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院110年廉政楷模選拔，經各單位推薦，依本院「廉政楷模」選拔表揚實施計畫，審核各推薦人廉政事蹟後，依退輔會
所訂特定條件審查，遴選內科部陳俊升醫師、外科部朱俊旭醫師及護理部楊錦佳副護理長為本院110年廉政楷模人員，並推薦
陳俊升醫師及護理部楊錦佳副護理長代表本院參加輔導會110年廉政楷模評選。

廉政宣導

本院政風檢舉信箱 hspchia- i@mai13, vac, gov, tw  電話:15-235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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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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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陳俊升醫師、朱俊旭醫師及護理部楊錦佳副護理長當選本院110年度廉政楷模

110年5月份捐款芳名錄
放射線治療時的皮膚照護浪漫短篇集  病友投稿專區

親愛的 娶我吧! (戀愛學分)

1.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我是最愛你的
2.因為在我的心裡，你是最美麗的
3.因為愛情，使我們的生命更加完整
4.因為你的笑容，讓我情不自禁為你心動
5.因為你真美妙，使我無法克制不去愛你
6.因為愛你的心是如此清澈透明，使我壓抑不住想要對你的關懷
7.因為想要給你的感情是如此濃厚，所以化做祝福默默守在你左右
8.因為愛是世上最美的語言，因此讓我們一起彼此傾聽
9.因為對你的愛是那麼純淨，使我的生命更加充滿了感激
10.因為愛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自然的如同呼吸，像是最貼切的靈魂伴
  侶一樣
所以親愛的　我們結婚吧！

愛情的滋味

愛情的滋味像一場美味的品嚐，考驗著情人的感覺，
其中又充滿了各式各樣雜陳的錯覺，使人容易誤會或了解。
該怎麼形容它的滋味呢？就像一杯又苦又甜的咖啡，香的教人不能拒絕又
怕失眠熬夜。
一杯兩杯慢慢上癮的咖啡習慣，彷彿愛情的感覺。
最多兩杯不能超過三杯，只為品嚐愛情的原味，以免失去對它的感覺...
早喝不能晚喝，可提神不會失眠，如同拿捏愛情的尺度，在愛與被愛中適
度地沉醉！
而透著特定的咖啡香味，就像簽著愛情專一的契約，一樣美味。
試著喝一杯愛情咖啡，品嚐箇中滋味，也就不罔人間一回！

愛上你的那一天

那一天，你穿著一件格子襯衫，與一雙黑亮新鞋，就在我倆相遇的第五
年。
我看見你的眼眸閃爍著奇異的光彩，彷彿想訴說些什麼般的捉摸。
而我也就在那一刻為你心動，在愛上你的那一天！
你說，你已有了另一個交集。
我說，在感情的國度裏沒有先後順序。
忽然間，我看見了你眼裏的淚滴，一滴、二滴...漸漸地累積。
原來，愛情來得如此撲朔迷離，就像我此刻的情緒那樣心悸。
也許，格子襯衫與黑色皮鞋，記憶著我們的愛情蹤跡。
而映在你的眼裏的我的回眸，當時是如此美麗。

結　　語

愛是一種使人奮發向上的力量！
～願人人都能擁有真愛（珍借所有）～

清心雅築康復之家/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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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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歲的吳小姐去年接受乳癌篩檢發現乳癌，在年底接受手術，手術

