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5 任正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反賄選宣導

本次選舉將於109年1月11日舉辦投票，本次選舉類別為第15任正副總統暨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為將反賄選觀念，深入全國各地方社區、鄰里，以強化民眾拒

絕賄選決心，並勇於檢舉賄選（檢舉專線:0800-024-099，撥通後再按4），避免暴

力及金錢介入選舉，影響選舉結果公平性，特請各機構利用多元宣導通路，進行反

賄選宣導。另請加強宣導並恪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0條規定，中央及地方

政府各級機關公職人員於選舉競選活動期間，不得從事與競選宣傳有關之活動，違

反第50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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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 臺中榮總嘉義、灣橋分院關心您也提醒您！

-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108 年～ 10 月份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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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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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策略：強化急重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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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日期：108 年 10 月 5 日
資料來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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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we751@vghtc.gov.tw

林　○ 一般捐款 700
楊○媛 一般捐款 135
崔○月 一般捐款 335
賴○貞 一般捐款 280
吳○仁 一般捐款 300
王○蘭 一般捐款 300
周○瑩 一般捐款 185
曾○慧 一般捐款 100
何○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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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縈 一般捐款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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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謀 一般捐款 60
魏○春 一般捐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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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鄉 一般捐款 300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7415

檢 舉 賄 選 獎 金 級 距

項次 檢   舉   類   別 檢 舉 獎 金

1 正副總統候選人
賄選者

最高獎金
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2 立法委員候選人
賄選者

最高獎金
新臺幣一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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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就醫民眾需求，特連結財團法人

