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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院前醫師兼放射科主任張○寧被控辦理醫學斷層
掃描儀等採購案時，涉向廠商收取回扣342萬餘元。一審判處
張男6年6月徒刑，二審高院今天改判刑6年，仍可上訴。

台灣高等法院新聞資料指出，張○寧於民國91年至100
年間，擔任當時的行政院衛生署台北醫院醫師兼放射科主
任。

張○寧涉嫌在91年至100間，藉醫學斷層掃描儀採購
案，協助特定廠商得標並收受賄款，並利用儀器後續的維護
合約、藥品採購案，多次向廠商收受賄賂，共計342萬餘元。

一審台北地方法院判處張○寧有期徒刑6年6月，褫奪公
權4年。張○寧提起上訴請求減輕刑度，二審由高院審理。

二審認為，張○寧坦承不諱，犯罪事證明確，觸犯貪污

治罪條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共8罪，且已

繳回所有賄款，依法減輕其刑，且一審判決有論罪不當等違

誤，因此撤銷改判。

二審審酌，張○寧身為醫師兼主任，卻收賄達342萬餘

元，時間長達數年，嚴重損害素有崇高評價的醫界聲譽，但

張男已坦白犯行、繳回犯罪所得，顯已知錯，判處應執行有

期徒6年，褫奪公權3年，可上訴。

本院政風室檢舉信箱vhspchia-i@mail3.vac.gov.tw

檢舉電話:05-2358857

臺中榮總嘉義暨灣橋分院全體齊心並肩，共同落實衛生

福利部防疫措施，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肺炎疫情，在入院

管制方面，啟用紅外線體溫偵測儀，規定民眾入院一律配戴

口罩，以75％酒精進行手部消毒，並以健保卡查詢旅遊史；

14天內出國旅遊史及有呼吸道症狀或發燒禁止進入醫院看診

及探病。

此外，嘉榮亦致力規劃與落實病人分流、訪客管制及外

包人員管理等防疫政策。嘉榮設置急診、住院病人不同出、

入口及動線，對於疑似個案採分流管控；訪客管制方面，訂

定探病時段，住院病患每人限1名陪病者(含照顧服務員)及

2名訪客，採登記制及落實詢問TOCC。嘉榮亦相當重視外

包人員的防疫管理，發布醫療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外包人員管理指引，要求外包人員遵守感染管制程序，落實

TOCC調查及健康管理，工作時一律配戴口罩，於急診、加

護病房、隔離病房等特殊單位工作時，穿著適當之個人防護

裝備。防疫形同作戰，落實防疫工作之前，亦須充分了解疫

情，嘉榮要求全院人員(包含外包人員及志工隊員)參加疾管

署提供有關COVID-19介紹、感控、治療等課程，讓相關人

員更進一步了解COVID-19，共同防疫並遠疫。

隨時準備服務高風險疑似病人的一線醫護人員，此刻

面臨高風險的專業照護工作，依舊24小時輪班堅守崗位，李

院長世強於防疫期間親力親為，隨時針對疫情新的變化與急

診室、感控室及醫護等團隊召開應變會議，預想可能突發的

狀況，研擬應變作為，並親自探察發燒篩檢站、負壓隔離病

房、喉頭鏡影像等每一個防疫的設置與裝備。嘉榮一級主

管、工作同仁、志工、保全及替代役全體總動員，輪班站在

大門提供民眾監測體溫、消毒雙手等服務，清潔人員也每天

細心擦拭院內扶手、座椅及電梯，就連公共電話、提款機每

一顆小按鈕的消毒工作也不容忽視，希冀層層的防疫網，能

讓民眾就醫更安心。

防疫的過程艱辛也瑣碎，每一個細節都不容錯失，每一

個角色都不可或缺，嘉榮呼籲民眾出國返台14天內且具中國

大陸旅遊史之民眾，除有特殊、緊急原因，暫時不到醫院，

如果民眾出國返台後，對於疑似症狀有所疑慮，應盡快撥打

1922防疫專線，並於就醫時主動告知旅遊史、職業別、接觸

史等資訊，一同守護您我的健康，中榮嘉義暨灣橋分院與您

同在。

本院進出均需查詢旅遊史，住院患者限制陪病1人、訪客2人，
探病時間為一天一次，夜間19：00以後，訪客只出不進。
訪客探視時段如下：
(1) 一般病房(含護理之家及精神科病房)：
       11：00-12：00
(2) 加護病房及呼吸照護病房：
    11：00-11：30
    (探病時間及次數隨疫情變化調整公告)