後轉到放射腫瘤科門診接受輔助性放射線治療。吳小姐憂心忡忡地來到

放射腫瘤科門診，在候診時遇到了同為乳癌病友的莊小姐。

吳小姐:「聽說放射線治療皮膚會『臭火乾』，是真的嗎?」

莊小姐:「不會啊! 我上個月前才剛做完，可是我只有微微變紅，和一

點點脫皮，沒有『臭火乾』耶! 」

吳小姐:「真的喔! 希望我跟你一樣順利!」

癌症是廿一世紀威脅人類健康最大的敵人，不過隨著治療方式的進

步、新藥物的發明、治療儀器的改善，大部分癌症的五年存活率皆有提

升。

癌症治療方式包含三大類：

1.藥物治療：包含化學藥物治療、標靶藥物治療、癌症免疫治療等。

2.外科手術治療。

3.放射線治療。

病患接受抗癌治療的過程中，約有六成會接受放射線治療(包含治

癒性及緩和性)。而病患接受放射線治療時，或多或少會出現放射線皮

膚炎。皮膚反應在療程頭兩個禮拜並不明顯。這是因為正常皮膚更新週

期為四個禮拜，在這之前舊的皮膚仍維持完整，只會有微微發紅及顏色

變深的狀況。在療程後半，開始會出現紅、乾、癢等症狀，放射線皮膚

反應的嚴重度依個人體質而有輕重不同，我們可以藉由一些皮膚照護的方式來預防或減輕放射線皮膚炎。

皮膚照護有四個重點，分別是減少摩擦、避免抓傷、注意保濕、避免溫度變化。

1.減少摩擦：穿著寬鬆透氣的衣物；若治療部位包含頸部請儘量不要穿著有領子的衣服，以減少衣領和頸部皮膚的摩擦。

2.避免抓傷：放射治療時的肌膚會較為乾燥、脆弱，很容易一抓就破皮。可以先把指甲修短磨圓，避免不小心抓到破皮。

3.注意保濕：病友間交流常提到的乳液、蘆薈凝膠、保濕產品、面膜等，共通點就是「增加受損皮膚的含水量」。乾燥的

皮膚容易因為摩擦或抓癢而破皮，只要能幫助皮膚保濕都會有幫助，但是要注意，如果皮膚已經出現傷口必

須請醫師開藥，不能自行使用這些保濕產品。

4.避免溫度變化：照射過後的皮膚汗腺受損，調節體溫的能力會變差。所以避免接觸過高或過低的溫度，像是溫泉，烤

箱，蒸氣浴，三溫暖或冰敷等等。

放射治療時保護皮膚的產品琳瑯滿目，但目前醫學研究的證據並沒有那一個產品比較好，選擇的重點是不含酒精、不

含香味劑、水性好吸收。

這些產品，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1.增加皮膚含水量：如保濕乳液、面膜、蘆薈、蘆薈凝膠、玫瑰果油等。

2.物理性保護：例如無痛保護膜。

病患要注意的是在治療前3-4小時，不要在皮膚上塗抹藥膏或是其他產品。在每日放射治療結束後及睡前，再塗抹即

可。隔天早上，不需刻意把前一晚已經塗抹過的藥膏再全部都洗掉。使用藥膏或保護產品時還要注意避免過度的反覆搓

揉。

接受放射線治療的病患可以藉由以上方式減輕放射性皮膚炎的嚴重度，幫助病患順利完成療程。

放射腫瘤科/林敬薇醫師

沈○仁 一般捐款 3,000
楊○媛 一般捐款 140

崔○月 一般捐款 590

賴○貞 一般捐款 300

吳○仁 一般捐款 400

王○蘭 一般捐款 400

何○琼 一般捐款 50

蔡○華 一般捐款 50

吳○萍 一般捐款 50

嚴○華 一般捐款 50
侯○滿 一般捐款 190

鄭○謀 一般捐款 190
林○ 一般捐款 100

黃○君 一般捐款 200

胡○貞 一般捐款 200

陳○圓 一般捐款 1,000

張○宏 一般捐款 300

黃○侶 一般捐款 300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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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7日是歐洲的急診日Emergency Medicine 
Day，全球各地均有響應活動。臺灣的急診醫學會及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急診室等亦響應該活動，

而中榮嘉義分院將急診團隊平時第一線急診團隊工

作過程，透過照片讓全球民眾知道臺灣，更傳達臺

灣醫療團隊的專業、溫暖及在面對疫情，守護民眾

的堅毅及無私奉獻的精神。

此次全球各國均有響應歐洲的急診日活動，包

括臺灣各單位，而臺灣共有10張入選照片，其中8

張為中榮嘉義分院急診室醫師及護理師等人，在急

診室工作時留下專業與努力的照片，包括林峯正醫

師、陳建華醫師、王鈺婷護理長、劉立婷護理師、

張惠娟護理師、卓文君專科護理師等急診團隊人

員，其中還有2位很特別的是基層醫療診所林長椿醫

師與支援護理師。因應此波疫情升溫接受衛生局號

召加入協助社區採檢行列，其至嘉榮服務的照片，

也入選歐洲急診日活動。此次嘉榮急診醫護團隊攜

手基層醫療診所醫師，共同將臺灣急診團隊抗疫的

堅毅、專業與努力，躍上國際舞台，讓全世界看到

急診室/蔡政翰主任

清潔組/卓秀雲主任提供(社工室編寫)

