芳收受賄賂100萬元，因此加判有期徒刑8年、
褫奪公權5年，另外貪污所得100萬元也要追繳沒收抵償。此外，
時任新竹醫院放射科主任李○儒，一審遭判刑16年，二審無罪，
這次更審也判決無罪；另外時任新竹醫院心臟科主任醫師溫○
企，一審遭判刑3年8月，二審無罪，更審也獲判無罪。此部分仍
可上訴最高法院。

本院政風室檢舉信箱vhspchia-i@mail3.vac.gov.tw

檢舉電話:05-2358857

醫界最大弊案署醫收賄案 基醫前院長李○芳加判8年

放射科/吳修福醫師

謝安綺 病友

資料日期：108年12月26日
資料來源：ETtoday 新聞雲

來自影像科醫師的肺腑之言--

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影像防疫乎你災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又俗稱為武漢肺炎、新

冠肺炎，主要是從2019年年底以來於湖北省武漢市發現之冠狀病

毒性肺炎病例，從發現到現在為止，已大肆席捲全球，造成數十

萬人感染及數萬人因此死亡。除了對生命健康造成影響外，也連

帶著社會各個層面巨大的衝擊。在台灣，聽到COVID-19總免不

得心還是會揪一下，總覺得這個病毒看不到也摸不透，醫學上它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呢？讓大家來認識一下影像上它長什麼樣

子…

肺炎，常見症狀有發燒、咳嗽、呼吸喘等臨床表現。而談

到武漢肺炎，主要就是由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肺炎，屬於病毒性

肺炎之一。病毒性肺炎顧名思義就是病毒造成的肺炎，流感病

毒、呼吸道融合病毒、鼻病毒、腺病毒等等都是較常見可能會造

成病毒性肺炎的病毒。而病毒性肺炎常常千變萬化，剛開始難以

辨別究竟是哪種病毒造成的，常常需要合併其他臨床症狀以及相

關病史、接觸史、旅遊史等等，才能增加診斷的準確性。當一位

患者可能因發燒、呼吸道症狀前來就醫，除了接受問診、抽血檢

驗外，不可避免地會照張胸部X光片來判別是否有影像上肺炎的

表現以及肺炎的嚴重性。

在武漢肺炎患者的胸部X光片中，可能會出現不規則的肺部

陰影或是浸潤(如圖一、二)，但是在症狀輕微或是疾病早期可能

就無特異性變化。綜合患者的資訊並合併胸部X光片的徵象，可

以讓第一線的醫事人員適時反應，守護大家的健康與安全。

全球各地的醫師們在疫情爆發後，除了胸部X光片外，也整

理出使用無對比劑胸腔電腦斷層來檢查武漢肺炎可能會有那些重

要的影像表現，分別為：

(1)雙側周邊為主的毛玻璃狀病變(Bilateral Ground-Glass Opacity 
of Peripheral Distribution with or without Central Distribution)

(2)肺部支氣管血管增厚(Bronchovascular Thickening)
(3)細小的網狀陰影變化(Fine Reticular Opacity)而出現以下幾種

狀況則相對罕見，分別為：

(1)縱膈腔淋巴結腫大(mediastinal lymadenopathy)
(2)肋膜積水

(3)細小肺部結節

(4)氣胸

(5)肺部腔洞(cavitation)
雖然武漢肺炎在胸腔電腦斷層的表現有其特異性，但仍有

些其他的病毒性肺炎可能以類似的徵象表現。目前為止想要確定

診斷武漢肺炎，透過採檢取得檢體，經聚合酶連鎖反應測試(RT-
PCR)來確認感染於否才是診斷的準則。在一部分的病人中，可

能因病毒量不足或其他因素出現聚合酶連鎖反應測試為陰性，但

在電腦斷層上卻有早期典型的武漢肺炎肺部實質變化的情況。有

了電腦斷層的幫助，或許可以更精確地找出在臨床強烈懷疑可能

是武漢肺炎，但檢驗測試是偽陰性的武漢肺炎病人。

胸腔電腦斷層比起胸部X光片提供了更多細節，但相對地接

受檢查的患者會接受更多的輻射劑量，檢查前後所需的準備(患

者的運送，檢查後的環境清潔及消毒等等…)、可近性等，也遠

比一般胸腔X光來的複雜，需要更進一步的評估使用，以避免醫

療資源的浪費及排擠。

面對此次武漢肺炎疫情，放射科的放射師們站在防疫第一

線用自身的專業拍攝出一張張胸腔X光片或電腦斷層影像，藉由

影像建構出一道道防線，有機會來到放射科檢查時，請不忘向他

們加油打氣一下唷！

參考資料來源：

1.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3.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

Facebook你所不知道的影像醫學

4.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5.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Locations with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locationsconfirmed-
cases.html. Published February 29, 2020. Accessed March 1, 2020.