請務必戴口罩、攜健保卡或身份證

共同守護您、我健康

※新型冠狀病毒防疫特別專欄〜

放射科主任收賄判6年 高院批損害醫界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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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us @vgh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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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2月份捐款芳名錄

葉○鄉 一般捐款 600

楊○媛 一般捐款 100

潘○珠 一般捐款 255

賴○貞 一般捐款 240

吳○仁 一般捐款 185

王○蘭 一般捐款 300

周○瑩 一般捐款 185

曾○慧 一般捐款 100

何○琼 一般捐款 50

李○文 一般捐款 100

齊○平 一般捐款 50

蔡○華 一般捐款 50

張○綾 一般捐款 50

張○微 一般捐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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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

鄭○謀 一般捐款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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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宏 一般捐款 300

善心人士 一般捐款 500

張○華 一般捐款 1000

張○展 一般捐款 1000

本月捐款
合計金額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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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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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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曾經想過精神科病人在生病之後是如何生活的…他

們或許會因症狀產生幻聽幻視，使大腦時常為了這些超載的

流量而感到爆炸；他們或許會因功能下降導致無法自處的生

活，使內心的世界全然地崩潰而失望無助。然而這一切都只

是生病的開端，在專業的醫療團隊介入之下，除接受藥物治

療之外，非藥物治療亦相當重要，包含職能治療、心理治

療、家庭治療…等。其中職能治療專業主要在幫助人們適應

各個生命週期以及生活的環境，換句話說，職能治療協助人

們重新設計病後的生活型態，以適應病後的生活環境。因此

職能治療師亦重視個案的所有職能角色，並且協助每個角色

的重塑，而職業復健即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如果你的生活失去工作或是不能在工作你會如何…精神