Covid-19疫情持續蔓延，大家的焦點通常是防疫第一線醫
護人員，不斷給予支持及鼓勵。李世強院長表示，其實在醫院
中還有一群無所不在，且是不可或缺重要的防疫英雄，即是醫
院中的「清潔人員」，與醫護一樣是24小時全年無休輪值，堅
守自己的工作崗位，民眾才有安全且乾淨的就醫環境。故李院
長請民眾若在醫院看到他們，也別忘了為他們加油，及謝謝他
們的付出。

李世強院長說明，我們可在醫院的大廳、門診、急診、篩
檢區、走廊、廁所、各病房、樓梯間或大家都看不到的負壓隔
離病房，在大家看得到或看不到的任何角落，24小時都有清潔
人員努力清潔及清毒的身影，李院長謝謝這群讓醫院更乾淨及
更安全，卻常被忽略的防疫無名英雄。

清潔組卓秀雲主任表示，在醫院因應疫情，除了平時的
環境維持整齊乾淨外，更重要的是環境清消，每日要定時至各
區清消，依感控要求標準比例調配漂白水，使用拋棄式抹布做
環境清消，消毒椅子、樓梯扶手、電梯內部等公共空間與任何
民眾會接觸到的地方均要消毒；而針對特殊病房或篩檢區只要
有民眾進出院，清潔人員亦要與醫護人員一樣，為安全保護自
己，需穿著隔離衣執行全區域的清潔消毒工作，有時至少需1小
時，其實是辛苦的工作，但為了防疫，卓主任看到每位清潔人
員的努力付出，也常常為之感沛。

負責醫院急診室清消的詹月蓉阿姨說到，現在每天上班，
第一件事就是先調配好標準清消濃度的漂白水，穿好防護衣，
戴好手套面罩頭套，全副武裝後，到急診室開始一天的消毒工
作。詹阿姨說到只要有人進出，就需即刻做清潔和消毒，拿著
拋棄式抹布，擦拭病患所有接觸的任何地方，不留下任何體液
或血液。詹阿姨說到每日在高風險環境下工作，也會擔心，也

會覺得累，但是看到一線醫護人員在我們面前直接面對病患，
覺得所有的辛苦都不算什麼，只要按照感控要求多勤洗手，保
護好自己、把打掃做好，也可以保護別人。

在負壓病房裡面工作的林秀鳳阿姨提到，清潔一間負壓病
房每次都要耗時1小時，穿著防護衣、隔離面罩、髮罩、兩層手
套、鞋套，也因長時間帶著N95口罩呼吸不順，整理完病房後
汗水也早已浸溼工作服，身體沒有一次是乾的，也常遇到其他
病患或是家屬怕接觸到我，甚至會收到不好的眼光，但是家人
的支持，以及一些病患家屬對我的鼓勵，讓秀鳯阿姨一直深信
「這些事總要有人去做，我有能力，我可以」。

李院長表示沒有醫院清潔人員這群默默付出的無名防疫
英雄清消環境，醫護人員就沒辦法安心工作，民眾也無法安全
就醫，故請民眾多給予鼓勵。最後卓主任想對清潔組的同仁們
說，「身為清潔人員 我防疫 我驕傲」。COVID-19疫情來襲，
目前是疫情最嚴峻的時刻，對醫院清潔組來說又是一個很大的
考驗。但是相信大家同心努力、配合感控教育訓練，從超前部
署、時時落實
環 境 清 潔 消
毒，讓第一線
的醫療團隊無
後顧之憂保有
量能，一定可
戰勝此艱困的
一疫，與醫護
共同守護嘉義
鄉親的健康。

