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星晟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侯宗欽夥同親友及
員工涉嫌以人頭病患冒名詐得「巴氏量表」申辦外籍看護工牟
利。 

嘉義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兼發言人蔡英俊說，因行政院勞
動部公告「受監護人須屬特定身心障礙者或醫院之醫師出具診
斷證明書簽註有罹患特定病症再依巴氏量表評分總分特定分數
以下之標準，始能申請外籍家庭監護工」等規定過於嚴苛，侯
男認有機可趁，遂以按件收費方式，主動聯繫有聘僱外籍看護
工需求而無法取得「巴氏量表」民眾。侯男再以長期豢養有身

心障礙的數名人頭病患，分別假冒各被看護人名義前往醫療院
所就診，並請人假冒家屬身份，幫忙推輪椅進入看診就醫，並
由陳男、張女等員工先行教授如何對應矇騙相關醫療人員陳述
假病患病情，使醫療人員誤認係被看護人實際就診，取得醫師
開立「雇主申請聘僱家庭外籍監護工專用診斷證明書」及「巴
氏量表」後，再以該文書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

嘉義檢警經漏夜訊問後，依違反詐欺、偽造文書罪嫌，向
法院聲押侯男等4人。

廉政宣導

本院政風檢舉信箱 hspchia- i@mai13, vac, gov, tw  電話:15-235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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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d207@vgh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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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友投稿專區

