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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內湖及汀州院區雙十節醫療服務公告
類別 日期 院區 時段 10月 10 日 ( 星期三 )

院區別

內湖
上午 大內科 1診、大外科 1診、婦科 1診、兒科 1診
下午 大內科 1診、大外科 1診
夜診 休診

汀州
上午 大內科 1診、大外科 1診
下午 大內科 1診、大外科 1診
夜診 休診

急診 正常服務
住院 正常服務

本院公 (免 )費流感疫苗  
自10月15日起開始施打公告

因應流感疫苗供貨延遲，為配合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 (免 )費流感疫苗施打政策，公費流感疫
苗開打日期調整為 10月 15日 ;本院規劃快速通關接種專區及專診時程如下：

一、接種對象：

1. 50歲以上成人、2.高風險慢性病患者、3.孕婦、4. 六個月內嬰兒之父母、5.罕見疾病患者、
6.重大傷病患者、7.六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童。

二、接種時間及地點：
 ( 一 ) 內湖院區：

1. 門診大廳專區
 • 日期：10月 15日至 10月 26日 (不含例假日 )計 10日。
 • 時段：上午時段 08:00-12:00(11時前完成掛號及報到 )
 • 下午時段 14:00-17:00 (16時前完成掛號及報到 )

2. 184家醫科專診
 • 日期：10月 29日至 11月 16日 (不含例假日 )計 15日。
 • 時段：上午時段 08:30-12:00 (11時前完成掛號及報到 )
 下午時段 14:00-17:00 (16時前完成掛號及報到 )

  ( 二 ) 汀州院區：

 • 日期：10/15-10/23 週一至週五上午 (不含例假日 )
 • 時段：上午時段 0830-1200、下午時段 1400-1700
 • 地點：請至流感疫苗接種專區門診【2樓會議室】

三、 非以上施打時間請至本院家醫科門診掛號施打，六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
前幼童請至健兒門診或小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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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安全我會應  
三總病人安全週活動  
─醫病溝通限時批
親愛的貴賓：

您有沒有什麼心內話想對本院醫療團隊或某位工作人員說呢？

不管是小故事、感謝、委屈、來不及說的、不好意思說的，都歡迎您寫在明信片

上，投入活動郵筒，讓醫病溝通小郵差來幫您傳遞，使命必達！！

統計後人氣王前 3名將邀請院部長官親自遞送唷 ~

院內同仁也歡迎共襄盛舉，一起分享醫院發生的溫馨小故事，請將醫病互動、醫

病溝通或病人安全相關短篇小文寫在明信片上（或自備紙張），投入活動郵筒，將擇

優選取數篇小文分享於本院臉書、網頁、醫訊等媒體刊物。

★ 除了手寫的方式，您也可以點此連結（https://reurl.cc/E7A1g）填寫線上明信片，

或直接在本活動貼文下方留言，竭誠歡迎您一同來參與。

★ 活動專區還有提供「病人安全週響應卡」，填寫後即可參加衛生福利部抽獎活動，

獎品豐富快來響應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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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成立國際醫療中心  
擴展國際醫療交流

本院配合國家外交及衛生政策，持續與邦交國進行醫

療交流，歷經半年籌備規劃，於 107 年 9 月 27 日上午 11

時假西迴二樓舉行「國際醫療中心」開幕暨剪綵啟用典禮，

由軍醫局副局長張宏將軍親臨主持，吐瓦魯國、貝里斯、

海地、索羅門群島、尼加拉瓜共和國、瓜地馬拉等 6 國大

使親自到場祝賀，諾魯共和國、巴拉圭共和國及駐印尼臺

北經貿代表處等均派代表參加，外交部非政府組織 NGO國際事務會、衛生福利部等政府

單位，Tri-Care 駐 AIT 代表、國際 SOS 組織、飛特立全球服務公司、員榮醫院及和眾診

所等單位亦蒞院觀禮，場面隆重盛大。

軍醫局副局長張宏將軍於致詞時祝賀本院國際醫療中心

正式啟用，並期勉該中心成為國際病人就醫的單一窗口，運

用一站式整合服務，提供病人醫療諮詢、門診、急診、住院、

高階健檢及癌症檢查治療等醫療服務，藉由本院先進的醫療

設備與完善的照護體系，提供高品質之健康照護服務。

▲ 軍醫局張宏副局長致詞

▲
 剪綵合影▲ 石曜堂教授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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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醫療中心方主任報告

▲ 索羅門群島大使致詞 ▲ 尼加拉瓜大使致詞▲ 海地大使

▲ 貝里斯大使

▲ 吐瓦魯國大使

▲ 瓜地馬拉大使

▲ 執行官鄭書孟上校
接受採訪

會中尼加拉瓜共和國 William Manuel Tapia Aleman 大使、索

羅門群島 Joseph Waleanisia大使與衛生福利部石曜堂教授隨後

上臺致祝賀詞，並由國際醫療中心方文輝主任介紹本院國際醫

療發展現況與執行成效，最後邀請貴賓共同剪綵正式啟用，

活動過程順利圓滿成功。

未來本院將持續深化醫療援助工作，深耕國際義診服務，

並增加國際合作醫院醫師來臺臨床教育培訓，安排境外患者來臺就

醫，期能擴展國際醫療交流廣度與能見度，建立具國際化之醫療服務品牌。

▲ 副局長與院長率同仁與來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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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無國界。前進蒙古國  
本院參與國際醫療交流暨義診

本院為拓展國際醫療服務，於 107年 9

月 2日至 9日期間赴蒙古共和國進行醫療交

流暨義診，為當地病情複雜的病人診治，以

促進兩國醫療專家交流活動。

本次赴蒙古共和國之醫療交流暨義診

任務，由蔡建松院長率小兒科部陳錫洲主

任、皮膚科部王偉銘主任、家庭暨老人醫學

科方文輝主任、骨科部林坤儀醫師、放射

診斷部高浩倫醫師、護理部張家瑜護理師

與醫務企劃管理室林聖雄主任合計 8 人，

赴蒙古國烏蘭巴托當地 National Dermatology Center、First Central State Hospital、

National Center of Trauma and Orthopedic、General Hospital of the Public Servant、

Health Center of the Chingeltei District及 Health Center of the Bayangol District等 6家

醫院進行醫療交流與義診。期間皮膚部王偉銘主任及骨科部林坤儀醫師分別於烏蘭巴托

National Dermatology Center及 National Center of Trauma and 

Orthopedic，為當地皮膚科及骨科重難症病人診治與示範治

療，同時進行相關指導活動與雙向交流，深獲當地醫師與病

人好評。

▲ 蔡院長與國家皮膚中心院長合影

▲

 參訪各單位

▲ 烏蘭巴托機場與員榮醫院合影

▲

 蔡院長於 FCSH醫院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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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器官移植、開心手術現況及經驗分享

▲ 本院皮膚部王偉銘主任義診

▲ 本院骨科林坤儀醫師義診

蒙古國醫療交流與義診心得報告
一般外科病房　張家瑜副護理長

蒙古，一個這輩子從來沒有想過會來的地方，感謝院長和護理

部讓我參與此次國際醫療義診活動。這次參訪的醫院皆在首都烏蘭

巴托的範圍之內，總計參訪了 6家醫院，都是當地具有相當規模

的醫院，然而明顯感受到當地醫療水平較台灣落後；在門診看診

中，需要 4~5位醫師同時使用一個診間，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

地大部分的醫院都尚未有電子病歷系統的建置，病人都自己帶著一本厚重的病

歷冊子就診，各類的檢驗／檢查結果還是洗出底片由病人自行

保管，醫療環境、設備和衛材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訪問當地

護理人員他們的護病比達到 1:15~20，護理人力缺乏且缺乏系

統管理，很期望能夠來到台灣醫院學習。這次的國際醫療，不

僅為當地病人進行義診，也與當地醫院簽訂MOU合約，建立

友好關係，相信日後兩國的醫療互動交流必定能夠順利發展。

本院蔡建松院長並於 First Central State Hospital 就臺灣器官移植、開心手術現況及

經驗分享進行專題講座，該院心臟外科團隊及各科醫療人員踴躍至現場聆聽，獲得熱烈回

響，並表示將率相關醫護團隊前來本院接受教學訓練，學習有關心臟移植手術及術後如何

照護病人之技術。

未來本院將持續要求醫療團隊，運用先進之醫療技術，積極進行國際醫療活動，爭取

國際醫療病人及國外進修醫師，俾拓展國際醫療外交，

以達成醫學中心任務指標獲評最優佳績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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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科部　陳錫洲醫師

自去年有位蒙古國兒科主治醫師在兩院合作下順利前來三總

學習，求知若渴的認真情形依然歷歷在目。畢竟神往大漠已久且

蒙古 - 那遙遠未知的國度，目前兒科的現況如何 ? 會需要兒科醫

師一定有其強烈之需求，欣然接下此次任務。在軍醫局吳怡昌前

局長與總院蔡建松院長的領軍下，一行人風塵僕僕來到蒙古的首

都烏蘭巴托。

前三日的參訪行程，了解目前蒙古的生育率約 2.6 比台灣

1.13高出甚多，但兒科醫師人數相對不足，特別是在參訪了 General Hospital for Special 

Servants這家嶄新的醫院也有規劃好的兒童病房，但卻因兒科醫師召募不足，目前只有門

診服務，可見蒙古在硬體上已經有十足的進步，但人才培育仍有不足。

另外參訪 district Healt Center Bayangol兒童醫院，本人簡介三總兒科重症服務之能

量，受到熱烈歡迎，在該院之兒科義診也反應相當熱烈，有許多兒童神經、呼吸道與腸胃

道問題與疾患皆來求助，我們真的不能用我們台灣充沛醫療能量來

看待發展起步中的國家如蒙古。

經過此行，深深感受蒙古醫療資源不足或醫療人力未臻齊全
的窘境，絕非台灣都會醫師所能想像，因此國際醫療與國際合作交
流經過此行，更感受到其重要性及必要性。最後感謝院方克服萬
難，在蔡院長的堅實支持下方有此行，開拓我們的視野，讓我們回
到當初習醫的初衷。