中醫科/唐佑任醫師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劉昌霖組長

精準針灸
傳統醫學科介入骨骼肌肉系統疾病的全新治療方式

適用於運動傷害後遺症（疼痛、腫脹、無力和活動受限）、腰痠痛（脊椎滑脫、椎間盤移位和椎孔狹窄）、四肢麻木、肌肉萎

縮和常見的關節疾病（媽媽手、網球肘、高爾夫肘、五十肩和梨狀肌症侯群等）。

可能有上述問題的病人，可以諮詢骨科、復健科和傳統醫學科，醫師們皆會詳細病史詢問、儀器檢查並找出真正病因後，才開

始治療，包括針灸推拿、內服消炎止痛藥、復健治療、局部藥物注射和疼痛阻斷治療等等，唯有使用最合適的治療，才能縮短恢復

時程，提升生活品質。

骨科和復建科醫師會根據X光、

超音波和核磁共振等檢查，找出身體

被壓迫或慢性沾黏的部分，如果認為

該病人適合接受針灸治療，會轉診到

傳統醫學科，讓醫師根據上述報告，

在即時(real-time)影像的協助下使

用針灸針或埋線去治療病灶處，除了

能減少消炎止痛藥物的使用量外，搭

配復健科的肌力和協調性訓練，而事

半功倍；最重要的是，讓針灸不再是

依靠醫師的手感，而是真真實實將針

尖呈現在影像之中，讓病患能知道自

己的問題為何，同時提升針灸的安全

性，減少施針數，避免不必要的後遺

症，故稱為精準針灸。

謝謝您  醫院中不可或缺的無名防疫英雄-清潔人員

We are always there for you 嘉榮急診團隊讓世界看見臺灣防疫的努力與成果

2021年5月27日歐洲急診日 Emergency Medicine Day   活動網址 https://photo.emergencymedicine-day.org/gallery

臺灣，也看到臺灣為防疫的投入與成果。面對近來臺灣疫情升溫，看到全臺

不分南北，不分縣市、不分單位及全民一起合作抗疫，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

下，定可抗疫成功，戰勝這一”疫”，臺灣加油。

在即時超音波導引下進行精準針灸治療腕隧道症侯
群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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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榮團隊協助自熱區必要返鄉學子篩檢專案服務 嘉榮30分鐘即知PCR結果 

讓學子安全返「嘉」家長放心 民眾安心
就讀中部某大學剛畢業王同學，甫返鄉立即在父母的告知及安排下，參加嘉義市政府為自熱區返鄉學子提供PCR免費專案篩檢服

務，不到幾分鐘即完成篩檢，檢驗結果報告於今日下午即可知曉，王同學感謝市府對其健康的重視。嘉義市政府黃敏惠市長請民眾

或學子於端午連假非必要暫時不要移動返鄉，但實際上仍有少數學子甫畢業或其他必要性原因，必須返鄉就業等，且目前實務發現

其他縣市出現家戶感染比例較高的情形。故嘉義市政府關心學子及嘉義民眾的健康，黃敏惠市長規劃推出全國首創防疫措施，協助

自熱區必要返鄉的學子免費篩檢專案服務，讓學子安全回「嘉」，安全返「家」，家長放心，民眾安心，社區安全，進而使嘉義市

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持續「佳玲」。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張耀懋局長今日特別至嘉榮視察自熱區返鄉篩檢專案情形，張局長感謝嘉榮團隊協助嘉義市政府的防疫升級

措施，目前嘉義市政府學子返鄉專案是針對在雙北、基隆、桃園、台中、彰化等熱區之返鄉學生，只要父母或本人其中一人設籍在

嘉義市，就能免費進行PCR檢測，從6/9-6/13連續五天的時間，不受理現場排隊掛號，採檢時間為上午9點至11點。

家醫科陳怡成主任說明， PCR檢查下午即會知曉報告，讓返家學子在最短時間內知道結果，並依檢驗結果做最妥適及迅速的因

應。陳主任提醒篩檢之學子在篩檢後應持續在家自主健康管理，建議一人一室，並與家人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等待PCR報告結果，在

關鍵時刻，大家齊心抗疫。

趙德馨副院長表示，嘉榮基於公醫角色，守護嘉義民眾的健康責無旁貸，立即規劃及全員動員在3天內即施工完成正壓篩檢站，

配合嘉義市政府於6月8日上路，趙副院長表示目前醫院病房分倉分流，連篩檢規劃也是採分倉分流，有不適症狀或發燒的學子由急

診的戶外發燒篩檢站採檢，而無症狀的學子則另安排在獨立的正壓檢疫亭篩檢站篩檢，並由不同團隊進行篩檢，徹底落實防疫安全

措施，且當天採檢當天報告出爐，期待透過此篩檢專案讓學生安心返家、家長安心、社區安全。

李世強院長表示目前嘉榮的PCR檢測設備最快30分鐘結果即會出來，是全嘉義市最快的。李院長說明原本嘉榮並無PCR檢測設備

的，均是外送檢驗，可是要數天後才知結果，導致病人要住院等待結果，未獲結果前常忐忑不安，故去年醫院在退輔會經費的支持

下，嘉榮檢驗科超前佈署規劃自

己實驗室及購置相關檢驗設備，

針對PCR急件30分鐘即知結果，

對於病人治療及醫療量能的保留

是有很大助益的。李院長表示目

前疫情仍為三級階段，若非必要

請民眾不要做跨縣市的移動，請

民眾端午以視訊關懷家人，即時

又安全，防疫是大家的責任，請

民眾疫起守護，力挺醫護，同島

一命，共同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