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肝膽腸胃科/陳彥仰醫師腸胃道出血
一般民眾或許上完廁所會看馬桶大便樣子，如果排便有些許鮮

血，沒其他不舒服如腹痛或血量不多，常常沒人會就醫，且當成痔

瘡所以流點血沒關係。然而如果不是鮮血，是黑色、軟爛，甚至可

能發亮的黑便，對於第一次遭遇的人，可能不明白這就是腸胃道出

血，尤其來源是上消化道(可以理解成胃或十二指腸部位)出血，因

而不會當下尋求急診或看門診。當然要強調的是，要到軟泥樣黑到

發亮的大便，出血量常常不少，所以沒有症狀，也應該不能鬆懈自

行觀察幾天。然而深咖啡色糞便理論上不是醫學上的黑便，尤其是

成形整條大便，所以對於無法區分的民眾應該尋求醫療，避免持續

少量腸胃出血積少成多，等到貧血症狀出現，尤其心臟病史民眾，

危險性會增加。

因為內視鏡器械的進步和普及，各大醫院都有胃鏡和大腸鏡，

尤其有些醫院有小腸鏡，可以看到深部小腸的出血地方。也因為台

灣健保及醫療可近性，有不少民眾，包含健檢無症狀者，接受過胃

鏡或是大腸鏡。一般來說，胃鏡可以深入到十二指腸第二段甚至

第三段(因病人身體解構而異)。大腸鏡可以深入到小腸末段(接近

大腸的小腸，也就是迴腸)。小腸大腸交接處有迴盲瓣當守門員。

講到這裡，或許有民眾會說，這些我都知道(不論是已經接受過胃

鏡或是大腸鏡的民眾，或是網路資訊發達很多醫療知識都可以查

詢)。但是要強調鮮血便的是，幾年前有痔瘡出血過的病人，如果

解鮮血便，不能自行當成痔瘡出血，再把過去看病拿到的痔瘡藥膏

自行塗抹方便了事。因為幾年時間身體變化，尤其是家中長者更應

該注意，常常年紀增長，大腸憩室，大腸息肉甚至癌症，大腸缺血

和其他諸多大腸疾病，都是可能大便有血卻沒有症狀而被輕忽。另

外要強調的是黑便部分，不論是食道靜脈曲張或是潰瘍出血，短時

間出血量大時，便會吐血，到此時當然不會有人選擇自行觀察，常

常就趕緊到急診，但是長期服用某些類止痛藥或是心臟血管疾病而

服用俗稱通血路藥物的民眾要知道潰瘍出血機會增加，更應該提高

警覺，就算沒到吐血也是可能需要至急診。

常常門診遇到家中長輩不論解黑便或鮮血便多日不願就醫，直

到其他家屬發現才帶來腸胃科門診就醫。不過這邊要強調一個做內

視鏡醫師才比較知道的知識，腸胃道出血，常常是所謂抓現行犯觀

念，不能只是嫌疑犯。因為有時小潰瘍癒合良好，一個星期後來腸

胃科門診，再安排胃鏡有時也不能當日做到(如果沒貧血、心悸或

其他危象或病患猶豫不決)，等到真正做完胃鏡，只看到小潰瘍沒

看到出血，而無法認定百分之百是潰瘍造成的出血，或是大腸鏡，

只看到憩室很多卻沒看到哪個憩室正在流血，所以也是只能猜測是

憩室出血。那及早做到內視鏡，當然也不代表要立即幾個小時內做

到胃鏡大腸鏡，畢竟內視鏡檢查是侵入性檢查，沒有萬全準備，不

論是空腹時間不足或是大腸沒有清腸，反而壞處會大於好處。所

以不能拖延病情不是要病人身心也還不能接受內視鏡檢查下匆促魯

盲做檢查。附帶一提，如果有人看完以上舉例，不論是已經不再流

血的胃潰瘍或是大腸憩室，或許會問，既然自己止住，為何要做檢

查，應該是說，還沒做檢查前，當然不知道是良性病灶出血，說不

定做完胃鏡發現是腫瘤出血，或至少確定出血點是來自這些良性病

灶，因為偶爾遇到同時有胃潰瘍，也很巧合併小腸腫

瘤出血，結果出血多日後看到潰瘍就自然當成潰瘍曾

出血。

雖然胃鏡或大腸鏡對病人來說是辛苦的，但是以現今的醫療

技術，其實是相對方便容易的檢查，而且大部分病人都可以忍受完

成整個過程。民眾應該要知道的是，不論胃鏡大腸鏡，理論上不可

