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好，我是一位精神科社工師。」，在我向你介紹自己之

前，你的想像是什麼？

每一次被問到在哪裡工作，差不多都可以預料到接下來發生

的事，回答醫院，接著就會被問當護士(護理師)很辛苦吧，澄清

自己是精神科的社工，那些對社工工作的疑惑就先姑且不提，這

又是另一段傷心的故事。除了不了解社工工作內容外，最常得到

的回應往往是「精神科？那不就都是瘋子，一群神經病。」、

「他們是不是很暴力，你一個女孩子要保護好自己。」，從這些

疑惑或質問的言語裡我知道，精神病患在大眾的眼裡等同於麻煩

製造者，所有暴力、傷害、怪異行為都可以在這裡得到解答，他

們，總是與負面訊息連在一起，無聲地接受大眾譴責。

也許在你眼中「精神疾病」離你很遠很遠吧，就如同我在接

觸、理解之前，對這些人們都只是想像，而我們在面對未知的時

候總是充滿恐懼。你以為你不會遇到他們，但在看到媒體聳動的

報導時，你批評怒斥，在街道看到喃喃自語的他，你繞道而行，

他們也在努力生活，我們卻選擇迴避隔離。

其實他們只是生病了，喝酒可以選擇，吸毒可以選擇，但生

病不行，更何況精神疾病有時連預防都不知道該如何做，生病的

他們有情緒但不知如何表達，亦或是沉浸在自己妄想的世界裡，

而我們越排斥、指責，只會讓他們越封閉自己的內心，這些不理

解的累積，就可能走向極端。如果我們願意去理解、

溝通，彼此之間才有對話的可能性，如果我們能多一點接納、包

容，撕下汙名化的標籤，讓他們感受到更多溫暖和關懷，或許有

些悲劇就不會上演。

患者需要的是治療，但我們對於精神疾病充滿畏懼的言語，

總是把他們推離治療這條路，年輕的躁鬱症患者告訴我，他不敢

在同學面前吃藥，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解釋自己要吃精神科的藥，

於是停藥兩個月的他就這樣發病了。無助的家屬告訴我，鄰居的

指指點點再加上兒子的精神疾病反覆發作讓他感到崩潰，曾經有

多少的愛在這樣的壓力下就轉化成多少的憤恨。

有時和同事討論著，精神疾病患者是弱勢中的弱勢，是光照

不到的地方，社會願意給弱勢族群多一點機會翻轉，例如偏鄉兒

童的教育資源，又或身障者的職缺保障，但我們願意給予精障者

什麼呢？就連捐款，第一個想到的也是動物保護團體，而不是支

持精障者康復的漫漫長路。精障者的資源相對稀少，其中的原因

之一就是大家對於精障者的不瞭解、不互動、不溝通，不清楚他

們的需求，自然也無法提供幫助了。

在這個世界裡，我們什麼時候能讀懂精神病患者的孤單。

陽光強烈的刺眼，風吹在皮膚上有些涼，和朋友隨興的嘻笑

怒罵，我們感受生活並因此喜悅，而此刻當你看見了角落裡的黑

暗，請別掉頭就走。

腎功能在檢驗科的檢驗，主要可分為驗血跟驗尿這兩部分：
一、血液檢查：
1.肌酸酐（Creatinine ,Cr）：腎臟通常可以藉由尿液，將肌酸

酐完全排出體內，但如果腎臟出問題，血液中的肌酸酐濃度就
會上升，參考值為0.7-1.2mg/dl。

2.尿素氮（BUN）：尿素urea是體內蛋白質代謝後的產物，因為
分子小容易自腎絲球過濾，臨床上可以檢測血中尿素氮來代表
腎臟排除代謝廢物的功能是不是正常，參考值為6-20mg/dl。

3.腎絲球過濾率估計值（eGFR）：只要有Creatinine 的數據就
可由計算公式［eGFR＝（140－年齡）×體重（公斤）／72×肌
酸酐］得知，所得到的數字就是男性的腎功能，如果是女性則
必須把結果再乘以0.85，是得知腎功能最簡單方便的方法。

目前國際間對於慢性腎臟病分期是以腎絲球濾過率為依據一共分
為五期：
第1期(eGFR：≧90)：腎功能正常但有腎臟實質傷害，如蛋白

尿。  
第2期(eGFR：60–89)：輕度慢性腎功能障礙且有
      腎臟實質傷害，如蛋白尿。
第3期(eGFR：30–59)：中度慢性腎功能障礙
第4期(eGFR：15–29)：重度慢性腎衰竭

