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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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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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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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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1997年到2017年，政府宣導戒檳歷經20

年，嚼檳率已經逐年降低，但是最直接相關
的口腔癌發生率並沒有明顯下降，仍在年年
升高，除了戒檳運動需持續推動外，仍需國
人對本身健康的重視；檳榔歷史悠久。根據
雙苳地區老輩的說法及相關資料顯示，三百
多年前，荷蘭人由南洋一帶，檳榔的發源
地，引進檳榔樹來栽種繁植，原住民在偶然
的機會，發現這種綠色果子有禦寒的效果，
便三不五時的採食，當時認知檳榔具有抵抗
瘴氣侵害，以為能治療疾病。先民在開拓墾
荒之餘，經常與原住民接觸，於是也養成嚼
食檳榔的習慣。

早年運將們抑或是建設工地的工人們
多需這個小玩意，來提神，跟抽煙一樣成為
一種共同的語言，容易取得，相對便宜，檳
榔攤遍地開花，有需求，就有更大的經濟市
場，盛行時保守估計有上千億，種植檳榔亦
嚴重危害台灣山坡地，2017年檳榔仍是種植
果品第一名，比第二名香蕉多達2.5倍，而且
幾乎沒有外銷市場。

如此根深蒂固的檳榔文化，其實深深影
響國民健康，影響台灣勞動族群，甚至破壞
許多家庭。怎麼說破壞家庭?讓我們看下去。
一、檳榔與口腔癌（男人的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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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2018國民健康年報及衛福部資料，
1 8歲以上嚼檳榔人口約為90萬人﹔過去10年
間，男性口腔癌標準化發生率增幅達29.4% 
是30～55歲男性常罹患的癌症。

台灣高嚼檳榔率是導致口腔癌高發生率
及高死亡率的原因，目前每年分別有7千多人
罹患和2千多人死於口腔癌。此外，口腔癌為
『青壯年男性』最容易發生的癌症，發生及
死亡年齡中位數均較其他癌症早10-20年。

試想如果40歲被診斷口腔癌，接下來

要面對一連串療程，無法工作，無法照顧家
庭，治療後仍要持續追蹤，與其後悔治療癌
症花費時間、金錢，不如現在把手中的檳榔
丟掉！
二、檳榔毒性甚重

除了口腔癌跟檳榔息息相關，呼吸道疾
病，心血管疾病，肝腎功能，性功能障礙等
等都跟吃檳榔有關，對牙齒傷害更是直接，
百害而無一利！
三、請相信戒檳榔不難！

依據106年調查結果顯示男性國人，以
40-49歲之嚼檳榔率最高（9.9%），其次
為30-39歲（8.4%），以縣市嚼檳榔率來
看，男性嚼檳榔率最高的前3縣市分別為台
東縣（19.2%）、嘉義縣(13.7%)、花蓮縣
（13.4%），與全國嚼檳榔率相比也顯著較
高，而這些縣市多是檳榔產量比較高的縣
市，而其實過50之後，嚼檳榔率就有明顯下
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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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依賴性，所以理論上應該更好戒，但是心裡
依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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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應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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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有負面的刺激，增加正面
的鼓勵幫助檳友們，相信會更好。

而一旦有張口困難，口腔不明潰瘍或紅
白斑都應盡早就醫，『檳友啊！麥鐵齒！』
有問題早點來看，萬一不幸口腔癌，初期治

 108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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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君 一般捐款 200

胡○真 一般捐款 200

郭○瑛 一般捐款 1,000

朱○凡 一般捐款 600

李○齡 一般捐款 500

陳○圓 一般捐款 1,000

林　○ 一般捐款 700

王○福 一般捐款 1,200

魏○春 一般捐款 2,000

葉○鄉 一般捐款 300

匿○捐款 一般捐款 101

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 一般捐款 80,000

上半年利息收入 299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88,100

療率相對高很多。
四、口腔自我檢查 跟國健署補助檢查
國健署的癌症篩檢資格
1.18 歲以上至未滿 30 歲有嚼檳榔（含已戒）

原住民。
2.30 歲以上有抽菸 . 嚼檳榔（含已戒）。

上述兩項資格都可以，每2年一次口腔黏
膜檢查，免費不用錢，可以到就近的院所詢
問是否為口腔癌篩檢院所，家醫耳鼻喉科或
牙科，診所到大醫院，大部分都可以檢查，
如果時間還沒到又不想來看醫師，也可以在
家自我檢查，準備鏡子，洗淨雙手，在光線
充足的地方，照以下步驟檢查。
1. 面：看臉有沒有不對稱。
2. 頸：按壓兩側頸部是否有腫塊。
3. 唇：看唇的顏色，翻弄上下唇檢查內面跟牙齦。
4. 舌：試著盡量吐長到嘴巴外，左左右右活動

