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吸道感染是人體最常見的感染之一，

其可再區分為上呼吸道感染與下呼吸道感染，

上呼吸道感染指鼻、咽、喉及鼻竇等受到病原

體的感染，包括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鼻咽

炎、急性咽扁桃腺炎、喉炎及會厭炎等，下呼

吸道感染則包括支氣管炎、肺炎等。過去認為

病毒大多僅會造成上呼吸道感染，免疫力正常

的人都可自癒，故不被大家所重視。今年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在全球造成大規模的疫情，使

呼吸道病毒感染再次成為重要的議題。故與大

家介紹在成人常見造成呼吸道感染的病毒，這

些病毒大多有一些共同的特性：症狀類似、通

常不嚴重可以自己痊癒、感染過仍會重複感

染，傳染途徑主要都是藉由飛沫或是接觸傳

染，其他個別的特性如下所述。

鼻病毒

鼻病毒是最常造成一般感冒的病毒，感

染以鼻子的症狀為主(鼻涕、鼻塞、打噴嚏

等)，在成人症狀較輕，鮮少有併發症，得到

感染後大多數的病人可以自癒，鼻病毒感染一

年四季都會出現，但因血清型多，故感染後的

免疫通常不能持久，也常造成群聚流行，目前

沒有相對應的治療藥物或疫苗。

副流感病毒

副流感病毒是引起感冒常見的病毒之

一，常見症狀為發燒、咳嗽等，比較特別的是

會聲音沙啞地很厲害，但鮮少有重症，但在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則可能引起肺炎，得到感染後

大多數的病人可以自癒，常於秋冬時流行，目

前沒有相對應的治療藥物或疫苗。

呼吸道融合病毒

呼吸道融合病毒是老年人病毒感染第二

常見的病原體，常見症狀為流鼻水、咳嗽、打

噴嚏、發燒，通常不嚴重，但在65歲以上的老

年人或是免疫力低下者則可能會有嚴重的併發

症(例如肺炎)。在台灣一年四季都會出現，目

前沒有相對應的治療藥物，而疫苗的部分我國

國衛院已研發出來，目前正在進行臨床試驗。

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是造成流行性感冒的病毒，常

見症狀為發燒、咳嗽、頭痛、肌肉痛、疲倦、

流鼻涕與喉嚨痛等，症狀較一般感冒嚴重且病

程較久，可能會有肺炎、腦炎或心肌炎等嚴重

的併發症。每年全球併發重症人數約為300-

500萬人，造成29-65萬人死亡，多數為65歲以

上的老年人，在台灣通常於每年的11月到隔

年的3月流行，目前已有針對流感病毒的藥物

(有吸入、口服與注射劑型)，疫苗發展也很成

熟，接種疫苗可以減少被傳染的風險，若仍不

幸被感染到有接受疫苗也可以降低進展成重症

的機率。

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因病毒外型有類似皇冠的突起

而得名。感染時的症狀包括鼻塞、流鼻水、咳

嗽、發燒等一般上呼吸道感染症狀，但嚴重急

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ARS-CoV)、中東

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CoV)與今年流行

的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在感染後有一

定比例的人症狀會較嚴重，甚至可能出現嚴重

的肺炎與呼吸衰竭等，另部分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病人會出現腸胃道症狀（多數以腹瀉症狀表

現）或嗅覺、味覺喪失（或異常）。過去資料

統計冠狀病毒多流行於冬天，但自2020年初至

9月中旬，疫情似乎沒有在夏天有減緩，全球

已有超過2900萬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其中造

成超過93萬人死亡，至於藥物與疫苗方面，過

去並沒有太多的研究，惟今年因應全球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現於全球各地都積極在研發且已

