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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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癌篩檢助早期發現、
　　治療嘉榮把關 陪您「腸」命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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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資深藝人豬哥亮之後，賀一航昨日亦因大腸癌驟逝，令各界

嘩然。在臺灣大腸癌已11年蟬連癌症發生率首位，且年齡有下降的

趨勢，加上大腸癌早期症狀又不是很明顯，有症狀就醫時，通常已

是癌症後期，影響治癒率及存活率。因此，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

院李世強院長關心嘉義縣市民眾的健康，呼籲民眾應定期接受癌症

篩檢，早期篩檢、早期發現，而「腸」命百歲，是非常重要的。嘉

榮為嘉義縣市民眾健康把關，特別於一樓大廳設立單一窗口快速服

務櫃檯，提供「防癌資訊、隨手可得」的服務，讓民眾不管要做癌

篩、整合性篩檢等，或想瞭解癌症篩檢、治療等訊息，都可以快速

獲得資訊及協助。

嘉榮李世強院長表示，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統計，臺灣

每年約有一萬多人被診斷罹患大腸癌，同時每年超過5,000人因大

腸癌死亡。由此可見，大腸癌對國人健康的影響甚鉅。趙副院長表

示，0到1期大腸癌治療五年存活率高達8成以上，而第4期大腸癌五

年存活率則不到2成，因此「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是大腸癌防治

最重要的原則，其鼓勵民眾應該為自己及家人「腸」命百歲健康把

關，務必要定期接受篩檢糞便潛血篩檢，若民眾有定期自費健康檢

查習慣或公教人員定期健檢項目，建議可加入大腸鏡檢查，讓自己

及家人遠離大腸癌的侵襲。

而嘉榮家醫科陳怡成主任表示，依據歐美國家經驗，每一至二

年進行1次糞便潛血篩檢，約可下降 18％至33％的大腸癌死亡率。

而目前臺灣針對50-74歲民眾有提供免費糞便潛血篩檢，期待早期篩

檢出大腸癌，降低國人大腸癌死亡率，而在107年實務發現確實有達

到降低死亡率的成效。陳主任表示雖然政府有提供如此有利民眾的

免費篩檢服務，但臺灣2年篩檢率確僅有40%。所以，陳主任呼籲符

合免費糞便潛血篩檢篩檢的民眾，為了自己的健康及家庭的幸福，

應把握機會至醫院主動篩檢，若篩檢結果為陽性，嘉義縣市均有提

供免費無痛大腸鏡檢查，以利進一步診斷，為民眾健康把關，但補

助免費名額有限，請民眾多加利用。

嘉義榮院副院長趙德馨為國內知名大腸直腸外科專科醫師，其

表示大腸直腸癌的表現症狀，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多樣化的，有時

很難與其他疾病做區分，民眾應正視血便、便祕和大便變細等身體

的警訊，若有症狀應盡早就醫、檢查和鑑別診斷。更重要是建議民

眾要有定期接受篩檢的健康習慣。該院提供民眾大腸癌篩檢服務，

若糞便篩檢後為陰性者，將由癌症中心櫃台進行衛教說明，提醒持

續每2年接受1次糞便潛血檢查，大腸癌的發生，大部份會經過息肉

階段，初期即可透過大腸鏡發現並將其切除，簡單的糞便潛血，知

道有無潛在的腫瘤出血，以非侵襲性的糞便檢查做為大腸癌初步的

篩檢。檢查結果若為陽性者，則聯繫民眾接受大腸鏡檢查確診，無

法做大腸鏡檢查時，改採用鋇劑攝影及乙狀結腸鏡檢查，陽性確診

後由個案管理師追蹤，確定患者有後續就醫，管理師追蹤3個月，患

者仍未就醫治療，將轉介至衛生所改由地段管理追蹤，堅守二道防

線，達成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目標。

李世強院長表示嘉榮嘉義縣市政府受託癌症篩檢醫院，該院醫

療團隊科別齊全堅強，更為民眾健康把關設立單一窗口快速服務櫃

檯，讓民眾整篩更加快速及便利，並透過專責個案管理師，提供民

眾所需的預防篩檢、診斷治療及後續追蹤的服務，請嘉義縣市民眾

可多加利用。

 

108 年～ 05 月份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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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車行 一般捐款 320