皮膚科部　王偉銘醫師

此次能參加蒙古國的國際醫療義診活動，深感榮幸。這次

的行程中，蒙古國的 National Center of Dermatology 有特別

安排團員們的院區參觀，而我個人有在這家皮膚科專科醫院

進行教學門診及住診，也參加了該院每週一次的困難病例聯

合討論，白天在醫院的交流活動結束後，晚上還在當地下禢

的飯店和團員們為兼程而來的病患進行義診，行程相當緊湊卻又深具意義。

期間個人在皮膚科專科醫院也進行了兩場專題演說，藉此機會向他們介紹了三軍總醫

院的教學、研究、服務模式，也提供我們在一些慢性皮膚疾病治療的見解，更加促進雙方

認識彼此的醫療環境。

這次出訪讓我很深刻的看到台灣和蒙古國在皮膚科的工作環境有相當大的差異。蒙古

國的醫療保險並不給付門診用藥，因此病患必須自己花錢買藥，病人有限的經濟能力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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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了治療藥物的選項以及療效；而住院病人則只需負

擔總住院費用 ( 含藥費 ) 的 15%，雖說獲得的醫療照護

優於門診，但是病人能負擔的 15% 費用仍受限於個人

有限的經濟能力，同時還無形的增加了勞動人力的損失

以及醫療工作的負擔，就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實質

醫療成效其實未必有利。再者，皮膚科專科醫院的運作

模式就是以皮膚科為中心，純就皮膚科醫師本位主義的角度而言，自然是相當便利；但是

三總是醫學中心，以病人為中心提供跨專科的服務，因為病人可能有多重疾病，相對的治

療就需要有醫療團隊來提供。也因此我在 National Center of Dermatology 就沒有看到皮

膚癌或者因為其他疾病治療所引發的皮膚併發症患者。

此次參加蒙古國的國際醫療義診活動，讓我更加珍惜自己擁有的醫療環境與設施，深

感良好的醫療管理制度對於醫療照護的提供有多麼的重要。期盼此行能夠讓我們的醫師在

未來能有更多的機會去審視自己的人生、開拓眼界、繼而更願意發自內心去關懷每個我們

會遇到的病人。

骨科部　林坤儀醫師

非常感謝蔡建松院長及員榮國際醫療團隊吳怡昌副總院長

的支持及鼓勵，讓我有幸能參加此次蒙古義診之行。這次任務

主要是在當地的國家級的 national center of traumatology and 

orthopedics擔任指導醫師，進行學術交流及手術示範。由於之前

已經有數位蒙古當地醫師至三總學習過，於是在六千多公里外的

地方再次相遇這些朋友，真是讓我們彼此感到格外的興奮與喜悅。

這次除了進行高階肘及腕關節鏡手術及應用之學術演講外，

本人也在當地進行示範手術及教學。其實當地醫師知道我們骨科醫師要來參訪，已經將當

地手術多次失敗以及病情複雜困難的骨科病人先預約好，等我們過來處理，雖然手術器械

不足，語言不通 ( 只有一位醫師會簡單英文詞彙 )，甚至基礎建設老舊 ( 糞水管破裂及手

術停電 )，但是因為有三總骨科老師們紮實的訓練，以及蒙古醫師熱情的協助，讓我得以

順利完成手術教學。平時蔡總院長常常跟我們提及，我們的身分是

軍醫，除了行醫救人之外，身為一個軍人受國家栽培，更是要努力

為國家做些事情。在這裡，我們除了解決蒙古病人的苦痛，同時也

盡到國際醫療的義務，這樣的成就與感動實在是難以用文字來形

容 !非常開心能有機會參加這次的義診，希望未來能夠繼續貢獻所

學，造福更多的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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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保健室 Health

淺談慢性腎臟病

過去十年來，台灣的末期腎臟病持續有著最高發生率及盛行率，與全球多數國家相

類似，人口老化及糖尿病是造成透析病人增加最主要的因素，與白種人比較起來，亞洲人

在慢性腎臟病的進展速度較快，但是死亡率卻較低，因此有較多慢性腎臟病病人會進入洗

腎，由此可見，國人在慢性腎臟病的認識及防治上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慢性腎臟病是指腎臟結構或功能異常超過三個月，並且對健康造成影響，其中腎臟結

構異常證據可以來自於蛋白尿、血尿、影像學檢查或者是病理切片上的異常 ; 而功能異常

則由腎絲球過濾率 (GFR) 做判斷，GFR 可依年齡、性別、體重、種族及血清肌酸酐 (Cr)

等數值，由適當的公式估算出來，慢性腎臟病指 GFR＜ 60 ml/min /1.73m2。 

根據腎絲球過濾率及結構異常可將慢性腎臟病分成五期，如下 :  
分期 腎絲球過濾率 (GFR) (ml/min/1.73m2) 類　型

第一期 大於 90毫升每分鐘
需合併有蛋白尿、血尿等腎臟損傷狀況。

第二期 60-90毫升每分鐘

第三期 30-60毫升每分鐘 中度慢性腎衰竭

第四期 15-30毫升每分鐘 重度慢性腎衰竭

第五期 小於 15毫升每分鐘 末期腎臟病變

慢性腎臟病預後與其病因、GFR 分期、白蛋白尿多寡及其他危險因素和併發症息息

相關，慢性腎臟病的診斷、分期及預後仰賴臨床資料，如個人史、家族史、藥物史、社會

環境因素、身體檢查、實驗室檢驗（抽血及驗尿）、影像學、病理學等來做綜合判斷，不

論是依尿液白蛋白量或 GFR作為預後指標，未來發生死亡的風險都較腎功能正常族群顯

著較高，面對如此高盛行率且與不良預後高度相關的疾病，我們要知道何時該採

行篩檢措施及高風險因素有哪些？

當出現腎臟病常見的症狀，如水腫、血壓高、血尿、泡泡尿、原因不明的

食慾不振、乏力、貧血、尿路症狀（尿頻、尿急、尿痛）、腰痛等則需提高警覺，

本身有高危險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有腎病家族病史、高脂血症、

長期服用中草藥或止痛藥、低體能活動者、吸菸者、高尿酸血症或痛風關節炎病

人、老年人或代謝症候群病人，則應接主動受腎病篩檢並定期追蹤。

面對慢性腎臟疾病，預防勝於治療，了解常見的症狀及控制危險因子是早期

診斷及預防的重要因素。

慢性腎臟病防治 ( 一 )

 █ 腎臟內科 魏光宇醫師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Newsletter9



疾病保健室 Health 　　疾病保健室 Health

慢性腎臟病營養及飲食衛教

前述主題中談到慢性腎臟病 (CKD)的預防是延緩疾病進展的靈魂，而 CKD預防與治

療可分為非藥物類及藥物類的方法，非藥物類的方式又包含了營養照護及改善生活型態，

若能充分注意 CKD 病人完整的飲食衛教，對延緩病情惡化或其生活品質的改善均有明顯

的助益。

體重過重及肥胖是 CKD的危險因子，將增加心血管疾病及死亡風險，因此維持適當

身體質量指數 (BMI)及腰圍可幫助 CKD病人血壓控制、降低腎臟負擔，然而 CKD病人在

飲食上有許多限制，也可能會因限制過嚴或者腎臟病惡化而產生厭食，繼而造成熱量攝取

不足，引起身體組織蛋白質的分解，產生過多的含氮廢物，因此，對於 CKD病人的體重

過與不及均對病人不利，飲食建議維持足夠熱量，並藉由調整食物來源，達到與一般人相

當的熱量攝取。在熱量方面，CKD病人在進入透析之前，熱量攝取與一般人相當，60歲

以下病人每天應攝取 35 kcal/kg熱量，60歲以上病人的熱量攝取應維持在 30-35kcal/kg。

在蛋白質的攝取方面，第 3至 5期 CKD病人應在不會導致營養不良前提下，採低蛋

白飲食，對 CKD 病人 (GFR< 60 ml/min/1.73m2)，每日蛋白質攝取量應控制在 0.8 g/kg/

day 以下，建議採用植物性蛋白質，可減少 CKD 惡化並減少併發症；在脂肪攝取方面，

由於 CKD 病人須降低蛋白質的攝取以減緩腎臟功能喪失，但降低蛋白質攝取不易維持身

體所需熱量，因此，CKD 病人限制蛋白質攝取時，應增加脂肪以補充熱量，脂肪建議攝

取量為總熱量的 25% 至 35%，飽和脂肪酸應低於總熱量的 7%，每日膽固醇攝取量低於

200毫克，並避免攝取反式脂肪。

隨著 CKD的進展，腎臟無法有效排除磷而導致高血磷，高血磷增加骨病變及心臟血

管疾病風險，並與腎功能惡化相關；因此，需調整飲食、降低磷的攝取與吸收，以維持血

磷平衡，飲食建議方面，以高生物價的植物性蛋白質 (例如黃豆蛋白質 )取代動物性蛋白

質可降低磷的吸收率，應避免乳類與乳製品，因其含磷量高且吸收率高，且應避免加工食

品，因其包含食品添加劑的無機磷，當限制飲食磷的攝取無法維持正常血磷濃度時，則應

配合醫囑使用磷結合劑。 

在鹽分攝取方面，CKD病人攝取過多鹽分會增加血壓、尿蛋白並促使腎功能

惡化，高血壓病人每日鹽分攝取控制在 5克以下，可有效降低血壓及尿蛋白。

完整的健康飲食衛教並定期接受營養師個別化飲食評估及衛教介入，在預

防 CKD狀態惡化扮演重要的角色。

慢性腎臟病防治 ( 二 )

