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榮總嘉義及灣橋二分院通過「ISO /CNS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雙驗

證，是榮院體系第一家！也是雲嘉南地區醫院的第一家!12月2日由院長李世強代表接

受授證，此代表嘉榮對於民眾及員工健康與安全的重視，建構安全和健康的工作醫療

環境為目標，進而確保民眾就醫安全流程與環境。

院長李世強表示醫院環境、設備及作業流程的整體複雜度，遠較一般產業為甚，

病患及民眾出入流動高，故醫療院所的職場安全更顯極其重要。故李院長於今年1月

7日在衛生安全系統輔導及驗證案啓始會議中，簽署行動宣言，並醫院遴選94位種子

人員，全面檢視及改善全院所有病人及員工工作安全的流程、設備及環境等，將安全

衛生系統的精神內化為平日標準工作流程，確實執行定期檢討，共同建構安全衛生環

境，醫療團隊有了健康且安全的工作環境，方能提供病人貼心服務，達到以病人安全

為中心的全人照護之目的。

希冀藉由系統建置，落實自主管理、不斷持續改善過程及全員的參與，以建構安

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為目標；此次二分院榮獲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雙驗證殊榮，亦

為榮院體系第1家，並依據今(109)年TOSHMS網站登錄推估分別為全

國醫療機構第14家。

院長李世強表示致力系統的建置與推動，預先發現職場安全及

衛生的風險，並提前擬定對策加以改善，進而降低問題發生的可能

性，以PDCA落實改善，從福利、健康、心靈成長、職場安全等面向

發展，給予工作同仁身、心靈全方位的健康照顧。

耳針在國外應用於戒菸十分流行，原因在其簡單方便有效，能夠時時透過按壓埋針刺激，加強治療效果，減緩尼古丁症候

群，並根據各人體質不同，藉由中醫四診找出目前身體因菸害而受到損傷的地方，由另外的穴位埋針增進組織修復，防範疾病於

未然；幾乎無副作用，價格也低廉，無怪乎國外對於耳穴治療成癮性物質的研究如

火如荼；耳針戒菸的作用機轉是通過神經的調節作用，使吸菸者對香菸味產生一種

惡嗅感，且使其血漿皮質醇與血漿腦啡呔類物質均恢復至正常水準，達到戒菸目

的，而常見的吸菸後遺症，像是咳嗽、口乾、口味改變和血壓升高，也能使用耳朵

穴位埋針來醫治。

常用於戒菸耳穴包括耳神門、肺點和皮質下，都與情

緒壓力控制和呼吸道的反射區有關，使用王不留行種子製

成的埋針，醫師精準定位在穴道上，並無侵入皮下，提供

患者在想抽菸之際或每小時規律自行刺激在正確位置；如

有不適症狀也能很快撕下而不造成傷害。

據研究指出，菸癮乃複雜生理機轉和社會心理行為所

導致，而多元介入才能夠有效提升戒菸效果，而癮君子本

身的戒菸傾向和堅強意志更是戒菸治療中的重要因素，再

經由專業的醫療人員衛教之後，雙管齊下更能提升戒菸的

成效高達四倍以上，在此推薦各位有心戒菸的人士來傳統

醫學科體驗另一種治療。

高雄市小港某中醫診所負責人陳姓男子涉嫌勾結保險黃牛說
服民眾「多看診」，利用被保險人資料偽造不實看診紀錄，詐領
八九○萬元健保費，並出具診斷證明、就醫紀錄，讓三名保險黃
牛詐領八十多萬元理賠金。刑事局搜索逮捕四人，依偽造文書、
詐欺等罪嫌送辦，檢方訊後交保，五十名投保人列詐欺共犯一併
移送。

高雄、屏東多家保險公司去年十一月左右，從保險犯罪防制
中心系統中核對出有投保人自摔，在特定中醫診所自費看診數十
次，事後請領輕傷高額自費型理賠金；類似個案不只一人，且都
在同一家中醫診所看診，保險業者懷疑詐保，報警處理。