第5期(eGFR：＜15)：末期腎臟病變

二、尿液檢查：

1.尿液常規檢查：正常人的尿液裡，每天約排出100～150mg/dl

的蛋白，若超過，則檢查報告會尿蛋白（＋）記號，此時可能

腎臟已有問題，建議到腎臟科門診追蹤。

2.微量白蛋白（Microalbumin）：可評估早期的腎絲球病變，特

別在糖尿病、高血壓及紅斑性狼瘡（SLE）的患者，可作為糖

尿病控制與追蹤的指標。

3.量性蛋白尿的檢驗，常見有兩種：

(1)一種為（Urine albumin creatinine ratio，UACR）；一

般以早晨單次尿液測量尿液白蛋白與尿液肌酸酐的比值，

若此比值大於30mg/gm但小於300mg/gm，則稱為微白蛋白尿

（Mircroalbuminuria），若大於300mg/gm 則稱為明顯白

蛋白尿（Marcroalbuminuria），可用來評估早期的腎臟病

變，特別是糖尿病及高血壓患者，相當具有臨床價值的項

目。

(2)另一種方式為尿液總蛋白與肌酸酐比值（Urine protein 

creatinine ratio，UPCR）；若比值大於200mg/gl即可認

定病患具有蛋白尿之表徵。

台北市中山醫院前院長殷〇佑為逃漏綜合所得稅，自2011年
起以「私聘」名義把部分個人所得供醫院3名行政人員作為助理
費，每年逃漏10多萬至40多萬元稅金，8年逃漏稅24萬元，台北
地檢署今依違反稅捐稽徵法之逃漏稅捐罪起訴殷男、葉姓行政人
員等4人。

中山醫院位於北市仁愛路，是著名貴族醫院，殷〇佑高齡80
多歲，曾任院長、後轉任為麻醉科主任。檢方調查，2011年間，
殷男擔任麻醉科主任時，陸續上簽呈給院方表明願以每月4萬至8
萬元不等酬勞，聘任資訊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及企劃人員作為私
人助理。

此外，他要求院方將個人每個月薪資所得，在課稅前按比例
核撥至葉姓、沈姓及陳姓行政同仁名下，藉此逃避所得稅的徵稅
級距。而院方也同意直接將殷男的部分所得，轉列入3名行政人
員所得，但這些轉出的「助理費」仍回流至殷男帳戶內。

檢方查出，殷男以此手法從2011到2018年間，每年逃漏10多
萬至40多萬元不等稅金。據悉，殷男到案否認不法，辯稱是借款
給其他同仁，有人需要買房，但檢方不採信其說詞，認為殷男逃
漏稅，而葉姓等行政人員為幫助犯，併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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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2月份捐款芳名錄

廉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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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部/紀盈伃社工師

病理檢驗科/劉全喜醫事檢驗師

清心雅築康復之家/明珠

★只要您是健保身分，您滿40歲至65歲，每三年一次。
★65歲以上滿年一次。
健檢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1:30）
檢查地點：院區 -健檢中心、市區診所
檢查事項：
1.檢查前請禁食空腹八小時（接受檢查前晚12時起至隔
日抽血檢查前，請不要吃任何東西）。
2.攜帶身份證、IC健保卡（僅供查驗）。
3.免掛號費，免部份負擔。

服務電話:(05)2359630轉2542、2541

Physical
Examination

成人健康檢查

◎大腸直腸癌篩檢
（篩檢對象：50歲-74歲民眾，每2年1次）

◎乳癌篩檢
（篩檢對象：45歲-69歲婦女或40歲-44歲其二親等以內血親曾患

有乳癌之女性，每2年1次）

◎口腔癌篩檢
（篩檢對象：30歲以上嚼檳榔(含已戒)或抽菸者，每2年1次）

◎子宮頸癌篩檢
（篩檢對象：30歲以上女性，每年1次）

洽詢地點：嘉義分院門診大樓一樓 健康諮詢服務台

聯絡分機：2549、5800癌症篩檢服務中心

(只需帶健保卡) 凡符合

資料來源：聯合報
資料日期：20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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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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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d207@vghtc.gov.tw

擁抱光照不到的角落

淺談腎功能的檢驗

陳○汝 一般捐款 20,000
黃○君 一般捐款 200
胡○貞 一般捐款 200
朱○凡 一般捐款 600
張○宏 一般捐款 300
陳○圓 一般捐款 1,000
黃○侶 一般捐款 300

