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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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無性別 -「男」丁格爾

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化身白衣天使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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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室 /陳宇婷科員

護理師有男的！而且還不少!同時男護理師的臨床護理照顧品質

跟女性護理師一樣好！臺中榮總嘉義暨灣橋分院的急診室裡，走道

排滿了架著點滴瓶的推床，十多位醫護人員在焦急、凝重的面孔之

間快速穿梭，一位男性護理師正細心為患者檢查傷口，一邊耐心安

慰關懷著家屬，這不是電視劇「急診室的春天」的劇情，而是嘉義

榮院「男」丁格爾曾翊倫在急診工作的場景。即使現已轉到內科加

護病房，但急診室的記憶仍舊歷歷在目，曾護理師表示每每看著患

者痛苦的走進醫院，經過治療後健康出院，病患在回診報以一抹微

笑及一句”謝謝”，就是他最大的成就感，也是促成他持續從事護

理之路的最佳動力。

每年5月12日是國際護師節，依據衛生福利部107年統計，全國

執業護理師約16萬餘人，其中男性護理師共4,432人，相較民國100
年的1,657人，7年來成長2.67倍，也使護理師男女比例從1比82降至

1比36。不只是護理職場的男性護理人員逐年增加，目前就讀護理科

系的男性畢業人數，14年來成長近7倍，可見男性從事護理工作近年

來被接受與肯定。臺中榮總嘉義分院護理部徐惠禎主任表示，以往

大家的印象護理師都是女的，其實護理師也有男的。該院護理師532
人中，其中28位是男性護理師，佔嘉義市男護理師總數的4分之一，

該院一向秉持「照顧患者的是專業，而不是性別」的精神，實務上

「男」丁格爾在護理照護專業與品質，其實與女性護理師一樣棒，

其鼓勵未來可有更多「男」丁格爾加入專業護理行列。

該院28位的男性護理師中，最年輕的僅有22歲，他們陪著許多

病患及其家屬，走過生命中最脆弱、最重要的篇章，卻同時在醫院

譜出屬於自己豐富的生命故事；該院內科部「男」丁格爾孫維彤護

理師更是在護理工作中與王護理師相識，雙方因有共同的志業及理

念，在相同的環境下，串起彼此的緣份，進而共結連理，一起在嘉

榮為病患努力與付出，也為嘉榮護理團隊增添一段護理奇緣。另一

位在內科加護病房服務的「男」丁格爾盧毅軒護理師表示，因阿嬤

臨走前，來不及趕到看她最後一眼，心中留下無比的遺憾。故每每

看到病危的患者，全家人守候在旁為其加油打氣，陪伴其走完人生

最後的時間，令他最感動。但在醫院中也會看到家屬出現時不是爭

執，就是衝突，或都不出現，則令他感到最痛心；其提醒所有人一

定要把握當下，珍惜現在身邊的家人，不要出現與其相同的遺憾。

衛生署（衛生福利部前身）2011年間爆發署立醫院採購案收受廠商賄賂弊案，多位醫界高

層被控協助廠商以圍標方式承攬到數億元的醫療採購案，高等法院今審結，依不違背職務收賄

等罪，重判前衛生署醫院管理委員會執行長黃焜璋15年重罪、褫奪公權5年、犯罪所得250萬元

應追繳沒收；前署立基隆醫院院長李源芳12年徒刑、褫奪公權5年、犯罪所得140萬元應追繳沒

收；至於前台北醫院副院長王炯琅則獲輕判，被判1年11月、褫奪公權2年、緩刑4年，須繳交國

庫100萬元。

黃焜璋等人利用各署立醫院辦理醫療器材採購案時，事先將採購標案訊息透露給特定廠

商，為廠商護航，協助業者圍標到數億元的醫療器材採購案；廠商以現金向黃焜璋、醫院院

長、科室主任行賄，或在事後給予採購金額1成的回扣與饋贈，統計黃等人收受的賄款多達3千
萬元。業者為了避免留下紀錄，大多以現金行賄，交付賄款的地點多半在醫院外的餐廳、車上