 █ 腎臟內科 魏光宇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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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保健室 Health

慢性腎臟病透析時機與選擇

前兩主題談到延緩慢性腎臟病進展，然而，當醫師診斷您的腎臟功能進入到末期，無

法利用藥物及飲食有效控制病情，這時候，您需要選擇一種適合自己的治療模式來取代腎

臟功能，以維持生活品質甚至延續生命。

當慢性腎臟病惡化到第五期，也就是腎絲球過濾率在 15 ml/min/1.73m2 以下且出現

尿毒症狀時，就必須考慮接受腎臟替代療法。常見的尿毒症狀與併發症有噁心、嘔吐、疲

倦、呼吸急促、電解質失衡、貧血、營養不良、水腫、意識不清、昏迷等。

腎臟替代療法包括腎臟移植、腹膜透析、血液透析。簡述如下：

第 　 種1 ： 腎臟移植，俗稱「換腎」需要開刀將捐贈者的健康腎臟植入到病人肚子內，
來代替原本損壞的腎臟功能，而原本的腎臟大部分情形下不會被摘除。換腎

的來源可以是活體親屬捐贈，但必須是在五等親以內之血親或配偶，或者是

等待腦死患者大愛捐贈的器官。一般而言，腎臟移植有較佳的存活率和生活

品質。

第 　 種2 ： 腹膜透析，俗稱「洗肚子」，就是利用肚子內的腹膜進行尿毒素的交換，只
要按時將藥水灌到肚子內，每日換透析藥水 3至 5次，就可以完成腹膜透析，

在進行腹膜透析前要先開刀植入一根導管讓藥水能進出腹腔；腹膜透析有兩

種選擇，一種是連續性可攜帶式腹膜透析，另一種是有機器幫忙的全自動腹

膜透析，全自動腹膜透析通常是在夜間執行。

第 　 種3 ： 血液透析，俗稱「洗血」，在進行血液透析之前要先在您手臂上做好動靜脈
瘻管，俗稱「手筋」。血液透析每次大約 4 小時，通常每星期需 3 次至洗腎

院所，透析時需要在瘻管上打上兩支針，一支針將血液引流到洗腎機，讓機

器清除血中毒素後，另一支針會將洗乾淨的血送回體內。

目前腎臟替代療法
腎臟移植、腹膜透析、血液透析都各有優缺點，該如何選擇，我們

將藉由主治醫師及衛教團隊，為您比較每個選項的優點、缺點、風險、

副作用 (併發症 )、可能的費用，評估選擇醫療方式在意的項目以及在

意的程度，並了解您對治療方式的認知，最後做綜整的評估建議。

慢性腎臟病防治 ( 三 )

 █ 腎臟內科 魏光宇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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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遞 Experss疾病保健室 Health

甲狀腺毒性週期低血鉀癱瘓

低血鉀是最常見的電解質異常疾病，但卻也最常被忽略，因而導致嚴重甚至致命的併

發症，如心律不整、呼吸衰竭及低血鉀癱瘓。面對低血鉀症，本團隊利用一套邏輯性的病

生理思考及快速有效的診斷方法，給予病人及時且正確的診斷與治療，避免低血鉀的併發

症並減少復發率；甲狀腺毒性週期性麻痺為非家族性低血鉀癱瘓，主要因甲狀腺亢進造成

快速發生的低血鉀癱瘓，為眾多低血鉀疾病的其中之一，盛行率約為 40 人 / 每十萬亞洲

男性，約佔全部甲狀腺亢進病人中亞洲人的2%及非亞裔的0.1-0.2%，此病好發於年輕人，

為具潛在生命危險但可恢復的內科急症，治療品質取決於專業的團隊。

本團隊整合了腎臟科、急診部、檢驗科、放射科、新陳代謝科及研究團隊，提供了快

速有效的診斷方法、及時及正確的診斷與治療、避免併發症、復發率及領先世界病生理機

轉的研究。本團隊利用全球首創之低血鉀病患之快速分類方式，藉由病患臨床特徵、即時

取得之重要單次尿液及血液診斷檢體，可高準確性的判斷本疾病，接著利用本團隊發表於

教科書上的標準化治療流程，給予病患最正確的治療，避免反彈性高血鉀；經由低血鉀癱

瘓鑑別診斷及治療之快速新流程確立，達到了縮短急診判斷時間、加速病患症狀回復、避

免錯誤治療產生併發症、減少住院天數及再急診率、零死亡率，零併發症，低加護病房住

院率、及高度肯定的病患滿意度，目前本院對此疾病之治療案例為全球單一醫學中心之冠。

此外，我們研究團隊亦首先發現全球新的調控基因長鍊非編碼 RNA (CTD-

2378E21.1)，經過細胞功能性分析發現此基因可以負調控肌肉細胞內鉀離子通道的表現，

我們亦發現非家族性低血鉀週期性癱瘓病人的新型骨骼肌內向整流型鉀離子通道 Kir2.6基

因上帶有異合子功能低下突變，Kir2.6對調節骨骼肌細胞膜電位與細胞外鉀離子恆定扮演

重要的角色，本團隊基因診斷數為全球單一醫學中心第一，上述的重大發現均對於此疾病

的機轉及治療有莫大的貢獻。

低血鉀性癱瘓雖然原因很多，但是假若能早期診斷出原因，對於病患能得到最好的治

療，以免產生併發症，尤其是非家族性低血鉀癱瘓，治療上過與不及均可能造成生命危險，

希望藉由本團隊的治療經驗及研究，給病患最佳的治療。

 █ 腎臟內科 魏光宇醫師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Newsletter 12



專科介紹 Division Introduction

腎臟內科簡介

單位沿革及組織架構
本科於民國68年7月由新陳代謝分泌科獨立成腎臟科，於民國68年成立腎功能實驗，

民國 74 年成立腹膜透析室，開始本院對各種尿毒症病人之血液及腹膜透析治療。編制內

現有主任醫師 1 名、腎功能室主任 1 名、專科主治醫師 8 名、住院總醫師 1 名，透析護

理員 33 名及技術員 3 名，負責本院各項急慢性腎衰竭、中毒等透析治療及其它腎臟相關

疾病（電解質、酸鹼平衡、腎絲球腎炎、腎臟切片、骨骼切片等）之醫療服務，民國 100

年開始提供血漿置換分離術，服務神經內科、風濕免疫過敏科、移植病人等相關疾病之治

療。本科研究風氣鼎盛，研究範疇包含電解質及酸鹼平衡、腎絲球腎炎、腎性骨病變、熱

傷害、中毒及臨床腎臟學等之研究，每年均爭取民診處、國防部與國科會之研究計畫，發

表研究論文於國際知名期刊，更屢獲國內外醫學會研究論文獎，績效卓越，深獲各界肯定。

教學與研究成果

教學
本科針對醫學院學生、實習醫學生、住院醫師及進修醫師

訂有完整教育訓練計畫，定期辦理雜誌討論會、死亡病例討論

會、病例討論會等，不定期地安排外賓及國外客座教授演講，

且定期與病理科跨科討論，各級醫師訓練完善，國防醫學院林

石化校長更榮獲 107年師鐸獎，展現高品質的教育水準。

研究
101-107 年間執行多項研究計畫 ( 包含科技部、國衛院、

中研院、國防部、民診處等計畫 )，也發表多篇 SCI論文。 

醫療服務特色
腎臟科下轄於內科部、管理中暑防治中心、血液透析中心及腹膜透析中心，服務範圍

包含急慢性腎衰竭、中毒等透析治療、電解質、酸鹼平衡、腎絲球腎炎等疾病，尤其以電

▲ 國防醫學院林石化校長榮獲
107年師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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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介紹 Division Introduction

解質相關疾病及研究為特色，協助制訂世界低血鉀相關疾

病的準則及教科書的撰寫，也以「甲狀腺毒性週期低血鉀

癱瘓：快速診斷、治療與機轉探討」榮獲 SNQ國家品質標

章肯定。

本科在學會擔任重要理事、秘書長及監事等職位，推

行腎臟醫學會政策；醫療品質也以「提升腹膜透析血磷控

制達成率」之主題，榮獲財團法人醫院評鑑醫療品質策進

會第 18 屆醫療品質獎銅獎及第 30 屆全國團結圈競賽銀

塔獎。此外，本科有全台唯一的中暑降溫病房，戮力推行

全民及全軍中暑防治，包含院外演講及全民推廣；本科也

積極辦理社區活動

（ 如： 三 總 健 康

GO!、世界愛腎日、

民眾慢性腎臟病衛

教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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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介紹 Division Introduction

腎臟內科醫師陣容

林石化 醫師

現　職： 國防醫學院校長、國防醫學院醫醫學系教授、三軍總醫
院腎臟科主治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附屬聖邁可
醫院進修

專　長： 內科學、腎臟學、電解質、遺傳性腎臟疾病、低血鉀癱
瘓、尿崩症

朱柏齡 醫師

現　職： 三軍總醫院中暑防治中心主任、三軍總醫院腎臟科主治
醫師、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副主任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美國肯德基大學毒理學研究所
博士

專　長： 內科學、腎臟學、毒物學、腎性骨病變、熱傷害

陳金順 醫師

現　職： 三軍總醫院一般醫學部主任、三軍總醫院腎臟科主治  
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

專　長： 內科學、腎臟學、糖尿病腎病變

吳家兆 醫師

現　職： 三軍總醫院腎臟科主任、三軍總醫院腎臟科主治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

專　長： 內科學、腎臟學、膜性腎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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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介紹 Division Introduction

楊松昇 醫師

現　職： 三軍總醫院醫學研究室主任、國防醫學院研究發展室副
主任、三軍總醫院腎臟科主治醫師

學經歷：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畢業、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醫學哲學
博士