有多個臨床試驗在進行。

結語

因大多數呼吸道病毒皆沒有成熟的疫苗

與藥物治療，故預防就顯得相當重要，這些病

毒因傳播方式類似，故預防的方式也大同小

異，即疾病管制署一再強調的：保持手部清

潔、保持社交距離（若無法維持時則戴上口

罩）、定期清消環境並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去

年臺灣一直到夏天都還是陸續有流感併發重症

的個案發生，但今年從疾管署的資料來看，

自3月份全國人民努力貫徹上述這些防疫政策

後，除了遏止了新型冠狀病毒在台灣的疫情，

令人驚訝的是也同時讓流感併發重症的個案數

跟往年相比有顯著地下降，故這也是提醒我

們，即使之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結束，也應維

持這些習慣，便有機會減少這些呼吸道病毒的

傳播，在保護自己之餘，也可以保護周遭重要

的人。

2019年12月，中國武漢爆出不明原因
肺炎，一支全新冠狀病毒竄出，2019年1
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此新型冠狀病毒命
名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短短
幾個月，「COVID-19」造成全世界確診
病例破百萬，傳播速度與範圍堪稱本世紀
前所未見，該疾病更從中國「鎖國防疫」
開始，迅速演變成近代規模最大的一場全
球隔離行動。

人類感染冠狀病毒以呼吸道症狀
為主，包括鼻塞、流鼻水、咳嗽、發燒
等，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
(SARS-CoV)、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MERS-CoV)與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

2(COVID-19)感染後比一般人類冠狀病毒
感染的症狀嚴重，部分可能出現嚴重的肺
炎與呼吸衰竭。 

新冠肺炎主要影響的是人體的呼吸
系統，所以當病人出現呼吸衰竭的症狀，
就需要搭配呼吸器治療。由於新冠狀病毒
的急速傳播，歐美國家頻傳出醫護人手不
足、醫療資源缺乏等問題，美國紐約更是
在4月初時，出現呼吸器(Ventilator)告急
的狀況，呼吸器在這一次的疫情中，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呼吸治療師就是站在
第一線照顧這類使用呼吸器患者的技術人
員，除了呼吸器缺乏，各國的呼吸治療師
也面臨人力不足的窘況。

呼吸治療師
呼吸治療師，為法定醫事人員之一。

在加護病房，主要為呼吸器調整、管理機

械通氣以及執行呼吸器脫離訓練與拔管後
脫離呼吸器的氧氣治療等；離開加護病房
後，執行的業務就更多元廣泛了，為透過
各種呼吸治療方式，氣體治療、霧氣治
療、胸腔物理治療、肺部擴張治療、非侵
襲性呼吸器使用來協助治療呼吸疾病的患
者，而檢查單位舉凡：肺功能室、睡眠檢
查室、高壓氧艙、支氣管鏡檢查；離開醫
院後，如有需要使用呼吸器的地方，如：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慢性呼吸照護病
房、居家照護所等，以上皆會看到我們的
身影。

呼吸治療師簡言之就是照顧呼吸系統
生病患者的醫事技術人員，小至剛出生的
早產兒大至呼吸系統生病的老年人，只要
是呼吸道相關的問題，我們都會出現，協
助需要幫助的人。

醫師為了詐領健保費，竟偷刷50位小朋友的健保卡！高雄

橋頭地檢署指出，路竹一家復健科的賀姓醫師趁著小朋友到醫院

來參加課程及治療發展遲緩病情時，偷偷刷健保卡、登錄不實資

料，詐領70多萬元健保費讓家長非常驚訝，因為這間醫院在當地

很有名氣，如今醫師依照詐欺罪嫌起訴。

治療師正在替小朋友做臉部按摩，讓嘴唇肌肉變得更有彈

性，被查出詐領健保費的賀姓醫師，就在高雄路竹這家醫院擔任

復健科醫師，醫院內設有兒童發展中心，針對發展遲緩孩童進行

相關治療，而醫師卻趁著50位小朋友到醫院參加免費課程以及治

療發展遲緩病情時，偷刷健保卡，登陸不實資料，再向健保局請

領70多萬元的費用。

直到有小朋友到診所看病，被其他醫師發現病歷資料不對

勁，事件才爆發，家長帶著孩子來醫院看診，聽到消息感到驚

訝，這家醫院在當地頗有名，曾推出高價位的震波推拿受到政商

名流喜愛，這次有內部的醫師詐領健保費，偵訊後檢方將他依詐

欺罪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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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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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捐款芳名錄

廉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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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童參觀醫院醫盜刷健保卡詐領70萬

感染科/莊茜醫師

內科部/黃女芸呼吸治療師

感冒？流感？與新冠肺炎之間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淺談成人呼吸道感染常見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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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呼吸治療師