清心雅築康復之家/明珠

85歲的陳姓老翁日前由兒子陪同至社區接種COVID-19疫苗，在注射後觀察時，陳姓老翁的兒子向醫師反應，陳爺

爺的脖子出現紅疹及有小水泡，經醫師評估為過敏反應，擔心是疫苗的急性過敏反應，故灣榮施打站護理師立即陪同

爺爺就醫，灣榮護理師告知醫師施打前評估，陳爺爺對阿斯匹靈成份藥物有過敏史。這時陳爺爺的兒子才說，聽說人

家說在施打前可先吃止痛藥，可大幅減少不適感，故讓陳爺爺注射疫苗前1小時，有服用其到藥局自行購買的止痛藥，

並拿出止痛藥給醫師看，醫師才發現此款止痛藥有阿斯匹靈的成份，才發現引發陳爺爺過敏是藥物，不是疫苗，讓大

家虛驚一場，也鬆了一口氣。醫師建議可將相關過敏藥物病史貼在健保卡上，以免之後醫師不慎又開類似藥物。

民眾若要服用相關非醫囑藥物，或要中西藥物合併服用時，均建議要事先諮詢醫師可否服用及注意事項保健康。

隨著COVID-19疫苗各縣市為保民眾健康，故接連辦理多場次社區擴大接種活動，民眾施打新冠疫苗後，會依據個人體

質而產生不同的副作用，如注射部位紅腫疼痛、頭痛、肌肉痛、發燒、疲倦、畏寒以及噁心等。因目前坊間流傳，可

於施打前後吃止痛藥，減少不適感。但以目前醫學證據而言，不建議長者預防性使用，可於有發燒、痠痛症狀時，使

用Ａcetaminophen(乙醯胺酚)類似藥物(如普拿疼)，其發生過敏之機會較NSAID類藥物來得低，也比較不會有胃潰瘍或

出血或腎功能受損之狀況。

台灣過敏族群不少，對藥物過敏的民眾也不少，若民眾不慎服用導致自身過敏的藥物，過敏反應從輕到重的程度

包含紅腫、搔癢、發疹，嚴重者甚至呼吸困難、血壓降低、心跳減緩，嚴重可能要人命。故醫師請民眾對於來路不明

或成份不明的藥物或食品，請勿自行服用，若有

必要均建議與醫師討論或諮詢，若在藥局則可向

專業藥師諮詢。

提醒長者施打疫苗後需觀察15分後無礙，

返家後建議要多喝水，若有微發燒可再觀察，若

出現高燒、腹瀉、腹痛、嚴重頭痛、呼吸喘、胸

痛、吃不下、全身無力等情形，則請立即就醫。

而李世強院長表示，長者有三高是很普遍的，為

了自己及家人的健康，鼓勵長者要施打疫苗，否

則一旦染疫，有三高的長者變成重症的可能性增

加很多，施打疫苗的優點比缺點多，故鼓勵長者

若符合資格可就近施打，而施打現場都有醫師再

次評估長者當下狀況，評估合適才能施打，故請

長者或家屬若有有疑慮，可向醫師詢問及諮詢。

胸腔內科/林耘德醫師

網傳打新冠疫苗事前可吃止痛藥? 
醫籲長者要注意建議宜諮詢醫師

以人頭病患詐「巴氏量表」申辦外籍看護工，牟利近百件，檢方依違反詐欺、偽造文書罪嫌，向法院聲押。

110年6月份捐款芳名錄
慈濟證嚴法師 靜思語（愛惜人身：一切功德由時間所累

積，一切功德由我們身體行動所成就。所以，我們要好好愛惜人

身。）

人身得之不易，當好好珍惜運用，來成就一生的志業！並

為這個地球留下真善美的愛的足跡。而平時白天生活要承擔好多

工作與責任，包括家庭的與社會的！所以我們要好好照顧自己的

身心靈，來幫助自己與別人，讓一切更美好更進步！化小愛為大

愛，點亮心光。使地球越來越光明燦爛。這就是靜思語說的：清

淨的法愛與普愛天下等等。

白天忙完接著來臨的就是美好的休息時光--夜晚了。我總是

期待著它的來臨！因為當夜晚來臨時，一切步調似乎跟著慢下來

了，不管您是在什麼時刻休息，我們都可以用輕鬆的態度來度過

這段美好的夜晚時光！工作了一天，睡眠--就是上帝給予的最好

的禮物了！經過了一夜的安眠！卸下了昨天所有的疲憊，又是新

的一天的開始了。告訴自己，每天要過得很快樂、開心，讓病痛

不纏身，隨著日子平平安安的過，用平常心渡過每一天。加上心

裡有夢相隨，人生有愛最美，這樣的人生就可以感覺有它的意義

了。真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得很好！然後整個社會祥和、國家和

平安定、世界沒有戰爭、國與國友善互助。

世界有白天黑夜，人的心有是與非，如何好好的生活，也是

一門學問。以下有幾句好話與您結緣：

1.健康重於財富：再多的財富換不來健康的身體。

2.擔心是多餘的折磨，用心是安全的動力：凡事多用心，不要擔

心，要放心。

3.自信就是成功的第一秘訣：相信自己，自我肯定，朝正向思

考，必有所助。

4.人們常犯最大的錯誤，是對陌生人太客氣；而對親密的人太苛

刻，把這個壞習慣改過來，天下太平：好好保護關心照顧自己

的家人。

～願您我大家平安幸福！快樂一生！！～

生活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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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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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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媛 一般捐款 180
崔○月 一般捐款 830