專　長： 內科學、腎臟學、電解質

許育瑞 醫師

現　職： 三軍總醫院腎功能室主任、三軍總醫院將官檢查室主任、
三軍總醫院腎臟科主治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荷蘭奈梅亨羅德堡大學醫學科
學博士

專　長： 內科學、腎臟學、電解質

鄭智仁 醫師

現　職： 三軍總醫院32病房主任、三軍總醫院腎臟科主治醫師

學經歷： 國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美國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專　長： 內科學、腎臟學、電解質

宋志建 醫師

現　職： 三軍總醫院腎臟科主治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短期
進修

專　長： 內科學、腎臟學、電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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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對待家人般用心照顧病患  
腎臟內科  宋志建  醫師 

現　　職： 三軍總醫院腎臟科主治醫師

學　　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短期進修

專　　長： 內科學、腎臟學、電解質

 █ 特約記者 蘇純琪

宋志建醫師在高中求學路程時，因覺得家人生病需要協助，啟發他想行醫這條路，在

雄中教官的指引下，認識進而選擇報考國防醫學院，在實習的期間，宋醫師發現自己喜歡

與病人互動以及探究疾病的根本，而最能獲得知識便是內科。

於受訓時接觸所有的內科後，最終選擇腎臟科，全因該科的老師們對病人很用心，醫

生與病人的互動良好且頻繁。

一周三次治療與病人關係緊密
不同於其他科別的治癒方式，腎臟科的醫生通常一個禮拜需治療同一個病人三次，這

跟宋醫師熱愛與病人互動的個性相符，他總會與病人聊聊家庭背景、心情等，就如問候家

人一般。

宋醫師知道，治病還是要治心，如果家裡狀況不太好，像是家人對病人不理不睬，病

人狀況可能不會太好。也正因與病人關係緊密，若遇到病人沒有家庭支援，他會通知社工

了解病人需求並給予協助。

每月醫星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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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腎臟科潛藏病變
結束實習到內湖三軍總醫院，之後外派到澎湖，雖然外島醫療資源相較下較為不足，

卻是純樸又熱情的地方。 和病人互動良好的宋醫師也選擇繼續精進研究，同時就讀在職

博士班，每週五飛回台灣，週日再飛回澎湖趕星期一看診，持續一年。更在 105年到 106

年到美國國家研究院進修。

宋醫師提到，腎臟科也負責身體電解質酸鹼情況，在臨床上年輕病人掛急診來說，雙

腳無力爬不起來，大多會被認為中風或是血糖不足，不過有可能是「低血鉀癱瘓」，這疾

病不少見，只是有些人的身體補充足夠鉀離子就能恢復。

造成「低血鉀」的原因，有許多因素，像是甲狀腺亢進或是鉀離子跑到細胞裡，引發

暫時性低血鉀，但也和基因遺傳體質有關，這正是宋醫師鑽研的部分。

慢性疾病避免加重腎臟負擔
「沒控制好慢性病是會惡化內臟，一直增加腎臟負擔，一旦洗腎後只能用藥不讓它惡

化，它惡化就不能恢復，否則就是換腎。」宋醫師說。

可惜台灣對於捐腎的觀念不夠，不太了解人體只需一個腎也能正常運作，所以等待換

腎的人還是很多。

慢性疾病病人需懂得飲食控制，保持正確飲食習慣，多吃蔬果補充身體所需的鹼性物

質以及運動和作息正常。

做個令病人安心的醫生
腎臟病人和醫師的依存程度相對地高，病人對醫師熟識與

信任度也使他們在治療過程更加安心。然而腎臟科病人在洗腎

同時會影響到其他器官敗壞，宋醫師有感而發說：「自己的病

人自己照顧，舉凡大內科的問題能由腎臟科處理就自行治療，

病人看到熟面孔的醫師治療，心情好，身體也會跟著好起

來。」

每月醫星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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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 knowledge

單孔腹腔鏡及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 
傷口幾乎無疤更美觀

傳統的剖腹手術，一般傷口長達 15公分以上，然較精進的
微創腹腔鏡手術，卻只需在腹部劃開三到五個小洞，較前者不僅

傷口小、疼痛少，且恢復速度增快許多。現今，有發展更進化的

「單孔」微創腹腔鏡手術 (single port)，不僅優化多孔腹腔鏡的長
處，且讓病患術後傷口更為美觀，進而增加其手術意願和滿意度。

「單孔」微創腹腔鏡手術其手術步驟：先在患者肚臍上劃

開約 2公分的洞口，後插進特殊設計的套管以固定並撐開傷口，
續置入腹腔鏡光源鏡與所需手術器械執行手術，術後縫合肚臍內

傷口即大功告成。此手術的適應症，主要為膽囊、闌尾之切除及疝氣修補等三大類手術；

另少部分亦可應用於肝部份切除和胃袖狀切除的手術上。

其中，臨床上主要執行的單孔微創腹腔鏡疝氣修補手術，為肚臍外切口再經由腹膜外

空間以執行人工網膜修補，本院一般外科主治醫師徐國峯，更改良精進此修補手術於「肚

臍內」執行，將術後傷口隱藏到幾近無疤的狀態。

微創手術中，達文西機械手臂手術為目前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三軍總醫院於

2004年引進達文西機械手臂手術系統，截至 2018年 8月為止，共執行逾 1,700例手術。
目前主要使用該系統的科別，有婦產科、泌尿外科、一般外科、心臟外科、胸腔外科以及

大腸直腸外科。透過達文西手術系統精細的仿真手腕器械及 3D高解析度放大影像效果，
能幫助外科醫師避免不必要的手部顫抖消除，以更細膩精準的動作執行切除、修補和縫

合⋯等步驟。

臨床上執行腹腔鏡手術使用的設備，大多為 2D影像且一體成形、轉動角度有所限制
的器械，在多孔腹腔鏡使用上已有相當難度，遑論應用在單孔腹腔鏡上 !但若利用先進的
達文西機械手臂系統結合單孔腹腔鏡手術，不僅能大幅改善上述缺點，且締造優質的手術

環境讓執刀醫師能舒適流暢地完成其手術。

日前，徐國峯醫師為一位 74 歲診斷為左側葉肝腫瘤 (7x6x3 公分 ) 的病
患，透過單孔腹腔鏡結合達文西機械手臂系統，成功切除了該腫瘤，且術後

恢復良好，順利出院。

本院徐國峯醫師表示，利用達文西機械手臂系統高清晰的立體視野，輔

以可靈活轉彎的仿手器械，可進階改良在肝、胃、胰臟⋯等相關腫瘤手術上，

對病患而言乃是一大福音。

 █ 一般外科 徐國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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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 knowledge

檢視你的均衡飲食密碼  
吃對全食物，營造全方位健康！

什麼是均衡飲食密碼 ? 怎麼吃才健康 ? 三軍總醫院營養部營養師教你破解均衡飲食密碼

的重要關鍵，別讓錯誤的營養觀念宰割你的健康荷包，最強機密飲食制霸攻略幫你破解密碼。

本院營養部營養師以膳食多樣化簡易評量表 (Dietary Diversity Score，DDS)，分析

急性冠心症 (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 病人的飲食得分。發現這類病人的飲食有

共通問題；約有 2成病人每日蔬菜類攝取不足，6成的病人每日水果類攝取不足，更有高

達 8成以上的病人有攝取奶類不足的情形。針對急性冠心症患者長期忽視蔬菜、水果及奶

類對其健康的重要性，本院營養部營養師特別設計中式及西式一日示範食譜，落實均衡飲

食中之奶類與蔬果對急性冠心症疾病的重要影響力。呼籲民眾每日也要檢視自己的均衡飲

食密碼，吃對全食物，營造全方位健康！

均衡食物 (Balance diet ) 泛指每日由飲食中獲得足夠身體所需的各種營養素及能量，

應依照個人年齡、性別和活動強度，參考每日飲食指南建議，找出合適的熱量需求及建議

份數，以膳食多樣化確保身體健康 ･遠離疾病風險。Dietary Diversity Score(DDS)是一個

簡易的評估工具，分數 1到 6分，最高分者為均衡性較佳。本部門分析急性冠心症 (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 病人，其 DDS 分數達滿分者 (6 分 ) 只佔 6.9%，在蔬菜類、

水果類、乳製品類食物明顯攝取不足，有 21.6% 之病人在蔬菜類未得分、62.9% 在水果

類未得分、81.0%在奶類未得分。

新鮮蔬果富含鉀離子、鎂離子及膳食纖維。鉀離子在體內會促進鈉的排泄，有降血壓

功效；鎂離子在體內主要作用於血管周圍的循環系統，引起血管擴張，防止動脈血管突然

收縮，提高對心臟保護作用；膳食纖維不被腸道吸收分解，有助血糖控制，也可以被細菌

發酵、增加糞便體積、保持排便順暢，減少便秘發生。奶類中之鈣離子，維持平滑肌細胞

內外鈣離子平衡，可控制肌肉收縮與鬆弛，讓血管阻力不會增加，進而達到預防血管硬化，

降低血壓。此次營養部不只要紙上

談兵，更實地示範輕鬆解密、簡易

製作之健康餐點。為了讓民眾彈性

搭配，特別設計中式及西式一日 3

餐，以強化執行力，以期能吃對全

食物營造全方位的食物解碼。

三軍總醫院營養部團隊介紹
戰臨茜部主任：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年資 26年， 

專長：臨床營養、重症、肥胖、長期照護
楊蕓菁營養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年資 3年，  

專長：臨床營養
王秀惠營養師：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年資 10年，專長：供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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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 knowledge