臺中市私立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經費挹注，申請補助添購高齡長者

電動接駁車，期減緩高齡長者來院之不便，以提升民眾就醫安全。

該院為表彰惠康基金會拋磚引玉、助人無私的精神，特於臺中榮總

灣橋分院醫療大樓大廳前舉行「愛心無限 傳情鄉里」受贈儀式，由

臺中榮民總醫院院長暨惠康基金會董事長許惠恒親臨捐贈，由該院

院長李世強代表受贈，基金會執行長莊李和、竹崎鄉曾亮哲鄉長及

竹崎分局鹿滿派出所蔡錫銓所長蒞會觀禮，共同見證愛心傳承，期

許嘉惠嘉義鄉親，創造友善社區就醫環境。

李世強院長表示依中榮灣橋分院統計，104至106年之病患就

醫平均年齡為66.8歲，就醫民眾大部分為高齡且行動不便的長者，

如何提供便捷及安全的交通工具更顯重要。該院歷次參加地區座談

會，會中有許多長者當面感謝院方設立多條醫療巡迴車路線，提供

交通車接送的便民服務。

儘管灣橋分院自107年1月3日起，嘉義縣政府已提供「繞駛灣

橋分院」的服務，行駛路線涵概範圍擴大。然繞行灣橋院區的服務

一天僅有8次，其餘都儘在「灣橋農會站」停站，民眾下車後，還需

步行約205公尺才可至該院就醫，對於高齡又行動不便的長者而言，

相當吃力與不便，亦造成體力與行動之負擔；該院相當重視長者的

需求，便積極向惠康基金會提出補助計畫，希望藉由惠康社會福利

基金會經費挹注，進一步添購兩台六人座電動車，於公車未繞駛灣

橋分院的時間，提供院區醫療大樓(B棟護理之家、A棟病房大樓、醫

療大樓)至院外聯外道路的繞駛服務，串聯最後一哩路，讓長者就醫

更便利及順心。同時，該院審慎評估銀髮族行動需求及安全考量，

電動接駁車最高時速僅為30公里，並於每一個座位安裝兩點式安全

帶，另設有警示燈、乾粉滅火器等設備，提供人員針對突發狀況應

急處置，並由專人管理及維護，讓長者就醫無障礙、更安心。

惠康基金會許惠恒董事長表示希冀藉由無噪音、無汙染的電動

接駁車接送，服務地方鄉親，補足公車無繞駛醫院的時間，加上地

方鄉長的支持，提升灣橋分院高品質醫療服務，共同為地方民眾打

造更優質的就醫環境。捐贈儀式後，惠康基金會許惠恒董事長、李

世強院長、惠康基金會莊李和執行長、竹崎鄉曾亮哲鄉長、竹崎分

局鹿滿派出所及醫院同仁等，一起依接駁路線試乘體驗愛心所捐贈

的電動接駁車，試乘後均表示接駁車穩定、安全，對高齡嘉義鄉親

就醫真是一有福音。

該院院長李世強表示，該院以完備社區醫療照護體系、精進醫

療照護服務品質及建置優質高齡友善環境等為其目標，本次活動感

謝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大力協助，該會一向以｢關懷弱勢族群｣與｢

健康促進之各項社區活動｣為宗旨，長期協助弱勢病患醫療照護相關

費用外，更以捐贈「六人座電動車」的具體行動拋磚引玉，期引發

社會大眾共鳴，共同為偏遠地區提供更完善、高品質及符合在地需

求的感動醫療服務而努力。

「愛心無限 傳情鄉里」

灣榮愛心電動車開跑 - 長者無礙就醫好便利

社工室／陳宇婷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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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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　義　分　院 灣　橋　分　院
管　　道 投　　件　　方　　式 管　　道 投　　件　　方　　式

客訴專線 0800286042、05-2860422 客訴專線 05-279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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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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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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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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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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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捐 款 人 姓 名 捐款金額 捐 款 人 姓 名 捐款金額

10

月

胡 昌 國 1,000 齊 國 平 50
黃 玉 君 200 蔡 美 華 50
胡 純 貞 200 李 惠 華 295
魏 柯 春 2,000 楊 建 中 170
賴 玉 貞 150 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 110,000
沈 佳 縈 225 林 環 700

＊本捐款按捐款日先後次序排列，如有錯誤請與社工室聯絡，

聯絡電話05-2359630轉1307郭小姐。

＊歡迎定期、單筆或不定時捐款，捐款者可獲正式收據，並刊

登於「嘉榮醫訊、行政網站」公告徵信。

＊「心手相連 讓愛傳出去」您的奉獻，回饋社會，透過您的支

持與鼓勵讓惠康基金會嘉義專戶建立更完整的服務體系，提

供需要幫助的人獲得更周全的服務與照顧。

＊捐款方式：

　1.戶名：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

　2.銀行名稱：合作金庫東嘉義分行

　3.帳號：5849-717-359201

106年10月財團法人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

嘉義專戶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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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癌 前言
癌症治療不是輕鬆的事情，因此能夠早期發現癌症，在病情嚴

重之前早期治療，讓病人減少痛苦，對病人及家屬來說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口腔癌剝奪的除了健康之外，跟其他癌症相比更影響人的
進食、發聲、甚至外觀，輕者影響口腹之慾，無法大啖美食，別說
美食，國民小吃滷肉飯、牛肉麵等等都無法下嚥，影響重者往往造
成病人本身心理憂鬱，外觀缺乏自信，不愛說話難以溝通，而最重
要的是口腔癌發生族群年齡層，在前五大癌中是最年輕的，往往正
是家中經濟主要來源，對家庭的影響十分巨大，因此防治跟早期發
現口腔癌，從個人家庭到社會都應該重視，國健署也十分積極推動
篩檢跟戒菸戒檳宣傳，筆者以過去訓練得到的經驗跟衛福部統計上
的數據跟大家分享一些訊息，也希望每個人都能重視自己的健康。

一、甚麼是口腔癌
口腔癌為發生在口腔部位之惡性腫瘤的總稱。指的是發生在以

下部位的惡性腫瘤 1.唇 2.頰黏膜(唇和臉頰的內襯) 3.牙齒 4. 
舌頭下方的口腔底部 5.前三分之二的舌頭 6.口腔頂部的前面部
分(硬顎) 7.牙齦以及臼齒後方的小區域，而統計起來，在舌頭是
最常見的區域，第二則是頰黏膜，各種惡化的細胞類型中以鱗狀上
皮最為常見，一旦發現自己嘴巴有異狀，先不要自我判斷，長出來
東西是良性或惡性都是以切片病理報告為主，有疑慮都應該就診跟
醫師討論，千萬不要誤信偏方，延誤治療時間。

