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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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憩室指的是從腸壁膨出的囊狀小泡，從大腸鏡來看

憩室的話，就像是一個凹陷的地方。在40歲左右的成人，大

約有四成會有憩室的存在；到了80歲，則會增加到六成。大

腸憩室疾病是一種常見的情況，在西方世界很常見，也是大

腸鏡檢查中常發現到的診斷。大腸憩室的病因被認為是多種

因素的影響之下造成，包含環境因素、基因因素，另外大腸

腸壁結構、飲食習慣（低纖維攝取、維他命D缺乏）、肥胖、

抽菸及生理活動都有相關，不過真正的原因還不甚清晰。

在西方國家，高達95%的憩室好發於左側大腸(尤其是乙

狀結腸)；但在亞洲地區，反而右側大腸憩室(例如升結腸)的

病人比較多。種族、基因、飲食及生活習慣的差異都會影響

這樣的分布。雖然屬於良性的病灶，但憩室會引發腹痛、出

血或發炎，嚴重則造成腸道穿孔，甚至廔管的形成，必須提

高警覺。

大腸憩室炎的症狀

一般來說，大部分的憩室症是沒有症狀的，通常會被

發現是大腸鏡檢診斷而來。一旦憩室發炎所導致的症狀有：

腹痛、腹脹、便秘、腹瀉或黏液便，伴隨可能發燒等症狀。

若是病情嚴重導致腸道穿孔，則會有瀰漫性腹痛、肩膀疼痛

或者是呼吸喘等症狀。憩室急性發炎合併直腸出血的機率甚

低，因此必須與其他診斷做鑑別，像是缺血性大腸炎或是發

炎性大腸炎。有時較為慢性或者複雜性的憩室炎，會有類似

腸阻塞的症狀（食慾不振、噁心或嘔吐），還有少見的廔管

症狀（尿中有糞便、陰道有異常分泌物）。

憩室炎的診斷

診斷憩室炎需要詳細的病史詢問及身體檢查，若是病患

之前有接受大腸鏡檢，曾經被告知有大腸憩室的情況，可以

增進醫師鑑別診斷。實驗室檢查數據部分，包括白血球數目

(White Blood Cell counts)和發炎指數(C-reactive protein，
CRP)。影像學檢查包括腹部X光、腹部超音波、腹部電腦斷

層和腹部核磁共振等，其中腹部電腦斷層在急性憩室炎的診

斷準確率可超過95%，因此往往是首選的診斷工具。

憩室炎的治療

依據病患病情，我們將急性憩室炎分成非複雜性

(Uncomplicated)以及複雜性(Complicated)的情況。非複雜性

憩室炎被定義為局部憩室發炎，且並無併發症產生（腹內膿

瘍、廔管、腸阻塞、出血或穿孔），這類型的病患可先給予

保守治療，包含禁食禁水、抗生素及靜脈輸液補充。當病況

好轉，可逐步喝水進食，最後康復出院，住院須7-14天。

複雜性憩室炎被定義為出現上述併發症的狀況，往往必

須做侵入性處置，例如腹內膿瘍可請放射科醫師從影像導引

做經皮穿刺引流術。其餘併發症可考慮手術處理，手術目的

包含病灶切除以及腹腔清洗，開刀方式可以經腹腔鏡輔助或

者傳統剖腹進行。術式有哈特曼式手術(Hartmann 
procedure)和腸道病灶切除並吻合手術，選擇的術式需依照病

患當時的病況以及疾病嚴重度做參考，醫師會與病人討論最

適宜的處理方式。

如何預防憩室炎的發生

下列建議可以幫助減低憩室發炎的發生：

ㄧ、規律運動的習慣：規律運動能增進腸道蠕動，並且減少

大腸壁的壓力。

二、高纖維食物攝取：多吃蔬菜水果，讓大便能夠快速通過

大腸，降低憩室發炎機率。

三、多喝水：纖維需要大量的水分讓大便在腸道裡作用，若

是水分攝取不足，吃進去的纖維反而造成便秘的情況。

四、戒菸：戒菸據統計資料會降低憩室炎的發生率。

結語

現代人因環境與工作壓力日益增高，加上飲食習慣改

變以及老年化的社會結構，大腸憩室炎的發生率將會逐步升

高。因此，遵循上述建議，從生活習慣做調整，循序漸進，

就能夠降低憩室發炎的機率。當然，倘若發生以上腹痛等症

狀，可以就近尋找醫師的幫助，幫助你得到適當的診斷以及

治療。

大腸直腸科/江世偉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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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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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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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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藥物過敏六大前兆症狀參考資料： 1.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2.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藥師～我長期吃完醫生開立的血壓藥後，最近覺得腳腫腫的，該怎麼辦？」、「藥師～剛剛去藥局買止痛藥，吃完之後，我

