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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選 新 聞
腫瘤形形色色  專注始終如一

「標靶真光刀」精準執行「全身立體定位放射治療 (SBRT)

放射腫瘤科洪世凱主任表示， SBRT是以高精密度的技術來達到準確的高

治療劑量，並且劑量分布極力貼近腫瘤形狀，更可配合呼吸起伏來治療，

大幅減少對周邊正常組織的影響，進而減輕副作用。可應用於全身眾多部

位的腫瘤治療，具有高劑量、短療程的治療優勢。在治療因呼吸、腸胃蠕

動或脹氣等因素造成腫瘤移動而影響治療效果的肺臟、肝臟及上腹部腫瘤

治療上，尤具效果。

放射腫瘤科林宏益醫師說:，使用標靶真光刀執行SBRT接近根除性手術，

發生中重度副作用的機率也比傳統放射治療更低。治療療程也只需一般放

射治療四分之一不到的天數。病友治療過程中不用住院，治療完後就可回

家休息。

對治癌症是一場漫長且艱辛的考驗。大林慈院新一代「標靶真光刀」執

行「全身立體定位放射治療」，提高腫瘤控制率及降低副作用。尤其是

針對年長、心肺功能無法負荷的病人或是腫瘤位置不適合手術切除的病

人，是重要的抗癌替代療法。

這項治療針對困難手術切除的

腫瘤也適用。如腫瘤位置靠近

心臟、大血管或縱隔腔等不易

切除的位置，對於癌症已轉移

但轉移數量不多的情況也有很

好的腫瘤控制成效。



你有更好的選擇。

肝膽腸胃內科謝毓錫醫師表示，大腸癌早期無明顯症狀，

可由定期篩檢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早期大腸癌如妥善治

療，存活率高達90％以上。大腸癌主要是由大腸內的腺

瘤瘜肉癌化所造成，因此，如能早期發現腺瘤瘜肉予以切

除，可以減少大腸癌的發生。

傳統大腸鏡檢查使用充氣的方法將大腸鏡插入，易造成腹

脹、腹痛。如何減緩民眾的不舒適？大林慈濟從自101年

開始執行換水大腸鏡，至今已完成2000例，讓民眾不再

擔心檢查造成的疼痛，提高檢查的意願，為自己的健康好

好把關。

大林慈院提供「換水大腸鏡」檢查服務，減緩民眾檢查時的疼痛感，

並提高大腸腺瘤的發現率，榮獲2017國家品質標章（SNQ）認證。

除了減輕疼痛，換水大腸鏡在腺瘤發現上有更好的效

果。謝毓錫指出，在臨床上，每增加發現一顆結腸腺瘤

篩檢率，就能減少這顆腺瘤未來發展成大腸癌的可能。

「利用換水大腸鏡插入法減少病人疼痛及增加瘜肉發現

率」獲國家品質標章認證，目前國內僅大林慈濟及台中

榮總引進，而「換水大腸鏡學習中心」將持續負起教學

任務讓更多醫院參與，造福更多民眾。

大腸鏡



骨起勇氣大步走

有八成的民眾在骨折發生後，才檢查發現是骨密度
出問題。大林慈濟醫院骨質疏鬆中心特別成立了
「骨折聯合照護模式」，獲得國際骨鬆基金會(IOF)
銀牌認證的骨折聯合照護醫院，雲嘉第一 ！團隊表
現高品質。

骨折聯合照護模式，透過骨折照護個管師，針對病

人做持續性追蹤、衛教及治療，以減少骨折的再次

發生，進而提高病人的生活品質。骨鬆中心主任

謝明宏醫師表示，男性50歲以上、停經後婦女，

開始就會有骨鬆問題，60歲以上更是骨鬆高危險

群。當骨頭變得不好，一不小心撞擊後就會斷裂，

像一座牆，磚塊本身是好的，但是當支撐牆的磚塊

變少，牆就容易倒塌。

病人常等到腰痠背痛時才就診，尤其是老年人，往

往到做檢查才知道有骨質疏鬆，甚至發生髖骨或

脊椎骨折後才送急診。由於骨質疏鬆在平時沒有症

狀，若意外跌倒後，恐造成脊椎或髖部骨折，進而

不良於行、臥床，引起失能、生活無法自理，一年

平均死亡率約10至15%。

謝明宏醫師指出，要延緩骨質疏鬆的發生，除了均

飲食衡，鈣質攝取充足，應從日常的飲食和運動做

起，包括適當的運動可改善血液循環，增加骨骼血

液流量和增強骨骼的耐受力，同時應避免酗酒、吸

菸，若有明顯骨質疏鬆的病人，更應避免負荷重

物、彎腰，同時要防止跌倒，以免造成骨折。



無線更安全
心律調節器的新選擇
30歲的王小姐因陣發性房室傳導阻滯造成心
跳暫停，會出現頭暈的症狀，甚至有昏倒的危
險，無線又迷你的心律調節器的出現，讓心臟
偶爾需要刺激一下的她有新選擇。