能兩三分鐘做完檢查就百分之百看完全部的腸胃道，畢竟正常腸胃

道有高低起伏的皺褶，如果檢查因為病人難受無法多花幾分鐘儘量

把可能的死角看到八九成以上，兩三分鐘的檢查常常只能大略看出

胃腸黏膜基本的樣子，尤其有些癌症是剛發生，腫瘤不大甚至相對

扁平，也就是醫學上所謂的早期癌。常常長輩間會誤傳：例如說某

醫師很厲害，檢查沒甚麼不舒服，一兩分鐘，兩三分鐘就完成。這

樣講其實是不對的，尤其對於要九成以上信心確定沒有小於幾公分

(例如一兩公分直徑)的問題，兩三分鐘內完成檢查是沒辦法(常常

只看得到大於一定大小，例如兩公分突出的息肉或腫瘤)。甚至如

果腫瘤相對扁平，只花兩三分鐘甚至更少時間草率地檢查，常常會

被遺漏。

那如果胃鏡或大腸鏡都做過，還沒找到出血點，其實還是有

很多方法可以檢查出是否為腸胃道出血，或如果腸胃道出血，又是

哪段出血，例如放射科血管攝影或核子醫學科檢查，但對於第一次

發生疑似腸胃道流血，基本首選還是內視鏡檢查，因為內視鏡可以

兼做治療，如果看到出血點，就可以立即處置。或是明確看出甚麼

樣的問題出血，才不會像核子醫學檢查看出是腸胃道，但是沒有更

鮮明的資訊，例如潰瘍還是腫瘤出血，甚至血管異常增生出血，不

同病因出血治療就不一樣，例如腫瘤出血可能要靠外科開刀手術處

理，靠內視鏡效果就不一定理想。上面也提到，很多民眾其實也相

對明白胃鏡或是大腸鏡。但是對於放射科血管攝影，或是同樣是我

們腸胃科的膠囊內視鏡就少聽過。如果不是緊急狀況，只需檢查，

不用立即治療，民眾也可以選擇膠囊內視鏡，至少對於懼怕一般內

視鏡像胃鏡或大腸鏡又不想做麻醉或是不方便不適合麻醉的病人，

膠囊內視鏡就是不錯的選擇，一年前健保開始有條件有前提給付，

但對於想直接吞服膠囊內視鏡的民眾只能自費。雖然膠囊內視鏡發

明至今將近二十年，但不論是早期健保不給付或攝影品質或是判

讀耗時(醫師需要花好幾個小時幾乎目不轉睛盯著螢幕看)，台灣醫

師或民眾對於這項技術不熟悉。以台灣來講，洗腎病人眾多，常常

會遇到疑似小腸出血的病患(因為慢性腎病洗腎病患小腸血管異常

結構而出血)。起初做胃鏡或大腸鏡，頂多看到有血在腸胃道或是

完全沒有血在胃鏡或是大腸鏡的視野，出血點來自小腸是合理的推

測，這時膠囊內視鏡可以彌補胃鏡大腸鏡。膠囊內視鏡大小像大顆

藥丸，第一次看到的民眾可能也覺得無法吞服，但是特殊設計可以

幾乎無感就吞嚥進食道。膠囊內視鏡也是隨大便排出無須理會，不

用擔心甚麼時候要再拿出來。只是少數病人因為腸胃狹窄造成膠囊

內視鏡卡住無法順利排出，因此也不是人人(就算願意自費幾萬元)

都可以適合膠囊內視鏡，這也是需要腸胃科醫師評估後確定滯留腸

胃道風險低才可考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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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想了很多，是不是應該要好好改變自己了？之前章醫師有
叫我寫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個人，其中有一個就是章醫師，他是我的主治
醫師，對我很好，但我總讓他失望，而且好像還讓他很困擾、壓力很大
的樣子。最沮喪的點就是：怎麼一年多過去了，狀況好像沒什麼變好，
甚至都在原地踏步。不過我還是覺得，醫生真的很有耐心。譬如說不去
上學這件事，那陣子只要回診都會叫我去學校。還立了約定，不去學校
就去住院。哈哈！這樣子應該持續了一兩個月吧，我也真的有努力去學
校。