的眼睛腫起來了，跟熊貓一樣」，「藥師～我身上突然出現很多疹子，會跟我剛剛吃的藥品有關嗎？」以上對話常常有許多民眾來

詢問醫師、藥師。想想自己或是身邊的親朋好友是不是有發生過類似狀況，在當下的我們應該盡快就醫，並告知用藥史，而醫事人

員會叮嚀您，務必記下此種藥品，並記註於病歷上或藥物過敏紀錄卡，若有從未服用過的藥物，記得記得提醒醫事人員，您曾發生

過藥物過敏的情形，須特別加強留意，以免再次產生藥物不良反應。

依衛生福利部對藥物不良反應的定義為：基於證據、或是可能的因果關係，而判定在任何劑量下，對藥品所產生之有害的、非

蓄意的個別反應。藥品不僅可以治病也有可能會致病。藥物不良反應(Adverse Drug Reaction,ADR)是因病人使用藥品後，而產生

的一種不適甚至是有害的反應。即使是一樣的藥品，於不同病人使用後，也可能產生不同反應。藥物不良反應可分為可預期但與劑

量、藥理作用相關（Type A）與因個人體質或基因相關但非預期（Type B）。

如服用降血糖藥品造成低血糖、服用降血壓藥品產生低血壓等級屬於Type A不

良反應，使用非類固醇類消炎止痛藥產生眼瞼腫脹與紅腫、使用盤尼西林抗生

素產生過敏性休克等非預期情況即屬Type B不良反應。而依嚴重度等級分成輕

度、中度、重度，(1)輕度:無需治療，不用解藥(2)中度:需治療，導致住院或

者延長住院時間（通常7天內）(3)重度:導致死亡、危及生命、導致住院或延長

住院時間、導致永久性殘疾、導致先天性畸形或需要處置防止永久性傷害。

食品藥物管理署與藥害救濟基金會共同提出最常見藥物過敏六大徵兆

(圖)：「紅」-眼睛不適；「腫」-眼睛、嘴唇腫；「痛」-喉嚨痛；「燒」-發

燒；「疹」-皮膚紅疹、水泡及搔癢；「破」-口腔潰瘍，以上症狀有可能數天

內發生或者2-3個月以上才出現。若民眾服用藥物之後，有出現以上症狀，應盡

速就醫，也提醒醫事人員提高警覺針對有服用高風險藥物(抗癲癇、降尿酸)的

病人，特別加強留意。

大家也不需因害怕產生藥物不良反應而不敢使用任何藥品。因為藥品在上

市前需要經過重重關卡，其中會經過數百人、數千人的臨床試驗，若無重大問

題藥品才會被核准上市。上市後會有更多人使用藥品，此時可能發現原本試驗

中沒有發現的問題。經過大家發現並且通報，不僅能提醒自己下次不要再使用

此藥品，也能提醒大家這個藥品可能未被發現的問題。每一個藥品都可能發生

藥物不良反應，但並非每一個人都會產生不適。為了避免藥物不良反應再次發

生，若使用藥品後有任何不適現象，請與醫事人員反應，並記錄藥品名稱，讓

我們一同維護用藥安全與用藥品質。

藥劑科／林靖偉藥師
兒童青少年身心科／章秉純醫師

緩和療護病房/安寧居家護理師董容銨

藥師小學堂--說說什麼是藥物不良反應？

「郭伯伯，我們要帶你回榮家了喔！」，榮家護理長用溫柔

的語氣在伯伯的耳邊說著…經榮家與安寧團隊來回溝通後，終於

圓了郭伯伯這半年想回『家』的心願！

半年前伯伯因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在一次的住院治療後便無

法再返回榮家，安排住進本院附設護理之家，而這半年來反覆的

出入院，我們安寧團隊認識了郭伯伯，伯伯總是在清醒時大聲喊

著：「我要回家！我要回榮家！」。安寧團隊為了圓滿郭伯伯心

願，與榮家幾次討論後，終於敲定在今日帶著郭伯伯踏上返家之

路！

這天下午伯伯看起來精神特別好，雖然無法清楚的表達，但

他總是很努力地看著沿途景致，感覺到伯伯的心情是很開心雀躍

的，很快的回到了榮家，家主任帶領著所有人員都在松柏樓前列

隊歡迎，榮家所有人員手舉著歡迎伯伯回家的牌子，一邊唱著：

「真正高興能見到你，滿心歡喜的歡迎你，歡迎，歡迎，我們歡