黃○君 一般捐款 200

胡○貞 一般捐款 200

郭○瑛 一般捐款 1,000

朱○凡 一般捐款 600

李○齡 一般捐款 500

陳○圓 一般捐款 1,000

葉○鄉 一般捐款 300

楊○媛 一般捐款 255

崔○月 一般捐款 1,165

潘○珠 一般捐款 180

賴○貞 一般捐款 560

方○來 一般捐款 100

吳○仁 一般捐款 335

王○蘭 一般捐款 630

周○瑩 一般捐款 420

曾○慧 一般捐款 150

何○瓊 一般捐款 100

李○文 一般捐款 200

齊○平 一般捐款 100

蔡○華 一般捐款 100

沈○縈 一般捐款 230

張○綾 一般捐款 85

張○微 一般捐款 100

 吳○萍 一般捐款 100

 嚴○華 一般捐款 100

 陳○容 一般捐款 200

 侯○滿 一般捐款 505

 鄭○謀 一般捐款 450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10,185

108年度廉政楷模 

內科部醫師  林耘德  
忠誠廉潔 主動積極 
          照顧病患盡心盡力 視病猶親 踐行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 婉拒病患饋贈紅酒禮盒等財物，並依規定報備，高
風亮節，足堪表率。 
         

護理部護理長  宮相雯 
清廉自持  盡忠職守 
        保管榮民財物克盡職責 受理病患家屬饋贈水果、餅
乾禮盒等財物均委婉拒絕，並依規定報備，廉潔可風。 
         

內科部醫師  易宏濤 
廉能表率  奉公守法 
         照顧病患具耐心、細心 對於病患饋贈之套幣、盆栽
等財物均委婉拒絕，並依規定報備，操守廉潔，足堪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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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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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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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7年十大癌症發生率，乳癌為我