楊○媛 一般捐款 155
崔○月 一般捐款 500
賴○貞 一般捐款 500
吳○仁 一般捐款 400
王○蘭 一般捐款 185
周○瑩 一般捐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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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鄭○謀 一般捐款 610
善心人士 一般捐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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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 一般捐款 3,000
陳○貞 一般捐款 14,700
本月捐款
合計金額

2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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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日期：201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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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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科/羅梅華營養師

中醫科/唐佑任醫師

勤洗手戴口罩，彩虹飲食提升身體保護力

補冬，不能只補嘴空，更要注意才能達全身功!

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管理會/陳芳敏醫務管理組員

醫社工室/陳宇婷輔導員

世界衛生組織於2019年發布每年9月17日訂為「世界病人
安全日」，邀集各國加入響應病人安全日的行列，共同採取提
升病人安全的行動。本院為鼓勵醫療人員主動與病人及其家屬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擴大病人安全參與層面，積極營造「病人
安全、人人有責」之氛圍，每年皆與全國醫療機構共同響應病
人安全週活動，今年病人安全週響應的活動主題是「為病安發
聲」，在活動開始前，即由院部長官帶領一、二級主管宣示支
持「為病安發聲」活動，讓理念能更有效率的在院內推展。

臺中榮總嘉義暨灣橋分院除了設置病人安全週專屬的響應
專區外，另外分為兩大類來做推廣，第一類是實體宣導，針對
院內員工、來院民眾、門診病人、住院病人及家屬進行宣導衛
教，另一類是媒體推廣，針對網路族群提供病人安全週相關資
訊及活動，邀請民眾共同響應病人安全週活動。

在實體宣導方面，醫療品質暨病人管理會的專責人員深入

走訪臺中榮總嘉義暨灣橋分院共35個單位，向各單位同仁宣導
「為病安發聲」的理念並邀請同仁共同參與響應活動，另外，
民眾、病人及家屬也是本次推廣的重點族群，故舉辦11場次的
實體衛教講座，提升民眾、病人及家屬「為病安發聲」的認
知，共計327人次參與實體衛教講座。而在媒體推廣方面，於臺
中榮總嘉義分院、臺中榮總灣橋分院以及中榮嘉義分院品安會
的Facebook張貼懶人包教材、舉辦「為病安發聲」有獎徵答活
動，總共辦理3場次的線上響應活動，共232人次按讚、33人次
分享、112人次留言。

此次透過病人安全週活動的推行，積極鼓勵院內同仁及
民眾遇到有安全疑慮的問題時能勇於發聲，並期許「為病安發
聲」的想法及執行力能深植在院內同仁及民眾的內心，共同攜
手營造安全就醫的環境，讓「病人安全」不再是一種口號，而
是行動!

為感謝榮民對國家貢獻，讓百歲榮民感受榮耀，雲林榮家
林立才主任、榮總嘉義分院李世強院長率榮家及醫院主管，於11
月10日(星期二)上午在臺中榮總嘉義分院護理之家，代表總統、
行政院長及主委，致贈百歲榮民胡明富爺爺歡慶百歲賀匾及金項
錬，希望胡爺爺健康平安，壽比南山。而其家人及護理之家十多
位爺爺奶奶也特別參與此次百歲慶生會，現場溫馨感人，也充分
展現榮家及榮民醫院同心為榮民服務的精神。

瞧，胡爺爺開心的笑，在慶生會上與兒孫合影留念。詢問

胡爺爺長壽的秘訣，其表示除了事事正向思考外，最重要的是

要清淡的飲食。胡爺爺表示從年輕開始，就喜歡吃清粥及湯麵，

少鹽少油的飲食習慣，

讓身體減少負擔，也讓

百歲的胡爺爺臉上肌膚

保持在50歲左右白裡透

紅狀態。胡爺爺的健康

生活型態，也讓營養師

為其舉起大姆指稱是，

也提醒民眾要健康就要

動，且要保有健康生活及均衡飲食習慣，即會像胡爺爺一樣健

康”呷百二”。
李世強院長表示該院附設護理之家，目前入住榮民200餘

位，百歲人瑞即有4位，應該是雲嘉南地區入住人瑞最多的護理
之家，而超過90高壽的榮民更是比比皆是，約佔3成，超過80歲
的榮民則高達65%，可見該院優質醫護團隊對於榮民醫療及照護
的用心，同時落實退輔會醫養合一及金字塔政策，整合三級醫療
資源，提供榮民最優質的醫療及養護服務。讓這群早年為國家付
出良多的榮民，在晚年可在各地榮家或榮民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及
醫院，獲得優質的醫療及安養或養護照顧。