或其他隱密處所，甚至還相約打高爾夫，藉此交付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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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友投稿專區

而精神部「男」丁格爾陳佳暐護理師表示，其在國中時期，導

師看到他貼心、細心又溫柔的人格特質，鼓勵他就讀護理系，原先

家人因認為男生從事護理工作太辛苦，並不支持，但其堅持走上護

理之路。本來以為「護理人員」對其而言僅是一份餬口的工作，直

到有次照顧一位精神不穩定的病人，在醫療處置後，狀況良好，想

重新進入社會，卻無固定住所，在其主動轉介社工，為病患找到住

所，最後病人有穩定工作，適應社會生活也良好。陳護理師深刻體

會「護理人員」不僅是一份工作，而是在每個病患或家屬需要時，

給予協助與安慰。護理工作常可目睹一個人在生命中最脆弱、最無

助的時刻，能擁有為一個陌生人真心付出的專業與能力，是一種莫

大的榮幸，也是支持其繼續護理之路的動力。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李世強院長表示，在醫院專業人員中，護理

人員最貼近病人，亦最瞭解患者病況及需求，故護理工作是一項耗

費心力及時間高度付出的工作。職業不分性別，重要的是對護理工

作的熱忱與專業，期待未來有更多男性投入護理領域，除了可以彌

補護理人力短缺，亦能讓護理專業朝更多元化的發展，在國際護師

節前夕不但要為女性護理師加油及肯定，更期盼社會民眾打破職業

性別框架，給這些男護理師更多掌聲與尊重。

署醫弊案 前衛生署醫管會執行長黃焜璋二審判 15 年

雲林一日遊 - 斗六虎尾
《住民：小嵐》

大家好久沒有寫作跟各位交談。我是小嵐，

今天很榮幸能參與這次的活動。題目是公車訓

練：但這次活動我們多了一樣坐區間車，很像火

車那一種。我們今天一同出遊九位人員包括二位

專管員老師：桂茸老師、佑駿老師。

在還沒出發的前一天，老師就集合我們講解

今天大概的行程，像是嘉義榮民醫院到火車站，

然後到斗六轉公車到目的地虎尾。然後參觀故事

館、布袋戲館和書店等。這樣安排我覺得很好，

很有用，老師也說這是很好的資源要善用。學會

如何上網查時刻表，時間的掌握如何隨機應變平

安到達目的地，學會用愛心卡殘冊坐車可有半價

的優惠或減免。好了前言就寫到這開始要寫今天

的一日遊。

早上差不多六點半就起床然後吃早餐。吃完

早餐回來就換衣服整理服裝儀容，然後等待時間

的到來。八點到了二位老師也來了住民也集合好

了，就步行至醫院側門坐一號公車至後火車站，

然後坐區間車到斗六車站。我想分享我在區間車

上所看到的，就像看電影一樣一幕一幕的窗外的

風景人車。到了斗六就準備買票到目的地虎尾。

我們坐的是台西客運的公車，我也是沿路欣賞風

景一直到達虎尾大約十點半左右，因為時間有點

趕但還是準時到達目的地。

一下公車就步行到第一站故事館。事先有安

 

108 年～ 04 月份捐款芳名錄

林○ 一般捐款 700

888 車行 一般捐款 600

楊○媛 一般捐款 55

崔○月 一般捐款 225

潘○珠 一般捐款 255

賴○貞 一般捐款 115

方○來 一般捐款 50

吳○仁 一般捐款 110

王○蘭 一般捐款 220

周○瑩 一般捐款 150

曾○慧 一般捐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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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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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鄭○謀 一般捐款 115

黃○君 一般捐款 200

胡○貞 一般捐款 200

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 30,000

郭○瑛 一般捐款 1,000

朱○凡 一般捐款 600

李○齡 一般捐款 500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3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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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導覽人員所以有導覽人員帶領我們進木屋裡聽

