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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108年10月15日
資料來源：廉政署南調組

臺中榮總灣橋分院為展現新年氣象、迎接新春、關

懷地區民眾身體健康與就診需要，特別在1月8日於該院一

樓門診大廳舉辦「佳節健檢顧健康，熱鬧逗陣迎新春」活

動，現場安排該院專業醫療團隊為民眾實施各項健康檢查

及衛教宣導常識；該院並於活動中安插各項春節應景表演

活動，讓地區民眾在寒冬中感到一股暖流的注入，也深深

感受年關將近的氣息。

本次活動首先由嘉義暨灣橋分院院長李世強揭開序

幕，李院長指出，一般社會大眾，由於較缺乏定期健檢的

習慣，尤以偏鄉地區民眾，或因生活型態改變，或因空

氣、環境、飲水及飲食習慣等方式的改變，據衛生福利部

與疾病管制局資料顯示，近年來各項文明相關疾病已有逐

漸年輕化之趨勢。

為此，該院向以照顧鄉親及為地區民眾健康把關的

責任與使命，長期致力於保健觀念之宣導，並強調「預防

勝於治療」的重要觀念，希望藉由各種活動的辦理植根社

區，擴大衛生保健宣導成效。在本次活動中，除精心安排

醫療專業人員現場為民眾解說衛教課程外，主要在讓民眾

熟悉不同年齡層皆有定期接受健康檢查的必要性，灌輸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隨時掌握、注意保健」的健康新

觀念，更值得一提的是，健康檢查就像探測器一樣，可適

時協助找出病人潛在的疾病風險與因子，把握治療黃金時

間。

灣橋分院長期守護地區民眾身體健康，地區內村、里

長也積極響應本日「佳節健檢顧健康，熱鬧逗陣迎新春」

活動，週邊村里民攜老扶幼紛紛來到灣橋分院大廳，一時

人潮洶湧、熱鬧非凡，許多參加的民眾參表示，能夠親自

參加今天的健康檢查活動，深深覺得意義重大，並表示獲

益良多。

灣橋分院副院長王立敏補充說明，辦理本次活動主要

在為地區民眾健康實施定期檢測，並藉由活動的辦理，推

廣政府衛生保健政策與政令，建立與提昇地區民眾健康優

質新觀念，更從本次活動中汲取許多寶貴的醫療知識。活

動最後由李世強院長親自分發春節福袋、紅包、糖果給現

場民眾，並再三呼籲民眾養成定期健康檢查的良好習慣，

創造健康美麗新人生。

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萬丹鄉衛生所藥師黃○○涉
嫌業務登載不實及全民醫事檢驗所李○○詐領檢驗費案，業
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李○○係全民醫事檢驗所（下稱全民檢驗所）負責人
兼醫檢師，其配偶黃○○任職於屏東縣萬丹鄉衛生所（下稱
萬丹鄉衛生所）約聘僱藥師，負責門診申報業務，渠等均為
從事醫療業務之人。李○○明知對保險對象有實際之醫療行
為者，方得向健保署申報醫療服務點數，詎竟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
民國105年1月起至107年5月止，將實際未做抽血檢驗之保險
對象、處方日期及申報點數等不實事項，逐月登載於其業務
上所製作之醫療服務點數申報清單，復將該等內容不實之申
報清單電磁紀錄文書檔案，利用電腦設備，透過網路連線方
式，傳輸至健保署，再以「全民檢驗所」之名義，將當月醫
療服務點數申報總表寄送至健保署，據以請領醫療費用而行
使之，致健保署不知情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如數核撥醫

療費用，合計共詐領點數63萬3,826點，核新臺幣（下同）約

63萬3,826元，足以生損害於健保署對於健保醫療費用給付

審查核發之正確性。黃○○為萬丹鄉衛生所門診申報業務之

承辦人，於105年2月起，發現健保署抽樣審查部分保險對象

之病歷上，僅見黏貼抽血處方箋，卻未見檢驗報告，因而得

知該等保險對象未前往全民檢驗所進行抽血檢驗，竟為使李

○○掩飾醫療服務點數申報不實之情事，與李○○共同基於

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李○○提供登載不

實內容之檢驗報告，再交由黃○○黏貼於上開保險對象之病

歷影本資料上，併同該保險對象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

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逐級陳核後，寄送至健保署進行

書面審查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健保署專業審查業務之正

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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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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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民眷與各級長官合影 文藝作家協會書法老師寫春聯 極品人妻有氧舞蹈團表演 嘉義市文藝作家協會與院長合影