迎你…」，開心的對著伯伯說：「歡迎回家」。

回到熟悉的大廳，等待著伯伯到來的是一群坐著輪椅、昔日

的好友，拍手歡迎伯伯回家，其中一位伯伯還難過地哭了，舊友

同袍間情誼表露無疑！回到房裡伯伯眼睛睜著大大的環顧著房間

四周，物品、擺設依舊，有伯伯最愛的遊戲機，電視機裡播放著

伯伯最愛唱的卡拉OK，大家還一起陪著伯伯哼唱著甜蜜蜜……

曾經照顧伯伯的照服員一直陪伴在身旁，拉著手、眼眶泛著

淚，對著伯伯說：「你要趕快把身體養好，不可以偷懶，再回來

榮家，我們等你回來！」，只見伯伯熱淚盈眶地說著唯一清楚的

話語：「謝謝！謝謝！」

【榮家就是我的家】，對於許多單身榮民伯伯來說，【榮

家】是一個很重要的歸屬，他們從年輕時歷經多次戰役，退伍後

就留在台灣，在台灣舉目無親，早已把台灣當作是他們的－根，

榮家是他們的－家，謝謝郭伯伯讓安寧團隊參與他的【返家圓

夢】之旅，跟伯伯一起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家，回到醫院的他分外

滿足平靜。

後記：伯伯在4月底回去一趟榮家後，5月已經真正回到天家了，

謝謝伯伯讓我們安寧團隊認識祂、陪伴祂直到最後。

白河榮家就是我的家--安寧團隊帶著郭伯伯「返家圓夢」

「我的孩子說他很討厭數學，每次都考不及格，補習也沒

用、每天罵也不想念，他是不是有數學學習障礙？」、「小毛很

討厭歷史，是不是得了歷史學習障礙？」，醫師在這邊必須要澄

清：「成績不好」與「學習障礙」完全是兩回事喔！而且也不是

任何一個科目不好，就是得了那個科目的「學習障礙」。舉例來

說，跑步跑得慢，我們不會說這個孩子有「跑步障礙」。但若有

孩子有先天發育不良、肢體障礙、嚴重的長短腳、肌肉萎縮症、

甚至車禍骨折等，我們卻硬要要求這樣的孩子與一般同學接受相

同的體育課跑步要求，是相當殘酷也不合理的。而「學習障礙」

是經過多年的科學研究，找到一些孩子在特定的腦區發展出現異

常，使得對某些特定的科目出現學習困難，而這些困難不是僅靠

逼迫與努力，就可以完全彌補的。

「學習障礙」並不少見，約占總人口的4%，由於缺乏特異性

症狀，亦不似智能障礙呈現較全面的高階認知能力缺損，早期覺

察、診斷又比智能障礙更為困難。故此類學童往往在確診之前，

承受許多不必要的責難與痛苦。確診時間、特教資源介入的時間

延遲，也更增加此類問題的處理難度。

在學習障礙的診斷工具中，臨床觀察、影像學、診斷性會

談、晤談以外的輔助衡鑑方式─如標準化評量、心理測驗等─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在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的兒童青少年身心科

團隊中，有極富經驗的心理師進行衡鑑，能夠以更客觀的標準，

鑑定學習障礙的孩子，使其能及早接受醫療、教育體系的協助，

也避免讓孩子不斷挨罵受挫，失去對所有科目的學習信心。

根據最新美國精神醫學會之診斷準則「精神疾病之診斷與

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學習障礙(Learning disorder)」
歸類為「神經發展疾患(Neurodevelopment disorder)」。並將

其細分為分為以下四項：閱讀障礙(Reading disorder)、數學

障礙(Mathematics disorder)、書寫表達障礙(Disorder of written 
expression)，以及非特異性之學習障礙(Learning disorder, NOS)。
診斷準則較為複雜，須由專業兒童青少年身心科醫師進行診斷。