6.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Situation Report–41.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
novel-coronavirus-2019/situation-reports. Published March 1, 2020. 
Accessed March 1, 2020.

7.Radiopaedia:COVID 19 from Andrew Murphy and Dr Daniel J Bell 
et al.

8.Radiology:-Emerging Coronavirus 2019-nCoV Pneumonia-Chest CT 
Findings in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Infections from 
Wuhan, China: Key Points for the Radiologist-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Chest CT for Typical 
2019-nCoV Pneumonia: Relationship to Negative RT-PCR testing.-
Time Course of Lung Changes On Chest CT During Recovery From 
2019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Pneumonia.

(圖一)右下肺葉不規則狀肺

部浸潤

(圖二)兩側肺葉均有不規則肺部浸潤
影像來自於 https://radiopaedia.org/articles/covid-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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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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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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檢驗科/劉全喜副主任

40歲以上的日本人，每5人中就有一位出現飯後高血糖 

你知道自己的血糖值嗎？所謂飯後高血糖，指的是用餐後血糖值升得過高，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才能回到正常

範圍。尤其在空腹時血糖值都很正常，但是飯後血糖卻處於飆高的狀態，這種現象叫做「隱性飯後高血糖」。

我們來比較一下正常人的血糖圖表。飯後高血糖的人，平常血糖值都沒有問題，所以起始位置大致相同。但是

吃完飯後，血糖值上升到140mg/dL，這種狀態若置之不理，因動脈硬化等引發致死性併發症或阿茲海默症的可能性

將會增大。 

什麼是飯後高血糖？
飯後的血糖值升到140mg/dL以上，叫做「飯後高血糖」。

出現這種症狀時，胰島素的效用會變差，胰島素分泌量也容易

降低。 有飯後高血糖症狀的人，即使平時的血糖值與一般人無

異，但血糖值會比一般人容易暴衝，快速上升，又快速下降。

定期健康檢查也無法發現飯後高血糖的陷阱 
定期健檢的血液檢查，除非已經是糖尿病患者等，否則大多

數人都會被告知「沒有問題」。即使看了檢查報告，也找不出異

常。 

在做例行性定期健檢的血液檢查前，通常會被叮嚀「前一天

晚上八點之後不要進食」，以便測量空腹狀態下的數值。由此得

知空腹時血糖值和糖化血色素（HbA1c），並且透過這個健檢判

定是否罹患糖尿病。 但這個數值是空腹時的血糖值，無法得知

飯後血糖如何變動。為了找出「隱性飯後高血糖」，我們需要飯

前與飯後的血糖值。然而，任何一家醫院的健檢通常都找不到這

樣的數值。 

所以幾乎所有人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繼續維持著會造成飯

後高血糖的用餐方式。由於在平時的定期健檢中無法查知，使得

「飯後高血糖」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正常型含括的「隱性飯後高血糖」 
一個飯後血糖值高的「隱性飯後高血糖」者，即使現在沒有