下半年利息 利息收入 147
楊○媛 一般捐款 75
崔○月 一般捐款 1,215
賴○貞 一般捐款 240
吳○仁 一般捐款 300
王○蘭 一般捐款 130

周○瑩 一般捐款 125
何○琼 一般捐款 50
李○文 一般捐款 100
蔡○華 一般捐款 50
張○綾 一般捐款 35
吳○萍 一般捐款 50
嚴○華 一般捐款 50
侯○滿 一般捐款 390
鄭○謀 一般捐款 390
善心人士 一般捐款 3,000
本月捐款
合計金額

28,947

假借聘個人助理8年逃漏稅249萬 中山醫院前院長遭起訴

詩集1－似海的風采

他的眼睛似海，他的髮型如浪:誠摯飛躍在他的臉上，

看著他像看著一幅畫。

他的神韻似霧，他的言語如露;平和投入地在他的工作，

聽著他像聽著理想。

當我偶爾陶醉佇足館內曼妙樂音中，看著他體貼的餐點服務工作態度。

想著想著 不禁欣賞起他迷人的風采 那仿如海洋般的綻藍。

詩集2－我的夢

那是無盡的希望  那是永恆的理想

那是永遠的愛  那是不變的纏綿

一個只有天使可以抵達的地方

詩集3－愛之生

那是永遠的希望  那是不變的真善

那是永恆之美  一個生生不息的生命源由

詩集4－美夢成真

最美的禮物　是在您的懷抱裡　溫習

最棒的真理　是不用言語的　傳遞

不說一句的時候　給我最真的　感動

您永遠總是　愛所有　不變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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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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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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失智症病患中，神經記憶障礙及損傷往往導致飲食
習慣的改變，最初的徵象為體重的改變，短時間內的體重
過重或過輕。輕度失智患者會發生的情況有:日常生活中攝
取食物的種類減少，而導致維生素B的缺乏。有可能會忘記
是否進食，沒吃或多吃一餐。有可能忘記喝水、不會分辨
自己或他人的食物，在家裡會亂翻東西來吃，不會辨別可
食或不可食的食物。飲食喜好逐漸改變、忘記還在煮東西
而導致食物燒焦或火災。故在營養照護的建議上，以均衡
多樣、抗氧化的食物種類攝取為主。家屬要注意觀察個案
進食能力及體重變化，提早察覺失智患者的營養狀態。

由於失智混亂行為的產生，使得在用餐時間常常無法
專注於食物，容易出現拒絕吃或喝的行為，加上語言功能
障礙，失智者不會表達或解釋自己的飲食喜好，因此需要
經常口頭提醒與進食的引導。所以準備的餐食建議提供少
量多餐，患者可能不記得何時吃的飯，或者是否吃過飯。
如果患者不斷要求吃早餐，可以考慮將早餐份量減少分次
提供。 
營養建議： 
1.飲食中攝取較高比例的各種生鮮蔬菜及水果、穀物、豆

類、含豐富不飽和脂肪酸的植物油(特別是橄欖油)、
魚，但攝取少量含飽和性脂肪酸的動物性油脂、肉類製
品及家禽、以及低至中量的乳製品，如乳酪或優格。

2.天然抗氧化的食物：彩色蔬果：例如以紅(蕃茄、櫻桃、
草莓、彩色甜椒)、橙(胡蘿蔔、木瓜、橘子、葡萄柚)、
黃(洋蔥、大蒜、柳丁)、綠(綠花椰菜、菠菜、青江菜、
青椒)、紫(茄子、葡萄、藍莓、桑葚、黑莓)、黑(香
菇、木耳)、白(高麗菜、白花椰菜、大白菜)。全穀雜
糧類:糙米飯、蕃薯、山藥、燕麥。黃豆及黃豆製品：豆
腐、豆皮、豆漿、豆乾、毛豆等。無糖綠茶、無糖烏龍
茶。

3.天天至少五蔬果：兒童每天5份蔬果，女性每天7份蔬
果，男性每天9份蔬果。青菜每份生重一百公克，水果每

份為拳頭大小。
4.吃好油：建議使用單元不飽和脂肪酸比例較高的油脂:如

苦茶油、芥花油、花生油、橄欖油、魚類(鮭魚、鮪魚、
鯖魚、秋刀魚、沙丁魚、鰹魚)等。油品要注意純度。魚
肝油與魚油是不同的東西，魚肝油來源是魚的肝臟，魚
油來源是深海魚類的魚肚、魚眼窩。堅果類可磨成粉讓
長輩食用，提供omega-3不飽和脂肪酸及維他命B群。