想要增強身體免疫力，除了養成規律的運動，照顧好飲食
其實也很重要。雖然食物不可能百分之百隔絕疾病，但是多吃富
含營養素的好食物，可以強化體內的免疫系統，降低疾病的發生
機率，減緩症狀，加速身體的復原。

國健署推廣的107年版每日飲食指南（扇型），仍以預防營
養素缺乏為目標（70% DRIs），也同時參考最新的流行病學研
究成果，將降低心臟血管代謝疾病及癌症風險的飲食原則列入
考量，建議以合宜的三大營養素比例（蛋白質10-20%、脂質20-
30%、醣類（碳水化合物）50-60%），多元攝取食物種類為每日
的攝取營養原則。

依目前的國人飲食習慣調查資料發現，飲食的糖化跟氧化
已經是造成身體傷害的主要因素，如甜食、飲料、高油燒烤、加
工食品等。要如何的增加身體的體抗力，以下建議：
1.每餐吃三種不同顏色的青菜，每天至少1.5-2碗：如高麗菜、

空心菜、黑木耳/香菇、紅蘿蔔、茄子、大蕃茄、甜椒等。菇
類裡的多醣體（polysaccharide）成分被研究證實具調節、
提升免疫功能的作用。

2.減少高油炸煎烤的肉類（主要提供蛋白質）：優質的蛋白質有
瘦肉、雞肉、魚肉（特別是含有omega-3脂肪酸的深海魚，如
鮭魚、鮪魚、鯖魚等）。海鮮（海鮮裡含大量的鋅，也是維
持免疫力的重要營養素）。奶類、雞蛋等；植物性蛋白質可
以吃豆類、豆腐及豆製品等。

3.每天吃1碗全榖雜糧飯，如糙米飯、五穀飯、胚芽飯或雜糧麵
包、全麥製品。這些粗糙、未精製的食物裡有豐富的維生素B
群和各種礦物質，而精製過的白飯、白麵條、白吐司裡則幾
乎沒有這些營養素。人體需要大量的維生素B群，供應細胞進
行增殖、氧化和還原作用，尤其是B2、B5（又稱泛酸）、B6
及葉酸和維持細胞黏膜健康及製造抗體等免疫功能有關。上
班族若因為工作壓力大、又常外食、熬夜、飲食不均衡，想
要補充每日一顆綜合維它命，則是可建議的。

4.水果：每日以2份/種不同顏色的水果為主。如小番茄、芒果、
木瓜、西瓜、哈密瓜等，因含有β胡蘿蔔素，進入人體後會
轉換成對提升免疫力很重要的維生素A。維生素A的作用是維
護眼睛、鼻子、口腔、肺及胃腸道各處的黏膜健康，這第一
道防線可以阻止細菌、病毒入侵身體。維生素C會刺激身體製
造干擾素來破壞病毒，也幫助膠原蛋白生成，讓細胞之間互
相緊聚在一起，減少細菌及病毒入侵的機會。維生素C含量高
的水果是台灣土芭樂，其他還有泰國芭樂、奇異果、甜柿、
木瓜、聖女番茄、草莓、柑橘類水果等，可以每天替換吃。

5.堅果種子類：堅果種子類含有豐富的維生素E。研究發現維
生素E也有助於製造抗體，增加T細胞的活性，對於免疫功能
低下的老年人特別重要。目前市售的堅果種子類口味琳瑯滿
目，建議以無調味的腰果、杏仁、花生、核桃、葵瓜子、松
子等。堅果種子類也是油脂類的一部分，其攝取的量須與每
日三大營養素比例中的油脂類（脂質20-30%）來替換，並不
是無節制的吃就是對身體好的，請大家注意，再好的食物攝
取過量就是對身體不好，以均衡飲食為優先。保護身體防禦
病毒首重”勤洗手、戴口罩、健康均衡彩虹飲食”，提升身
體保護力喔！