賴○貞 一般捐款 260

吳○仁 一般捐款 230

王○蘭 一般捐款 400

周○瑩 一般捐款 100

何○琼 一般捐款 50

李○文 一般捐款 100

吳○萍 一般捐款 50

嚴○華 一般捐款 50

侯○滿 一般捐款 190

鄭○謀 一般捐款 190

林  ○ 一般捐款 100

黃○君 一般捐款 200

胡○貞 一般捐款 200

陳○圓 一般捐款 1,000

張○宏 一般捐款 300

黃○侶 一般捐款 300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4,730



口腔癌是什麼

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統計，108年度國人十大死因之首即為

惡性腫瘤(癌症)，在所有癌症的死亡率中，口腔癌為國人癌症死

亡原因第五名，若只看男性，則口腔癌為國人男性癌症死亡原因

第四名。

口腔的範圍包括舌頭、頰膜、口底、齒齦、臼齒後區、硬

顎、及上下唇等位置，在台灣，嚼檳榔人口高達二百四十萬人以

上，每十位男性中就有一人嚼檳榔，且統計發現，口腔癌患者近

九成有嚼檳榔的習慣，因此台灣口腔癌最好發的位置即在舌頭與

頰膜。

口腔癌的致病因子是什麼

口腔癌最強的致癌因子為抽菸、喝酒、吃檳榔。在台灣，

因為檳榔的盛行，90%口腔癌患者皆有嚼食檳榔的習慣，因此是

最值得留意的問題，抽菸、喝酒、吃檳榔罹患口腔癌機率為一般

人的18、10、28倍，如果嚼檳榔又有吸菸習慣者，罹患口腔癌機

率為一般人的89倍，又如果嚼檳榔、吸菸以及飲酒樣樣都來者，

罹患口腔癌機率為一般人123倍！

檳榔果成份中的「檳榔素」及「檳榔鹼」均具有致癌性，

光是檳榔果本身就屬第一類致癌物，加上市面上購買時，大多又

會在產品中添加「荖花」，其一樣有致癌性。另外也常添加的

「石灰」雖然直接致癌性並不顯著，但石灰會使口腔環境變成鹼

性，在鹼性狀態下，檳榔中的某些成分會釋放出自由基而易引起

細胞變性。所以「石灰」加上「荖花」和「檳榔果」合併的檳榔

組合，是最容易造成口腔粘膜病變發生的黏膜病變鐵三角，嚴重

時更有很高的機會轉化成癌。

另外，因為時代演變，國人性行為模式也漸漸轉變，口腔

部位性交接觸的機率也增加，因此愈來愈多的口腔癌也會跟感染

人類乳突病毒(HPV)有關係，因此2018年時，美國癌症聯合委員

會也開始建議所有口腔癌可以於切片時同時檢驗p16蛋白以判別

是否為人類乳突病毒感染，若為此致病因引起的癌變，其治療效

果與生存率皆較菸、酒、檳榔導致的口腔癌為佳。

除此之外，少數病患也可能因為長期的口腔黏膜刺激、過

度的陽光照射、長期營養缺陷(缺乏維生素A)、口腔衛生不良造

成口腔癌發生，例如尖銳的蛀牙、殘根及製作不當或破損的牙齒

復膺物(如假牙、牙套等)等長期磨擦頰膜，造成反覆發炎潰瘍，

也可能造成癌變，提醒民眾須多加留意，若有此狀況，及早與牙

科醫師診療調整。

口腔癌之癌前病變有哪些

如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口腔癌之治癒率會提高不少，

因此一般民眾需認識口腔癌的癌前病變及早期症狀。口腔癌的癌

前病變包括口腔各處黏膜之白斑症、紅斑症、黏膜下纖維化、疣

狀增生及慢性潰瘍，在最常見的兩個口腔癌癌前病變中，白斑

症、紅斑症最後發展為口腔癌的機率分別為2～3%、65%，因此不

可不慎！

目前國民健康署有提供具口腔癌罹病風險的國民定期免費

的口腔黏膜篩檢服務，透過定期的檢查，及早發現，及早接受正

規醫療，的確是治癌的良策，疾病的預防才是抗癌的最上策，若

是民眾為高危險群，具備以下條件者，請定期接受每兩年一次的

免費口腔黏膜篩檢，歡迎至耳鼻喉科門診諮詢：

1.18歲以上至未滿30歲有嚼檳榔(含已戒)原住民。

2.30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者。

除了口腔癌罹病高風險群的定期口腔篩檢，平常大家可以

定時面對鏡子照著口腔的各個部位循序自我檢查，因為所謂癌前

病變雖然本身並非口腔癌，但長期置之不理或刺激源一直存在

時，以後有極高的可能性發展成口腔癌，若發現有以下各種情形

時即應提高警覺，並立即到醫院做進一步的口腔檢查，或必要時

之病理切片檢查：

1.口腔黏膜顏色或外表形狀改變

如變白、紅、褐或黑，且無法抹去；或原先存在的痣面積增