眼球內注射抗血血管新生藥物  
來對抗黃斑部病變

眼睛的構造就像一部照相機：視網膜 (類似相機裡的底片 )在眼睛後方佈滿了很多的

神經細胞的敏感組織，用來接受訊息。黃斑部 (是感光細胞密度最高的區域 )是眼底視網

膜最中心也掌控了最中心視力。玻璃體是眼球內體積最大的組織主要由膠原蛋白纖維跟水

組成，位於眼球水晶體跟視網膜之間。

台灣進入高齡化，老年性黃斑部病變是門診中常見病灶，血管生長因子 (VEGF血管

內皮細胞生長因子 )在體內的過度作用，是造成許多黃斑部病變惡化的共同致病因素。當

發現視力模糊退化、中央有黑點，或是有扭曲圖形，應立刻就醫檢查。在老年性黃斑部病

變以及近視性黃斑部病變，VEGF會促進新生血管的生長與滲漏；它也是造成糖尿病以及

血管阻塞性網膜病變黃斑部水腫的重要因子。 

目前針對老年性黃斑部病變，近視性黃斑部病變，糖尿病黃斑部水腫以及血管阻塞性

網膜病變，病患可以透過一系列相關檢查，由醫生向健保局申請健保給付新生血管抑制劑，

對患者來說為一大福音，目的就是為了能及早發現，及早就醫，避免失明風險。

眼球內注射抗血管新生藥物，主要是由醫生以極細針頭，在眼球平坦處注射，會避開

視網膜、水晶體等，藥物分子小易穿透視網膜組織，抑制內皮細胞增生因子，並無致盲疑

慮。在國內外研究均發現，抗新生血管藥物注射後 60%─70%的病人視力能夠穩定，大概

30%的病人視力能夠提高兩到三行以上，效果還是非常好的。但這種治療不是注射一次就

行了，大部分病人需要重複注射。

本院眼科部引進美國 OptoVue 公司 OC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為一種光學的斷層掃瞄，可

顯示網膜組織微小的構造與厚度的變化，屬於非侵犯

性檢查，目的為提供黃斑部病變治療前後整體評估。

由於 OCT 檢查結果一目瞭然，不但可以幫助醫師評

 █ 眼科部 鮑淑怡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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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 knowledge

估黃斑部病變，也有助於醫師對患者解釋病情的進展。OCT目前是診斷、追踪、觀察老年

黃斑變性療效的重要診斷設備。幾秒鐘就可以得到一個專門是集中在黃斑區的圖片，它可

以顯示出血、水腫、瘢痕、萎縮、裂孔等病變，甚至一些肉眼難以發現的細微病變，通過

OCT逐層掃描，都可以看到。明確診斷為濕性老年黃斑變性的患者需每月檢查，而對於早

期或中期老年黃斑變性患者可以每 3－ 6月檢查。這種檢查沒有輻射，對患者也沒有任何

的創傷。但是它還不能算黃金標準，在某種程度上還不能完全替代眼底的血管造影。

依據美國國家衛生院的眼睛研究（AREDS 2）顯示，適量補充抗氧化劑、維生素（包

括維生素 C、E、胡蘿蔔素）及礦物質鋅可以減少病情惡化的機會。一般民眾只要不偏食，

基本上，喜歡吃魚、乾果、深綠色蔬菜、β-胡蘿蔔素、水果的人，較不易罹患老年性黃斑

部病變。例如，每天只要攝取1.5碗深綠色蔬菜就有葉黃素，深綠色的葉菜例如菠菜、芥蘭、

番薯葉以及綠藻類；吃 1.5匙堅果或多吃深海魚類，例如鮪魚、鯖魚 秋刀魚、鮭魚等，就

含有豐富的 DHA、EPA；不過，純素食者攝取 DHA、EPA會比較困難，即使攝取亞麻仁

子也只有 5∼ 10％的 EPA、2∼ 5％ DHA。至於維生素 C的來源，只要每天 2個拳頭大

小的水果就夠了。

在日常生活中應避免三高、抽菸、肥胖等危險因子，但是仍應有無法預防的「年齡」

因素，會使得黃斑部病變發生的機率日益提高，因此呼籲 50歲以上即應定期至眼科做眼

底的健康檢查，才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保有健康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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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病介紹 Rare Disorders

耳鼻喉頭頸外科罕病介紹  
Swyer 症候群合併感音性聽力損失

Swyer症候群是一種性腺發育不良 (gonadal dysgenesis)的疾病，主要的定義為患者
發生性腺功能低下 (hypogonadism)，染色體分析數目正常 (23 對 )、且其性染色體為 XY
的核型 (karyotype: 46, XY)。新生兒的發生率約為 1/80000，發生原因推測和 Y染色體上
的 SRY基因缺損、突變或被抑制有關。除了性腺發育不良之外， Swyer症候群的患者也
會出現女性外生殖器的特徵，如陰道、子宮頸⋯等，患者常於青少年時期，因為青春期延

遲或無月經就醫後才被發現。綜觀諸多性腺發育不良的疾病，同時合併聽力損失的其實極

為罕見。本次罕病的主題，就是報告一個罹患 Swyer 症候群的女性病患，其聽力隨時間
逐漸變差的個案。

一個女性病患，14歲時因兩耳的耳鳴和聽力障礙，第一次於本院耳鼻喉科門診就醫，
當時耳鼻喉科的理學檢查無明顯異常，病史詢問患者過去有先天性的心房缺損，聽力檢查

明顯可見兩耳的聽力於高頻範圍 (2000~8000 赫茲、圖示如下 ) 約 70 分貝的聽損。16 歲
時因患者沒有月經、第二性徵沒有發育，故到本院婦產科就醫。檢查後發現外生殖器正常、

超音波下骨盆腔內沒有子宮及卵巢、血液檢驗雌激素濃度過低，後續的磁振造影確認腹腔

內無睪丸等其他性器官。染色體分析證實患者雖為女性外觀但具有 XY性染色體，故被婦
產科醫師診斷為 Swyer症候群並開始賀爾蒙替代療法，治療後患者出現第二性徵 (乳房發
育 )。21歲時患者因耳鳴加重再次回耳鼻喉科門診就醫，聽力檢查與 7年前相比無明顯改
變，後續患者接受藥物治療後症狀已改善。

一般的認知裡，性染色體 Y 決定了是否為男性，但在 Swyer 症候群的患者身上並非
完全如此。雖然他們性染色體表現為 XY，但因為性腺 ( 睪丸、卵巢 ) 不發育的緣故，在
孩童時期幾乎都被當成女性，直到青少年時期月經沒來或者第二性徵沒發育，就醫詳細檢

查後才被診斷。Swyer症候群此性腺發育不良之疾病，同時合併聽力損失的案例，在過去
文獻中並未記載，本個案應為第一例、且已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目前推測是因為 Swyer
症候群患者的MAP3K1基因發生突變，且 MAP3K1基因在動物實驗中被認
為和聽覺受器的發育有關，故 Swyer 症候群可能也會導致聽力損失，
然是否如此仍須進一步的基因研究。以本案例而言，第一次診斷聽

力損失後、過了兩年開始賀爾蒙替代療法，七年後再次的聽力檢

測雖無明顯改變，但仍建議患者定期追蹤聽力、避免接觸噪音環

境及使用耳毒性副作用的藥物。除此之外，若有性別表徵異常的

患者，也建議至耳鼻喉科門診檢查聽力，以排除聽力障礙之可能。

 █ 耳鼻喉頭頸外科部 陳信傑主任、邱逢翔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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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報導 Report

治療疼痛新革命   
經皮膚 　 刺激神經誘發  
達到緩解疼痛功效

隨著時代進步，頸肩疼痛將會是未來疼痛的殺手，肘腕部疼痛是家庭婦女常見主訴，

腰部疼痛是中、老年人最主要疼痛之一，膝部疼痛是老年人最常見也影響生活品質最大的

部位，以現今的復健治療與止痛藥物控制下，只能日復一日期盼改善。

本臨床研究著重於以電神經誘發方式治療疼痛，以回歸日常生活功能與改善生活品

質。針對數千名頸肩、腰、膝、肘腕疼痛的患者為對象，治療處方以電神經部位為身體四

肢處，共計十六至二十個點位，根據不同程度的疼痛，採取治療週期為每週三次左右，共

五週的療程。治療機轉主要為採取刺激體感神經引發一連串神經傳導反應，包括讓大腦皮

質感覺區與視丘產生誘發機制及產生內嗎啡，再經由經由傳導路徑傳達至疼痛部位，有助

於改善組織的微循環、加速新陳代謝、促進生長因子，以達到疼痛緩解的效果。統計分析

以週期性電神經刺激該身體部位後，約九成病患主觀表示有效緩解身體疼痛程度，其餘一

成左右的病患主觀表示疼痛引起動作障礙有明顯改善，但與治療前疼痛感覺卻無明顯落

差；經本研究處方治療後，有效個案數達到九成以上滿意的效果。  

本研究是團隊以多年臨床經驗所產生，經由四肢十六至二十個點位構成處方，能有助

於改善組織的微循環、加速新陳代謝、促進生長因子，移除代謝廢物和毒素，在有利於組

織修復的環境下修復受傷組織。

目前電療是一種安全、非侵入性、非藥物性、無副作用且療效迅速的物理保健療法。

世界各地醫療院所都有使用來為患者

服務，至於個人也適合做為居家

復健按摩的用途。電療儀器與本

研究處方相結合，更加有效舒緩

一般及頑固性疼痛並達到持久的 
療效。

若有相關疼痛的問題歡迎至本院門診

諮詢與治療。

電

基隆分院

基隆分院麻醉部　黃仁智 醫師簡介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三軍總醫院麻醉部 

住院醫師及總醫師、三軍總醫院麻醉部 
資深住院醫師、三軍總醫院 外科加護
病房專責主治醫師、三軍總醫院麻醉部 
主治醫師、海軍司令部醫務所 醫師、
台灣麻醉醫學會專科醫師、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部定講師

專　長： 一般外科麻醉、骨科麻醉、老人麻醉、
小兒麻醉、重症加護照護、急性慢性疼
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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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分院