二、台灣口腔癌現況跟影響族群 
口腔癌發生率在男性來說一直在前五名，女性發生率就沒有那

麼高，而男性口腔癌死亡率從民國八十五年開始一直在前五名，
九十五年開始則上升到第四名，而在103年(國健署目前更新資
料)的報表裡，口腔癌新發生人數百分比在不分性別所有癌症佔第
四名，意指103年與102年相比新增加癌症人數，前五名分別是乳
癌、結直腸癌、肺癌、口腔癌、子宮體癌，103年十大癌症發生率
/死亡率，則是第六名跟第五名，103年男性癌症發生率/死亡率，
兩個都是第四名，發生率分佈地區前幾名又是誰呢，九十八年地區
報表(癌登資料)來看，前五名是台東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
縣、花蓮縣，而男性癌症死亡年齡平均數(民國97年到98年)，大
致落在56歲，跟肺癌、肝癌、直腸癌相比大概年輕8-15歲。上面
那麼多數據看完都眼花了，幾個重點希望大家知道：
1.新口腔癌發生率依然在上升 
2.口腔癌影響男性居多(請關心家裡的爸爸們)
3.跟前幾名癌症相比，影響年齡層較年輕(得病較年輕，死亡也較

早)

三、口腔癌危險因子
在前面的部份我們知道男性是高風險族群，而目前有已知的致

癌因子更請大家注意，世界衛生組織公告的抽菸、酒精是人人都知
道的致癌因子，而台灣特有的檳榔，已經有很多醫界前輩們證實
檳榔是口腔癌危險因子，世界衛生組織在2003年發布檳榔是致癌

物，檳榔果內所含的生物鹼：檳榔鹼、檳榔素、異檳榔素、四氫菸
鹼酸、四氫菸鹼酸甲酯等，列為第一類致癌物，意思不管是菁仔、
包葉、雙子星，紅灰、白灰，都會致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高
醫葛應欽教授也在1995年發表菸、酒、檳榔對口腔癌的衝擊，只
有吃檳榔比一般人多28倍機會得口腔癌，吃檳榔加喝酒多54倍，
檳榔加抽菸是89倍，三個都有是123倍！除了三兇菸酒檳榔之外，
國家研究院發表的口腔癌指引尚有提到其他危險因子，蛀牙、不當
之假牙、不良口腔衛生、長期營養不良，陽光照射，請注意這些危
險因子跟三兇菸酒檳榔的致癌因子是程度上的差別，三兇是確定致
癌物，請大家注意!

四、如何預防口腔癌？我要戒檳榔！
其實如何預防口腔癌發生，相信大家都猜得到，只是能不能做

到，『不菸不酒不檳榔，飲食均衡多運動，口腔衛生保健康』，簡
單幾個字，確實做到的人真的不多啊！而要呼籲大家的是，抽菸跟
喝酒都有成癮性，不抽不喝會『凍未條』，但是檳榔是沒有成癮
性，再次強調，這麼多研究裡面，檳榔沒有成癮性，所以理論上應
該更好戒，而戒不掉的理由有幾個：
1.吃了就是『爽』，用來提神、讓身體發熱驅寒等等
2.朋友『交陪』，除了敬菸敬酒之外，你一顆我一顆一起哺哺，來

點男人話題
3.我的爸爸叔叔伯伯舅舅隔壁小王巷口小張都在吃檳榔，便利商店

隔壁就一攤(方便取得)
4.要提神跟咖啡蠻牛比更便宜，要口味跟口香糖比更爽(可加荖花

石灰梅粉芒果乾大蒜)
5.工作的小確幸，工作很累，想要慰勞一下自己
6.我沒那麼衰，不會得癌啦!!!!!(嘴硬不相信)

說真的以上這些需求，要驅寒提神，要『交陪』要慰勞自己，
都有方法代替檳榔，只是願不願意、有沒有下定決心而已，因為拿
著檳榔放進嘴巴的，還是自己的手，自己不吃，沒有人能真的強迫
你，所以我建議就是下定決心『戒』，說戒就戒，相信自己一定可
以辦到，家人朋友也要鼓勵檳友們戒，多鼓勵，不要落井下石，阿
你可以嗎？你行不行？你又受不了了？又偷偷買?增加正面的鼓勵
幫助檳友們，相信會更好。

五、口腔癌症狀跟自我檢查
依據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布的口腔癌治療指引，有11項可能是口