一下，看活動度看黏膜是否有異常，往上抵
看舌頭底部也看口腔底部黏膜。

5. 頰：把臉頰拉開檢查內面及牙齦。
6. 腭：嘴巴張開說啊，看上腭跟軟顎是否異常突

起顏色變化，也可以摸摸感覺是否疼痛麻木。

參考網站：衛生署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bmhg4IB3cs4，常常做自然熟悉
參考網址：2018 國民健康署年報 衛服部統計資料，
癌登報表，死亡統計等等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 
=204&pid=1118#t4
http://www.kmuh.org.tw/www/kmcj/data/10311/4.htm
http://tcr.cph.ntu.edu.tw/main.php?Page=A5#t01
https://www.hpa.gov.tw/Pages/TopicList.aspx?nodeid 
=269&idx=1
https://kmweb.coa.gov.tw/subject/ct.asp?xItem=1
20954&ctNode=3632&mp=1&kpi=0&hashid= 行政
院農委會資料

結語
檳榔影響自身，影響他人及環境，但其

經濟價值高又好種，農民不易捨棄，便宜又
容易買到，吃的人也很多，但是帶來的產值
換不回龐大醫療資源（花費在口腔癌），吃
下去的健康危害更是難以想像，請檳友們好
好想想，也請家人們多幫助檳友戒除，『不
菸不酒不檳榔，飲食均衡多運動，口腔衛生
保健康』，身體健康是人之本，家庭和樂之
根源，無病無痛是幸福！

檳榔來一顆 ! ? 小心癌從口入 !
耳鼻喉科／郭子龍醫師

司徒主任惠禎婉拒病患饋贈 3 萬 6 仟元紅包

等財物獎勵案

108年6月4日下午5時許，病患厲○○（下稱厲先生）幫母親林○○女

士拿藥時，為感謝司徒惠禎醫師（下稱司徒醫師）悉心診療渠母親及渠本

人病情，至本院○○科門診致贈司徒醫師財物1袋（內含紅包3萬6,000元現

金及芒果、梨子各2顆），隨即離去，因當時司徒醫師正為其他病患門診，

不及婉拒，爰於6月5日送交政風室報備登錄。

本案餽贈人厲先生稱：「渠有幻聽、幻覺精神痼疾；母親因失智長期

居住於私人護理之家療養，2人固定服用司徒醫師所開藥方，均感病情有明

顯控制及改善，且有感於司徒醫師問診專業細心及對病人態度溫和良善，

爰致贈上開財物由衷感謝。」

為貫徹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獎勉員工廉能事蹟，本案司徒醫師臨財

不苟廉潔行為，由本院李院長世強於108年7月3日經營管理會議親自頒發券

禮獎勵，另提請本院考績（獎懲）委員會行政獎勵。

本院政風室檢舉信箱vhspchia-i@mail3.vac.gov.tw
檢舉電話：05-235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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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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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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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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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在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的護理之家住了8年，全家人都十分

感激這個專業團隊的付出，我默默告訴自己，有天，我也要發揮自

己的力量，一同為這裡的長者付出一絲心力。」這是就讀高一的賴

同學參加臺中榮總嘉義分院今（108）年「學生志工服務營」活動的

原因，此次也以行動投入護理之家長者關懷的行列。嘉義分院李世

強院長表示為鼓勵年輕學子充分培養同理心，與社會關懷的利他價

值，並從志願服務過程，反思生命的意義，該院每年辦理學生志工

服務營，並特於今（7/1）召開「暑期學生志工勤前說明會」，讓學

生志工們能於服務前，先認識服務環境、學習志願服務過程應注意

事項，以利提供優質且有溫度的志願服務工作。

該院院長李世強相當重視暑期學生志工服務營活動，每年都會

親自至會場勉勵學生志工們，今日在會場，特地詢問在座學生是否

未來想從事醫師、護理師等醫事工作，現場高達約7成的學生舉手。

李院長強調參與志願服務營除了協助長者及行動不便的人外，也是

幫助學生們發掘或確認自己興趣一個很重要的過程。李院長希望學

生們藉由服務、學習及對醫事工作的認識，再次檢測及確認自己的

興趣，從興趣中找出堅持的動力，即使最後發現非一己之興趣時，

也別急著定位自己，主動多元嘗試，找到興趣後，從中裝備自己的

專業知識與能力，以面對未來的挑戰，都可以成為各領域的頂尖

者。而該院副院長趙德馨也到場祝福每位學生，鼓勵學生可能透過

志願服務的過程，感受到為他人付出，帶給己身心靈成就的收穫。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每年舉辦學生志工服務營，受到熱烈迴響，

