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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科/沈宏典藥師

甫上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馮世寬重視

各個榮民醫院及事業體，關心榮民醫養合一服務及各事業

運作情形，108年11月29日特蒞臺中榮總嘉義暨灣橋分院

走訪，關心瞭解該院於雲嘉地區與鄰近衛生單位進行緊急

醫療、長期照護網絡合作，並提供榮家全面性醫合一與全

人照顧之情形。主委除肯定嘉義暨灣橋分院李世強院長帶

領全體醫護同仁提昇榮民及在地醫療品質的努力外，亦對

該院因應雲嘉地區老化需求，致力發展長期照護一條龍服

務，予以肯定。

主委走訪灣橋分院，對於院區規畫給予高度肯定，

綠樹林立，病房及行政大樓外牆活潑鮮艷，馮主委形容猶

如別墅一般，讓人絲毫沒有醫院冰冷的印象。樂齡輔具中

心、暉曌日照中心及護理之家，馮主委對於該院從居家、

日間照顧到醫療照護，每個環節都從長者角度出發量身打

造優質養老服務表示肯定。

主委走訪嘉義分院，該院設置專屬從85歲以上長者

專用掛號窗口，並提供榮家住民優先掛號、看診及簽床服

務，該院去年度導入臺中榮總總院系統，醫病流程與準則

等，進行全面性的盤點與管理，讓民眾就診更有品質，另

該院亦從總院引進雲嘉地區第一臺加

馬刀儀器，民眾就診不用再舟車勞

頓，馮主委對於總院、分院及榮家相

互合作與支持給予肯定。馮主委強調

三所榮總醫療資源，對於榮民的健康

必須建立金字塔型的照護模式，醫療

中心、分院、榮家，同仁積極努力宣

導服務、宣揚業務，提供整合性、全

能性照護，注入創新思維，以強化榮

民醫療服務，由上而下的全面守護榮

民及一般民眾的健康福祉。

該院積極與南台科技大學及科

技部成功大學AI中心研發樂齡科技輔

具，以長者需求為中心，現已取得四

項中華民國專利及連續二年獲得國家

新創。馮主委對於每項科技輔具皆親自體驗，對於該院將

長者照護注入創新思維給予勉勵，並期許該院持續關注長

者及榮民照護品質之創新發展。

該院護理之家強調以「醫養合一」為服務宗旨，提

供長者多元且連續性的照顧服務。目前嘉義分院榮民住院

人數計有173位，其中護理之家住有123位，平均年齡高達

82.8歲，當中還有高齡百歲的人瑞，灣橋分院84位榮民

中，亦有2位分別高達101、103歲的人瑞，地區長者的需

求，讓建立銀髮族完善且在地化的長照體系服務，顯得極

其重要。為因應在地長者及榮民的照顧需求，該院護理之

家強調以「醫養合一」為服務宗旨，提供安養、就醫全方

位服務，嘉義分院現又刻正辦理及規劃「長期照顧大樓新

建工程」，新建大樓設計地下樓面1層，地上樓面4層，總

樓地板面積計1萬7,007平方公尺；其中1、2樓及3樓設置

護理之家，共可提供計274床之照護床；另鹿滿分院亦努力

爭取衛生福利部經費補助，期規劃興建長期照顧院區，提

供200床床位，馮世寬主委讚美鹿滿院區群山環繞、空氣佳

且鄰近醫院，期待未來可照顧更多雲嘉南偏鄉地區的長者

及榮民。

領藥時聽了藥師說明後，回家後卻忘光光；拿了很多

藥物說明書卻不知該看何處；一大疊紙張不好收納，而想

看時卻又忘記放在哪！真是好困擾呀！

本院藥劑科推出「藥物QRCode」，解決您的煩惱！

在領藥窗口旁，只要打開手機掃描器對準條碼一掃（需有

網路服務），可立即查詢由藥師為您精心整理的用藥說明

書，還可下載檔案帶回家。完全免費又環保！心動了嗎？

立刻拿起手機開始尋找您想知道的藥物資訊吧！

本次選舉將於109年1月11日舉辦投票，為將反賄選觀念，深入

全國各地方，以強化民眾拒絕賄選決心，並勇於檢舉賄選，法務部

「雲端反賄數位平台」APP提供「檢舉賄選」、「反賄停看聽」、

「反賄影音庫」及「反賄知識庫」等功能，另可至臺北地檢署全球

資訊網/法律與廉政/反賄選宣導圖檔及影音檔下載區-下載「快速攔

截打擊假訊息」、「手機蒐證全民反賄宣導」及「新住民篇」等宣

導短片觀看。如發現影響選舉之假訊息可透過「檢舉賄選」專區檢

舉，或撥打檢舉專線：0800-024-099撥通後再按4。

第15任正副總統暨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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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we751 @vghtc.gov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藥劑科關心您的用藥安全