腔癌的症狀，這些並不是說有就一定是口腔癌，是提醒大家有這些
症狀早點就醫、確診，是的話早點開始治療，達到最大效果
(1)口腔內部或周圍有腫脹、硬塊、脫皮落屑、或是顏色改變。
(2)長期不癒合的口腔黏膜潰瘍 (持續超過二週以上)。
(3)口腔內或附近發生不明原因麻木感、疼痛或觸痛。
(4)口腔內不明原因出血。
(5)口腔黏膜出現白斑或紅斑。
(6)舌頭活動度受阻。
(7)頸部有不明原因腫塊。

社工室 王叔銘輔導員

續二版

資深媒體人黃寶慧父親日前因病入住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經過內外科及
骨科醫療團隊專業診治控制病情順利出院，出身嘉義的黃寶慧感念之餘，決
定以實際行動「捐贈福祉車」來回饋臺中榮總嘉義分院，希望藉此提昇社區
醫療服務能量，更增進地區民眾就醫便利。

黃寶慧小姐是鄰里皆知的孝行楷模，黃小姐平日待人謙虛有禮，對於公
益活動也經常參與，不落人後。而為了表彰黃小姐樂於助人的無私精神，特
別於11月14日下午2時假本院門診大廳一樓舉行「愛心無限，傳情鄉里」捐
車儀式，希冀藉由黃小姐的廣博精神，傳承愛心，嘉惠更多鄉親。

由黃寶慧小姐所捐贈的「福祉車」屬於LUXGEN V7 TURBO ECO HYPER的
款式，該車配備有國產唯一電動輔助牽引機及三點式安全帶，可充分讓身障
者及照顧者得到更便利及更安全的保障。

對於父親在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獲得專業診治與細心照料，黃寶慧表示
十分感謝，除了希望藉由捐贈「福祉車」的實際行動，表達對優質醫療服務
體系的支持與肯定外，也希望藉由本次活動，拋磚引玉，引發社會大眾共
鳴，共為醫療服務奉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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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衛生署的統計，自民國八十一年來以

後口腔癌的發生率及死亡率節節上升超過了鼻咽

癌，已成為國人頭頸癌症的第一位。不僅罹病平

均年齡下降，而且每年發現的新病例及死亡人數

都已超過千人。然而，在各種癌症當中，口腔癌

及皮膚癌是最容易也最可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而獲得痊癒的。但是許多人對口腔裡的變化，不

予注意掉以輕心，以致錯失治療的契機，甚至有

已確定診斷卻尋求替代醫療而白白喪命。

由於口腔具有容易自我檢查的特性，能夠早

期發現。因此，為了早期診斷出口腔癌病變，我

們建議民眾，可以透過每天照鏡子的機會，做基

本的口腔自我檢查，或者，若您是具備以下條件

者，國民健康署有提供每兩年一次的口腔黏膜篩

檢，歡迎至耳鼻喉科門診諮詢：

1.18 歲以上至未滿 30 歲有嚼檳榔（含已戒）原

住民。

2.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者。

國外研究顯示，口腔黏膜篩檢可有效降低4
成口腔癌死亡率。根據統計，每540名參加者中

即有1名為口腔癌，而其中口腔癌早期個案可有8
成的五年存活率，且僅需小型手術，不會造成臉

部變形。

口腔癌的成因

許多因素跟口腔癌有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嚼檳榔，台灣口腔癌患者中，八成以上有嚼食檳

榔的習慣，而好發部位為頰黏膜及舌部。

除檳榔外，煙酒亦與口腔癌有密切關係，如

同時有嚼檳榔、吸煙及飲酒等習慣者，則得到口

腔癌之風險性為一般人的123倍！

除此之外，口腔衛生不佳，長期溫度或化

學物質的刺激，齒列不正或不適用的假牙，對舌

頭、齒齦或咽頰造成慢性的傷害，口腔黏膜上的

白斑，都可能在一段時間以後產生癌症。

症狀及診斷

在自我檢查方面，除了用眼睛觀察外，也用

案使用，但睡覺時需更換成鼻罩或口鼻面罩，避免漏氣發生影響通

氣效果（圖1）。

1989年，Meduri等人成功地運用非侵襲性正壓通氣治療少數急

性呼吸衰竭病人個案，促使了非侵襲性正壓通氣研究的蓬勃發展。

非侵襲性正壓通氣能有效地改善氣體交換減少個案呼吸作功，降低

插管率、減少插管引起的併發症（如呼吸器相關性肺炎，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降低住院天數、增加存活率與縮短侵