罹患糖尿病，如果生活習慣再不做些調整，很可能就會發展成糖

尿病。空腹時血糖值即使未達110 mg/dL，也會因飯後的血糖值

而成為糖尿病潛在患者。

有「飯後高血糖」症狀，會讓失智症、心肌梗塞風險升高！ 
糖尿病本身並不是一種會令病人感到疼痛或痛苦的疾病，

所以，如果在未察覺的狀況下，沒有能夠好好處理，便會提

高引發動脈硬化等致命併發症的危險性，也會出現失明、腎

衰竭、壞疽等三大併發症，或者是心肌梗塞、腦中風等血管

系統的疾病。另一個重點是，有飯後高血糖症狀的人，因心

肌梗塞等心臟疾病而死亡的風險也會升高。 

只看空腹時血糖的話，不論正常型或糖尿病型的人，風險

都差不多。但是如果用飯後高血糖來做比較，糖尿病患者的

風險比起正常型就瞬間飆升。 

還有現代人的一大問題─阿茲海默症。我們可以發現用

空腹時血糖來比較，它的風險也沒什麼差別。但是，飯後高

血糖的發病風險明顯升高。飯後高血糖與現代人的健康問題

關係密切，所以，控制飯後高血糖將可幫助人們走向健康之

路。 

飯後高血糖與疾病的風險 
飯後高血糖的人，因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風

險也會升高。空腹時，中間型與糖尿病型的風險沒有什麼差

別，但看看飯後2小時的血糖值，中間型的風險明顯上升。

飯後高血糖也影響到阿茲海默症的發病風險，空腹時血糖

略高的中間型，風險都差不多。但是飯後2小時，有飯後高血

糖的人，風險便會升高。 

飯後高血糖
耳鼻喉科/林陞樵醫師

拒嚼檳榔，健康一世

定期口腔黏膜篩檢，助您遠離口腔癌！

「祈福、平安～手做乾燥花束禮物」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附設護理之家辦理「祈福、平安~手做乾

燥花束禮物」活動。由護理之家團隊們邀請住民共襄盛舉，但

因近日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活動方式改採取一對一辦理，並在

活動開始前由社工師、護理師帶領住民洗手衛教活動，提醒住

民們需勤洗手、戴口罩，活動後也要進行手部衛生活動。

此次活動使用乾燥花束，有紅、黃、紫色玫瑰花、滿天

星、波斯菊等五顏六色之色彩繽紛的鮮豔花材，引導住民選出

喜歡的主花，再搭配3-4樣的乾燥花束做襯托

搭配，依住民的個人喜好排列出自己喜愛的

花束美感，最後配上鮮豔紅金色包裝紙，以

及金色、粉色緞帶飾品，由社工師協助包裝

與裝飾。

參與活動的住民們覺得花束很美麗，

完成後也充滿滿足與成就感，在活動過程中

有住民回憶起年輕時學過插花課程，需要耐

性、注意花的素材、顏色高低排列等，藉由

手工乾燥花束活動過程中，讓住民回憶、懷舊過往，我們也在

住民身上看到的是更多經驗分享與技藝傳承。

護理之家藉由不同的花束材料，讓住民們體驗新世代流行

之物，增加新知識及不同感官刺激，帶著祈福的心，虔誠為家

人、為大家祝福，希望在這波嚴峻疫情之下，身旁每一位都能

健康、平安。

台灣嚼食檳榔現況
在台灣，嚼檳榔人口高達二百四十萬人以上，每十位

男性中就有一人嚼檳榔，且統計發現，口腔癌患者近九成有
嚼檳榔的習慣，導致口腔癌成為青壯年男性最常見罹患的癌
症。近十年來，台灣每年罹患口腔癌的人數增加了兩倍，每
年約有五千四百名新診斷口腔癌個案，兩千三百人因口腔癌
過世，為台灣男性所罹患的主要癌症中，發生和死亡情形增
加最快的癌症。

檳榔如何導致口腔癌
檳榔果成份中的「檳榔素」及「檳榔鹼」均具有致癌

性，光是檳榔果本身就屬第一類致癌物！而在市面上購買
時，大多又會在產品中添加「荖花」，其一樣有致癌性。另
外也常添加的「石灰」雖然直接致癌性並不顯著，但石灰會
使口腔環境變成鹼性，在鹼性狀態下，檳榔中的某些成分會
釋放出自由基而易引起細胞變性。所以「石灰」加上「荖
花」和「檳榔果」合併的檳榔組合，是最容易造成口腔粘膜
病變發生的黏膜病變鐵三角，嚴重時更有很高的機會轉化成
癌。因此，嚼檳榔罹患口腔癌機率為一般人的28倍，如果嚼
檳榔又有吸菸習慣者，罹患口腔癌機率為一般人的89倍，又
如果嚼檳榔、吸菸以及飲酒樣樣都來者，罹患口腔癌機率為
一般人123倍！

口腔癌之臨床症狀、預防與自我檢查
口腔癌為發生在口腔的一些惡性腫瘤的總稱，大部份

皆屬鱗狀上皮細胞癌，可出現在口腔的任何部位，包括唇、
舌、口底、頰黏膜、齒齦、上顎竇及顎骨。研究發現慢性刺
激是口腔癌發生的重要成因，其中以嚼食檳榔為最主要，其
它像吸煙、喝菸、梅毒、過度的陽光照射、長期營養缺陷、
口腔衛生不良、尖銳的蛀牙、殘根及製作不當或破損的牙齒
復膺物(如假牙、牙套等)都是口腔癌發生的原因。