新移民神州旗袍舞蹈團表演 龍鳳兒舞蹈團表演 竹崎公益隊表演 院長頒發感謝狀

佳節健檢顧健康 熱鬧逗陣迎新春

楊○媛 一般捐款 70

崔○月 一般捐款 445

潘○珠 一般捐款 255

賴○貞 一般捐款 200

吳○仁 一般捐款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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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師涉弊案

藥劑科/沈宏典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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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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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2月份捐款芳名錄

嚴○華 一般捐款 50

陳○容 一般捐款 100

侯○滿 一般捐款 225

鄭○謀 一般捐款 335

林○ 一般捐款 700

陳○錦 一般捐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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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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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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一般民眾往往覺得血糖高、或是糖化血色素高又如何，反正身

體當下並沒有不舒服，也不痛不癢，殊不知長期高血糖對於血管的

健康造成莫大的傷害，長期的高血糖會讓血管硬化與發炎。而身為

急診醫師，在急診常可見病患受到糖尿病帶來的最終大魔王所苦，

等到最後心肌梗塞了、中風了、或腎臟衰竭要洗腎了，才又呼吸喘

右胸痛，或昏迷或半身不遂地出現在急診，而懊悔之前為何沒有好

好地控制血糖。

因為深知糖尿病可能造成的種種併發症，醫師往往苦口婆心地

要病人少吃甜食與澱粉類，偏偏大多數人天生熱愛水果、蛋糕、甜

點、跟珍珠奶茶，想到從此要跟這些東西說掰掰就傷心欲絕，你是

否想過是否乾脆隨便亂吃，再配血糖藥或打胰島素算了？其實飲食

調整可以更加無痛。在急診經常被病人詢問相關問題，由於坊間的

書籍與網路上的文章多有謬誤，才希望把自己的心得簡單跟大家分

享，關於更深入的醫學或生理學的機制就不詳細說明，請自行諮詢

您的營養師或醫師。

一、首先跟大家說說什麼人高風險

第一糖尿病是多基因遺傳與環境影響交互造成的慢性病，所以

有家族史的人要特別小心，如果你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有第二型

糖尿病，說真的自己得了也不意外。第二因為第二型糖尿病乃是身

體對胰島素的抗性增加，與身體的老化有關，猶記得自己青春的時

候嗎？狂吃宵夜零食也沒有高血糖的問題啊，所以有點年紀以後，

更要注意保養。第三是體脂肪高的人要特別當心減脂減重，當身體

的體脂肪越多，對胰島素的抗性越高。有些人會說我又不特別胖，

為什麼還是得了糖尿病？可能量量體脂肪就有答案了。

二、一些糖尿病飲食的基本觀念

1.熱量要夠、不要餓到：

糖尿病是一種慢性病，意思是當被診斷為糖尿病，表示你就是有