襲性呼吸器天數。多數研究證據強烈支持運用非侵襲性正壓通氣於

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發作與心因性肺水腫等急性呼吸衰竭個案，其

他如肺炎、氣喘發作、免疫抑制個案、拔管後或早期拔管（earlier 

extubation）、手術後與不插管（do-not-intubate）個案。但非侵

襲性正壓通氣的功能不如侵襲性正壓通氣那麼有效，因此病患的選

擇與評估很重要，使用前須先排除嚴重氧合衰竭個案或高疾病嚴重

度個案，如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呼吸停止、血液動力學不穩定、臉部外傷、

大量分泌物、高吸入風險與無法配合個案等。

至於慢性呼吸衰竭個案包含睡眠呼吸中止症、侷限性胸腔疾

病、慢性穩定之慢性阻塞性肺疾、神經肌肉疾病、肥胖性通氣不足

症候群（obesity hypoventilation syndrome）等個案。此類個案都會

有因通氣不足導致高碳酸血症，出現呼吸困難與疲倦的症狀，使用

非侵襲性正壓通氣於這類個案的長期居家照護，可以改善通氣不足

的問題，舒緩呼吸困難與疲倦的症狀，提升個案的生活品質。

非侵襲性通氣（Noninvasive Ventilation）大致分為正壓通氣、

負壓通氣與腹部移動式通氣。腹部移動式通氣，如搖床（rocking 

bed）和氣帶（pneumobelt），利用移動腹部臟器和橫膈膜來幫助

呼吸，因功效不佳而很少使用。負壓通氣裝置，如鐵肺（iron lung）

和胸甲（chest cuirass），其原理與真空裝置相同，間歇性給予個案

胸部上方區域施加負壓，使胸部周圍的壓力降低，產生低於大氣壓

的壓力，因此胸壁與橫膈膜被動地擴張讓空氣進入肺部，吐氣是依

靠肺部和胸壁自然回彈。1929年Drinker等人發明鐵肺原型，1931年

Emerson公司開發更簡單更便宜的版本，1950年被大量運用於小兒

麻痺症個案，但因體積龐大過於笨重且不易照護個案，而發展較方

便攜帶的胸甲，因效率差故未被廣泛使用，因此負壓通氣很快的被

正壓通氣取代。

非侵襲性正壓通氣最早可追溯至1907年由Drager公司設計的

Pulmotor，它是一個袋-面罩裝置（bag-mask apparatus），用於治

療呼吸窘迫個案。1940年代中期，Motly等人將正壓通氣連接面罩

應用於臨床。1980年代非侵襲性正壓通氣發展出持續性氣道正壓力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在CPAP中，呼