在這一年多間，辛苦醫生了；真的辛苦了。在所有病人中我應該
是讓你最頭痛的吧?每次回診的時候，我都會有一種自責感和愧疚感，
不知道為甚麼，說不上來。這一年多快兩年的時間，我好像都沒什麼進
步，讓章醫師很頭痛。真的非常的SORRY 但是醫生在我人生路中，還是
很重要的人。沒有他的輔助，現在的我可能已經死了吧！所以真的謝謝
章醫師。

頹廢了一年多、也拖累了其他人一年多。曾經只想死的我，讓大
家很擔心是不是到了明天、或著是下一秒，我就不見了？想死的我那時
候只會想說：「為什麼要因為其他人的自私，而痛苦的活在這世上？為
什麼對自己不能自私一點？讓自己解脫，然後離開這個世界？」現在的
我，雖然還是有時會有想死的念頭，但不比之前這麼強烈。

除了醫師，這一年來最辛苦的就是媽媽了。在我發病這段期間她真
的很累。不只要照顧我，媽媽在精神上也已經幾乎要崩潰。看到我割手

《門診的這一年》

民眾意見反映管道
嘉　義　分　院 灣　橋　分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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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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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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凡 一般捐款 600
陳○圓 一般捐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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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自殺，她心真的很疼。怎麼好端端的一個小孩會這樣傷害自己，她從
來沒想到過會這樣。

真的也要謝謝媽媽，在這一年多她這樣不辭辛勞的照顧我，也沒任
何怨言，但是她真的壓力很大。工作上就算了，我這個孩子還這樣胡搞
瞎搞，她不崩潰才怪。她又會很自責我會變成這樣是她害的。我想說的
是：並不全然是媽媽的責任，是我自己把自己推入火坑的，要不是自己
心理作祟也不會搞成現在這情況。

謝謝媽媽，要不是有媽媽的協助和陪伴，我可能還深陷其中。初期
的時候媽媽她完全不知道我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告訴了她，也看
到她的眼神透露出心疼與無助感。那時我覺得媽媽真的很傷心，也很心
疼，跟我討論之後，決定帶我去看醫生。之後就持續了一年多到現在，
花了媽媽不少精力，也讓她花了不少費用。

我想，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就是媽媽了。為了我改變很多，犧牲
自己的休息時間陪我，有時候還會自責我自己怎麼能這樣拖累媽媽，都
已經這麼大了，還要讓媽媽操心，真的是很不應該。我想跟媽媽說「謝
謝妳，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你辛苦了！真的辛苦了！把妳搞得身心俱
疲，真的很抱歉，以後的我會越來越好，請你一定要放心！謝謝妳，妳
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了！最愛妳了！」

現在的我很想好好改變自己，但還沒有很明白該從何做起，雖然有
在門診與章醫師討論，但還是感覺做什麼都不對。改變的確是蠻難的事
吧！哈哈哈！不過為了要改變自己，給自己一個有品質的生活，努力一
下應也不為過吧？需要有決心，對自己喊出「只要下定決心，沒什麼困
難的！小羽，你做得到！」即使有困難，我也會去一一克服。我會努力
加油的!！

病友投稿專區
第一版第四版

國內郵資已付
嘉義郵局
第10支局
許可證

中台免字第1243號

中華民國一○九年七月 第二七二期
No.272.JUL.2020

發    行：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I s s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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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letin Of Chia-Yi Veterans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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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可能造成頭痛問題。長期的姿勢不良導

致肩頸、腰背痠痛。或是生理期，面臨經痛問題。疼痛是現代人

常有的困擾，我們也經常會接觸到止痛藥。而你知道生活中常見

的止痛藥有哪些成分嗎?

乙醯胺酚

乙醯胺酚(Acetaminophen)即是大家熟知普拿疼的成分，作

用機轉為阻斷中樞神經訊號以消除疼痛感覺，也可以用於退燒，

但消炎作用微乎其微。成人建議劑量一次500毫克，每4-6小時一

次，每日最大劑量為4公克。若有飲酒習慣應該避免長期使用此

藥，降低每日最大量至2公克，並建議須留意肝功能。

非類固醇類止痛消炎藥

非類固醇類止痛消炎藥NSAIDs(non-steroid anti-inflammatory 
drugs)可用於消炎止痛，也有退燒效果。常用於受傷引起的肌肉

發炎、退化性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痛風、坐骨神經痛等。

此藥作用為抑制環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使花生四烯酸

(arachidonic acid)無法代謝成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前列環素

(prostacyclin)及血栓素(thromboxane)，進而抑制後續的發炎反

應。(如圖所示)