如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口腔癌之治癒率會提高不
少，因此一般民眾需認識口腔癌的癌前病變及早期症狀。口
腔癌的癌前病變包括口腔各處黏膜之白斑症、紅斑症、黏膜
下纖維化、疣狀增生及慢性潰瘍。所謂癌前病變本身並非口
腔癌，但長期置之不理或刺激源一直存在時，以後有極高的
可能性發展成口腔癌。平常大家可以定時面對鏡子照著口腔
的各個部位循序自我檢查(包括用眼看及用手摸)，若發現有
以下各種情形時即應提高警覺，並立即到醫院做進一步的口
腔檢查，或必要時之病理切片檢查：
1.口腔黏膜顏色或外表形狀改變：如變白、紅、褐或黑，且

無法抹去；或原先存在的痣面積增大、表面增高、變粗，
出現潰瘍或色澤發生改變。

2.潰瘍：超過二週以上尚未癒合的口腔黏膜潰瘍，應接受活
體組織切片檢查。

3.腫塊：口內或頸部任何不明原因之腫塊，應儘快接受正規
醫學的檢查和治療。

4.舌之運動與知覺：舌頭之活動性受到限制，導致咀嚼、吞
嚥或說話困難，或舌頭半側知覺的喪失、麻木，皆應儘早
查明原因。

5.顎骨與牙齒：顎骨的局部性腫大，導致臉部左右的不對
稱，有時合併有知覺異常或牙齒動搖等症狀，須請醫師診
察是否長瘤，或是一般牙周病，小心做鑑別診斷。

6.口腔黏膜的知覺與開口度：有嚼檳榔習慣的人應注意是否
感到口腔黏膜乾澀、灼熱、或有刺痛感，以及開口度受
限，張嘴時口腔黏膜拉緊可能是口腔黏膜纖維化的表徵，
而據統計，約有百分之五至十之口腔黏膜纖維化症或白斑
會轉變成癌，因此需要嚴密追蹤。
透過定期的自我檢查，及早發現，及早接受正規醫療，

的確是治癌的良策；當然，疾病的預防才是抗癌的最上策，
若是民眾為高危險群，具備以下條件者，國民健康署提供了
每兩年一次的免費口腔黏膜篩檢，歡迎至耳鼻喉科門診諮
詢：
1.18歲以上至未滿30歲有嚼檳榔(含已戒)原住民。
2.30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者。

國外研究顯示，口腔黏膜篩檢可有效降低4成口腔癌死
亡率。根據統計，每540名參加者中即有1名為口腔癌，而
其中口腔癌早期個案可有8成的五年存活率，且僅需小型手
術，不會造成臉部變形。所以不管您現在是不是嚼食檳榔的
一員，應為自己和至愛的親人著想，我們大家對檳榔、菸酒
等不良嗜好物，還是趁早遠離為妙！並且勸親友一同進行口
腔黏膜自我檢驗以及定期至耳鼻喉科接受篩檢！

檳榔的國家問題
檳榔不僅因為造成口腔癌而危害國人健康，更會因為吐

檳榔汁造成環境汙染與衛生形象破壞的問題、檳榔樹種植在
山坡地破壞水土保持造成環境破壞問題等，造成國家的衛生
與環境破壞。大家應該以「拒吸二手煙」之態度發起「拒吐
檳榔汁、拒吃檳榔」的運動，全面維護國家的環境不受檳榔
汁、檳榔樹污染，徹底打破檳榔文化的影響。而正在嚼食檳
榔的紅唇族朋友，建議可以以提神飲料、口香糖等食品取代
檳榔的提神功能，以減少吃檳榔數量，最後能以不吃為宜，
並請千萬不要隨地吐檳榔汁，尊重土地及在大眾擁有清新優
美的環境。

結語
在戒檳時，可以透過規律生活、遠離誘惑、健康飲食、

尋求替代(求保暖：可添增衣物；想提神：可改嚼食口香糖
或蒟蒻)等方法，避免戒檳症候群的困繞。各位鄉親朋友
們，若您現在或曾經嚼食檳榔，歡迎您每兩年帶著健保卡到
嘉義榮民醫院做免費的口腔黏膜篩檢。又若您已有口腔不明
白色斑塊或腫塊、張口不易，且超過兩周不易好的口腔潰
瘍、口腔舌頭知覺活動異常或感覺麻木，更請您盡速至耳鼻
喉科門診檢查，以期能夠早期診斷與早期治療！

護理之家/林曉鈺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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