刑事局南打追查，發現該中醫診所從前年初起就與保險黃
牛合作，馮姓、吳姓、楊姓三保險黃牛常在該中醫診所出入，向
民眾聲稱可代辦保險，招攬看診民眾投保，再拿就醫紀錄向保險

公司申請理賠金、各項給付，保險理賠金核發後，投保人和黃牛
再七、三分帳。保險黃牛再鼓吹投保人「可以來多看幾次診」，
順水推舟讓中醫診所浮報門診紀錄；診所還拿病患「借放」診所
內健保卡 自行盜刷多筆門診紀錄；估計兩年內中醫診所共詐領
八百九十萬元健保費。

警方陸續拘提陳姓男子、三名保險黃牛，查扣現金一五四
萬多元、不實診斷證明書、帳冊、電腦、手機等贓證物，並通知
五十名投保人到案。

經清查高屏區共廿五家保險業者受害，國泰人壽昨證實有廿
名保戶涉案，金額約八十七萬元。警方偵詢後依詐欺、偽造文書
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檢署，檢方訊後陳姓中醫師以廿萬元交保，三
名保險黃牛各五萬元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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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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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室/陳宇婷科員

中醫科/唐佑任醫師

雲嘉南地區暨全國榮院體系第一家 中榮嘉、灣分院獲頒
「ISO/CNS45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雙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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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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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菸 癮

資料日期:109-08-28
資料來源:聯合網中醫勾結保險黃牛，詐領近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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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士 一般捐款 500
沈○仁 一般捐款 3,000
楊○媛 一般捐款 55
崔○月 一般捐款 335
賴○貞 一般捐款 300
吳○仁 一般捐款 400
王○蘭 一般捐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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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萍 一般捐款 50

嚴○華 一般捐款 50
侯○滿 一般捐款 335
鄭○謀 一般捐款 335
善心人士 一般捐款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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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捐款
合計金額 1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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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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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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少症的候選人「走路常跌倒？毛巾擰不乾？瓶蓋旋不開？」
護理部/許蕙菁護理長