環氧化酶COX又可以分成COX-1和COX-2COX-1 存在身體各種

組織中，經由荷爾蒙或生長因子刺激而產生，負責調節正常的細

胞功能，如保護胃壁、血小板凝集、腎臟功能等。

COX-2 在發炎時才被誘導出來的酵素，因此非類固醇類止痛

消炎藥主要是抑制 COX-2來阻斷發炎反應。相反的，抑制COX-1則

會導致許多副作用如腸胃道潰瘍、出血等。選擇性抑制 COX-2的

非類固醇類止痛消炎藥(Celecoxib與Etoricoxib)可專一阻斷發

炎反應，副作用較少。

嗎啡類止痛藥

嗎啡類藥物是在醫院常使用止痛藥，特別是在癌症病人，若

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的病人，醫師在使用其他藥物及方式控制

疼痛無效後，經過麻醉科、精神科醫師評估後，才可考量開立嗎

啡類藥物，並遵照相關使用規範、注意事項及用藥指引。

通常剛開始使用鴉片類止痛藥後便出現副作用，有時第一

次用藥就出現。噁心、嘔吐可能短暫發生，其他常見副作用為便

秘、排尿困難、呼吸抑制、皮膚搔癢和意識混亂，病人只要經過

五至七天後，副作用就可能減緩。

遵照醫師、藥師指示及藥品說明書而正確使用藥物，如果有

任何用藥的疑問，例如每天使用次數、每次使用劑量、飯前或飯

後使用、外用藥品塗抹方式等，可以至本院藥局詢問藥師，正

確、安全的使用藥品才能讓藥品發揮最大效果，並降低不良反應

發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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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肌肉阻斷劑在嚴重敗血症病人之應用.台灣急重症醫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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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雲嘉地區更好長照品質，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斥

資6億9,220萬元，興建地下1層、地上4層，結合綠能、智慧及溫

馨的樂活長照園區，於9日舉行新建工程動土典禮，該長照園區預

計民國111年3月完工，長照園區面積約1萬7,007平方公尺之綠建

築，將可提供274床照護床位、呵護雲嘉義地區銀髮族的健康，增

進高齡國民福祉。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長期照護園區」新建工程動土典禮，

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馮世寬主持，嘉義市黃敏惠市

長、王美惠立委、莊豐安議長、臺中榮總許惠恒總院長及該院李

世強院長，還有許多關心雲嘉南長照議題的嘉義市市議員、彰雲

嘉南地區榮服處處長、榮家主任及相關退輔會所屬單位首長亦出

席與會，共同上香祈福，祈求施工順利平安，盼為雲嘉地區長輩

提供優質長照服務。

臺灣於民國107年進入高齡社會，依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推

估，推估於115年老人人口比率達20.6%，邁入超高齡社會；嘉義

地區老年人口比率現為全國之冠，為全國老化指數最高的地區，

長照資源需求滿足尤為重要。嘉義分院長照園區乃以「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理念，建立以住民為中心的服務體系，提供關心、用

