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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署立醫院（現改名為衛生福利部醫院）先前爆發聯合採購弊案，今判決出爐，10

多位醫院主管均遭判刑，其中，前署立基隆醫院心臟科主任、現輔大醫院心臟內科主治醫師林

○敏遭判刑14年、褫奪公權5年。對此，輔大醫院表示：「林醫師現在輔大醫院沒有行政職。

其案件不會影響他的醫療專業。」    

林○敏等人2011年被控利用督導署立醫院營運近3年時間，協助特定醫療廠商標得採購

案，被依2個收賄罪判刑14年、褫奪公權5年，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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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捐款芳名錄

單 位 優良教師名單

放射科 黎素君放射師

復健科物理治療組 王銘槿物理治療師

營養科 羅梅華營養師

精神科職能治療組 施怡伶職能治療師

藥劑科 沈宏典藥師

精神部臨床心理組 曾德耀臨床心理師

病理檢驗科 楊惠茹醫事檢驗師

呼吸治療 黃女芸呼吸治療師

護理部 洪士瑩護理師

護理部 劉芝妤護理師

護理部 蕭秋婷護理師

護理部 何宜玲護理師

護理部 李翠玲護理師

精神科 沈正哲醫師

家庭醫學科 洪恩琪醫師

教學研究部/江惠娟專員

108年優良臨床教師表揚

葉○鄉 一般捐款 300

楊○媛 一般捐款 105

崔○月 一般捐款 280

潘○珠 一般捐款 200

賴○貞 一般捐款 235

吳○仁 一般捐款 150

王○蘭 一般捐款 300

周○瑩 一般捐款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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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鄭○謀 一般捐款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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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5210

醫院是高張力的工作職場，尤其第一線面對或照顧病人的醫事人員，更是壓力沈重，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身為區域教學醫院，肩負著醫療人員訓練之責，透過醫護人員臨床經驗教導，如何在繁忙的臨床工作中，同

時提供實習學生或新手醫事人員必要的教學與支持，是很重要的課題。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配合衛福部

辦理臨床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安排臨床教師，指導新進醫事人員，孕育優秀醫事人才，肯定對培育醫事人才

的無私奉獻，並於1月15日(星期三)於會議室表揚，李世強院長親自頒獎。

本院自103年起，為鼓勵臨床教師積極投入教學，並肯定其教學的努力與貢獻，制定「優

良教師遴選作業辦法」，明訂每年辦理年度臨床教師表揚，表揚每位優良臨床教師，以肯定對

於培育英才的無私奉獻。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今年共15人獲選優良臨床教師(2位醫師、4位護理師以及9位醫事人員)，也

讓這群醫護人員，平時不僅要做好醫療工作，還要額外撥出時間訓練實習生及新進醫事人員，也讓

辛勞的「老師」們獲得肯定，如果您在院內見到這些優秀又熱情的教師們，也請您給他們一個熱情

的掌聲，讓我們的教學志業繼續發光發熱。

醫師涉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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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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指出，心血管疾病的病因通常都是由好幾個風險因

素造成，如吸煙、不良飲食習慣、肥胖、缺乏運動、大量飲

用酒精及三高（高血壓、高血脂和糖尿病）等。此外，家族

成員若曾患有心血管疾病，也會增加患病的風險。如何預防

心血管疾病，改善方向為 一.積極調整飲食與生活習慣。

二.保持健康體位。三.改善「三高」問題。四.落實每日運動

習慣。

1.食用好油及正確使用好油:

每周進食兩至三次含 Omega-3 脂肪酸的魚類，油脂較

多的魚類，如鮭魚、鮪魚、鯖魚、沙丁魚及罐頭鯡魚等，含

有豐富Omega-3 脂肪酸，不但能夠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

（Triglyceride）水平，還有助抑制血液中的血栓形成，預

防血管動脈硬化，因此有助減低罹患中風和心臟病的風險。

台灣每日飲食指南建議魚類攝取量以每次食用1手掌掌心量

為建議。澳洲心臟協會（National Heart Foundation of 

Australia）建議每周至少進食兩至三次含豐富 Omega-3 脂

肪酸的魚類，每次約150至200克（約一隻手掌的面積），便

能達到保護心臟的效果。

在攝取動物性食物的同時請注意膽固醇品質與攝取量，

雖膽固醇已不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元兇，但是因為高溫烹

調而變質的膽固醇有其可怕及傷害性存在。如何正確使用好

油：注意油品發煙點，基本上純化過的油品發煙點會比較

高，例如精煉的純橄欖油發煙點就比冷壓初榨橄欖油高。媽

媽們炒菜常會以油鍋冒煙作為油夠熱的判定點，其實這是很

危險的作法。當油到達發煙點時，裡面的脂肪酸與甘油會游

離出來、氧化變質、並揮發到空氣中，高雄醫學大學進行的

研究就發現，不管是花生油、大豆油、還是豬油，只要加溫

超過發煙點，就會散發出具有致癌性的化學煙霧。例如煎荷

包蛋，若油溫太高，蛋中膽固醇因為高油溫烹調會發生質

變。目前「一天只能一顆蛋」的飲食建議上限已被拿

掉了，但個人認為每人合適之膽固醇建議上限應該做

整體飲食評估後而做適當之食材種類建議攝取量。膽

固醇不耐高溫，在煎、炒、炸之下很容易氧化，氧化

後的膽固醇跟普通的膽固醇大不相同。肉魚蛋奶類都

不適合高油溫烹調，烹煮時間也不該太長，否則所含

的膽固醇也會產生氧化反應(幾乎所有動物性食品都

含有膽固醇，只是含量的多寡而已)。高溫烹飪用油的選購原

則包括：低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低膽固醇、高發煙點、富含

抗氧化物。而不適合高溫烹飪的油品有奶油、豬油（高膽固

醇）、大豆油、玉米油等。

2.攝取高纖維食物:

高纖維食物(如全穀根莖類：糙米、燕麥等)有助降低

血液中的膽固醇，並讓血糖保持穩定。此外，膳食纖維可

增加飽足感，因此可以幫助抑制食慾，控制體重。膳食纖

維每日建議攝取量為20-35公克，其中含水溶性纖維10-25

公克。如蔬菜、水果、豆類、堅果類 都含有膳食纖維。 

3.減鹽:

當今速時的年代、速食的環境，各類美食、小吃其實

含鈉量都不低。正常成年人每日的鈉攝取量不應多於2400

毫克（相當於1茶匙食鹽）。建議大家多選擇新鮮天然的食

材，少吃加工醃製的食物，如臘肉、火腿、香腸、罐頭、

鹹魚、 鹹蛋、泡麵、蜜餞等。

4.增加身體活動:

鼓勵所有人增加身體活動量，達到中等強度以上至

少每週150分鐘，儘量減少  長時間坐著不動的狀態，即

使是工作需要，也建議每30分鐘起身活動筋骨。可以從日

常生活中增加身體活動，比方說爬樓梯取代坐電梯，增加

步行機會等。但也可以透過建立規律運動習慣來達到更有

效的目標。規律運動的建議處方常用的是每週150分鐘中

等強度的有氧體能活動，例如快走、慢跑、有氧體操、游

泳、球類運動等，所謂的中等強度以呼吸會有點喘，有流

汗，心跳達40-60%保留心跳率(HRR)(註)[195]，55-70% 

最大心跳率，或是自覺運動強度(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有點費力但不至於太吃力的狀態。

以上資料來源:衛福部國健署、2018年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THE NEWS LENS 關鑑評論