一、什麼是胰島素: 
糖尿病的病人在使用多種口服降血糖藥物後，仍無法降低
血糖值數時，須合併注射胰島素來治療糖尿病。

二、胰島素的類型及保存:
(一)胰島素類型：

很多老年人有類似這樣的經驗：走路常跌倒、想從

沙發起身，往往力不從心站不穩、拿取物品變困難，毛巾

擰不乾、瓶蓋旋不開、想走快一點卻快不起來…年紀愈大

力不從心的感覺就愈來愈明顯。大部分的老人家都會說：

「唉！沒辦法，老了就是這樣沒路用！」，但其實這並非

只是年齡增長所造成，小心！有可能是肌少症悄悄的找上

門了，這可能是人體的骨骼肌肉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少所導

致的結果。一般而言，人體肌肉30歲以後每年減少1-2%，

40歲以後，肌肉量會以每10年減少8%，大腿肌力每10年減

少10-15%；70歲後肌肉量更以每10年減少15%加速流失，大

腿肌力則每10年減少25-40%。

由上述可以明顯地看出，肌肉量與肌力流失的速度會

隨著年齡老化而加快。固然所有老年人都會因年齡增長而

造成肌肉量減少，但減少的程度與速度因人而異，如同骨

質的流失一般，這是必經歷程。除了老化，也有可能是心

臟病、關節炎、糖尿病、腎臟功能惡化等慢性病引起。尤

其在老化的過程中，生理狀況逐漸退化，加上老人患有多

重共病導致不動，使得肌肉量的減少加速。尤其當年長者

出現走路速度變慢、沒有力氣擰毛巾、從椅子起身的速度

變慢、瓶蓋轉不開等等，就必須高度懷疑可能是肌少症。

「肌少症」顧名思義指肌肉量變少；但單純的肌肉

量變少，不見得肌力會變差，像跑馬拉松的職業選手感覺

都很瘦，身體沒有太多肉，但他們並非罹患肌少症。故肌

少症是指65歲以上的老年人肌肉質量減少以及肌肉力氣減

退、活動表現變差，導致四肢無力容易跌倒，甚至失能，

嚴重可能縮短壽命。肌少症在高齡族群中其實相當常見，

其盛行率又隨著年齡增加而急速攀升。肌少症對健康的影

響層面相當廣泛不容忽視，主要有下列幾項：

（1）增加跌倒、失能風險：肌少症可能導致下肢力量不

足，影響活動能力，患者容易無力、疲倦、步伐不

穩，故容易跌倒、增加失能風險。

（2）代謝問題：肌肉與人體蛋白質的儲存、調整血糖等新

陳代謝息息相關，研究發現肌少症患者與糖尿病、代

謝症候群具有高度相關性。

（3）心血管疾病：如果長者併存肌肉不足與肥胖問題，會

比只有肥胖症或肌少症更容易引發心血管疾病，甚至

增加死亡率。台灣已邁入高齡社會，現今平均餘命延

長，肌少症可能是人人需面對的重要威脅，大家應開

始重視肌肉的質、量，及早防治肌少症。

那麼我們該如何及早防治肌少症呢？可以觀察家中長輩是

否有以下5種肌少症徵兆：

（1）走路遲緩：室內平地行走困難（6公尺內行走速度少

於0.8公尺/秒）。

（2）握力下降：取物困難，拿不動5公斤沙拉油罐、毛巾

擰不乾。

（3）行動吃力：從座椅起身變得困難，例如需要撐扶手才

能起身；爬10階樓梯出現困難，例如爬兩三下就需要

休息。

（4）反覆跌倒：跌倒機率增加，過去1年來連續跌倒2次以

上。

（5）體重減輕：無刻意減重，6個月內體重減輕5％。例

如，原本體重70公斤的長者，6個月內無故地減少3.5

公斤，就應小心。

倘若家中長者符合以上描述，有可能是罹患肌少症的

早期症狀，主要照顧者要有所警覺，營養不足、慢性疾病

同樣會加速肌肉流失。罹患肌少症的長者容易因四肢無

力、平衡變差而有較高的跌倒風險，若已罹患骨質疏鬆，

更面臨骨折高風險。

若有前述5種肌少症徵兆，同時進行量測小腿圍和

SARC-F問卷(歐盟肌少症小組所設計)，更可增加肌少症評

估準確率。

(1)測量小腿圍時：先找一張椅子坐著，讓大腿與地面平

行，和小腿呈90度；放鬆腿部肌肉不緊繃，用尺或指環

（用自己的食指與拇指雙手環繞小腿肚）量測小腿最粗

的部位為準。50歲以上的男性若小腿圍小於34公分、女

性小於33公分，就代表身體肌肉質量可能不足。如果測

量的小腿圍低於標準：50歲以上未滿65歲者，首先應排

除是否有其他疾病導致營養耗損，再衛教民眾著重均衡

且富含優質蛋白質的飲食，並搭配阻抗型運動，以防治