大、表面增高、變粗，出現潰瘍或色澤發生改變。

2.潰瘍

超過二週以上尚未癒合的口腔黏膜潰瘍，應接受活體組織切片

檢查。

3.腫塊

口內或頸部任何不明原因之腫塊，應儘快接受正規醫學的檢查

和治療。

4.舌之運動與知覺

舌頭之活動性受到限制，導致咀嚼、吞嚥或說話困難，或舌頭

半側知覺的喪失、麻木，皆應儘早查明原因。

5.顎骨與牙齒

顎骨的局部性腫大，導致臉部左右的不對稱，有時合併有知覺

異常或牙齒動搖等症狀，須請醫師診察是否長瘤，或是一般牙

周病，小心做鑑別診斷。

6.口腔黏膜的知覺與開口度

有嚼檳榔習慣的人應注意是否感到口腔黏膜乾澀、灼熱、

或有刺痛感，以及開口度受限，張嘴時口腔黏膜拉緊可能是口

腔黏膜纖維化的表徵，而據統計，約有百分之五至十之口腔黏

膜纖維化症或白斑會轉變成癌，因此需要嚴密追蹤。

口腔癌的治療

早期口腔癌的治療以手術為主，並以手術後的病理化驗、

癌症分期等因素決定術後是否以放射線治療、化學治療、標靶藥

物治療等接續療程，以達到最佳治療效果。早期的口腔癌個案可

能可以僅需以小型切除手術及頸部淋巴廓清術來治療，不會造成

臉部變形，所以不管您現在是不是嚼食檳榔的一員，應為自己和

至愛的親人著想，我們大家對檳榔、菸酒等不良嗜好物，還是趁

早遠離為妙！並且勸親友一同進行口腔黏膜自我檢驗以及定期至

耳鼻喉科接受篩檢！

若為較高期別的口腔癌，通常在手術後，若預期將造成口

腔、顏面等區域大範圍組織缺損，則會以自體自由皮瓣或自體局

部皮瓣來做組織重建，以盡量保存吞嚥、語言構音、及顏面美型

的功能。

在放射線治療中，最常見的急性治療副作用為口腔潰瘍及

皮膚紅腫破皮，最常見之長期副作用為口乾及頭頸部肌肉關節僵

硬等，不論是急性或長期副作用，皆可以以語言、吞嚥、及肌肉

復健療程，以及止痛、口水分泌的藥物等加以解控制。

口腔癌的治療後追蹤

口腔癌第一期、第二期的五年存活率分別為80%、60%，口

腔癌病患治療後若復發，最常發生在治療後的第一年內，且雖病

灶復發機率是隨著治療後的時間逐年下降，但五年內都有機率復

發，因此建議第一年每個月於門診追蹤，並於五年內必須定期回

診，醫師也會定期安排影像檢查，以確保病患的追蹤品質。

另外，口腔癌患者因為大多與抽菸、喝酒、吃檳榔有關

係，因此呼吸道、上部消化道黏膜、肝臟等皆為有可能發生其

他癌症的位置，例如咽喉癌、食道癌、肺癌、肝癌等，因此病患

必定要下定決心戒除菸、酒、檳榔，並留意是否有其他部分的症

狀。

結語

口腔癌除了是高居國人十大癌症死因第五名、男性十大癌

症死因第四名，更因為口腔的位置在我們容易以目視、觸摸的方

式容易自我檢查的範圍，且早期口腔癌的治療後存活率相對較

高，因此民眾除了要正視抽菸、喝酒、吃檳榔對於身體的危害

外，更建議要定期的自我篩檢，並到醫院接受免費的口腔癌篩

檢，以期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各位朋友們，若您現在或曾經

嚼食檳榔，或30歲以上有抽菸習慣，歡迎您每兩年帶著健保卡到

嘉義榮民醫院做免費的口腔黏膜篩檢，若有戒菸的需求，也非常

歡迎諮詢戒菸門診的服務！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耳鼻喉科/林陞樵醫師

精神部/曾德耀臨床心理師

面對口腔癌，你需要了解的事

在北農及環南市場陸續因疫情暫停數天，而現在

正值中南部水果盛產期，許多小農也開始擔心產銷問

題，而外科部林雍凱主任響應李世強院長及院方對同

仁於辛苦的防疫業務之關懷，以實際行動來照顧嘉義

在地小農，購買嘉義縣市2位在地小農芒果500斤及鳳

梨200斤，慰問嘉灣醫護等一線同仁，不但讓醫護暖

心，小農也由擔憂情緒轉而露出滿滿笑容，讓人看到

醫病相挺，醫護也相挺，真溫心。

“疫”起看見愛，嘉榮團隊顧小農也挺醫護，林

主任說到，身為一線更知醫護辛苦，也看到李院長常

到一線慰問感謝防疫同仁及其家屬，而各相關單位及

許多民眾更是不時送慰問品或防疫物資、設備挺醫

護。故林主任也希望能響應李院長挺醫護及許多民眾的暖心義舉，而最近發生屏東枋山疫情導致芒果滯銷情形，其實中南部許多小

農也有些許擔憂，因嘉義縣市盛產水果且品質佳，故立即向在地嘉義小農鳳梨老闆認購水果慰問同仁。林主任表示希望藉由醫院認

購在地小農優質水果，慰問同仁，替防疫工作增添力量，並透過己身棉薄之力，傳遞暖心能量給小農，也希望民眾可多採購在地農