吸器利用流速感應器和壓力傳感器，使整個呼吸週期維持恆定的氣

道壓力，而呼吸的速率和深度由個案自行控制，當時主要是運用於

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個案。隨後美國Respironics公司發展出雙相氣

道正壓（Bilevel Airway Pressure ; BiPAP）。在BiPAP中，呼吸器

利用吸氣氣道正壓（Inspiratory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 IPAP）

和吐氣氣道正壓（Expiratory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 EPAP）之

間的壓力梯度、吸氣時間、個案吸氣力量、氣道與肺部狀況，傳送

氣流增加潮氣容積。使用CPAP時，潮氣容積大小是依賴呼吸肌力量

獲得，所以BiPAP可提供更好的呼吸支持，一般大家所謂的非侵襲性

正壓通氣皆是指BiPAP。

非侵襲性正壓通氣是指不需人工氣道（氣管內管或氣切管），

而能將機械通氣傳送至肺部的裝置，可降低經橫膈膜壓（trans-

diaphragmatic pressure），改善呼吸作功，減少呼吸次數、增加潮

氣容積、減輕呼吸困難情形，使氧合（oxygenation）情形獲得改善

與降低高碳酸血症（hypercapnia）。使用非侵襲性正壓通氣可避免

因裝置人工氣道所造成的痛苦與合併症，且個案不但仍然可說話、

進食，還可隨時因應需要而移除該裝置，讓個案有較好的生活品

質。

非侵襲性正壓通氣是藉由各種不同總類面罩，覆蓋住個案口、

鼻或全臉部給予間歇性正壓通氣。早期面罩或鼻罩材質較差，常造

成個案不適，近年來已發展了許多不同材質、款式和大小的連接裝

置，且不同款式面罩也可交替使用，改變受壓部位，提升個案的

舒適度與使用意願。一般對於急性呼吸衰竭個案建議使用的是口

鼻面罩（oronasal mask），可覆蓋住個案的鼻子和口部，減少漏

氣通氣效果較好，缺點是個案嘔吐時會有吸入的可能與鼻樑潰瘍

情形，若出現皮膚受損可更換不同界面的裝置，如全臉面罩（total 

face mask），它覆蓋整個臉部，因此對某些個案可能會有幽閉恐

懼症的問題。鼻罩只包覆個案鼻子，所以無效腔較小、吸入性風險

低、個案方便咳嗽和清除分泌物亦可講話與進食，但最大缺點是經

口漏氣，故急性呼吸衰竭個案不建議使用鼻面罩。其他裝置如咬嘴

（mouthpiece）和鼻枕（nasal pillows），建議用於慢性呼吸衰竭個

耳鼻喉科／林陞樵醫師

呼吸治療科／邱淑雅呼吸治療師
新進醫師專欄

手去觸摸，正常口腔內膜是粉紅色或紅色柔軟黏

膜，如有以下症狀，就需找耳鼻喉科醫師檢查：

1. 口腔黏膜顏色改變：如變白、紅、褐或黑，且

無法抹除。

2.潰瘍：超過二週以上而未癒合的口腔黏膜潰瘍，

就應作活體組織切片檢查

3. 硬塊：口內或頸部不明原因之腫塊。

在經過專業醫師評估後，若有需要即會進

行病理切片檢查，此一切片不會造成癌症的擴散

或惡化，且能準確地區分癌變，如此才能早期診

斷，正確治療而提高治癒機會。

治療及預後

對於口腔癌的研究顯示，手術切除是最有效

的治療方式，依病灶大小、部位的不同而有不同

程度的切除。

一般而言，早期口腔癌可使用外科手術或

是放射線治療，如已屬晚期，則常需接受外科手

術、放射線及化學藥物等合併治療，才可有較高

治癒機會。只要早期發現，現代的外科技術，可

以把口腔癌完全的割除，並透過重建技術，盡可

能地保持正常的臉型及咀嚼食物的機能。

只要接受正當的治療，早期口腔癌三年的存

活率可達80%，五年的存活率可有60%，若是晚

期（第三、四期）則存活率降至50%以下。口腔

癌的復發大都在三年內，有80%出現在原來的位

置或頸部，20%則可能轉移到其他部位。

追蹤與檢查

患者治療後的第一年，每月應追蹤檢查一

次，第二年每2-3個月追蹤檢查一次，第三年每

3-4個月追蹤檢查一次，第四、五年以後可每半

年追蹤檢查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有15-20%的

口腔癌患者，會在口腔會附近黏膜發生所謂「第

二原發癌」，因此即使原先癌症以治癒，仍須長

期加以注意。

怎樣預防口腔癌

1. 避免長期直接曝露於強烈陽光下。必要時，戴

寬邊的帽子，或是塗抹油膏。

2. 避免菸草、紙菸、菸斗、檳榔等長期對唇、舌

和口腔黏膜的刺激。

3. 如果有不正的牙齒或假牙，對周圍組織有所磨

擦，應該請牙醫生矯正。

4. 口腔內發現有任何腫塊贅肉、脫皮落屑或是顏

色變化，超過兩星期而未痊癒就應該至耳鼻喉

科門診就醫。

5. 飲食要正常，食物營養要均衡。有時維他命或

其他營養要素缺乏所造成的口腔黏膜變化，可