肌少症；65歲以上長者則建議就醫評估，進一步測量握

力、行走速度及精準檢測肌肉質量。

(2)填寫SARC-F問卷：評估項目有肌力、行走、起身、登

階、跌倒等5項，依患者的自我感受來填寫，圈選超過4

分即可能有肌少症風險。

肌少症目前沒有藥物可以治療，但及時找出病因予以

治療，肌少症仍是可逆的，最有效的方式是阻力訓練和吃

得營養健康。

飲食要能營養均衡，老人家應吃進足夠熱量，約在

1500～2000卡。吃夠熱量還要長肌肉，要特別加強蛋白質

的攝取，最重要的營養素就是蛋白質，特別是優質蛋白

質，如牛奶、雞蛋、瘦肉、黃豆類都含有肌肉生長所需要

的必須胺基酸—白胺酸（Leucine）。腎臟功能正常的病

人，建議每日蛋白質攝取量介於1～1.2公克/每公斤體重。

例如：體重50公斤每天約需50～60公克蛋白質，換算成豆

魚蛋肉類約7～8份（雞蛋1顆約有7公克蛋白質=1份豆魚蛋

肉類）。建議蛋白質應三餐平均分配，不要集中在某一

餐。每餐至少要吃到自己一個手掌心「大小」與「厚度」

的豆魚蛋肉類）；腎功能有問題者，則需諮詢醫師蛋白質

攝取量。

運動方面，進行肌肉阻抗型運動（重量訓練）；透過

運動，吃的東西才會變 成肌肉，而不會變成肥肉。要鍛

鍊肌肉，比較好的方式是「阻力訓練」。阻力訓練代表著

靠著外在阻力來訓練動作，使肌肉變得更有力量、耐力增

強。挑選適合每個人的阻力訓練：彈性帶/阻力繩、負重/

徒手肌力訓練、或水中阻力運動均可。大約持續兩週，就

會出現效果。但需注意運動的頻率、強度，避免帶來運動

傷害。

多數肌少症患者都是因缺乏蛋白質攝取，加上運動量

不足，或是營養不足、罹患慢性病等，而加速肌肉流失。

因此給予適當的飲食與運動建議來強化身體的功能性體適

能，有助於提高生活的自主能力，預防肌少症。進而促進

長者的身體機能與心智健康，方能改善長者的生活福祉達

到成功老化的願景。

胰島素筆針施打注意事項

藥劑科/龔玉珍藥師

1.什麼是頸椎椎間盤突出？
我們的頸椎總共有七塊脊椎骨，像積木一樣堆疊起來，向上

支撐我們的頭部，向下連結軀幹。椎間盤位在兩塊脊椎骨中間，

是纖維軟骨盤，當作一塊一塊積木之間的緩衝、承受壓力，就像

避震器，而且讓我們的脖子可以左右彎曲、前俯後仰。椎間盤外

面有一層層纖維環，包住裡面的膠質、富含水分、有彈性的髓核

椎間盤分成兩部分：中央部和周圍部。中央部是髓核

（nucleus pulposus），充滿柔軟而富有彈性的白色半流質膠狀物

質，填充在椎間盤的中央，是由極具黏性、彈性及柔韌的多醣體

和水分所組成，可以緩衝脊柱的受力和衝擊；周圍部是纖維環

（anulus fibrosis），要把中央部這些軟軟的物質包住，纖維環是由

數十層環狀及放射狀的膠原纖維及彈性纖維交織而成、按同心圓

排列的緻密組織，很堅韌，保護髓核並限制髓核向周圍突出，而

且將相鄰的脊椎骨緊密牢固的連接在一起。當中央部的髓核突出

或破出纖維環，這就叫做椎間盤突出。

2.為什麼會造成頸椎椎間盤突出？
椎間盤外圍堅韌、內富彈性，承受壓力時會被壓縮，壓力

去除之後又會復原，就像”彈性墊”的作用一樣，可以緩衝外力

對脊柱的震盪，也可增加脊柱的運動幅度。人體的椎間盤厚薄不

一，胸部的比較薄，頸部的厚一點，而腰部的最厚，而頸椎和腰

椎的活動度大。椎間盤的厚薄和大小因年齡而有差異。另外，椎

間盤並不具有血管，它們的營養由椎體通過滲透作用提供。椎間

盤會因老化、外傷(運動/工作/車禍)、姿勢不良(長期低頭)、過

度勞累造成肌肉緊繃或不當用力(舉重/提重)而使纖維環破裂，當

纖維環破裂時，髓核向後外側脫出，突入椎管或椎間孔；或者是

纖維環未破裂，但髓核突出鼓起，壓迫相鄰的脊髓或神經根，導

致肩頸、上臂、前臂和雙手有痠、麻、疼痛的症狀。

神經外科/廖致翔醫師

【頸椎椎間盤突出】

臨床使用的胰島素可分為:
1.速效（超短效）胰島素
2.短效（常規）胰島素
3.中效胰島素
4.長效胰島素
5.預混型胰島素

開封後常溫保存室溫不超
過 30℃

未開封的胰島素，置放在
冰箱冷藏室(2～8℃)，不
可置放於冷凍室。

四、胰島素注射技巧:

1.注射前確定空針或筆管內無氣泡。

2.針或筆針針頭不重複使用。

3.體型瘦小的患者、注射部位在手臂或大腿，可以捏起皮膚以

90度垂直注射。

4.體型肥胖者、注射腹部及臀部不需捏起皮膚並以90度垂直注射。

5.注射後拇指持續按壓按鈕，不可鬆開，應停留時間15秒以

上，可避免藥物滲漏。針頭拔出後，應按壓 52～8秒，不要

按摩。

6.每次注射時檢查部位是否有瘀青、發紅、感染、脂肪增生或

脂肪萎縮等情形。

7.使用過針頭或空針裝在堅硬不易穿透的容器(如厚料硬質的塑

膠瓶、洗衣精瓶、尖銳廢棄物收集筒)，帶回醫療院所處理，

不可丟入一般垃圾桶。

3.我是不是有頸椎椎間盤突出呢？症狀是什麼？
頸部椎間盤突出若造成症狀，患者會有說不出的痠痛從肩膀

延伸到上臂、前臂或手，或者是麻木、刺痛感、像被電到一般的

感覺從肩膀延伸到手臂和手，神經被壓迫嚴重的患者，甚至有上

肢無力、肌肉萎縮的現象。有時候脖子傾斜的姿勢，會讓這些症

狀突然跑出來、或者症狀變得更嚴重。嚴重的頸椎椎間盤突出造

成脊髓壓迫時，患者會有手部精細動作受損(寫字/使用筷子)、

步態不穩、身體及下肢感覺異常(緊繃感/觸電感/冷熱分辨困難)

等症狀，這種狀況就一定需要手術治療。

4.我要怎麼確定自己是否有頸椎椎間盤突出呢？
確認頸椎椎間盤突出的診斷，還是得經過醫師評估疾病史、

症狀，執行理學檢查後，並且接受頸椎X光片、磁振造影等檢

查。

5.怎麼治療頸椎椎間盤突出？

治療的部分可分為非手術治療和手術治療。非手術治療方式

包含：止痛藥、復健/物理治療、局部注射類固醇等藥物以消除

神經發炎/水腫，如果經過這些治療一個半月至三個月後仍無改

善，或症狀嚴重影響神經功能(肢體無力/步態等)、或症狀嚴重

造成生活品質低落，則考慮接受手術治療。頸椎椎間盤突出切除

手術相當安全，也是一個成功率相當高的手術，與一般腰椎手術

相比，傷口較不痛。因為一個椎間盤約提供8至10度前俯/後仰的

角度，手術將突出的椎間盤切除後，需要放置支架將原本椎間盤

所在的空間支撐起來，目

前健保提供的支架是PEEK

塑膠材質，至於材質較好

的支架（與上下節的骨融

合速度較快），或者想要

植入可活動的人工椎間盤

來替代原本的椎間盤，就

需要患者額外自費了。

腹部：拳頭將肚臍遮住不注射，往外約
一個手掌寬的距離內注射。正確
位置是恥骨聯合往上1cm，肋骨下
緣往下1cm，距離肚臍2.5公分以
外的雙側腹部。

大腿：應選擇雙側大腿前外側的上1/3進
行注射。

手臂：應選擇雙側上臂外側的中1/3進行
注射，正確位置是肩膀到手肘間
的上臂外側中段，避開上臂上1/3
及靠近手肘處注射。

(2)如何選擇適當部位:

(二)保存方法：

第三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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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部位劃分為6部
位，由內往外打。如手
臂同一區塊內接連的注
射針距應保持一指寬

注射部位可選擇:
左上腹、左下腹、
右上腹、右下腹及
左大腿、右大腿

三、選擇注射部位：

(1)注射部位需輪替:
   避免產生局部硬
   塊和皮下脂肪增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