今年共招募67位學生志工，年齡從中學到大學都有，有來自嘉中、

嘉女、立人、輔仁及中華醫事科大等多所學校的學生，充分展現年

輕學子愛心不落人後的精神。該院社會工作室針對各校暑期輔導

時間，設置三梯次服務時段，並依學生專長分成接待組、醫療關懷

組、行政組及機動組等小組，依學生們興趣及所長分組，將志願服

務發揮最大效能。今日說明會，該院志工大隊隊長楊惠媛、副隊長

何秀瓊特率溫淑錚、吳尊仁、鄭耀謀、侯淑滿4位組員，將學生志

工分成小組，示範如何使用輪椅及教導問題婉覆、環境指引等，並

復健科／李育娜物理治療師

所謂的「肌少症」就是指隨著年紀增長，肌肉強度或功能的衰

退。研究指出，在40歲之後，肌肉質量平均每十年減少8%，70歲後

流失速度加快；而肌肉力量則在40歲之後，每十年下降10-15%，70
歲後為每十年下降25-40%。肌少症不只老年人，連久坐不動的年輕

人也深受影響。這個會影響身體健康、生活品質，在年長者身上更

是增加跌倒的風險，甚至導致失能、增加死亡率。另外，肌少症併

骨質疏鬆的病人，易發生骨折，需特別預防摔倒。

那如何自我檢測呢？可以觀察以下五個徵兆：

（一）走路遲緩：室內平地行走困難（6 公尺內行走，每秒速度少

於 0.8 公尺）。

（二）握力下降：取物困難，拿不動 5 公斤物品、毛巾擰不乾。

（三）行動吃力：從椅子起身變得困難，像是需要撐扶手才能起身；

爬 10 階樓梯出現困難，例如爬三兩下就需要休息。

（四）反覆跌倒：跌倒機率增加，過去 1 年來連續跌倒 2 次以上。

（五）體重變輕：非刻意減重，6 個月內體重減輕 5％。例如，原本

體重 60 公斤的長者，半年內無緣由地減少 3 公斤，就應小心。

再來就是如何預防與改善肌少症，主要可由營養補充和運動

為主。首先飲食方面要均衡攝取各類食物，多食用優質蛋白質，例

如：豆、魚、肉、蛋、奶類和乳製品，但須少油、少鹽、少糖。此

外，還可以多攝取富含維生素 D 的食物，如鮭魚、鮪魚、沙丁魚、

牛奶、起司、蛋黃等；同時也須足夠的日照，促進維生素 D 生成。

運動部分建議每週至少三次，每次至少 30 分鐘的有氧運動、肌

力訓練、伸展及平衡協調運動等（包含暖身與緩和運動）。先以自

己可以耐受的低強度運動開始，慢慢延長運動的時間，最後才增加

強度，勿超過身體的負荷以防造成傷害。如果有慢性病史，在運動

前後需監測血壓、血糖等，在運動前後或運動中發生身體不適，應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於108年07月04日（星期四），下午2點30
分，在樂齡小屋交誼廳舉辦一場盛大的音樂

饗宴---「航夏，2019師大合唱團年度音樂

會」，在這天的午後，護理之家各處充滿著

輕柔美聲，每位長者都聆聽天籟之聲，也感

受到歌聲帶來溫暖與新的生命力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唱團」在全台巡

迴演唱已近30多年，除了在國家演奏廳表演

之外，團長及團員們也希望將合唱的藝術與

美聲帶入社區，讓更多人能聆聽合唱團的聲

音，溫暖全台各地，也希望社會能因為音樂

的關懷，產生細微的正向能量變化。

藉由指揮老師劉曉書的引薦，希望回饋

嘉義地區，宣揚和平、友誼的崇高精神，並

且結合長照服務，安排美聲合唱團至護理之

我們與「航夏，師大合唱團」的音樂饗宴

護理之家／林曉鈺社工師

社工室／ 陳宇婷科員愛讓我們同在「醫」起〜

嘉義榮院學生志工服務營開跑囉 !