分級轉診策略聯盟揭牌運作
澎湖分院為響應衛生福利部推動轉診制度，與澎湖社區醫療群等 13 家開業診所，簽

訂醫療策略聯盟，採「分級醫療，雙向轉診」原則。107 年 8 月 30 日下午 1330 時於醫
療大樓一樓，舉辦「三總澎湖分院策略聯盟診所」揭牌儀式，邀請陳光復縣長、劉陳昭玲
議長、葉竹林市長、衛生局陳淑娟局長、周明河理事長及 13 家簽約合作院長親自出席到
場，為澎湖地區醫療揭開服務新頁章。

本次簽訂合作服務的社區醫療群計有「松青診所」、「益安診所」、「陽明診所」等
13 家基層院所；鄉親可透過診所轉診方式，持診所轉診單直接至轉診窗口掛號，採單一
窗口服務方式，快捷化雙向轉診，享有優先保留號，減少澎湖各地區居民為了看病舟車勞
頓，也不用為了搶號碼牌半夜到醫院排隊佔位，可大幅縮短就醫時間。

全民健保自 84 年實施以來，因就醫便利性，造成民眾有小病卻習慣直接到大醫院就
醫，導致醫院門診人滿為患，同時醫院分科較細，病患往往在未獲得充足的資訊及專業的
諮詢下，就自行到醫院選擇科別就醫，可能面臨到醫院門診時，掛號隊伍長、候診時間長、

等藥時間長及看病時間短、詢問時間短的「三長兩短」處境，更可能掛錯科別導致白跑一
趟耗費時間。

未來醫療策略聯盟模式，將可落實雙向轉診制度，搭配社區醫療照護網路的建立，

民眾便可在社區的基層診所獲得以病人為中心的周全健康照護，萬一需要住院、手術等進
一步的治療，再「上轉」醫院提供持續的診治服務。因此，三總澎湖分院提出了轉診相關
的配套措施，每天提供保留門診名額給基層診所轉診病患，並結合健保署電子轉診制度及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與各診所共享醫療資訊，跨院所就能查詢已做過的檢驗報
告、用藥，並於轉診病患病況穩定後「下轉」原院所繼續追蹤治療。

策略聯盟診所推行轉診制度，可提供澎湖鄉親連續性醫療照護，同時利用醫療分級追
蹤服務方式，落實政府醫療分級政策，未來無論上轉或下轉病患，均能獲得密切聯繫與追
蹤，猶如 2名醫師一起看診，能建立民眾對於轉診制度的信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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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消防演練及強化設備檢查
近日內台北某醫療機構附設護理之家，因意外失火造成重大傷亡事件，國防部軍醫局

為督飭各國軍醫院強化消防機制及設備檢查，即於 107年 8月 13日下令全面檢查消防設
備是否異常，同時驗證單位消防應變作為可行性，避免有類似意外衍生撼事。澎湖分院為
測試院內火災危安應變機制，特別安排於 107 年 8 月 14 日上午 11 時採不預期方式，發
布四樓婦幼病房失火，同時啟動「病患緊急疏散」操作，演練過程逼真，同時驗證醫院同
仁的危機應變處理能力，保證能為鄉親提供安全的就醫環境。

近年來國內多起醫療院所發生院內失火事件，且有病患傷亡案例，尤其住院患者，均
屬身體不適或行動不便，當火警發生時不僅容易驚慌失措，更可能因陌生環境及產生的濃
煙，造成嚴重的傷亡案件；此次，意外事件發生時間點更是夜間凌晨時段，護病比人數最
薄弱之時刻，更增加患者疏散困難，事後媒體亦針對此一護病比提出檢討。

澎湖分院每半年均安排定期消防演練，每月針對消防設統實施巡檢測試，以保持設統
正常使用。8 月 13 日接獲軍醫局命令後，先以分區方式責任付予方式，指定幹部逐層樓
檢查各科室及公共空間各項電器設備是否過載及延長線是否有安全斷電功能，消防系統、

緊急照明設備是否正常，逐一清查後再將結果回報軍醫局，確認單位環境安全無虞。

為了驗證平日之消防訓練及人員臨機反應，8月 14日上午 11時，醫院不預期於四樓
婦幼病房內發布火災狀況，醫護人員除了依照處理模式完成通報消防局及各科室支援，並
在第一時間以中央廣播系統通知代號「火龍事件」疏散病患，護理同仁立即將嬰兒房之新
生兒迅速移往安全疏散點，各醫護、行政人員即以平時分配之角色，迅速到達定位，認真
熟練之處理方式，圓滿完成演練。

張芳維院長在演習檢討會表示，此次消防演練雖採隨機模擬真實之場景，但是演練時
間為平日上班時間，重點是夜間人員數偏低時，各科室如何採橫向方式互相支援，且發生
時如何有效以病患為優先疏散作為，才能避免傷亡事件發生，承辦單位要再思考及策劃，

加強夜間消防應變作為，才能提供澎湖鄉親一個安全的就醫環境，希望演練是備而不用，

只要平時作好預防工作，相信三總澎湖分院之醫療品質及環境安全均能獲得鄉親的信賴。

澎湖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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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報導 Report

老人家的隱性殺手〜骨質疏鬆症 

前言
骨質疏鬆症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疾病，僅次於心血管疾病。骨質疏鬆症好發於停經後婦

女及年長者，大於 50歲人口中，男性佔 23.8%，女性佔 38.3%。根據國民健康署調查，

骨質疏鬆症是 65 歲以上老人常見疾病中排名第四位，對於這樣的高盛行率，需要更多的

資源和醫療資源投入防治。

骨質疏鬆的發生原因
骨質疏鬆症依發生原因分成「原發性骨質疏鬆症」與「續發性骨質疏鬆症」。

1. 原發性骨質疏鬆症

(1) 停經後骨質疏鬆症：根據 2005∼ 2008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調查發現，50 歲以上

停經婦女骨鬆盛行率為 38.3% 。因女性停經後體內雌性素急遽減少，蝕骨細胞活

性大幅增加，使得骨量流失造成脊椎壓迫性、髖骨與手腕骨折。 

(2) 老年性骨質疏鬆症：根據 2008-2011 年中華民國骨鬆學會調查，50 歲以上中老年

人骨鬆盛行率為 31%。因年老時造骨細胞功能衰退，使得骨質流失造成多發性脊椎

楔形、肱骨、脛骨、髖股骨折。

2. 續發性骨質疏鬆症

(1) 長期服用藥物：類固醇、荷爾蒙阻斷劑、氫離子幫浦抑制劑、

免疫抑制劑、化療藥物等。 

(2) 生活習慣不良：鈣質攝取不足、少日曬、抽菸、酗酒、

咖啡成癮、缺乏運動者等。 

(3) 內分泌失調：甲狀腺亢進、副甲狀腺亢進、腎上腺皮質

過高、性腺功能低下者等。 

(4) 骨折高危險者：類風濕性關節炎、糖尿病、中風、帕金森氏

症、癌症骨轉移等。

松山分院

 █ 松山分院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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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報導 Report

松山分院

骨質疏鬆症的診斷
1. 骨質密度檢測：「雙能量 X 光吸光式測定儀（DXA）」是世界衛生組織認可診斷骨質

疏鬆症的骨質密度檢測方法，應同時測量「腰椎」及「髖骨」，若兩處都不能正確測

定時，則可用非慣用側前臂橈骨 1/3 處之測定取代。依據檢測結果換算 T 值（T 值=（骨

密檢測值 –年輕白種女性骨密平均值）/標準差），來判定骨質疏鬆程度。

2. 誰需要檢測？ 

(1) 65歲以上的婦女或 70歲以上男性。 

(2) 65 歲以下且具有危險因子的停經婦女。 

(3) 即將停經並具有臨床骨折高風險因子的婦女，如體重過輕、先前曾經骨折、服用

高骨折風險藥物。  

(4) 50至 70歲並具有骨折高風險因子的男性。 

(5) 脆弱性骨折者（指在低衝擊力下就發生骨折）。 

(6) 罹患可能導致低骨量或骨量流失之相關疾病者。 

(7) 所服用藥物和低骨量或骨量流失有相關者。 

(8) 任何被認為需要用藥物治療骨質疏鬆症者。 

(9) 接受治療中，用以監測治療效果者。 

(10) 有骨密度流失證據而可能接受治療者。

骨質疏鬆的治療
防治骨質疏鬆症之最終目的，在於減少骨折發生。治療骨質疏鬆症的藥物在上市前都

經臨床試驗證實可降低骨折發生，骨鬆藥物依作用機轉，可分為抗破骨（抗骨質流失）、

促造骨 (促骨質生成）與混合型三類，臨床醫師依據病患骨質密度檢測結果，與骨折發生

程度開立合適的骨鬆藥物，無論使用何種藥物，治療需一年以上才真正可達到減少骨折效

果，不宜太早停藥，更重要是每日補足適當鈣質與維生素 D，才能發揮藥物最佳效果。

結論
骨質疏鬆因為沒有明顯症狀，所以容易被忽略，對於已進入到高齡社會的台灣是一重

要議題。醫師應鼓勵民眾預防勝於治療，維持良好的生活型態，營養均衡和規律運動，適

時補充維生素 D 和鈣，必要時應做骨質密度檢查，在年老時更要預防跌倒，才能減少骨

質疏鬆症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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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察覺 與 生理回饋療法 