5.炒菜建議低溫烹調，油品溫度建議於160度C以下烹煮食
物。

6.拒絕反式脂肪酸：買食品留心成分標示，以下都是反式
脂肪酸：氫化植物油、氫化脂肪部分氫化植物油氫
化菜油、固體菜油酥油、人造酥油、雪白奶油。

7.豆類比肉類更能抗氧化：以豆製品取代部份蛋白質，每
餐至少包含一份優質蛋白質(瘦肉、魚肉、蛋、豆腐)。
純素者由豆類及堅果類食物(花生、核桃、杏仁、腰果
等）中獲取優質蛋白質。

8.少油、少鹽、少糖：高脂肪飲食與肥胖、脂肪肝、心血
管疾病及某些癌症有密切的關係。鹽一般健康考量：5~6
克/天，限鈉患者：<5克/天，有水腫的患者：<3克/天。
中西式糕點餅乾及零食少吃。

9.水份攝取要足夠，失智長輩若是喝水容易嗆到，可以給
予優酪乳、奶昔等濃稠的飲品。
失智症患者血中同半胱氨酸(homocysteine)濃度會偏

高，此為引起心臟血管和腦血管病變的危險因子。維生素
B6、B12、葉酸(folate)可降低血中同半胱氨酸濃度。因失
智長輩的飲食行為改變，食物準備以高營養價值的食物為
原則，避免5種不健康的食物如紅肉類、奶油及人造奶油、
起司、糕點和甜點、油炸和速食食品，紅肉裡含有過多的
飽和脂肪酸、膽固醇和過量的鐵。加工過的肉類還含有防
腐劑和添加劑。這些都會造成心腦血管的損害，此外也要
注意食物是否壞掉、長輩的水份攝取、口腔清潔等問題。