故事，重點是木屋是日據時代所造的，是長官級

人物所住的地方。木屋旁邊就是辦公的地方，還

有警察局和消防隊也在旁邊。我聽那位講故事的

小姐所說得像是結婚的儀式，過年拜神明等。最

後是一位小朋友的故事是要了解他的含意。他有

個口頭禪說：拍拍拍說故事了，拍拍拍買糖了。

（它的日據時代交通工具是腳踏車）

我們離開故事館到了布袋戲館，拍了照，到

裡面參觀。對我不陌生因為小時候60.70年代就看

過了，只是變得比較大尊大仙。迅速的看了一看

又去隔壁的書局購物，之後就準備回程。

到了斗六下了車就要準備吃中餐，我們就吃

了肉圓和魷魚嘴羹麵的在地美食。其實時間緊迫

我們又趕著坐區間車回嘉義。

最後我覺得這次一日遊算是很成功，主要是

教我們查時刻表，公車、火車的乘坐，買票等一

些能自己做的事。謝謝康家這一次的安排希望下

一次能再辦與這次相關的活動。  

《住民：小蓮》

一大早就跟著老師走到院內搭公車到後火車

站，再坐區間車到斗六，再轉公車坐到雲林。

第一個觀光景點是雲林故事館，我也好久沒

有聽人家講故事，重點是，阿婆一邊說故事，一

邊翻圖給我們看，等於是看圖說故事。裡面的圖

都很可愛。也使我回想起我在樹德科大念幼保系

的時候，有用繪本說故事給小朋友聽！真是令我

回味無窮！

資料日期 : 107 年 04 月 10 日

資料來源 : 自由時報網站

台中榮總嘉義分院附設住宿型機構－「清心雅築康復之家」的成立，是提供精神障礙患者，當病情穩定無需住院下，但又不能馬上適

應社會或家庭生活，本康復之家提供半保護性、暫時性的居住環境，在專業人員訓練及協助下讓住民逐步適應社會生活，且於社區中提供住

民有關工作能力、工作態度、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理能力…等復健治療，強化自我照顧功能及家屬相處上的能力，進而回歸家庭、社區生

活。以下為康家復健活動之一，公車訓練課程之住民心得分享，期許透過多元化的課程訓練及社區融合，讓精神康復者得以回歸社區。

下一個景點是布袋戲館，我小時候也很喜歡

看布袋戲。裡面我所看到的布袋玩偶，也是我曾

經看過的！我最喜歡的是西遊記！西遊記的電視節

目，我小的時候就很喜歡看，才會對它的布偶有一

總熱愛！布袋戲也是我從小看到大的節目！我還

記得我阿嬤也喜歡看布袋戲，真的是回味無窮！

接下來去逛誠品書店，裡面有各式各樣的

小東西！還有看到用瓶裝的石頭巧克力，也有軟

糖，真得很吸引注目！我還有看到各式各樣的

筆，可是價格有超出我的預算，所以我就沒有

買！其實它的筆都還滿好寫的。

最後，老師帶我們每個人去吃好料的，真沒

想到居然吃到我最愛吃的肉圓，還有我最愛吃得

羹。吃到好吃的美食，心情真的超興奮的！這次

的旅程真的是滿載而歸！也知道自己怎麼獨立去

坐車，所以出去走走散散心是一件好事！而且這

次的景點我都覺得很有趣！下次我希望還有類似

的活動可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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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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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要嚼檳榔?
嚼檳榔可以帶來提神效果，讓人感覺體力充沛，幫助提高工作