這樣的體質，只要變胖了、亂吃了，血糖隨時有可能會上去，若

是執行營養不均衡的極端飲食法，不但長期下來傷害身體，也會

因為痛苦而無法持久。

2.生酮飲食有風險：

在生理學上只要是脂肪分解就會產生酮，人都會分解脂肪，睡覺

時沒吃東西也只是分解脂肪來維持身體運作，人每天吃的脂肪也

不可能全部堆在自己身上，但因為一般人的身體有緩衝功能，只

要酮酸不要過多，就不會酸鹼失衡，但是糖尿病病人就不同了，

目前在醫學上酮酸過多造成酸血症絕對是不好的，若身體的醣分

不夠、或因為胰島素抗性無法利用醣份，就會造成酸血症，可能

有生命危險，故生酮飲食在執行前應審慎評估並諮詢營養師專業

意見。

3.沒有什麼碳水化合物是會降血糖的：

低升糖指數(glucose index,GI)的食物，相對於控制血糖穩

定是相對有利的，但也要考慮碳水化合物的量(glucose load, 

GL)，因為碳水化合物代謝在血中就是血糖！各式水果、穀類、

就算低升糖指數也只是穩定的升血糖而已，低GI的澱粉跟水果

類只是升血糖速度慢，但一旦吃得多了還是攝取過多的碳水化合

物，仍然會高血糖的！

4.我們每天吃進去的碳水化合物比想像得多：

講到碳水化合物，大家就想到白飯白麵條，但我們常常漏算了牛

奶、豆類、蔬菜、堅果、水果，其實也都是有乳糖、粗澱粉或各

種醣份的成分在裡面，如果正常吃要吃到生酮飲食其實是很困難

的。更可怕的是高澱粉根莖類，有些人還以為南瓜、地瓜、山

藥、馬鈴薯、玉米是蔬菜類，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餐桌上有這

些東西，就應該就要把他們當主食吃了。

5.你以為的低GI食物不一定低GI：

網路上有許多流傳的升糖指數表格，但是這些表格較無法量身訂

做，與其堅持查表格，更重要的是看學習看各種營養成分標示跟

製程。例如炸的地瓜會比蒸的地瓜GI值高，因為長鏈的澱粉被高

溫打斷了，但一塊豬肉再怎麼炸GI值也不太上升，頂多就吸比較

多油而已。全麥麵包就一定低GI嗎？那可不一定！其實市面上買

得到的全麥麵包裡面高GI的白麵粉成分可能高達一半；非全榖的

義大利麵跟蕎麥麵，並非全杜蘭小麥跟全蕎麥，因為混入了高GI

的白麵粉也非低GI食物；有些冬粉是樹薯澱粉製成，也比綠豆澱

粉製成的冬粉高GI；市面上賣的「喝的燕麥」為什麼比較甜比較

好喝，那是因為澱粉經過水解，GI值也會比自己煮的燕麥片高；

在外面買的五穀飯或糙米飯，若只是白米加一點點糙米跟五穀

米，那GI值就高了。

三、飲食控制方法實戰

飲食的簡單重點如

下，只要掌握宗旨，食物

內容可以自由調配，因為

說穿了精神都是一樣的：

1.改變吃飯的順序：先蔬

菜，再蛋白質，後碳

水化合物。國人喜歡

吃飯配菜，但是若先

食用蔬菜，蔬菜的纖

維可以延緩醣份吸收

的速度，降低升糖的

速度，也可以增加飽

足感，減少最後碳水

化合物的攝取。

2.低GI與低GL的飲食：

核心精神是碳水化合物不能過量，要按個人體型分配一天10至

15份左右(一份相當於15克)；其次若有得挑，就要挑低GI的

食材，先買個電子秤，可能會發現原本吃的飯跟麵比想像得更

多，若是市售的義大利麵，一把就有5份碳水。

3.注意食物的組成：避免精緻食物，因為高GI的食物份量又小又吃

不飽；例如冬至大湯圓一顆，不但高GI，而且等同於三湯匙燕

麥片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另外包括水餃皮、餛飩皮、蛋餅皮、

勾芡的湯、各種濃湯、白醬、炸排骨炸雞的裹粉、火鍋料、還

有鮮奶跟水果也要算在碳水化合物裡，額外的調味料也要記得

看含糖量，紅燒肉、糖醋醬、番茄醬、烤肉醬、黑胡椒醬、美

乃滋都比想像得多糖。無糖飲料也要注意：有人以為改喝無糖

奶茶就沒問題了，殊不知乳糖也是醣，300ml的鮮奶就有15克的

醣，人工奶精則是高熱量的氫化油脂。

4.偶爾要放縱的時候，用合理的方式：手工餅乾、蛋糕、洋芋片