參考資料來源：衛福部、臺北榮民總醫院

大廳滿佈立體「平安」及「春」字吊飾高高掛，原來這是志工隊長楊秀春帶領著志工們親手製作，除在年前讓醫院

充滿年節氣氣氛外，亦期待將祝福及平安帶給嘉義鄉親；醫院在農曆春節前特別舉辦「揮毫春聯賀新春暨油畫木雕藝術饗

宴」活動，於一樓大廳，特別邀請「嘉義市文藝作家協會」書法家於現場揮毫賀歲，現場候診民眾開心地為新的一年挑選

祝福語，在書法家揮毫下，成為一幅幅春聯，致贈民眾。院長李世強及醫院一級主管等人，亦參與活動，祝福來院病患健

康、平安。

嘉義市文藝作家協會多年來共襄盛舉，協會林琬璇理事長表示，本次活動協會林家儀前理事長、監事、總幹事及6位

老師皆到場將祝福帶給大家，每年到院傳遞新春祝福及弘揚傳統書法之美是協會相當重視的一件事，讓現場民眾感受中華

文化的魅力風采，也藉書法藝術帶給民眾心靈的平靜與喜悅。林家儀、劉婉如、洪靈、陳芳石、劉武雄、徐皖華6位實力

堅強的書法家陣容，每位各有專長，舉凡「篆、隸、楷、行、草」書，其中劉武雄老師高齡80多歲，墨筆揮毫下仍游刃暢

舞，傳統中華文字的力與美，充分表現在墨跡及春聯詞句上，許多老師也將象形圖加入春聯中，其中劉婉如及徐皖華應牛

年將「牛」畫入春聯，為春聯添加許多趣味和可愛性，另洪靈老師亦創新的將新春喜氣竹、蘭等形象圖加入春聯中，藉由

藝術展現濃濃的東方年味。另由藝術家李惠文及陳士畧老師分別帶來油畫、流體畫藝術小品、實木、檜木文具等藝術品展

示，民眾現場排隊欣賞，紛紛讚賞這場藝術饗宴。

春節傳統家家戶戶張燈結綵，特展延續文化精髓，活動會場掛滿了象徵平安、新春的大紅吊飾，每一掛飾都是志工們

利用一些簡單的材料，純手工製作，向民眾獻上誠摯的祝福，也讓許多民眾及患者感受濃濃過年氛圍。

院長李世強表示，今年COVID-19疫情讓很

多活動暫停，但希冀在疫情期間將最誠摯的祝福

化為一幅幅春聯，祝福民眾們在新的一年平安喜

樂，揮毫春聯祝平安活動，別具意義。李院長亦

表示，將持續秉持愛心、誠信、當責的精神，致

力提升社區居民健康照護之水準，年節將近，院

方於春節期間皆有安排看診醫師輪值，提供民眾

即時且優質的醫療服務，堅守崗位守護民眾健

康，讓民眾能夠安心過好年。

本院1月6日於會議中進行109年度教學優良臨床教

師人員表揚，109年各教學職類優良教師獲選共15位，

並到場接受由本院李世強院長親頒獎狀，並與優良教師

們合影，讓所有認真致力於臨床教學的醫護、醫事人員

能獲得肯定和喝采，臨床老師們除了臨床業務，更需耗

費心神於教學工作，透過專業培訓及持續精進學習，希

望藉由不斷精進醫療技術，落實醫學教育與傳承，共同

守護民眾的健康。

2020年是令人感受深刻的一年，受到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侵襲，感謝各位辛苦的老師們一同防疫抗戰，同

時不忘教學業務，在工作崗位上解惑及專業技術指導，

也為新進醫事人員及實習生們建立良好典範。

門診中常有患者來訪，抱怨頸部僵硬、手部麻酸痛、

嚴重的或許是走路不穩、頸部以下軀幹麻木、常跌倒，以

上這些問題通常是長時間維持在一個不良的姿勢中，導致

頸部遭受不適當的壓力，造成頸部椎間盤或關節退化而引

起的，有些可能是正在拼國考努力唸書的近視女學生，有

些是長時間低頭工作的餐廳工作人員，有些是曾經有過外

傷病史的中年男性，亦或者是洗腎中的年老長者。在門診

檢查中，頸部Ｘ光常會發現病人的頸部正常彎曲曲線已經

消失、或有退化性骨刺產生，大多患者在適當的休息後，

搭配頸圈使用和藥物治療多能有所改善，但要注意的是，

一旦開始出現肢體肌力下降、跛行，甚至伴有大小便失禁

障礙等現象時，可能暗示著已經錯失早期治療的機會，致

殘率頗高。

所以若您有上述的問題，請盡量在神經根病變症狀初

期就診治療，畢竟神經復原有其限制，脊髓或神經根受壓

迫久了，神經組織必定會有所損傷，一旦錯失黃金治療的

時間，手術的目的僅是達到脊椎的穩定性而已，非挽救神

經學功能。

在臨床上，如果頸部MRI確定有

神經根或者脊髓壓迫時，便達到了手

術的適應症。常見的頸椎手術有兩

種，一種是經由後頸部做椎弓切除

術以達到神經減壓，視狀況看是否需

植入骨釘以增加穩定度：另一種手術

則由頸部前側執行頸椎椎間盤切除併

人工椎體植入。至於每個病人適合哪

一種手術方式，就端視每個病人的病

情來決定，不過臨床上做常見的是頸

部前側頸椎椎間盤切除併人工椎體植

入，只要能有適當的神經減壓，病人

往往都相當滿意，手術傷口約在4-5

公分，使用不需拆線的傷口縫合法，

只需消毒和更換美容膠，按時回門診

追蹤即可。

確認需要進行頸椎手術時，接著要思考需要選擇植入

物是什麼？因為現今材料科學發達，人工椎間盤的產品已

經有非常多種類，選擇上的差別主要在要選擇融合性的手

術?還是屬於動態的人工椎間盤手術？固定式椎間盤支架

的材質有PEEK、鉭金屬等，若健保委員審核通過就可以使

用PEEK材質的，惟此固定式的融合手術會有頸椎活動受限

的可能，時間久了便有機會發生鄰近節段病變，造成症狀

再發而需再次手術治療。有鑑於此，活動式的人工椎間盤

便應運而生。人工椎間盤不但能保留脊椎的活動度，也可

降低鄰近節段提早退化的可能，減少頸圈配戴時間，然而

人工椎間盤並非萬能，因此仍需要醫師專業評估，而達到

適合的治療。

開刀可以解決問題，但是術後生活的頸椎保健的重要

性更大。我們要隨時記得維持良好的姿勢讓我們的頸椎保

持壓力較小的狀態。如果必須長時間維持固定姿勢，則要

記得安排時間舒展筋骨，這樣才能常保頸椎健康。

營養科/羅梅華營養師

社工室/陳宇婷科員

教學研究部/江惠娟組員

神經外科/唐健綸醫師

失智的營養照護建議

志工親手製作「平安」及「春」字願民眾健康
中榮嘉義分院辦理迎春贈春聯暨藝術饗宴活動

感謝臨床教師無私奉獻 獎勵15位優良醫療人員

淺談頸椎椎間盤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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