效率，也會使人心情愉快，甚至會產生飄飄欲仙的快感，如果同時

抽菸，會帶來強烈且更持久的刺激感。嚼檳榔生津止咳，口中有清

涼香甜，呼吸也會帶有甜味。在寒冷的天氣，嚼檳榔讓身體暖活起

來，可禦寒。

嚼檳榔帶來的感覺，讓需要大量體力及專注力的勞工階層，更

容易依賴檳榔所帶來的提神效果。

二、檳榔及口腔癌的關連性

依據國健署105年癌症登記資料分析顯示，男性勞工階層口腔癌

發生年齡比男性平均罹口腔癌年齡年輕四歲，不幸罹癌後，與一般

男性相較，幾乎少活了25年。依據國健署分析2013至2016年勞工保

險檔以及2015年癌症登記資料統計發現，口腔癌發生人數最多的行

業與嚼檳榔最多的行業一樣，皆為「漁撈業」、「建築工程業」及

「汽車客運業」。

IARC（國際癌症研究總署）綜合各國研究實證，於2003年宣布

檳榔子是第一類致癌物，對人類有致癌性。單獨檳榔子就會導致癌

症發生，而其添加物，如荖花、荖葉、白灰及紅灰，皆有致癌性。

台灣地區約有9成口腔癌患者有嚼檳榔的習慣，在台灣口腔癌的主要

型態為齒齦癌和頰黏膜癌，導因為嚼檳榔者把檳榔嚼塊置於齒齦和

頰黏膜間直接接觸的關係，而非嚼檳榔的地區較少發生這兩型。

嚼檳榔害人又害己，嚼檳榔除了罹患口腔癌，吞食檳榔汁會造

成鈣及鹼中毒，導致腎功能衰退，也會誘發心律不整、心肌梗塞、

肝硬化及肝癌機率上升等。孕婦嚼檳榔可能會使胎兒早產或死亡，

生下來的孩子容易得到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

三、預防勝於治療

篩檢可以早期發現癌症或其癌前病變，經治療後可以降低死亡

率外，還可以阻斷癌前病變進展為癌症。目前國民健康署補助四大

癌症篩檢，涵蓋口腔黏膜檢查，凡30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

榔）或吸菸者、18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原住民，每兩年

可以檢查一次。

口腔黏膜檢查是由醫生目視或觸診口腔黏膜，評估有無疑似癌

前病變或癌症的病兆，過程不會疼痛，也沒有任何副作用，若口腔

癌篩檢為陽性或疑似癌前

病變，如:白斑、紅斑、口

腔黏膜下纖維化、扁平苔

蘚、疣狀增生等或疑似口

腔癌，建議至各大醫院口

腔顎面外科或耳鼻喉科專

科醫師門診，檢查確認診

斷，並每3至6個月定期追

蹤，飲食部分應避免高溫

及刺激性的食物，也應立

即戒除檳榔、菸、酒。

本院於門診大樓一

樓大廳設有健康查詢服務

櫃檯，提供民眾做四癌篩

檢，並搭配社區及民間團

體的活動，至活動現場提

供四癌篩檢服務，配合國