用藥指導QRCode 資訊輕鬆帶著走

 林○ 一般捐款 700

 喬○威 一般捐款 300

 楊○媛 一般捐款 80

 崔○月 一般捐款 500

 潘○珠 一般捐款 145

 賴○貞 一般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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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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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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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娟 一般捐款 3000

 鄧○美 一般捐款 500

 葉○鄉 一般捐款 300

本月捐款
合計金額 10180

108年11月份捐款芳名錄

輔導會主委馮世寬走訪嘉義暨灣橋榮民醫院
肯定該院重視雲嘉老化需求 發展一條龍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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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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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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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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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漸進，深秋時節日夜溫差漸大。抵抗力

差的老人家此時除了易誘發上、下呼吸道疾病，

也可能「皮蛇」纏身，伴隨苦不堪言的疼痛。

臺灣俗稱「皮蛇」或「飛蛇」，醫學名稱為「帶狀皰

疹」，是水痘-帶狀疱疹病毒(Varicella-Zoster virus)感

染所造成的疾病。通常患者小時候曾得過水痘，感染痊癒後

病毒不會被消滅，反而潛伏在人體背根神經節。待患者因年

齡增長、生病、熬夜等原因造成抵抗力下降，病毒會再度活

化引發帶狀皰疹。

帶狀皰疹一般特徵為沿著皮節分布的單側性、疼痛性、

水泡性皮疹。但在皰疹出現前數天就可能出現局部感覺神經

分布區域灼熱、感覺異常甚至低燒、全身倦怠等前驅症狀。

此時因尚未出現皮疹而容易被誤診為其他疾病。數天至數星

期內會在發紅之表皮上長出內容物清澈之水泡。

一般而言，皮膚症狀會在數周內結痂並痊癒，少出現嚴

重併發症。但約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患者罹患慢性皰疹後神

經痛。越高齡者出現皰疹後神經痛機率越高。皰疹後神經痛

常被描述為具燒灼感、刺痛、麻痛、感覺異常等各種神經痛

症狀，嚴重者甚至連衣服摩擦到皮膚都感到異常疼痛。疼痛

也可能造成患者失眠、心情低落而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為了解除令人難耐的皰疹後神經痛，有些民眾會尋求稱

為「斬蛇」之民俗療法。常見民間「斬蛇」流程為持刀或木

劍，口念咒語尋找「蛇眼」，以硃砂筆畫記之，再以刀或木

劍做斬斷蛇頭之動作，並予以民眾藥草敷在患處。目前尚無

實證指出「斬蛇」有明確治療皰疹後神經痛之成效，但在水

泡處塗抹不明草藥卻可能造成接觸性或過敏性皮膚炎甚至併

發傷口感染。

臨床上，病患若能在帶狀疱疹出現的72小時內接受抗

病毒藥物治療，能有效抑制急性期所帶來的神經痛並縮小

皮疹的範圍。但抗病毒藥物對於預防疱疹後神經痛之成效

因人而異，且健保對於抗病毒藥物給付有限制，若非侵犯

頭頸部或薦椎神經或是明顯免疫力低下者，大多是不予給

付治療帶狀皰疹的。其他藥物如三環抗憂鬱劑(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抗癲癇藥(Anticonvulsants)、鴉片類

止痛藥(Opioid analgesics)、外用辣椒素(Capsaicin)、

脊髓內注射類固醇(Intrathecal glucocorticoids)等皆被

認為可減緩皰疹後神經痛症狀。但因各藥物之成效及副作用

不同，建議病患至醫療院所接受治療，切勿自行購買止痛藥

而無法對症下藥。

現 今 雖 有

多種藥物用以減

緩帶狀皰疹造成

之急性及慢性期

疼痛，但疼痛控

制不良者大有人

在。而「預防勝

於 治 療 」 向 來

為醫界推崇的作

法，對於帶狀皰

疹之治療更是如

此。接種帶狀皰

疹疫苗就是預防

帶狀皰疹發作最

好的方式。帶狀

皰疹疫苗為減毒

活性疫苗，可提

高水痘-帶狀疱疹病毒特異性免疫力，預防成人之帶狀疱疹及

其併發症。國外研究顯示，帶狀皰疹疫苗可預防50-59歲70%

的新發生病例，若是用於60-69歲族群，可減少64%的發生

率。還可整體減少67%的皰疹後神經痛。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建議50歲(含)以上未曾接種過帶狀疱疹疫苗者，若無接種