科的病人在發病之後，生活因此被攪亂的一蹋糊塗。沒了工

作、無法再工作，是一件對想靠著自己能力獨立生存的人而

言，多麼天大的事情。也許會因為社會的現實眼光而難以再

被聘用；又也許因為生病後的自己功能下降而無法再去負載

病前熱愛的那份工作。由病人角色轉換至工作者角色，是當

一位精神科病人再度面對生活時的一份重要地人生課題。一

路上我們必然會赤腳踩著許許多多的小石子，而無論這些小

石子或大或小，我們都將使其成為生命中的墊腳石。

你是否知道或是你是否曾在上班時遇見努力工作的他

們…本院在職能治療師的推動之下，可在院內的各個角落看

見努力工作的病人身影。職業復健的目的，是讓個案能參與

有報酬性的工作，讓個案從病人的角色，漸進地轉變為工作

者的角色。且工作可以(1)發展基本的責任感、判斷力和知

覺；(2)改變個案的自尊；(3)使個案免於次級殘障和再度住

院；(4)發展社交技巧和社會功能。因此本院精神部職能治療

組亦依照不同能力需求發展出由低階至高階的工作訓練坊。

像是從最低階的工作訓練坊-代工工作訓練坊，藉由簡單地

1-3個操作步驟且重複性高的工作內容，培養個案正確的工作

態度、工作行為及工作持續度；再來則是友伴工作訓練坊，

需學習工作中需要的輪椅基礎技巧、主動地與長者互動，並

且能夠達到每日穩定出勤；甚至到慢慢需要更多能力與技巧

的高階且複雜的工作坊，像是資源回收工作訓練坊、公差勤

務工作訓練坊及職能康復商店工作訓練坊。經由治療師對個

案實施工作能力評估，包括自我照顧、精神狀態、工作動

機、工作能力及耐力表現和人際互動表現等方面，再依照個

案的現況能力予以媒合至合適的工作訓練坊接受工作訓練。

你是否曾經至本院康復商店消費過…除了本院醫療行政

大樓一樓全家便利商店，在自立大門對面開設了一間經營

二十多年的溫馨小店-精神部職能康復商店。康復商店是在

庇護性的工作環境下，模擬職場的工作情境，讓參與工作訓

練的病友學習工作技能及工作時應該具備的工作態度，培養

適當的工作習慣。在康復商店，病友一直在不斷地努力學習

著，從簡單的項目開始一直到複雜的事務處理，包含：貨物

清點、整理貨物及上架、貨物標價、計算販售金額、盤點庫

存(登記數量及填寫缺貨單)、聯繫廠商進貨事宜、環境清

潔及維護、擺設桌椅，下雨天還要準備指定商品至各病房販

賣。不僅是培養其工作耐力，亦訓練專注力、計算能力、工

作記憶、長期記憶、人際互動技巧、應變及問題解決能力。

在所有的工作訓練坊裡，康復商店可說是最高階的殿堂，它

充滿了挑戰及考驗。另外，康復商店的收入亦支撐著其他大

多數無收入的工作訓練坊，支出著八成以上病友們工作訓練

的獎勵金，因此康復商店的存在更是支撐著整體工作訓練坊

的支柱。

我們期望著更多人看見努力工作的我們…雖然康復商店

僅有十八坪大的空間，但我們店內應有盡有，有糖果、餅

乾、飲料、泡麵、日常生活用品，以及二手衣販售，一進店

內，你會看見我們努力生活的樣貌，帶著笑容溫暖的說聲-

「歡迎光臨」。另外，如需要外送服務請撥打職能康復商店

電話專線-6105，營業時間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10-11:00，下

午2:00-4:00。

(表一)職能康復商店商品價目一覽表 (參考售價，以現

場實際標價金額為主)