新陳代謝科／吳崇榮醫師

民健康署推動「無檳工地」，本院的醫師及護理師也將癌症篩檢帶

入工作場所，服務所有人民。

四、如何戒檳榔

國民健康署與全國多家醫療院所合作，辦理戒檳班，除鼓勵想

戒檳榔的民眾善用資源，也透過改變日常生活的習慣，來做到檳榔

減量，逐步達成戒檳的目標，戒檳榔方式歸納於以下:
1. 養成規律生活：規律運動、均衡飲食、作息正常不熬夜，使睡眠品

質好，及工作時精神佳，減少依賴檳榔提神。

2. 堅定信心：維持平穩的情緒，時時警惕並鼓勵自己，透過參加戒檳

班可得到團體的支持，家人好友的陪伴及督促。養成寫日記習慣，

記錄自己減檳的數量，透過一點一滴的進步，堅定信心。

3. 尋求替代物：如無糖口香糖、硬喉糖、蒟蒻、人蔘糖等，逐步達成

拒絕檳榔的目的。

4.遠離誘惑：盡量拒絕會請嚼檳榔的朋友邀請，若遇到朋友請嚼檳榔，

拒絕 3 平原則為平和而堅定的語氣，平時的態度及平視的眼光，搭

配五種拒絕方法來遠離誘惑，如下：

(1) 反覆說不法：不必解釋太多，反覆說不，要求者就會厭煩而不

要求。

(2) 離開現場法：藉故快速離開現場，擺脫糾纏。

(3) 友誼肯定法：雖不能答應情求，但肯定彼此的友誼，使拒絕不

影響友誼。

(4) 轉移話題法：岔開話題，引起新話題，以擺脫朋友的遊說。

(5) 自我解嘲法：自己消遣自己，或一時貶低自己的能力，以緩和

不愉快的氣氛。

除戒檳榔不僅可省下荷包，也可提升外在的形象，更重要的是

找回健康，讓自己與家人更有保障。

今年全球第2型糖尿病治療的重大話題是將治療的目標由單純

的降低血糖（空腹及飯後）及糖化血色素數值（HbA1c），轉而

更強調如何降低心血管事件發生的風險及其死亡率。上述論點的

提出乃是近幾年來，一些新的糖尿病治療藥物可明顯減少糖尿病

相關的心血管疾病發生風險及其死亡率，如口服 SGLT2 抑制劑 
empagliflozin、canagliflozin、dapagliflozin 和針劑 GLP-1受體作用

劑 liraglutide、semaglutide 發表上市後研究結果顯示此類藥物對於

降低心血管事件有相當益處。

同時新的治療建議準則也依據病患個體為中心的狀況列出不

同的用藥參考，比如病患容易發生低血糖時建議優先使用何種藥物

（有5-6類藥物可供選擇）、病患有體重過重或有減重需求時該優先

選擇何種藥物（有2-3類藥物可優先考慮）以及病患或保險有經濟或

費用考量時可選用何種藥物等（有3-4類藥物可供選擇）。

上述二類焦點藥物有

一、口服 SGLT2 抑制劑類藥品，包含 canagliflozin、dapagliflozin 
及 empagliflozin 三種成分，其作用機轉為抑制近端腎小管的鈉－