在現今成人社會中常常有生活壓力大、工作繁忙的情況，人們常有各種腸胃不適的症

狀，但常常只會到腸胃科門診求診，由醫師開立腸胃相關藥物來得到症狀的緩解，過陣子

沒吃腸胃藥了，腸胃不適的症狀再度來襲，接著週而復始上述情況。難道只有成年人有上

述情況嗎 ?當然不是，其實在學的學生，有些在面臨考試如月考或檢定考試時，會有吃完

餐點後就想拉肚子的情況，常聽到的就是腸躁症的診斷，或許吃些止瀉藥物，又或是等到

考完就好了，似乎上述情況也是週而復始的發生。

這些有症狀就吃相關症狀藥物的情形，就像是人發燒了就吃退燒藥，難道吃完退燒

藥物，身體就好了，身體就沒事了嗎？還是說像有肺部細菌感染的狀況，需要用到抗生素

治療。總而言之，在醫學上建議不能只是有症狀就吃相關症狀的藥物，造成症狀的原因也

是需要做相關的處理，上述成人及學生的腸胃症狀，其實跟「壓力」是很有關係的。之

前楊如泰臨床心理師曾提及在健康心理學中有一個理論提到壓力靶子器官 (Stress Target 

Organ)，說明在壓力下生理功能會受到影響，更可能使自己最弱的器官出現病痛，如：腸

胃不好的人在壓力下逐漸出現脹氣、胃酸逆流或是胃痛、胃潰瘍⋯等症狀。

但為什麼我們這麼不容易發現正在消耗自己的身體呢？這是因為面對壓力時心理狀態

會變得緊繃，該狀態會佔去認知資源而讓我們無法發現身

體肌肉正在緊繃，而且當腦中的煩惱在壓力事件過後仍

持續縈繞不散，便會讓該壓力持續下去，身體就無法

放鬆下來。當人面對壓力時肌肉會不由自主地自動收

縮，往往意識不一定能夠快速覺察肌肉的緊繃，肌肉

收縮便會刺激肌肉的神經細胞傳導訊息至大腦，大腦

北投分院

 █ 北投分院心身醫學科 馬靖超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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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院報導 Report

北投分院

便不由自主地對外界的壓力開始著手應對，然

而這個過程是有問題的，因為當我們對身體反

應一無所知時就沒有辦法控制或是調整對於壓

力的反應，在一無所知的狀態下便只會持續消

耗身體的活力而出現身體病痛或症狀。

所以，如何察覺自己身體或心理的狀況，例如身體肌肉的緊繃狀態，就是一個可以增

加自我察覺的第一步。但是自我身體肌肉的緊繃狀態，要如何去察覺呢？以身心醫學科來

說，「生理回饋療法」是一種可以快速讓受測的人感知到自己身體狀態的方式。「生理回

饋療法」，簡單的說就是經由儀器設備將人體的肌肉活動電位、心跳、體表溫度、皮膚導

電度、血壓、腦波、呼吸速率、末稍血液流量等，經由儀器將生理訊號轉換成圖像、數字、

聲音等，讓我們了解自己的生理和情緒之間的關係，再由心理師的協助教導腹式呼吸、漸

進式肌肉放鬆、或冥想式放鬆，同時搭配儀器的測量，可客觀呈現當下放鬆程度。如此經

由不斷的練習，就可以增加自我察覺，進一步體認到自己身體與心理狀況的互相影響，也

就是透過自己的身體症狀知道自己的情緒狀態，並透過心理師的教導技巧讓身體症狀減輕

而進一步改善情緒，反之亦然。

想要增加自我的察覺嗎？想要更瞭解自己的身體及心理狀態嗎？「生理回饋療法」是

很有幫忙的第一步。但就如馬靖超醫師在門診時常常對接受「生理回饋療法」的個案說的

一句話，電視上教妳煮一道菜或如何釣魚，妳就會煮菜或釣魚了嗎？當然不是，要回家多

多練習才行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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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講座 Education

107 年 10 月三總心國醫情健康系列講座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地點

10/20(六 ) 09:30-10:30 癌症之預防與治療 血液腫瘤賴學緯醫師 內湖院區

B1第 2演講廳10/20(六 ) 10:30-11:30 認識腦中風 神經內科楊富吉醫師

107 年 10 月團體護理指導時間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地點

10/02(二 ) 11:30-12:00 戒菸衛教 李淑瑄 護理師

內湖院區

門診藥局大廳

10/11(四 ) 11:30-12:00 認識乾眼症 何琇清 護理師

10/17(三 ) 11:30-12:00 認識急性支氣管炎 何琇清 護理師

10/24(三 ) 11:30-12:00 認識糖尿病之相關合併症及護理 陳盈瑄 護理師

10/31(三 ) 11:30-12:00 淺談四大癌症篩檢 陳盈瑄 護理師

10/12(五 ) 10:30-11:00 認識肺結核 許恂琦 護理師 汀州院區

門診大廳10/26(五 ) 10:30-11:00 流行性感冒認識及預防 黃瑋琤 護理師

107 年 10 月用藥安全講座 
日期 主題 主講者 地點

10/09(二 ) 14:30-15:00 小兒用藥衛教 張又勻藥師 汀州門診藥局大廳

10/24(三 ) 10:30-11:30 流感防治及相關藥物介紹 陳佳琦藥師 內湖門診藥局大廳

10/31(三 ) 10:30-11:30 戒菸藥物簡介與拒菸方法 蘇安琪藥師 內湖門診藥局大廳

107 年 10 月辣媽酷爸俱樂部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授 課 人 員 地    點

10/13(六 )
10:00-12:00

1.孕媽咪拉梅茲結合生產球放鬆技巧練習
2.淺談兒童肝炎
3.母愛”泌”語 - 哺乳十措施
4.參觀產房

護理系趙詩瑾講師
婦產部蘇國銘醫師
護理部孟蘇真護理長
產房及嬰兒房護理師

內湖院區
B1

第 5演講廳

10/27(六 )
10:00-12:00

1.珍愛媽咪產後疫苗
2.認識產前檢查
3.芳香療法與身體美學
4.參觀產房

專業講師狄育勤護理師
婦產科林啟康醫師
林欣俞護理師

產房及嬰兒房護理師

內湖院區
醫師大樓

5樓婦產部
503會議室

★ 現場參加報名，免費活動，歡迎踴躍參加！
★ 參與對象 : 懷孕 3個月以上的孕婦
★ 為鼓勵準爸爸進產房陪產，完成課程者，可進產房陪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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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芳名錄 Thank

107年 8月醫療急難補
助專戶捐款名冊

編號 捐款日期
捐款人 (團體 ) 

名稱
捐款
金額

1 107.08.06 張鳳玉 12,000 

2 107.08.06 王一之 12,000 

3 107.08.06 何雅鈴 12,000 

4 107.08.07
吳以崇、王耀姍、 
吳庭毓、吳妮瑾、 

吳昀瑾
1,000 

5 107.08.10 劉書維 1,000 

6 107.08.13 廖桂珍 1,000 

7 107.08.27 李宥玉 18,300 

8 107.08.29 陳邱金葉 2,000 

9 107.08.29 葉添成 300 

10 107.08.29 葉林秀鶯 300 

11 107.08.29 葉書伶 300 

12 107.08.29 葉素娥 300 

13 107.08.29 葉素華 300 

14 107.08.29 葉素嬌 300 

15 107.08.29 邱林威 300 

16 107.08.29 葉姍姍 300 

17 107.08.29 邱林宣博 300 

18 107.08.29 邱林啓睿 300 

19 107.08.29 葉哲輔 300 

20 107.08.29 黃建復 300 

21 107.08.29 葉玟芳 300 

22 107.08.29 黃婕寧 300 

23 107.08.30 林簡碧霞 1,000 

捐款合計
64,500
元整

107年 8月南山慈善基金
醫療救助專戶補助名冊
人次 補助日期

補助金額
(元 ) 補助項目

1 107.08.08 20,567 醫療費用

共計 1人次 合計 2萬 567元整

107年 8月行天宮醫療急
難濟助專款補助名冊

人次 補助日期
補助金額

(元 ) 補助項目

1 107.08.27 9,414 醫療補助

共計 1人次 補助合計 9,414元整

107年 8月醫療急難補助
專戶補助名冊

人次 補助日期 補助金額
(元 )

補助項目

1 107.08.21 30,000 醫療補助

2 107.08.22 30,000 醫療補助

3 107.08.28 20,000 醫療補助

共計 3人次 合計 8萬元整

107年 8月安寧捐款名冊
編號 捐款日期

捐款人 (團體 )
名稱

捐款金額

1 107.08.13 簡櫻玫 1,800 

2 107.08.20 陳雪江 1,100 

捐款合計 2,900元整

107年 8月 財團法人台北
市素香慈善事業基金會 

捐款芳名錄
編號

捐款人 (團體 )
名稱

捐款金額

1 林劭擎 500 

2 林昊擎 500 

3 黃威迪 1,000 

4 曾明月 1,000 

5 李思儀 1,000 

6 謝冠生 2,000 

7 劉維欣 2,000 

8 高文儀 3,000 

9 邱坤豐 12,000 

捐款合計 23,000元整

捐款郵政劃撥帳號：14969522

三軍總醫院醫護人員拒收病人贈受財物名冊
項次 日期 單位 級職 姓名 餽贈物品 處理情形

1 107.07.15 一般外科 專科護理師 江莉庭 $1,000 於 107.09.04領回

2 107.08.30 綜合加護病房 護理長 張雪吟 $600 於 107.09.05轉捐本院醫療急難補助專戶

3 107.08.27 胸腔外科 主治醫師 李世俊 $2,000 於 107.08.31領回

4 107.09.04 泌尿外科 主治醫師 陳進利 $10,000 於 107.09.13領回

5 107.09.13 復健部 住院醫師 李俊逸 $5,000 於 107.09.18領回

(資料日期 :107/08/16~10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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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芳名錄 Thank