2020年的立冬時節為11月7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說：
「立，建始也。冬，終也，萬物收藏也。」在中國傳統農業社
會進入此時節代表著冬天的開始，一年的田間操作結束，要將
收成的農作物貯存好以度過嚴寒的冬季；而在台灣，冬季寒冷
程度和長度雖不像中國一樣，有時也會持續農作，在「立冬」
這一天也有「補冬」的習俗，經過一整年的辛勞，體力漸漸衰
退，須多加進補以恢復元氣，於是可見街頭的羊肉爐、薑母
鴨、燒酒雞等補品紛紛上市；但其實現代人營養不虞匱乏，最
好的補冬食品並非燥熱上火的熱補，建議以平補滋陰潤燥的食
物取代，例如冬季大白菜、白蘿蔔、豆腐、木耳、南瓜、馬鈴
薯等，也能符合「秋冬養陰」和簡單健康養生的原則，同時少
吃生冷的食物，起居作息早睡早起，配合適度的運動，以潛伏
閉藏收斂散失的陽氣，再度用滿滿活力面對全新一年的挑戰！

傳統藥燉養生是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醫食同
源」、「藥食同源」 是自古以來的食療養生觀念，其根據治
療、強身、抗衰老的需求，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將中藥與某
些具有藥用價值的食物相配伍，並採用獨特的飲食烹調技術和
現代科學方法，製作成具有色、香、味、形的美味食品，使得
在防病治病滋補強身、抗老延年方面具有獨到之處。

台灣人冬天或天冷常會吃些麻油雞、薑母鴨或者是四物雞
湯、十全大補湯、當歸熬排骨湯等，希望能夠氣血雙補（益氣
攝血生血，金元時期醫學名家李杲提出的當歸補血湯中所強調
的概念），藉此以驅風散寒避免感冒，同時減輕疲勞感養精蓄
銳，大都以人參、當歸、肉桂、黃耆、熟地等常見中藥為主；
但並不是所有補性的食材都能起到相同效果，若是服用不當、
過量或是使用未檢驗過的中藥反而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譬如
說現代人營養過剩，三高纏身（血壓、血糖和血脂）貿然加入
太多補陰藥物，有可能使其痰飲體質加重，甚至影響消化功
能，導致腸胃不適；而過度偏向補陽藥物，反而使得血壓控制

不佳；現代人常出現的是寒熱或虛實夾雜的體質，並不適合純
粹溫補的方式，容易出現口乾舌燥、失眠多夢、心煩盜汗等所
謂「上火」的症狀，還是需要專業醫師的體質鑑別，開立適合
的藥燉包組成，才能真正補其所需；另外就是食用中藥材因其
種植條件、取食部位及炮製方式的差異而會有不同種類及數量
的農藥殘留，而在保存運輸過程中產生的黃麴毒素也要小心避
免，這些都是ㄧ般民眾必須考量的層面。

在冬令時節，有些賣場會備有藥燉包（組成為當歸、熟

地、黨參、黃耆和陳皮等），兼具美味和藥效，性味平和，適

合大部分民眾使用，除了能單獨煎煮飲用，也能加入排骨、雞

肉或是菇類熬煮成藥膳湯品進補，是相當多元化且方便的養生

聖品；但仍有些注意事

項要提醒，患有慢性疾

病如高血脂症、痛風患

者，不宜添加海鮮或動

物內臟等配料；腸胃功

能虛弱，容易腹瀉、腹

脹者更要小心用量，避

免過於滋膩而引起消化

不良；最後一個秘訣是

冬季的養生，除了進補

之外，良好的生活習慣

也是十分重要，充足睡

眠和適度運動，都利於

陽氣的潛藏，精力的蓄

積。如果尚有任何疑

問，歡迎各位民眾前往

傳統醫學科門診諮詢。

2020年病人安全週之「為病安發聲」

雲林榮家及嘉榮慶賀榮民胡明富百歲生辰
醫養合一金字塔垂直整合 守護榮民好健康」

主管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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