以誘致癌病的發生。

6. 避免長期使用熱度太高的食物和烈酒。

7. 經常刷牙漱口，保持口腔衛生。

結語

由於吸煙、喝酒和嚼食檳榔是造成口腔癌最

主要的原因，所以應該戒除這些致癌物的使用。

對於口腔未癒合的潰瘍、口腔及頸部腫塊這些症

狀，若是經過治療觀察兩週後仍無明顯的改善，

則應迅速至耳鼻喉科就診，以期能夠早期診斷與

早期治療！

非侵襲性正壓通氣介紹

口鼻型面罩 鼻型面罩

全臉型面罩鼻枕型

圖 1　本院非侵襲性正壓通氣使用之面罩種類

圖 2　本院非侵襲性正壓呼吸器

知名藝人陳曉東、劉至翰均罹青光眼而手術，引起許多人的關心。

根據統計，青光眼是全球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臺灣民眾青光眼就醫

患者約31萬人，10年間遽增近7成。由於青光眼初期幾乎沒有明顯症狀，少

數民眾會未經醫師專業評估成因，即習慣自行購買眼藥水點用。臺中榮總

嘉義分院林恆如醫師提醒此不但可能延誤病情，甚至錯失治療時機，視神

經一旦損害將無法復原，每半年定期進行眼部檢查，才能有效防止眼疾惡

化，否則恐造成失明。

該院林恆如醫師解釋，青光眼依解剖學上定義為視神經受損或是視神

經凹陷擴大，進而造成視力喪失的眼疾。眼內壓力過高往往是造成視神經

損害的主因，眼睛呈球體形狀，需要恆定的壓力循環、代謝來維持球體，

正常壓力範圍在10-20毫米汞柱，當眼內的壓力超過標準，就會壓迫到視神

經，導致視野缺損，但因無明顯表徵，當患者察覺視力狀況有異就醫時，

視力可能已經受損，嚴重者可能導致失明。而臨床上也曾出現眼壓檢測皆

正常，但視神經檢查卻發現嚴重萎縮，造成視野功能缺損的案例，此種青

光眼稱為正常眼壓型，故眼壓正常不表示沒有青光眼；林醫師提醒眼壓和

血壓一樣，早、中、晚不同時間點量測會不同，所以往往會建議病患多次

量測眼壓，追蹤眼壓一連串變換，甚至以趴睡、站立等不同的姿勢量測眼

壓，並於每半年至一年定期進行眼部檢查，特別是近視大於600度的族群，

才能確實杜絕這個漸漸偷走寶貴視力與視野的無聲小偷。

林恆如醫師說明，青光眼的分類依解剖學分為隅角閉鎖性青光眼、隅

角開放性青光眼兩種。急性隅角閉鎖性青光眼常會有突發性的視力模糊，

嚴重時眼睛發紅、頭痛、甚至嘔吐情形，因症狀明顯且急性，患者大多會

主動求醫；而林醫師表示，青光眼患者約有95%為慢性型，患者大多沒有

察覺，此時就像隱形小偷，多數發現視力降低時，已為青光眼末期。另一

種先天性的青光眼則屬於原發性，目前的醫學知識無法找出原因，這些案

例大多出現於新生兒期，新生兒時就發現黑眼珠變大、眼角膜變混濁等情

形。青光眼的種類不同，亦有不同的治療方向，若眼睛出現不舒適症狀，

應儘速就醫，切勿自行購免眼藥水點用，錯過治療良機。

眼科醫學會近日公布，台灣人在每日3C（電視、電腦、智慧型手機）

用眼的總平均使用時數首度飆破10小時大關，達到10.7小時，已知導致30
歲以下年輕族群乾眼症和白內障的大規模增加。雖然目前並無大型研究證

實，長時間使用3C產品，會導致青光眼。但是在背光不足、螢幕太亮、緊

盯手機螢幕微弱的光源，瞳孔會放大，確實增加眼壓攀升的機會。因此適

時的眼睛休息(用眼30分鐘，休息10分鐘)以及每年眼睛檢查至少1次是非常

必要的。

嘉義榮院院長李世強表示，隨著現代人大量使用3C電子產品，加上熬

夜等不良生活作息，使得青光眼

有年輕化的趨勢，因此定期進行

眼壓及視神經的檢查相當重要，

尤其是高危險群的病人，如高血

壓、高度近視、有明顯家族史等

應更為小心，該院為區域教學醫

院，以社區民眾對健康需求為出

發點，積極促進民眾相關衛教，

讓民眾瞭解「青光眼」，以正確

的方式面對疾病，共同守護寶貴

的視力。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關心您的健康！

社工室／陳宇婷科員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伴您杜絕無聲的視力小偷

醫師呼籲眼睛不適勿自行點眼藥　定期篩檢別讓青光眼偷走寶貴視野

救

心

、
救

腦

、
救
生
命

從
中
榮
嘉
義
分
院
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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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菸不酒不檳榔，遠離口腔癌！　淺談口腔癌防護及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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