也不是完全不能碰，只是一塊餅乾就已經等於兩份碳水化合物

了，又沒有飽足感，偶爾嘴饞的時候，可以把當餐的碳水量省

起來給相對低碳水低GI的點心，並且放在最後吃，例如百香

果、香蕉、木瓜、低糖的重乳酪蛋糕、巧克力慕斯或烤布丁；

就算想吃炸雞，也可以去皮吃。

5.盡量用最方便的方式自己準備，才有持久度：水煮蛋、燙青菜、

大番茄、起司棒、無糖豆漿都是吃外食卻沒吃飽的好朋友。外

食的時候，如果吃的是便當，自己加一份蔬菜跟半份蛋白質(最

方便的莫過於大番茄加茶葉蛋)，因為便當經常都為了降低成本

而碳水化合物過量。確認一下便當菜裡的澱粉有哪些，如果有

山藥、南瓜、玉米、紅蘿蔔，那飯就別吃了。

6.不要餓到：尤其有在吃血糖藥或打胰島素的朋友，要特別小心低

血糖問題，低血糖嚴重可導致昏迷死亡。肚子餓的時候，可以

準備低GI小點心，如半顆芭樂。

7.每天的碳水量、蛋白質量、油脂量、纖維素量都要適量分配：青

菜可以盡量吃，因為現代人每餐要吃到一份蔬菜其實不容易，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吃到足量的蛋白質，大家一定會擔心控

制了碳水化合物的量，肚子餓怎麼辦？奶蛋魚肉豆等優質蛋白

質，可以讓人補充營養又有飽足感。

8.少量多餐：如果多量少餐，就算是低GI的食物，每餐吃的量多了

還是會衝高血糖的，血糖飆高會昏昏欲睡不舒服，而血糖下降

的過程中又會感覺到肚子餓的空虛感，對身體也是種負擔。

9.運動最好：研究證明了有氧運動跟阻力運動(重訓)對血糖控制是

很有幫助的，不要以為有年紀了不適合運動，其實有年紀的人

更需要維持肌肉量與心肺功能以延緩老化。

結語

就算是沒有糖尿病的家人也可以一起這樣吃喔！照著做，你

會發現自己飲食變清淡了，對糖的渴望降低了，排便順暢了，體脂

下降了，搞不好可以不用再吃那麼多藥來控制血糖，也會發現外食

真的很難兼顧健康與美味，不如自己做。市售的可麗餅、蔥油餅、

雞蛋糕等小點心，都是碳水化合物，因為好保存又便宜，逛夜市的

時候如果不吃炸地瓜改買鹽水雞，那就貴了，不得不說餐費有比較

高，因為蔬菜跟肉類其實比白飯貴。不過知道什麼

是對自己好的食物以後，儲藏櫃裡跟冰箱裡的垃圾

食物減少了，身體也變健康了，說真的也不是不能

長期執行呢。希望大家維持健康的飲食與運動習

慣，跟急診說掰掰！

急診室/陳璿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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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噹、叮叮噹，鈴聲多響亮…耳邊總是充斥著聖誕節的鈴聲，不知不覺間一年一度的耶誕佳節又來到…。為歡慶耶誕

佳節到來，呼吸照護團隊成員們精心設計踩街活動，幾經與爺爺及家屬溝通後，爺爺同意共襄盛舉，並且為了能讓任務能順

利達成，平日裡勤勞的復健、做運動，希望能讓自己的體力保持在最佳狀態。108年12月24日下午，這天，在滿是機器的病

房中，老爺爺滿心期待地坐在輪椅上，他有著炯炯有神的雙眸及滿是歲月的雙手，穿著紅色的聖誕衣、帶著

紅帽，任務在身的他，顯得有點緊張，女兒及老婆則因這個特別得模樣，而興奮的在旁拍照，當一切準備就

緒，經呼吸照護團隊成員們評估爺爺的健康狀態後，一群帶著麋鹿角及耶誕帽的團隊，隨著優美的音樂聲，

踏著輕快的步伐就此出發。

沿路上，聖誕老爺爺在本院醫療大樓內沿街大方的分享著糖果及喜悅，我們也歡心鼓舞著祝福身旁的

人，所到之處滿是笑聲，路途上還遇到帶著麋鹿角的老奶奶，她笑著揮舞著手，為彼此的健康打氣、鼓勵，

看著她生氣蓬勃的模樣及大家的笑容，這歡樂的氣息，讓在這冷冷的12月天增添些許暖流。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隸屬於臺中榮總醫療系統之