心、耐心及愛心照護所有住民，讓家屬放心交付所託的五「心」

級的照護品質，使長者獲得優質照護，減輕照顧者負擔。

輔導會主委馮世寬表示，輔導會所屬榮民醫療體系多年來照

顧榮民(眷)及高齡長者，在高齡醫學照護上成效卓著，每位國民

應平等接受醫療及照顧。此次嘉義分院長照園區斥資6.9億，皆是

該院團隊近幾年累積盈餘自籌經費，全數投入雲嘉南地區民眾最

需要的長照，期待在地長者得到最好的醫療及照顧，值得肯定。

嘉義市黃敏惠市長感謝馮世寬主委領導的優質團隊，並發揮

國軍的大愛，將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攜手合作打造高齡友善模

範城市，並肯定讚美「嘉榮」就如其名為「嘉義的光榮」。而王

美惠立委表示，感謝該院特於長照園區第4層樓打造失智專區，造

福雲嘉南百姓。

臺中榮總許惠恒總院長表示，嘉義分院長照大樓朝符合高

齡長者需求，以小規模化、單元化及像家一樣的友善環境的規劃

配置，並以高標準的智慧建築與綠建築為目標，嘉惠雲嘉南長

者。許總院長也謝謝行政院長蘇院長、馮主任委員、黃市長、王

委員、莊議長及各位貴賓，長期對於榮總及嘉義分院的照顧與支

持，使嘉義的醫療及長期照護的品質邁向更完善的境界。

院長李世強感謝去(108)年4月行政院蘇貞昌院長蒞院視導支

持，並在行政院、輔導會及嘉義市政府各部門協助下，順利取得

建照並動土，未來長照園區完工搬遷後，原護理之家空間，醫院

也將重新規劃整合，引進新穎先進儀器及專業人才，讓雲嘉南地

區民眾可獲醫學中心等級的醫療照護。李院長表示過去10年，嘉

榮突飛猛進進步，未來10年進步就在此刻起飛，該院將持續勇敢

堅定向前，配合國家長照2.0政策，讓長者在地安老、活躍老化。

藥劑科/吳宗承藥師

社工室/陳宇婷科員

精神科/陳筱涵專科護理師

杜鵑鳥因啼聲類似「布穀，布穀」又稱布穀鳥。鳥媽媽不築巢，不孵卵、不哺育雛鳥，而是將卵產在其它鳥的巢內托卵寄

生，杜鵑成鳥為防被寄主發現卵數增加會移走寄主的一個或更多的卵，杜鵑幼雛也會將同巢寄主的卵和幼雛推出巢外。杜鵑讓自

己的寶寶混進別人家裡，最後靠另外鳥媽媽養大，用動物世界的語言來說，杜鵑可能是最「奸巧」的鳥類。因此杜鵑科算是鳥類

世界裡聲名欠佳的寄生蟲。

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一部1975年美國上映的電影，片中主角為了逃避罪刑裝瘋賣傻進入瘋人院，原