請學生志工輪流扮演病患和家屬的角色，以「換位思考」的模擬方

式，讓學生志工學習從民眾的視角去檢視，如何成為一位具同理心

的志工，並提供有溫度的服務；另外醫療關懷組係針對護理之家長

者提供服務，今年更將擅長圍棋、唱歌、跳舞及繪畫等專長的學生

們，集結組成關懷小組，提供護理之家住民一系列關懷及慰問的活

動，為讓學生更瞭解護理之家，由護理之家林曉鈺社工師親自帶隊

說明環境、住民關懷等活動資訊。

李世強院長表示，這些學生志工是一美妙的組合，來自不同的

學校、有著不同的年齡及生命經驗，因為心中有愛，讓大家同聚在

「醫」起，一起為有病痛的人或行動不方便的人付出與服務；醫院

志工服務內容多元，囊括協助就診、環境指引、關懷病患及陪伴長

者等，希冀學生們從服務過程中，瞭解結合許多小小的力量，對他

人卻是大大的幫助，並體悟為他人服務的快樂，及體認到己身擁有

的幸福，進而珍惜身邊的人事物，這亦是該院每年持續辦理暑期學

生志工活動營的初衷。李院長期盼這些學生志工在未來長大成人，

在更有成就及能力時，可以展現更多大愛及力量，幫助更多需要幫

忙的人。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家表演，帶來多首膾炙人口經典歌曲演唱，

有懷舊民歌夢田等、國語鳳飛飛組曲、台語

金曲望春風等，每一位長輩聽的如癡如醉，

並跟著一同哼唱，以及鼓聲、鋼琴聲、大小

提琴的樂符飄揚，搭配著團員與長者的樂器

互動，在餘音繞樑的歡唱之中，每一位參與

者都備感歡喜，而護理之家同仁也跟著一起

律動，讓今日的午後充滿著歡樂、愉悅的聽

覺享受，而優美的合聲、合唱，也淨化每一

位的心靈，讓大家都備感能量，重「心」感

受不一樣的生活。

護理之家自民國88年開設至今，不斷求

新求變，堅持優良的照護品質，創新各種更

適合長者的照護方式，我們持續發展「以高

齡長者為中心」的整合性團隊服務，也擴展

有多種疾病之高齡長者優質醫療照顧，並著

重長期照護之提供，秉持「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理念，尊重及愛

護長者，希望透過多元化活動安排及社區不

同資源連結與介入，讓長者們更能在護理之

家安老、終老，並擁有身、心、靈三方面並

重之快樂家園，讓長輩們達到樂活生活。

▲大合照 1

▲大合照 2 ▲演唱過程 ▲搭配樂器美聲悠揚

先中止運動後而諮詢醫師。以平常大眾運動項目來舉例，想要增強心

肺功能與肌耐力，可以有氧舞蹈、快走、騎腳踏車、游泳來強化。若

為增進身體彈性以及平衡感，可嘗試太極拳、徒手操、瑜伽。若是體

力欠佳，也可參考以下運動項目，慢慢增強體魄：

（一）暖身運動：可在坐姿或站姿完成，每個動作重複 10 次，先踏

步配合雙手擺動。後雙手彎曲靠胸、腳前踢伸直、腳板上勾，

手放下腳收回，左右交替做。

（二）肌力訓練：每個動作做 10 次，此外還可使用彈力帶來加強效

果。

1. 上肢運動：雙手拿彈力帶舉高後，往外打開。或腳踩彈力帶，

雙手抓緊往上打開。

2.下肢運動：站著單手扶家具或桌面，腳分別以膝彎90度前抬，

腳伸直往側抬及後抬。

3. 蹲站運動：雙手扶桌面，分別蹲下、站起反覆完成。

4. 踝關節上勾下踩訓練：站著，將腳踝上勾下踩踮腳尖反覆完

成。若體力不佳，也可手扶桌面或坐在椅子上練習。

（三）平衡訓練：可雙腳併攏站立、後腳尖頂前腳跟站立、原地踏步

來加強平衡，而在訓練時要注意安全，旁邊盡可能提供隨時可

以抓握、支撐牢固的桌椅欄杆，以避免跌倒。

（四）緩和伸展運動：每個動作停留 5-10 秒，做 10 次。

1. 肩頸伸展：一手抓住椅邊為固定， 另一手放頭上往側側、前

方壓，伸展肩頸肌肉，再換邊伸展。

2. 側彎、旋轉伸展：身體各往兩側面彎曲、旋轉。

3. 上肢伸展：手擺在頭後方，另一手拉手肘伸展，再換邊。手

在胸前，另一手勾住往當邊伸展，再換邊。

4. 下肢伸展：背挺直，膝伸直，手放膝蓋往下壓，再換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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