國婦女發生率第1位之癌症，發生高峰約在

45-69歲之間。依據衛生福利部死因統計及國

民健康署癌症登記資料顯示，每年有逾萬位

婦女罹患乳癌，逾2,000名婦女死於乳癌。

經由超音波、乳房攝影、切片證實乳癌

時，醫生可能會選擇手術治療，包含乳房保

留手術、單純性全乳房切除術、改良式乳房

根除術等方式。

手術切除病灶，緊接的放射線治療，卻

可能留下一些後遺症如下：

●上肢淋巴水腫。

●手臂、肩膀運動時出現疼痛或僵直現象。 
●患側胸部緊繃，影響呼吸，且深呼吸時會

感到不適。

復健運動主要是解除淋巴水腫以及患側

上肢及肩部僵硬之不適通常分為手術後「一

星期內」及「一星期後」。

從手術後第一天起，患者就可進行術後復健運動

第一星期

第一星期內，由於部分患者可能裝有導

流管，盡量避免肩關節活動，以防腋下傷口

裂開，通常以「掌」及「肘」為主。

 握拳運動 
　　平躺在床上，患側手肘彎曲，反覆握拳

15 至 25 下。 
 伸肘運動 

　　平躺在床上，患側手臂手肘彎曲，掌心

朝同側肩膀移動，再將手臂伸直，反覆10下。 
精神部／李蕙君臨床心理師

2. 翅膀運動

3. 肩膀伸展運動

4. 胸部伸展運動

 手指爬牆運動 
這個運動可提升肩膀的活動能力，施作

時，尋找一面穩固的牆壁，面牆站立，離牆

約20公分。 
將雙手手掌貼在牆面，動手指、沿牆往

上移動，直到肩膀感覺緊繃為止，再回到原

位，運動過程中不要聳肩，重複五到七次，

一天做三次。 
如果覺得雙手爬牆不好施力，也可一次

只訓練一支手臂。 

「我不敢相信，像他這麼成功的人為什麼會自殺？」、「他

這麼有錢、工作又可以一直玩，而且他看起來總是很開心的樣子

耶！」。去年六月，兩位美國名人─時尚設計師Kate Spade、旅遊

節目主持人Anthony Bourdain，都因自殺而離開了我們，消息震驚

社會，許多人難以理解，這些明明應該是人生勝利組，擁有財富、

名氣、事業有成的人，為什麼要自殺？難道他們也有什麼過不去的

關嗎？也讓我們不禁想知道，當這些情緒影響、困住或侵蝕著我們

的時候，又該怎麼拼湊起支離破碎的自己？

「正能量」在社群媒體中時常出現、時常被讚美，好像大家

都嚮往著正向、積極、樂觀、開朗，彷彿日子就是要過的充滿正向

思考、充滿幸福快樂，永遠都只有好事發生。不過事實是，許多人

在社群媒體上傾向報喜不報憂，你常在臉書或IG上看見美食、看見

旅行、看見成就，但卻相對較少看到，有人在臉書抱怨自己的生活

壓力大、感覺不快樂、每日鬱鬱寡歡。因為我們常常在意他人的評

價、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所以有意無意地，演出了一個理想中

自己該要有的樣貌，但卻忘記照顧自己真實的每個樣子，面對令我

們不喜歡的情緒時，選擇了刻意忽略或是逃避這些不舒服的感受，

但逃得了一時，卻不容易永遠逃離壞情緒。

其實情緒在大家的生活中常常出現，就像空氣存在般的自然，

面對到威脅時感到恐懼、當需求被滿足的時候覺得快樂、失去了重

要的東西時感到哀傷，這些情緒幫助我們能夠更好的存活在世界

上，就像羚羊看見獅子時，會被恐懼感驅策而狂奔逃離，因此才能

得到活命機會一般。大部分的時候，情緒都是短暫的，具有當下的

功能性的，只是，一旦我們對自己的情緒又做出了情緒反應時，就

有可能會越陷越深，跌進了情緒的漩渦中。

在面對不喜歡的情緒時，除了責怪無法駕馭情緒的自己，或逃

避情緒感受之外，不妨試著在被引發情緒反應時，停下來想想：

1.發生什麼事情了？

2.我現在有什麼樣的感覺？

3.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呢？我在想些什麼？

從覺察自己的情緒開始練習，觀察自己的情緒感受、身體感

覺，體驗到自己正在經歷這些情緒，並且了解情緒發生的原因、在

情緒當下我們產生的念頭或想法是什麼。能夠覺察到自己的情緒及

想法之後，或許我們更靠近了自己一點，更能知道為什麼自己產生

了這樣的感覺、知道令自己不舒服的原因是什麼，而不必急著替情

緒貼上好壞的標籤，也不必替處於這種情緒狀態的自己貼上標籤，

試著用寬容取代那些自我批評吧！

在可以不跳進情緒漩渦的小圈圈後，或許你多了一些空間來思

考、或許你不再不停責怪自己，也可以在適當的時機及場合，向身

邊信任的人談談這些情緒感受，談談那些不舒服的過程；如果還是

避不開這些負向的情緒感受，也不需要責怪自己，每個人都有屬於

自己的困難與挑戰，在面對的過程中並不必要孤軍奮戰，請你尋求

專業的協助，陪你一起面對這些過程。

生活或許無法一路順遂，無法總是心想事成，但無論是握不住

的他，或是握不住的沙，都是生命往前推移的過程中，降落在我們

日常裡的一部份。我們或許難以完美，難以處處討自己喜歡，但卻

可以練習著了解自己、接納自己、貼近自己，讓自己更自在自適一

些。

台灣的痛風盛行率目前大約是1-2%，男性發生的風險約略是女性的六倍。 痛風最主要

危險因子就是高尿酸血症，一般定義高尿酸血症就是血中尿酸濃度大於7.0mg/dL，但高尿

酸血症的族群中約僅10%會發生痛風。其實高尿酸血症的共病症相當多，高血壓、腎臟病、