一，在醫院分級屬『區域教學醫院』，為配合全民健

保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IDS)，於民國91年成

立慢性呼吸照護病房。民國99年與臺中榮總垂直整

合，始全盤規劃呼吸重症與長期呼吸照護，擴增重症

加護病房與慢性呼吸照護病房，並增設標準負壓隔離

與血液透析病床，從急性重症到慢性呼吸照護，擁有

雲嘉地區首屈一指完整內外科呼吸照護團隊，提供最

全面、最完整的、最好的醫療品質。此外，本院呼吸

照護病房跳脫冰冷醫院思維，針對清醒病人提供各種

娛樂活動，強化病人溝通，設計專利輪椅輔具，方便

病人外出活動，期望提供完整的多面向復健治療，精

進清醒病患的生活品質。在此，衷心期待在呼吸照護

團隊成員們的協助下，爺爺奶奶們個個有活力、有朝

氣、更自在~也祝福大家平安、幸福！

新進醫師專欄

好好利用活著的每分每秒。換句話說，我的時間每秒都

很昂貴。

人生非常珍貴啊！上帝賜予的，就算是演化來的，仍然

只有一次機會可以活此生。幸好我被生出一個漂亮的臉，好

用的頭腦，我這輩子最大的願望，是讓自己幸福以後，能給

我喜歡的人也幸福。

別人的看法終究是別人一個小腦袋想出來的，因為搞不

好那個人智商比你還低，心理學說，討厭妳的人都是忌妒你

的人，若你還滿正常的，那一定八九不離十是被忌妒了。

好了!言歸正傳，我此生的計畫是，經濟有餘裕的生

活，有喜歡的人陪，平安又健康，我的興趣是，畫插圖，買

漂亮衣服，買珍貴(一次學的到很多東西的)的日文書，常常

去日本旅行，寵我喜歡的人，所以，計畫是，今年去台南大

公司任職日文助理，靠薪水發展興趣。

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你有負責自己人生的能力，

有一顆不會害人但聰明的心，善良的心，還有要敬神，這樣

神也許讓你一輩子幸福。這個世界一點都不公平，所以每個

人都務必專注在自己的事上，好好過屬於自己獨特的人生。

若智商不高，就要比別人努力，我以前也很笨，是個不曾思

考的白痴，所以，思考很重要，但是絕對不要花時間在耍心

機上，因為，人生遇見的所有人，都很珍貴，也許你不覺

得，可是，你想想看，在你將死之際，是很孤獨的，活下去

的人才是贏家，多多想想你的人生究竟多麼短暫吧!你還有

空欺負別人，那時間到的時候，你會發現你一無所有，我指

你的腦裡，沒有深度，也沒有愛，愛是世界上最難得到的東

西，你要是學會，善良是什麼，就會獲得開心的感受。

我的腦袋簡單，一直線，可是我很開心，因為我知道

秘訣，秘訣是，你要讓腦很乾淨，對不起我

已經詞窮在亂講話了，我想表達的只是，請

成為理想中的自己！請成為腦袋簡單，一直

線，卻比誰都幸福的人。

其實，你們可能在想，被欺負不是很難

過嗎？對方不是很開心嗎？我保證欺負人的人，絕對絕對不

得好死！因為神是存在的喔！況且欺負你的人又耗費他自己

的時間(他的生命)在關注你了，你很重要呢！所以請你把注

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這樣，你就比他聰明了！欺負人的人往

往很自卑呢，因為他忌妒你，要是他能力很好，根本不會注

意到你的存在。

這些內容，笨拙的部分才是我自己寫出來的，所以要多

學習別人的智慧，變成自己的智慧。

另外，我是一個非常見不得別人比我幸福的人，若將比

誰都幸福這件事換個方式表達，因為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

真的不一樣，我排順位。

1.健康的生命(因為我活著才可以見到我喜歡的人的幸福)

2.上帝實現樂園希望(所有人類都得到幸福)

3.我喜歡的人的笑臉

小結：

人生沒有意義的(因為終究會死)，所以可以活著的時

候，好好負責任好好愛別人，過的開心，至少，做一個好

人。還是老話，請想想將死的自己，究竟，想要什麼?就知

道你想過的人生的形狀喔！

還有，若有心理問題，要記得到榮總看醫生喔!這樣會重拾

開心喔！

創造呼吸照護新價值，自在呼吸圓滿一輩子

如何利用時間病 友 投 稿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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