以為這是個人人皆傻的地方，進去之後才發現院內病人很人性，很正常，許多人都是出於志願才進入這間瘋人院，讓主角發現其

實大家並不是真的瘋，而是因外面的世界比起院內不人道的待遇叫他們懼怕，更不能適應，是外頭的世界令他們更瘋。也因為主

角的自信、無懼與堅強，令病友傾羨，很快便賦與他英雄角色，在眾望之下，主角

立馬高大偉岸起來，接著挑鬥護士長，挑戰權威，以為能帶領這群弱者逃出精神病

院，飛越杜鵑窩。可惜最終仍是悲劇英雄死於病院中。之後大家都以杜鵑窩(Cuckoo's 
Nest)做為「精神病療養院」的象徵。

小小(化名)，今年高二，因為學校的社團活動與社長關係緊張，或許是社長求

好心切，也或許是自我要求過高給自己壓力太大…，總之，小小心情不好便用美工刀

劃傷自己的肢體出氣，傷了自己的身體也讓家人擔心不已。住院過程中除了藥物、心

理、職能治療外，也藉此機會讓小小的心情得以沉澱，在跳脫學校氛圍讓小小冷靜下

來思考，除了自我傷害以外還能有甚麼方法去抒發情緒，聰明的小小不久就想通了還

自訂了出院計畫。

朵朵(化名)，今年35歲，一位思覺失調症的患者，25歲發病，發病時她才剛大學畢業，在美語安親班任教，正值青春花樣年

華，一種突如其來的想法根深蒂固的讓她覺得最愛的親人侵犯了自己，親人利用出國旅遊時對她做了苟且之事，並且在住院過程

中，異性工作人員對自己腦中植入一種指令，讓自己的身體不由自主想靠近異性的想法油然而生，這種不合邏輯且奇異的思想及

怪異的行為在她的腦海中一直揮之不去，導致長期與家人關係緊張，醫院成了她想要的避風港。病識感是朵朵最缺乏的，在漫長

的住院治療中一點一點的建立，之後朵朵由急性病房轉慢性病房，接著再由慢性病房轉康家，看著她的病況慢慢在進步,現在的她

已經能在院中自由進出及活動，並且看到認識的醫護同仁也都能主動開心的跟大家打招呼，我由衷的相信她距離回歸社會的路途

已經在不遠處了。

自民國七十五年行政院衛生署大力推動精神疾病防治工作，實施「精神醫療網計劃」，繼八十四年全民健保開辦便扭轉了

整個醫療生態結構，精神病患的命運方格也跟著大環境移動，許多精神疾病在健保制度重大傷病給付下，也為家屬大大地減輕負

擔。同時也讓精神病患大量被收治於醫療機構內，成了許多精神病患棲身場所。家屬擔心患者出院後病情不穩照顧困難、社區精

神復健機會缺乏無法回歸社會、患者潛在的暴力威脅行為、疾病再復發及藥物副作用…等，都是照顧者的壓力源。另外家屬也擔

心再住院時一床難求，這也造成病患長年在急慢性精神科病房的旋轉門中不斷輪迴，找不到了回家的路！多數病患的命運和生活

世界的結構因此改變，醫療院所逐漸取代了家的地位。家和家人成了病患心中永遠鮮明的牽掛及靠不了的岸，時間彷彿停格在某

個時間的當下，卻不明白在長年住院的光景中，多病患已被退出家庭所需扮演的角色…而醫療人員取而

代之成了主要照護者。

在精神科急性、慢性及其它復健病房中，我們是一群與病患建立長遠的醫病關係並且也是協助改

善精神症狀和壓力的醫療團隊。藉由日常生活上的照護及康復活動等多重角色與功能，在整個團隊的專

業、熱誠和發揮創意下，我們盡力協助病患在住院過程中找尋創造意義的途徑。各病房也各自打造各自

的特色，像精四的空中花園、精五的日光走廊…等，除了種植美麗的花草盆栽外還可以藉由四季變化種

植適宜的植物。另外也養殖孔雀魚打造生態魚缸、各類活潑生氣

的鳥兒和毛小孩，讓病房不只是病房，也能像居家庭園般照見日

光及仰望藍天；利用寵物治療的概念，訓練病患照料植物及動

物，藉由互動過程達到體會生命盎然，激發情感流動及精神寄託

的功能。職能治療師群在病患身心方面多元化的復健機會中，更

是擔任訓練過程的重要角色，如:勤務班、藥局、康復商店、各類

代工、送文件公差及洗車工作坊等復健工作訓練，不僅提升病患

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也能有效降低發病機率，讓他們對未來重燃

希望，也是回歸社會的類經驗。

近年國外興起足球訓練發展應用於精障病患，不但能活絡大腦及增加體能和肢體協調性，患者還能參與國內外賽事，也

大幅增加病患的成就感及自信心。澳洲研究（社區街頭足球計畫）更顯示社區復康足球可降低發病率及藥物使用量，同時讓

病患與社區人際互動關係改善，讓患者更能適應社區生活。因此本院職能治療師們秉持專業助人的

熱誠成立國內第一支由精障病友組成的足球隊-『足夢隊』。從無到有過程艱辛，蓽路藍縷，終於

成隊，一路走來只為病患打造有質地，全新的人生，108年更與澳門、香港及中國等足球隊砌磋交

流，成績斐然！然而，一路走來，要維持球隊的運作實屬不易！也期盼院內同仁及各界善心人士，

能慷慨解囊，為他們點燃一盞希望之燈！

轉帳帳號：0071-940-002024 玉山銀行代號：808 戶名：嘉義市心康復之友協會司徒惠禎。

在醫療團隊共同努力下，除了希望患者病情能獲得改善以外，也希望在住院

過程中為病患提供更人性化的環境，讓他們能有更貼近『家』的感覺，期盼能開

拓更自由的生活空間，減少孤獨感和窘迫感。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從復健工作、

職能訓練和休閒娛樂中讓病患建立新的人際關係和自信心，幫助病患扭轉人生的

希望，擺脫一成不變的住院生涯及無意義感的日子，讓帶病的身體及思緒得以緩

解，『病患』一樣是可以享受生命的掌聲和温暖的陽光！

淺談浮世杜鵑窩

竉物治療及照顧訓練精四空中花園成果 精四空中花園種植訓練

2017年在嘉義市心康復之友協會舉辦的復康足球全國賽
暨台港澳交流賽

精五病房日光走廊

小小(化名)的出院計畫

清健洗車工作坊

小小(化名)的心情調適

常見止痛藥簡介與用藥注意事項

五「心」級長照新標竿 嘉榮「長期照護園區」新建工程動土

鴉片類止痛藥 弱效型 強效型

短效型 codeine morphine(靜脈注射)、demerol

長效型 tramadol morphine(口服緩釋)、fentanyl(經皮貼片)

第三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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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膜磷脂質Phospholipids

花生四烯酸 Arachidonic acid

Non-selective 
NSAID 
抑制處

Selective 
NSAID  
抑制處

 正常細COX-1 發炎細胞COX-2

發炎反應:紅、腫、熱
●痛細胞激素(cytokines)

正常生理
●前列腺素:腎血流上
●升前列環素:血管擴張、 
胃黏膜保護

●血栓素:血小板凝集

環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1/CO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