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都是。在台灣本土的研究也發現血中尿酸濃度越高，發生代謝

症候群風險越高。

痛風引發的發炎反應長期來講對身體會造成負擔，過去的研究證實對於痛風的治療把

尿酸降低可以有效地減少關節變形風險、降低腎臟傷害與改善生活品質，甚至可能改善心血

管疾病風險。長期來看將痛風患者的血中尿酸濃度控制在小於6.0mg/dL是合理的目標。減

輕體重、減少酒精攝取、減少動物性高嘌呤（普林）食物攝取也是防治之道。飲食上最好不

要攝取啤酒、內臟及海鮮，曬乾的香菇、含果糖的食物及飲料也需注意，黃豆製品則可適量

食用。

目前治療的主流仍是建議針對痛風患者做積極的血中尿酸濃度控制，但對於無症狀

的高尿酸血症病人是否何時要治療目前未有定論。降尿酸的藥物治療在本院主要有三種：

allopurinol、febuxostat、benzbromarone。前兩者屬於選擇性黃嘌呤氧化酶抑制劑，第三

種是促進尿酸排泄的藥物。其中allopurinol易引發嚴重藥物過敏反應，若能於用藥前檢測

是否帶有HLA-B*5801的基因是較安全的，但仍有未帶此基因者出現對allopurinol過敏的現

象；febuxostat發生嚴重皮膚過敏反應的機會明顯較低。一般benzbromarone較不適用於腎

功能不佳或已有尿路結石之患者，並於用藥後半年內應定期追蹤肝功能指數。至於常聽到的

秋水仙素，其使用除了可以減緩急性痛風的症狀，對於預防痛風的發作也有幫助，但秋水仙

素對於血中尿酸濃度的降低沒有幫助。

時令邁入冬日，尤其是過去已發生過痛風的患者，若同時有代謝症候群或肥胖等共

病，在飲食上更應節制，對於火鍋、肉湯、烈酒的攝取需十分注意，必要時應就醫以適時控

制病情。

 淺談痛風治療 新陳代謝科 /陳柏勳醫師

▲痛風主要是因為體內尿酸量過高或尿酸排泄
受阻導致尿酸鹽沉積在關節處

▲多數人痛風首次發作部位在腳大拇趾第
一關節。圖為痛風發作部位。資料來源 :
（Shutterstock/ 大紀元製圖）

乳癌術後與物理治療復健
外科部／蕭睿琥醫師

肘打直，此時上半身應緊貼椅背。 
接著，患側手臂盡量向前伸展，期間應

感覺肩胛骨被往前牽動，此時後背會產生緊

繃感。伸展運動重複五到七次，一天做三次。 

* ( 摘錄至 iHealth 政昇處方宅配藥局 )

以上兩項運動在一天內進行三到四次，

可舒緩淋巴水腫狀況。 
 深呼吸運動 

深呼吸可幫助肺部正常運作，患者可採

平躺姿勢，緩慢深吸空氣，使腹部與胸部有

擴張的感覺，再慢慢吐氣，重複四到五次，

一天的訓練次數至少六次以上。

 日常行為訓練 
患者可使用患側的手臂，訓練刷牙、梳

頭、穿衣、吃飯等日常行為，幫助手臂恢復

活動力。

第二星期

此時期的傷口已將近癒合，可以開始加

入「肩」的運動，大致有以下幾種。

1. 手指爬牆運動

* ( 摘錄至 iHealth 政昇處方宅配藥局 )

 翅膀運動 
翅膀運動著重於胸部肌肉與肩膀的復

健，施作時採仰臥姿，平躺於床上或地板，

膝蓋彎曲，腳掌貼地。 
接著以雙手抱後頸，前臂貼耳，肘尖朝

天花板，緩緩將肘部朝地面或床面移動，直

到緊繃或無法再下壓為止，重複五到七次，

每天做三次。 

* ( 摘錄至 iHealth 政昇處方宅配藥局 )

 肩膀伸展運動 
肩膀伸展運動的鍛鍊部位為肩胛骨，施

作時，需要準備一組桌椅，坐在一張有靠背

的椅子上，上半身打直，緊貼椅背，並盡量

靠近桌沿。 
準備就緒後，將非患側手臂放在桌上，

掌心朝下，手肘彎曲，運動時不要移動這支

手，再將患側手臂放在桌上，掌心朝下，手

* ( 摘錄至 iHealth 政昇處方宅配藥局 )

 胸部伸展運動 
胸部伸展運動可伸展胸肌，避免胸肌萎

縮，執行時面對一個牆角，雙腳採弓箭步姿

勢，雙手舉起，並將前臂貼於兩側牆上，此

時手肘盡量與肩同高。 
保持手腳不移動，將胸部往牆角推移，

過程中不要聳肩，直到胸部與肩膀出現緊繃

感為止，再回到原位，重複五到七次，一天

做三次。 

* ( 摘錄至 iHealth 政昇處方宅配藥局 )

若出現以下情況，應立刻停止運動並尋求醫

生協助： 
1. 全身虛弱、失去平衡現象

2. 手臂出現異狀、緊繃感

3. 傷口裂開併出現大量滲液

4. 手臂或胸部出現麻木感

術後保養與日常注意事項 
1. 患側手臂應避免接受治療 ( 如量血壓、點

滴注射 )
2. 避免穿過緊的衣服，以免壓迫患部

3. 患部若有受傷，應立即處理傷口，避免感染

4. 避免使用患側手臂提重物

5. 定期門診追蹤接受乳房檢查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關心您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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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沒發現我的哀愁─情緒來了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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