禁忌症，不論之前是否有水痘或帶狀疱疹病史，自費接種1劑

活性減毒帶狀疱疹疫苗。研究顯示，疫苗施打後6周可達明顯

有效保護力，保護力應可至少維持4-7年。

接種禁忌症包含對該疫苗任何成分曾發生嚴重過敏反應

者、已知患有嚴重免疫缺失者(包括嚴重免疫不全的愛滋病毒

陽性個案、先天性免疫缺失症與白血病、淋巴癌等惡性腫瘤

病人或接受化療、免疫抑制藥物治療及高劑量類固醇者，低

劑量或表皮/吸入型的類固醇不在此範圍）、孕婦及未經治療

的活動性肺結核患者。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度疾病者，宜

待病情穩定後再接種。

帶狀皰疹疫苗可以和流感疫苗或其他疫苗同時施打。與

其他活性減毒疫苗(例如MMR、活性減毒日本腦炎疫苗)如未

同時接種，應間隔至少28天以上。女性接種後4週內應避免懷

孕。接種後可能出現的反應及副作用包含接種部位可能有發

紅、疼痛或腫脹等局部反應。也可能有頭痛、手臂或腿部疼

痛之現象。較少見的副作用是過敏反應、水痘、發燒等，如

果症狀持續或出現嚴重副作用，請立刻就醫治療。

家庭醫學科/洪恩琪醫師

「斬蛇」治皮蛇?!淺談帶狀皰疹後神經痛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資料，我國施打公費或自

費流感疫苗均為不活化病毒之四價疫苗，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對2019-2020年北半球建議流感病毒株而製備，每劑疫苗包

含2種A型、2種B型疫苗株抗原成分：

A/Brisbane/02/2018 (H1N1)pdm09-like virus；
A/Kansas/14/2017 (H3N2)-like virus；
B/Colorado/06/2017-like virus (B/Victoria/2/87lineage);
B/Phuket/3073/2013-like virus(B/Yamagata/16/88 lineage)。

108年11月15日起開始施打公費四價疫苗，分別為學生和

醫事人員(108年11月15日起)、65歲以上長者及學齡前幼兒

(108年12月8日起)、其他接種對象(109年1月1日起)，請依期

程到醫院完成接種疫苗。

藥劑科/朱裕文主任

類 別 效   價 藥 品 名 稱(產地/藥廠) 適用年齡

公費 四價(2種A型、2種B型)
Vaxigrip Tetra巴斯德(法國/賽諾菲) 0.5mL:6個月以上使用

AdimFlu-S安定伏裂解型(臺灣/國光生技) 0.5mL: 3歲以上使用

自費 四價(2種A型、2種B型) Fluarix Tetra伏適流(德國/葛蘭素史克) 0.5mL: 6個月以上使用

本院公費疫苗乃依據衛生局配送原則「先到貨、先鋪

貨、先使用」提供民眾施打疫苗，另有自費疫苗提供民眾

施打。接種疫苗後可能有注射部位紅腫疼痛或全身性輕微

反應(發燒、頭痛、肌肉酸痛、噁心、皮膚搔癢、蕁麻疹或

紅疹等)，通常1至2天內自然恢復。若施打疫苗後發生嚴重

過敏反應(呼吸困難、氣喘、頭昏、心跳加速等症狀)，應

儘速回醫院就診，請醫師診斷與處理。建議施打疫苗後應

留在醫院觀察至少30分鐘，若有過敏反應發生可以立即進

行醫療處置，若沒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狀後再行離開。

參考資料: 
1.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資料。

2.臺中榮總藥品手冊查詢系統

公費與自費流感疫苗簡介

人事室/陳佩妤專員員工親子樂高活動

護理之家/林曉鈺社工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附設護理之家於108年度辦理社
區戶外之旅「新港板陶窯及奉天宮古蹟半日遊」，此次由護
理之家李金霞護理長帶領團隊成員，有社工師、照服員、志
工、護理師等，一起陪同住民外出活動，並邀請長輩的親友
共襄盛舉，此次共有22位一齊快樂出帆。

護理之家每年度都會安排大型社區外出活動，係為了讓
長輩能夠再次回到社區，不因長久入住在機構裡，而脫離外
界社會生活。此次選定新港鄉板陶窯及奉天宮之目的地，除
了經由團隊討論外，也調查有意願外出活動長輩的想法，其
中一位郭奶奶：「以前常去新港、北港拜拜，現在住來這裡
2年多，也沒機會再去」；段奶奶：「想去廟宇拜拜，順便
去買大餅，好久沒吃了」，因此，團隊才決定安排新港鄉之
旅，除了考量車程距離、無障礙環境、景點趣味性等，也想
一圓長輩們的旅遊清單願望，所以今年度，就由護理之家團
隊來共同完成長輩們這個小小的夢想！