台灣因老化與三高疾病:高血壓、高血脂及高血糖等慢性疾病的增加，使得慢性腎臟病患者也逐年上升。而雲

嘉南地區根據歷年的台灣腎臟醫學會統計除了是腎臟病人口發生率跟盛行率最多區域，過去研究指出當透析患者

一旦出現憂鬱症狀，相對住院的風險就會增加，所以在病友面對長期透析的心理調適就變得極為重要。

在面對洗腎患者的憂鬱症時，在尋求心理的支持變得極為重要，當在透析時有不適之狀況，需適時的提出與

醫護人員討論及尋求幫助，不是一味的指責醫護人員，這樣對於其情況不會有任何的改善。而家屬的角色也極其重要，當家

人或親朋好友等重要的支持者提供情緒支持與鼓勵，可降低病患對於疾病的不確定感，增加對疾病的控制感。除此之外，若

家屬可以支持醫護人員的治療，也會提升病患的醫囑遵從性。

而且洗腎病友與一般疾病不一樣，每週都會與其他病友見面，當有任何問題時，除了尋求專業醫療支援外，也會尋求其

他病友的支持，會從中獲得不一樣的建議，且現在有很多的腎友團體，透過這些支持，能夠幫助患者更能去面對疾病。

而除了以上的心理層面支持外，有研究結果顯示，透析病患進行有氧運動，可以幫助改善生活品質，想當然爾，有人會

說我身體不好，不適合運動，但適量的運動可以促進多巴胺（Dopamine）的分泌，達到改善情緒、增加幸福感，進而讓身

心平靜，比較不會憂鬱煩躁。且運動對於接受透析併有心衰竭的患者而言，雖然無法延長壽命，不過卻能提升患者的生活品

質，進而改善憂鬱症狀。

當透析患者的憂鬱情況已經造成生活上的負擔及困擾，可以進而尋求更進一步的治療，可尋求院內身心科會診，而不是

把自己封閉在自己的世界中，尋求更專業的幫助，讓患者在透析的過程中，得到一個更有利的心理支持。

病人都知道血液透析是一條沒有終點的不歸路，所以一旦踏上這個旅程，病患如何去面對及調適自己變得極為重要，當

有任何問題時，尋求幫助，早期診斷且接受適當的治療，透析患者也能擺脫情緒低潮，迎向豐富及樂活的人生。

家庭醫學科/陳怡成主任
營養科/羅梅華主任

門診/黃幼蓉護理師

「戒菸找專業，醫起守護您!」2019年衛福部積極地在地方推動第二代戒菸計畫，透過更為主動

的方式，鼓勵戒菸治療服務機構以品質導向的「戒菸服務品質改善措施」，提供二代戒菸資源主動

積極地協助更多吸菸者戒菸，遠離菸害，結合所有社會的資源，讓吸菸者遠離菸害。其中嘉義市的

60家醫療機構，共有4,028位吸菸者接受戒菸服務，不但個人重拾健康，家庭重拾幸福，更成功地減

少健保支出。

吸菸是多種癌症、心血管疾病、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主要危險因子。

根據溫氏等研究，全台灣每年可歸因於吸菸的死亡人數約佔男性總死亡人數的22.2%及女性總

死亡人數的5.9%，因吸菸導致之疾病使健保局每年多耗費約4億美金的醫療費用支出。吸菸對人體的

危害呈劑量反應效應，及暴露的劑量越大及時間越長，罹病的機會便越大，即使已染上菸癮的人，

若能早日戒除，仍可降低疾病的威脅，其實一半以上的吸菸者都曾經嘗試戒菸，但自行嘗試戒除的

長期成功率只有3%。吸菸之不易戒除與香菸中含具成癮性的尼古丁有關，另外還包括心理、生活習

慣、社會等各階層面複雜的需求。已有足夠的證據顯是藉由藥物治療加上適當的行為諮詢可提高戒

菸成功率兩倍左右。

抽菸和喝酒是導致食道癌的兩大主要因子，調查顯示吸菸者中約有70%曾嘗試戒菸，

然而自行戒菸成功率不到一成，唯有找專業治療才能提升成功率，有效的戒菸介入是結合

藥物治療及醫療專業人員的追蹤諮詢。戒菸的管道很多，不論是 1.戒菸門診 2.戒菸班

3.戒菸活動 4.免費戒菸諮詢專線(0800-636363)5.戒菸藥物，都可以有非常好的效果。

政府為鼓勵戒菸，自101年3月1日起，衛服部推出「實施二代戒菸治療試辦計畫」，讓戒

菸比買菸更便宜，將門診及住院、急診病人都納入戒菸治療適用對象，規劃增加培訓專業

的戒菸衛教人員，以面對面方式，進行戒菸衛教及個案管理服務外；並透過整合轄區內資

源，於職場、學校等場域，團隊出擊，提供戒菸衛生教育指導、諮詢、戒菸教育服務！戒

菸用藥以菸品健康福利捐支持比照一般健保用藥，病人每次處方，僅須付兩成以下、最高

200元之部分負擔，低收入戶、山地原住民暨離島地區全免。

目前經科學研究證實有效的戒菸藥品，最主要分為「非尼古丁藥

物」和「尼古丁製劑」二大方式，它們都可以降低戒菸時不舒服的戒斷

症狀與想吸菸的慾望，並增加戒菸的成功率。

目前國內核准用於治療尼古丁依賴的第一線藥物包括：

⑴尼古丁替代藥物：經皮貼片、口嚼錠 

⑵非尼古丁藥物：Varenicline (Champix戒必適)

讓我們一起呼朋引伴來戒菸吧~~

若有戒菸疑問或戒菸藥物使用問題歡迎至本院家醫科門診洽詢。

對於吃檳榔的朋友，我們常會建議有想吃檳榔的念頭時，可以轉移

注意力，如何落實轉移注意力?

當您有想吃檳榔的念頭時您可以這麼做…

第一招 轉移注意力

洗臉刷牙、沖澡、運動、看電視電影、聽音樂、閱讀書報雜誌 

第二招 尋找替代物

含硬喉糖、嚼口香糖、嚼蔬菜條、吃蒟蒻

第三招 尋求支持者

找對的人聊天(本身不嚼檳榔或戒檳成功者)

第四招 和自己對話

提醒自己戒檳的理由(健康、形象、省錢)

鼓勵自己(告訴自己無論成功與否，能嘗試戒檳就是一件值得讚美

的事情)

此外，無論是戒檳、戒菸、戒酒或其他成癮行為的戒除，都

需要時間以及旁人耐心陪伴，陪伴者若能給予多一些關懷及體諒，

而戒檳的朋友也不要因為一次的戒檳失敗經驗就失去信心，鼓勵您

們不斷的嘗試找出問題，並給自己機會相信終有成功的一天!

參考資料：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戒檳教戰手冊

護 心 飲 食

如何面對透析治療的憂鬱症 洗腎室/陳怡安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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