葡萄糖共同轉運蛋白 2（SGLT2），減少腎臟對已過濾之葡萄糖

的再吸收作用，從而減低腎臟對葡萄糖再吸收的閥值，藉此增加

葡萄糖經由尿液的排泄量。因此顧名思義稱之為「排糖藥」！

二、GLP-1 受體作用劑 liraglutide 和 semaglutide 可直接皮下注射而

有腸泌素的作用。而腸泌素乃是人體進食後腸子會產生一些間接

刺激胰島素分泌的物質（包括 GLP-1、GIP 等），這些物質統稱

為腸泌素。除了可刺激胰島素分泌外，還可抑制食慾、延緩食物

從胃排空、抑制昇糖素分泌進而減低肝醣分解和糖質新生等。

目前已在使用的其他種類降血糖藥物有下面幾類，但缺乏證據

證明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事件發生的風險及其死亡率：

一、DPP4 抑制劑：藉由抑制分解腸泌素的酵素而達到增加腸泌素的

效果，如 Galvus 高糖優適、Januvia 佳糖維等。

二、增加血液中的胰島素：胰島素直接的效用是讓身體可以利用

血中的糖分，而達到直接降血糖的作用。糖尿病患者即是體內

缺乏足夠的胰島素或無法有效的發揮作用，藉由服用一些藥物

（Sulfonylurea 類的藥物，如 Diamicron MR- 岱蜜克龍、Amaryl 
- 瑪爾胰等）刺激胰臟殘餘胰島素的分泌。或者使用直接注射合

成的胰島素，經由皮下釋放進入血液中，即可達到降血糖的效果。

三、抑制身體糖質新生／肝醣分解：身體多餘的糖分會轉化成肝醣和

脂肪組織儲存起來，一旦身體血糖降低則會藉由分解肝醣或分解

脂肪（糖質新生）而使血糖昇高。Metformin 類藥物即是抑制這

個機轉，是目前全球建議的第一線首選治療第2型糖尿病的藥物。

四、增加對胰島素的敏感性：胰島素本身的不足或是身體對胰島素的

反應、敏感性不佳都會造成實際胰島素的作用不好而讓血糖昇

高，Pioglitazone 類藥物即是可以增加身體對胰島素的敏感性。

五、減少或延緩腸道對糖分的吸收：即是減少吃進去食物的糖分吸

收，以達到降低血糖的效果，Acarbose/Miglitol 類藥物即是屬

於此類機轉的藥物。

但是不管眾多糖尿病藥物的選擇為何，第2型糖尿病的治療核心依

舊是生活型態的改善和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照顧能力的提升（也就是生

活賦權 empower 的概念），這些顯現於糖尿病衛教人員（醫師、護理

師、營養師等）在教導糖尿病患者和家屬有關糖尿病衛教知識、自我血

糖監測、定期併發症評估、良好生活習慣（健康飲食、避免過重、規律

運動、少菸酒檳榔等）、病友團體聯繫及自我疾病的初期照顧等等。

所有的治療藥物一定有好處但也一定存在著副作用是必須謹記

的。用藥的選擇必須依照個別疾病情況的不同、有無其他併發症或

共病、經濟基礎等和醫師討論使用。口服 SGLT2抑制劑雖然有相

較於傳統降血糖藥物不易低血糖及體重上升等優勢，然而同時亦有

生殖泌尿道感染、酮酸中毒、急性腎損傷、骨折及腿部截肢風險之

不良事件於上市前後陸續被揭露，而臨床使用及台灣健保使用規範

上，亦存在部分限制，因此使用此類藥物在第2型糖尿病患者上需要

評估使用利益與其風險。

「母親，像月亮一樣，照耀我家門窗……」每到五月，我們處

處可聽見這溫馨、感動人心的旋律歌曲，也能看到一朵朵屬於母親

的花束---康乃馨盛開，在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是一個偉大、特殊

的節日，這一天，是專屬於母親的日子！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附設護理之家於108年05月08日（星

期三）下午2點，為感念每一位母親對家庭無限的關懷與辛勞的付

出，在這特別的日子裡，護理之家於樂齡小屋交誼廳舉辦「與媽咪

有約，歡慶母親節活動」。

此次邀請「嘉義市歡喜歌唱公益團隊」至護理之家歌唱活動

表演，由何團長領軍，帶來多首膾炙人口經典歌曲演唱，有懷舊民

歌、國台語金曲，每一位長輩聽的如癡如醉，如：往事只能回味、

媽媽請妳也保重、往事難追憶等，也跟著一同哼唱，在餘音繞樑的

歡唱之中，護理之家同仁也為每一位住民們獻上康乃馨花束，康乃

馨花束（有紅色、粉色、紫色等繽紛色彩花束），收到花束的每一

位長輩都很喜歡，嗅嗅花朵的芬芳，神清氣爽；為感念母親辛勞並

準備「奉茶」活動，這樣貼心、溫馨舉動，讓在場的長輩們都備感

「與媽咪有約，歡慶母親節活動」
護理之家／林曉鈺社工師

窩心，也邀請在旁陪伴的親屬們，一同參與活動，引導說出對母親

的愛與感謝。

另外，臥床的女性住民雖未能到場共同參與，會後由護理之

家護理長帶領同仁們至住民房內，為長輩、親屬們獻上最誠心的祝

福，讓在旁陪伴的家屬很是感動。

在這盛大隆重的母親節慶祝活動裡，充滿著溫馨感人的氣氛，

今天是所有女性住民、母親們最難以忘懷的日子，希望每一位長輩

都平安、開心、歡樂渡過母親節。

臺中榮嘉義分院附設護理之家

▲歡樂大合照 ▲贈送康乃馨花束

戒除檳榔遠離口腔癌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蕭琇玲護理師

▲水上鄉童玩節活動 -本院家醫科陳怡成主任幫民眾檢查口腔。

▲無檳工地 -本院耳鼻喉科邱于容主任幫勞工檢查口腔。

圖片來源：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網站

圖片來源：臺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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