感謝黃才旺主任及吳之芾主任完美的手術及麻醉，助

我再下一城！並感謝雲柏仁醫師、林偉竣醫師、楊承

熹醫師、柯凱雄醫師、郭家宏放射師、周修平醫師、

陳鈺仁醫師、吳思霈護理師及優秀的麻醉部同仁
家母於去（106）年八月切除早期肺腺癌後，因十二月甲狀腺癌手術之病理報告中，

BRAF V600E為弱陽性，而我本身也有甲狀腺癌病史，便徵詢黃才旺主任：我們姊妹是否

也有可能得到肺腺癌？黃主任認為我們姊妹最好也都掃一下胸部 CT！於是我和姊便先照

胸部 CT，結果姊姊一顆毛玻璃病灶，看起來是良性；而我有三顆，其中左上肺的一顆一

半較濃稠，似乎較有問題；黃主任便叫我們照第二次。

三個月後，姊姊的消了，我的沒消，變成五顆毛玻璃！但其中四顆黃主任說沒關係，

是良性；只有左上肺的那顆某一切面其中看似有淋巴腺，應是良性，但另一切面又沒有

了！⋯⋯黃主任認為這顆良惡性的機率仍是一半一半！雖然它還很小，才 0.35 公分，但

已兩次追蹤皆如此，再繼續追蹤也是這樣。加之我有肺腺癌家族史（媽媽），我本身也有

癌症病史（甲狀腺癌、乳管原位癌），加上基因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可以拿掉！便訂於

8/21手術。

手術當天先定位，再次感謝上回幫媽媽定位的柯凱雄醫師！這次也幫我定位。還有郭

家宏放射師，兩位的親切使我在出征前非常安心。接著回病房，再進手術室，在此我特別

要感謝甫從國外宣導全靜脈麻醉回國的吳之芾主任！風塵僕僕，還未喘氣，便鼎力相助，

在值班完畢仍特地留下為我執行硬脊膜外導管的麻醉！您的慷慨任俠、磊落高潔，令我感

佩並感念無已⋯⋯

我因兩側腋下淋巴均有部分摘除，靜脈注射只能打在腳上，而兩腿的血管非常細而

沉，十分難打。術前一天請 IV Team 的 IV 高手吳思霈護理師幫我插靜脈管，她是一位孕

婦！卻仍不減認真和敬業，仔細地尋找下針的地方，思霈辛苦了！兩次到位，真的非常感

謝您！

但我的血管太細，經過了一天，次日推進手術室時，插針處又不通了。此時我側躺弓

著背，吳之芾主任在我背上插硬脊膜外導管，好幾位麻醉部同仁忙著重新在我腿上找可以

打靜脈管的地方；勞師動眾，真是於心不安，我卻渾渾睡去⋯⋯那一刻我再次見證到也深

自體會到優秀的麻醉是多麼重要！那是病人高枕無憂的後盾。──在此謹對任俠仗義的吳

之芾主任及優秀的麻醉部同仁致上最崇高的敬意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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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睜開眼，猶在迷濛間，眼前是黃才旺主任的臉，他的頭髮有點亂，但臉上掛著真

摯的微笑。他說了句什麼，我好像又睡著了，腦中只有他的笑容在告訴我：手術很成功！

他凌亂的頭髮也告訴我：他真的是辛苦了⋯⋯

次日黃主任才告訴我：冷凍切片的結果是良性！冷凍切片已很準確了，但他仍以防萬

一，怕最後的病理報告如是惡性，那麼就錯失了廓清淋巴；因此他仍然把病灶周圍的淋巴

也順帶一併廓清了。──啊，想得真周到！如此便萬無一失！能由細心謹慎的黃主任為我

執刀，真是我的幸運！

而令我感動的還不止此；是回家後不穿手術衣了我才發現：我的病灶在左上肺（左上

內側），而單孔胸腔鏡的傷口卻在左下外側！⋯⋯啊，因我曾提過我乳房重建時是接腋下

的血管，所以黃主任特意捨近求遠，刻意避開這條重要的血管而繞遠路，由左下外側進入

左上內側⋯⋯他實在太貼心了！完全繞過了我重建的乳房和血管。直到我一週後回診時才

高興地感謝他，他笑說從那個角度進去比較困難。──這豈止是比較困難，而是極度困難

吧！黃主任，您實在太謙虛了！

謙虛、親切又陽光的黃主任告訴我另一個消息：我的病理報告結果是 AAH（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肺腺癌的癌前病變！ 0.3 公分。⋯⋯所以，所以我們在它

還沒長大變成肺腺癌之前，就先拿出來了！

哇，太厲害了！真的是一半一半！不由得敬佩黃主任的火眼金睛！才在病灶那麼小

時，就看得那麼神準！冷凍切片和最終病理報告的顯示，真的是一半一半啊！

由於黃主任明智的判斷及明快的處置，我不會肺腺癌了！我在草稿紙上寫下「AAH」，

又寫下「肋間神經痛」，黃主任每在我稍猶豫時，便會再重述一遍，並寫給我看──他真

是一位好老師！聽他講解並做筆記時，是一種享受。就算是霧煞煞的笨學生，他也耐心

教！並且從頭到尾都帶著懇切的笑容⋯⋯

這次手術是我既幸運又愉快的經驗！在此也要感謝手術中的助手醫師：雲柏仁和林偉

竣二位醫師！辛苦二位了。同時並也要感謝去年家母手術的助手醫師：楊承熹醫師！請收

下我遲來的但誠摯的感謝。

另要感謝我的住院醫師周修平醫師、值班住院醫師陳鈺仁醫師，兩位都既認真又和

善。同時也要感謝我不及記下名字的醫護人員，謝謝你們的辛勞與照顧。

癌症很可怕，總是無聲無息，令人措手不及。但，走出病房，回望三總，我生出了信

心⋯⋯擁有如天使般的你們做我的後盾，何戰不能勇往直前？感謝你們引領我，此番再下

一城！  病人 吳方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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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骨科趙國華主任、家醫科周映權醫師

74 年仍屬戒嚴，當年鄙人還是陸軍官校學生；右大腿有點狀況轉診三總汀洲院區給

花世源總醫生手術切除部分韌帶，很成功；麻藥還沒退尿急推點滴架要上廁所，被嚴厲的

護士看到罵一頓（怕我跌倒），晚上病患睡大通鋪，還定時有憲兵查舖！

事隔 20餘年，常年野戰部隊操勞，96年間脊椎出狀況，在內湖院區給趙國華主任手

術約 8-9小時（時長簡直折磨，當年他就很親切和藹與耐心），門診前還看到白髮斑斑的

花主任（網路評價為治療數萬老人腿部舊疾）！

趙住任手術很成功！住院期間士很親切、有禮貌、與關心負責！復原狀況良好（趙主

任建議游泳是最佳復健）！

無奈於 107 年 2 月初，工作職業傷害又造成脊椎另一個嚴重問題，於是再找趙主任

拜託手術（網路評價是脊椎聖手，幾乎是全台權威）手術狀況一樣相當成功！護士跟 96

年間狀況一樣親切，因此趙國華主任在我心中簡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神醫！

至於職業傷害，市政府承參與調解委員大力推薦台大醫生（語意中透漏我職傷不可能

成立，加上公司不承認與快速資遣），我找台大與三總的職業醫學與家醫科；台大醫生稍

微看了資料給的答覆是「一個月內回覆結論」，三總的周映權醫生很認真耐心的聽我敘述

狀況與所提供佐證資料，然後該組除了正常門診還幾乎全組加班認真研討計算我的職傷案

依據及負荷程度，概約三週內製作出一篇很詳細的說明『職傷事件』；在此之前，台大該

醫生未依允諾時間回資料認證應屬覆，且該醫生連續休診兩週；我硬要掛他的號，他看了

三總的職傷報告說三總醫生群很認真也敬重主筆者之精神，因此他才背書開證明！（因為

勞保局只認定台大、榮總與長庚的職災認定），原勞保局專業醫生（所謂專業醫生是約每

1一2週五收件一次，3一4週後給答覆）。給的是「一般傷病」，結論：不補助與不處理（脊

椎手術自費約 16 萬，勞保局只補助 1.3 萬），因三總職業傷病組的認真研究證明書與台

大醫院看完願意背書，我當依據送勞保局申請再次審認推翻了勞保局；為此，特地感激三

總各位醫原定『一般傷病』修改成『職業傷害』生的專業與服務！在前後長達 4個月餘做

的專業檢查或申請各種證明文件，造成各位醫生的困擾，特地致上深深歉意！畢竟專業與

服務熱名醫常超出工作時間，也特地建議醫生忱的醫生是值得讚許的！不過們保重自己身

體健康！

感謝人 :基隆病患張畯錩

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3日軍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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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訊息 Art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1

09:30古箏演奏－

琹韻莊國年老師

16:00鋼琴表演－

徐芳蓮老師

10/2

09:30烏克麗麗演

奏－葉馨婷老師

14:30古箏演奏－

李湘君老師

10/3

10:00古箏表演－  

王豔老師

14:00鋼琴表演－

黃張傑同學 

10/4

11:00鋼琴表演－

石源老師

14:00薩克斯風演

奏－柯効聰老師

10/5

10:30鋼琴＆二

胡－林淑逢老師、

曾明琴老師

14:00鋼琴表演－

莊敏茵老師

本院配合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 ( 免 ) 費流感疫苗施打政策

自 10月8日至 10月 31日辦理流感疫苗施打作業

音樂演奏暫停三週

如您有音樂方面的才藝，歡迎您來當我們的音樂義工！
如有疑問請洽醫務企劃管理室芶遇芬專員　連絡電話：(02)87923311轉 16345

三軍總醫院藝廊展出公告
展出主題：瓷海藝遊簡黃彬浮雕創作個展
展出地點： 三總藝廊
展出時間：107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

展出主題：2018 藍色畫會師生展
展出地點： 1樓門診區（內湖院區）
展出時間：107年 2月 1日至 108年 1月 31日

展出主題：彩娜瓷師生聯展
展出地點： 三總藝文走廊（2樓中央走道）
展出時間：107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

107年 10月份門診大廳音樂演奏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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