此次經由資源連結「嘉義無障礙公車」，專車接送長
輩們到達新港鄉與奉天宮，協助長輩們乘坐公車的過程，是
相對有挑戰性的，工作同仁需協助能行走的長輩慢慢踏上階
梯；乘坐輪椅的長輩，需透過無障礙升降梯的協助，在安排
位置如坐，每一次的上下車大約需20-30分鐘；有無障礙公車
的協助，讓長輩能順利出遊，長輩們內心雀躍無比。

新港板陶窯工藝館是一處靜謐、舒適的空間，長輩們透
過導覽員的說明，參觀了交趾陶的作品、以前古老製陶、燒

陶過程，長輩們聽著解說，也懷舊起以前的農村生活，分享
自己也曾做過陶藝作品；園區內，四處小驚喜，有許多馬賽
克拼貼作品，張奶奶：「我年輕時世界各地到處去，這地方
我還是頭一次來，很棒、很喜歡，謝謝你們帶我來」；章爺
爺及張太太：「年紀大了外出不易，如果沒有你們的安排，
我們也沒辦法來這裡走走看看，真的很感謝」。

在旅途的過程中，聽著長輩們的回饋，護理之家團隊
內心覺得備感窩心，長輩的夢想或許對我們來說是輕而易舉
就能完成的，但是對於長輩們而言，外出不比以前容易，行
動需要輔具輪椅、手杖等協助，
所以也降低許多長輩們外出活動
的意願。因此，為了鼓勵長輩能
夠外出，護理之家透過「自立支
援」計畫，平日就慢慢訓練長輩
們的上、下肢肌力，透過復健、
高齡健康操、彈力帶遊戲活動等
有目的之訓練，給予長輩一個目
標與願景，提升與加強其肌力，
之後就能跟著大家一起外出旅
遊，才能走得遠、看得多，護理
之家也期望在團隊的共同協助之
下，長輩們都能漸漸完成想到達
的旅遊之地。

快樂出帆之新港板陶窯及奉天宮古蹟之旅

奉天宮古蹟之旅-準備採買伴
手禮品

準備搭公車囉

板陶窯園區內大合照 板陶窯大合照

新進醫師專欄

還記得去年4月份某一個周六早上，一群爸媽牽著可愛
寶貝們來到了醫院～並聽孩子說著：「爸爸～這個長得好
像皮卡丘喔！」、「媽媽那個小叮噹長的好好笑喔！」、
「媽媽，老師什麼時候發樂高給我們呢？」孩子們此起彼
落的交談著，興奮地跳要說終於等到了這天了啦～「員工
親子樂高活動」。

相信大家對於「樂高」並不陌生，他是一種可以訓
練孩子把積木拿起、放下、搭建等動作，這可以同時促進
大肌肉運動技能和小肌肉的精細運動技能(如手指和腕關
節)，還能促進手眼協調能力。樂高（丹麥語：LEGO）是
一家丹麥的玩具公司，早期樂高的宣傳口號：「樂高多創
意，件件考心思」，樂高積木表面看來平平無奇，但只要
稍花心思便可以創出不同東西喔!經過這堂親子樂高課程，
透過老師細心講解每一個分解步驟，並重新組合的方式，
讓小孩享受積木樂高多平的樂趣呢！

樂高積木對孩子有全方位的益處，除了可以幫助孩童
有解決問題的思考能力，例如：要搭建怎樣的東西，需要
用到哪些樂高積木，或者搭建的方式等，甚至小朋友一起
分工協作，這些都是解決問題的方式。美國有學校已經引
入樂高(Lego)積木來幫助孩子們理解科學問題。總體來
講，玩積木的過程就像一個全腦開發的過程，小朋友不但

能夠樂在其中，還不知不覺開拓了自己的許多潛能。
相信本次的課程一定讓很多父母親發現孩子們對於活

動參與感非常高，並且能走入父母親的職場，一同參與親
子活動，增進親子關係
與溝通。

本次親子活動目的
是為了營造醫院健康友
善職場、促進員工與親
子健康識能，並透過辦
理一些強化親子健康活
動，培養親子間的合作
溝通能力，發展出更融
洽的親子關係，且宣導
相關健康觀念給大家。
除此之外，藉此減輕員
工工作壓力，讓孩子們
藉此了解父母親的職場
環境，並期許孩子未來
能更有獨立創造的能力
喔！

出發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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