 精神部/謝佳靜職能治療師

精神科病人的工作訓練與職能康復商店
放射科/陳皇吉醫事放射師

日光園地/香香

倫琴於1895年發現X光至今已經百餘年。百年期間，諸多

先人致力於輻射研究，大幅改善人類生活模式，致使現今人們

平日生活，處處都可見輻射蹤影。

原子能委員會成立於民國四十四年，為我國原子能業務最

高主管機關，負責國內核能電廠、核子設施及輻射作業場所的

安全監督，除嚴格執行核能安全管制、輻射防護及環境偵測，

妥善規劃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以確保核能應用安全外，亦負責

推動原子能科技在民生應用的研究發展，以增進民生福祉。下

列就讓我們了解一下輻射對我們生活的影響。

輻射是一種具有能量的波或粒子，如電磁波（如無線電

波、微波、可見光、紫外線、X射線、加馬射線等）以及從放

射性物質發射出來的微小粒子(如阿伐粒子、貝他粒子、中子

等)都稱為輻射。其中能量較低的，如無線電波、微波、可見

光、超音波、紫外線，稱為「非游離輻射」；而能量較高的，

如X射線與加馬射線，以及粒子輻射則屬於「游離輻射」。

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有許多游離輻射，有來自於天然且早

已存在的自然背景稱為「天然輻射」；另外，為了提升人類生

活，應用在醫療、農業、工業與研究、國家安全等方面，人為

製造產生的輻射則稱為「人造輻射」。

天然輻射包括來自外太空的宇宙射線、天然存在於地殼或

大氣中的天然放射性物質或人體中所含的放射性物質。

人造輻射在現今的醫療、農業、工業、研究、國家安全

等方面，都提供了強大的助益，應用非常普遍。如醫療方面，

診斷用的X光攝影、電腦斷層掃描儀(CT)以及正子放射攝影

(PET)，治療用的直線加速器、電腦斷層治療機、質子治療設

備等；農業上的應用如品種改

良、食品輻射照射等；工業界

則有利用輻射於食品中的異物

檢出、飲料的液位檢測，以及

桶槽、橋梁等的非破壞檢測；

科學園區、研究單位用於檢驗

用的X光機、X光繞射分析儀、

靜電消除器等也都是輻射的應

用；在機場海關或重要設施用

於安全檢查或查緝走私的X光

安全檢查則是國家安全領域的

應用。

游離輻射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分為確定效應與機率效應。確

定效應指接受過量輻射照射，造成有害的組織反應，若接受的

劑量增加，造成的傷害就會更嚴重，如皮膚紅斑脫皮、水晶體

混濁等。機率性效應，主要是指致癌效應，輻射可能會誘發細

胞的突變導致癌症的發生，因為癌症的發生是機率性的，所以

這種效應稱為機率效應。癌症發生的機率與劑量有關，機率隨

劑量的增加而提高。

游離輻射照射人體的過程稱為輻射曝露，輻射曝露有體外

曝露與體內曝露二種。體外曝露是指游離輻射由體外照射身體

的曝露，例如健康檢查時照的胸部X光；體內曝露則是指由攝

入體內的放射性物質所造成的曝露，例如吃入含有天然放射性

物質或受放射性物質污染的食物。

一般人主要會接受到的輻射曝露主要是體外曝露，體外曝

露的防護原則就是TSD原則。T指的是時間(Time)，接受曝露

時間越短越好；S指的是屏蔽(Shielding)，使用適當屏蔽物

質阻擋輻射；D指的是距離(Distance)，儘量遠離輻射源，距

離輻射源的距離為原先的2倍，劑量一般會降低為原先的4分

之1。所以遵循TSD原則，就可以減少從體外照射人體的輻射

劑量。

輻射除了一般生活上的各類應用之外，在我們的生活環

境中，也存在著天然背景輻射，包括：(一)來自外太空的宇

宙射線、(二)來自地表的土壤和岩石所含之天然放性射核種

鈾、釷、鉀等核種所產生的地表輻射、(三)因鈾系及釷系元

素在衰變過程中產生的天然放射性氣體－氡氣，及(四)人體

體內因自然存在或呼吸飲食攝入人體的放射性核種輻射。下圖

顯示，台灣地區每人每年接受的天然背景輻射劑量約為1.62

毫西弗。

「衣服要常換洗，要勤洗手。」常常穿著整齊，渾身香

氣的小益，在日光園地的生活討論會提出了如是意見。小益從

民國100年1月開始，就在姊姊的建議下，來到社區復健中心-

日光園地上課，一方面是為了生活規律， 一方面是為了透過

活動，了解社會上新的資訊和資源。

在日光園地的日子裡，工作人員積極的輔導下，從公差

的工作開始訓練，過了數個月，職能治療師協助他轉支持性就

業，後來順利到勤務中心上班，持續了將近1年的時間，後來

因為腳和腰不舒服，有時會影響工作執行率、同事會時刻提醒

他，再加上他的職業倦怠，後來選擇離職，休息一段時間，到

如今又重回日光園地的工作訓練，由機構再度轉介到庇護性工

作；目前於病歷室擔任助理，至今兩年多，表現日益進步。

小益是個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但是由於對社會資訊的不

了解，也曾深陷被詐欺集團利用的噩夢中。那是在小益31歲

那年冬日，他看報紙工作職缺求職，對方自稱姓劉，從事外匯

匯兌的生意，主要是從人民幣兌換台幣，或是台幣兌換成人民

幣，但是，誰知那只是一個幌子，劉先生跟小益要了身分證，

和銀行的提款卡，以及密碼，在便利超商影印了身分證，還拿

了提款卡進行操作，叫小益在便利超商前面等他，劉先生操作

後，留了一筆錢在小益帳號，小益也不知道那算不算傭金，但

是那筆錢卻是小益噩夢的開始。

當時小益很缺錢，知道自己的帳號裡面沒錢，所以才會

大膽把提款卡借給劉先生使用，未料到這樣的一個舉動，引發

後續的軒然大波。那日過後有一天小益帶著存摺到銀行臨櫃辦

事，銀行辦事員要求他等一下，隨後通知警方，當場將他帶回

警局詢問做筆錄，這件事還牽扯了事後上法庭。之後，小益的

姊姊急於幫弟弟釐清事實，於是向法官陳述事情的經過，以及

說明小益罹患精神疾病的事實，但是，姊姊的證詞並沒有讓小

益當庭釋放。日後，法院寄來通知單，上面寫著小益為「詐欺

幫助犯」，必須坐牢兩個月或以兩萬交保。因為對社會現實面

的不瞭解，小益成了詐騙事件的受害者，由於沒錢交保，於是

小益徹徹底底的在監獄裡度過兩個月的時間。

來到社區復健中心日光園地之後，小益總算有了翻轉人

生的機會，不但工作有著落，經濟寬裕了，加上事事有專管員

可以詢問，再也不怕詐欺集團會再來利用他。目前他唯一的苦

惱，是身心障礙津貼必須藉由農會的存摺才能領取，因著他的

詐欺前科，農會不准他開戶，因此，每個月都必須匯到姊姊的

帳戶下。但是，至少目前他是快樂的，最起碼有一双大手庇護

著，讓他不僅家庭、工作，都是一帆風順的。

認識輻射

病 友 投 稿 專 區

(圖一)職能康復商店病房購物照片及康復商店病友工作訓

      練照片

摘錄至原子能委員會宣導網站

小益的夢醒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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