鮮水果，一起抗疫顧”腹肚”。

李院長表示，嘉榮除原有治療病人業務外，醫護也組成快打部隊到社區協助長者或郵務人員等擴大施打，更隨時配合縣市政府

臨危受命針對熱區返鄉學子或北農、環南市場等接觸者等做篩檢，確保民眾健康，連假日也未休息。而在醫護辛苦付出時，李院長

謝謝許多企業單位及民眾對於醫護的支持，也謝謝林主任連結在地小農，協助小農能度過疫情下的難關，也為院內的醫護人員熱情

的加油打氣與慰勞，更可看到同島一命，團結抗疫。

“疫”起看見愛~嘉榮醫師響應醫院顧小農疫起挺醫護 
認購嘉義在地小農700斤芒果鳳梨挺自家人共同守護民眾健康

「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瘟疫；沒有一個人，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免除得了的。」卡繆於《瘟疫》中如是說。

生於西元1913年的卡繆，1歲時，父親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17歲時，罹患肺結核。當時醫學對於結核病，尚未發明有效的治療

藥物。於是，終其一生，必須與疾病共處，甚至數次進出鬼門關。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浩劫，讓其從中學習直面死亡，並以著作啟

發世人，探索存在的意義。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以創傷心理復原的理論，建議民眾面對疫情時，在心理層面可抱持下列原則－「安、靜、能、繫、望｣。

馬斯洛提出需求層級理論，多數人的需求滿足模式，是從下而上，也就是先有生理需求（食、衣、住、行等）的滿足，才會進

一步考量安全需求（身體、財產與工作），最後直到自我實現或超越自我的層次。疫情初起，防疫保單的熱賣，雖然保障不高，但

卻熱賣。此現象不無反應出對安全需求的關切，更反應出面對死亡風險的焦慮。政府透過紓困等措施，讓民眾盡量滿足基本的生理

需求。更上一層，便可透過促進「安」全的原則，滿足安全需求。戴口罩、勤洗手、免聚會、避遠行，有症狀可聯繫1922專線，詢

問接受篩檢事宜。直到疫苗施打普及率提升，是目前依循的基本方向。

當注意力過度聚焦於疫情訊息，反而會窄化注意力，降低認知資源的可用性而讓負荷超載。人們傾向接受情緒一致的訊息，也

就是憂慮時，往往會選擇性地注意與憂慮事件相關的訊息。此時，採用促進平「靜」鎮定的方法，如：深呼吸、轉移注意力，限制

或暫停接收疫情訊息，有助於維持中道、恢復平靜。

科學求真、人文求善、藝術求美，在電影《真善美》中，全家人以參加歌唱比賽面對絕境，終能唱著歡樂的歌，脫離納粹的統

治，迎向自由。逆境中，透過掌握自己能掌握的事物，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活動，有助於提升自我效「能」感。

新冠肺炎的疫情，帶來有形的隔離與無形的圍困。確診患者遭隔離治療，而憤怒攻擊醫療人員。市井小民囿於減少接觸，而暫

停經濟活動，困坐愁城。異鄉人，怯於疫情不應返鄉，擔心今年拜祖先，明年變祖先。透過同住家人的支持，或利用科技工具，維

持並促進人際的聯「繫」。讓人與人的連結，得以交織出一面網，接住每顆墜落的心。

維克多.法蘭可曾在關滿猶太人的集中營，觀察人們對困境有著多樣的反應。有些人垂頭喪氣，不久就死於飢餓殘疾；有些人堅

韌勤奮，望著日出而滿懷恩悅。為每一天注入希「望」感，有助於在人生的旅途中，繼續前行。

最後，卡繆也在《瘟疫》書中提出解方，「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對我來說，就是—盡我的本份。」

心理衛生資源：

1.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1925，諧音依舊愛我。若您或身邊的人有心理困擾，可撥打1925。安心專線24小時全年無休，持續陪伴，

服務你和我。

2.預約本院身心醫學科門診：http://tre.vhcy.gov.tw/register/。

因應疫情的心理抗體，以「安、靜、能、繫、望」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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