舉例來說，孩子若出現「無法正確讀出單字；或是讀單字時

緩慢、猶豫、或是頻繁在猜測字該如何讀；或是念出單字即有困

難」的狀況。即可考慮讓孩子來醫院接受專業團隊關於「閱讀障

礙」的鑑定，以盡早取得相關教育資源的協助，讓孩子更能快樂

學習，免於承受不必要的挫折。

嘉榮兒心團隊的智力測驗結果，也與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吻

合，學習障礙個案的文化、教育環境與語言發展相關的智力商數

「VIQ」較低；而上述三項能力正多為學習障礙個案的相對弱勢

功能。

自早期的Bannatyne (1968)，Prifitera (1993)，Kaufman 
(1994)，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洪儷瑜教授。世界各國的專家學

者都發現學習障礙的孩子，可由智力測驗中觀察到特殊的表現分

數。

由上述學者專家的研究結果可知：學習障礙的認知特質表現

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有相當的重疊之處，特別是與「知覺組織」

有關的高層次能力優於與「專心注意、速度處理」有關的低層次

能力。這也與傳統上認為學障群體的優勢能力在高層次的能力，

其弱勢在低階的認知能力的觀點符合。

由於學習障礙群體的「個體能力內部差異」是診斷的關鍵部

分，每個孩子之間的差異也相當大。相信若由富有經驗的嘉榮兒

童青少年身心科的專業衡鑑、診斷團隊處理，將能讓學習障礙的

孩子得到最正確、最適宜的診斷與治療，找到屬於自己的優勢，

在學習的路上也不再總是痛苦挫折。

我的孩子有學習障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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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漫畫「櫻桃小丸子」的作者漫畫家櫻桃子在8月15日因乳癌辭世，享年53歲，這個不幸的消

息，也再度喚起社會大眾對於乳癌這個疾病的關注；目前乳癌治療以手術切除、化學治療、放射治療、

標靶藥物和後續的荷爾蒙藥物治療為主流，但越來越多的研究也指出，傳統中醫藥的介入，也能提升乳

癌病人的存活率和後續生活品質；臨床上常聽到很多病人反應，不知道該何時採取中醫藥治療，而開刀

完之後，好像也不能再執行任何侵入性治療(打針或針灸)，這些迷思，就讓下述的內文來幫各位解答。

如果乳癌早期發現進而早期治療，存活率頗高，以第一期乳癌為例，治療之後的5年存活率高達

95.6%，在常規術後能妥善調理，更能減輕放療、化療、標靶治療所帶來的痛苦及後遺症；而目前研究指出，若能在手術或放療、

化療之前即進行中醫調理，根據病人的體質辨證論治(常見的治療包括疏肝理氣、溫補腎陰陽、健脾益胃、扶正培本和清熱散結

等)，有效改善病人的術後不適，讓病人更能舒適地接受西醫治療，創造醫師、病患和其家屬之間的三贏局面。

乳癌手術後上肢腫脹緊繃為常見的副作用(多因術中部分靜脈及淋巴結切除，術後又多對腋窩行放射性治療，造成該處發炎反

應水腫，淋巴液及靜脈阻塞回流不暢而導致，通常一段時間後消退，但也有經年不消者)，不僅影響上肢正常活動功能，也會提高

感染的風險，這有可能讓病人誤認為乳癌手術治療不徹底或復發所造成，精神上承受更多壓力，對生活品質和工作能力都會產生

不良影響；因為淋巴系統負責免疫功能，因此乳癌摘除淋巴結的病人免疫功能較差，

會比一般的人容易有感染的情形，之後的皮膚照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常聽到不要在

患側執行抽血、注射、針灸、放血或按摩推拿等醫療行為的衛教，但其他部位的穴道

譬如豐隆、足三里、三陰交、太衝等位於下肢的穴道，都有助於上肢的行氣消腫；而

其他有腫瘤轉移或服用賀爾蒙藥物造成骨頭疼痛的乳癌患者，針灸更是止痛藥物外的

另一種有效選擇(會刺激腦部釋放天然的、具止痛效果的腦內啡)，有助於病患寧心安

神，舒筋活絡，同時搭配規律起居、適當運動和健康飲食，逐漸恢復健康；歡迎各位

有需要的病友，前來傳統醫學科，各主治醫師將會竭力為您找出最佳治療方式。

中醫科/唐佑任醫師

乳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