王小姐一年多前安裝傳統式心律調節器，但胸口的傷口表皮曾兩度發生感染，

且擔心後續併發症的風險。心臟內科李易達醫師為她取出傳統式心律調

節器，另置入新型無導線心律調節器，不僅體積大幅減少，也

不再會有傳統節律器導線及傷口的問題，是雲嘉安裝無

導線心律調節器的第一例個案。

李易達表示，無導線心律調節器的大小約

只有傳統式的八分之一，植入方式是

以導管由股靜脈送入右心室，外表

沒有傷口，活動也不受限，不用

做胸前穿刺，沒有血胸、氣胸的

危險，而且不像傳統式會有導

線感染、掉落、作用不良等

問題，減少併發症發生，且

舊型心律調節器需要在胸

前皮下做一個口袋置放

電池，也可能有感染的

風險，並且會在胸口留下疤

痕。

李易達指出，適合新式節律器

的病人，包括只需偶爾心室心跳

支持的病人，如心房纖維顫動合

併心搏過緩，或偶發性房室傳導阻

滯等。但若是患者心房及心室跳動需

要同步的患者，即建議安裝傳統有導線的

心律調節器，才不會因心房心室不同步跳動

而容易造成心衰竭或心房纖維顫動。



打破醫療專科分立、各自看診的生態，大林慈院

「過敏免疫風濕中心」將醫療、教學、研究、病

患衛教、復建、病友會、病患追蹤資源與全球性

臨床試驗結合，提供病人完整有效的全人醫療服

務。

風濕病的進展通常緩慢臨床不易察覺，所以很多

病人診斷出疾病時通常己經傷害到重要器官。早

期檢查出「隱藏的免疫疾病」非常重要。早期風

濕病的診斷除了症狀之外，持續性追踨治療也是

非常的重要。

過敏免疫風濕中心結合骨科、小兒過敏科、復健

科、核子醫學科、影像醫學科、藥劑科、護理

部及社服室成立整合團隊。當風免中心正確診治

抽絲剝繭  制敵機先
後，更重要是回到社區之後與基層醫療持續性

照顧。

為提供病人間，病人醫師間另一支持系統，每

季與「醫杏風濕病關懷協會」舉行大型病友

會，結合醫院社工、志工發展為整合醫療的一

部分，近幾年更與全國性的病友團體結合辦病

友會，以增進病友醫藥常識、分享治療心得，

促進對免疫風濕相關疾病的瞭解，增進醫療的

順從性。

風 免 中 心 已 建 立 「 免 疫 風 濕 病 長 期 追 蹤 系

統」、完整多功能網路衛教媒體平台，更在器

官侷限型免疫症診治白斑、天疱瘡、腸道發炎

前瞻性療法等展現顯著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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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i n 話 題

不再讓你肝苦
臺灣人口中，約2至4%患有 

C 型肝炎，但雲嘉南至高雄

有些鄉鎮 C 型肝炎比例卻高

達30-50%，隨著新藥的運

用，讓 C 肝消失也許不是夢

想而已。

 儘管早年使用長效型干擾素合併雷巴威林治療治療 C 型肝炎的成效不

錯，但因副作用多，讓患者視為畏途，甚至想放棄治療。腸胃內科曾

志偉主任回憶，曾有位阿嬤對他說，她治療 C 肝前「活跳跳」，治療

後卻「軟趴趴」。尤其，藥物需持續治療半年至一年，醫師都要握著

病患的手鼓勵他們撐下去，自然培養出對抗 C 肝的「革命情感」。

近年，新型口服抗病毒藥物誕生，治療對於醫師或病患而言都很輕

鬆，副作用低(1-2%)、持續病毒抑制效果可達90-98%甚至99%，而且

只要一天一顆、口服三個月就有效果，減輕病人許多治療上的壓力。 

 

但即使 C 型病毒已清除 ，肝癌還是有可能會發生，病人還是需要每半

年至門診追蹤檢查，曾主任強調，肝腫瘤從1公分要變成兩倍大，一般

大概是三至六個月的時間，每半年定期追蹤，才能發現早期肝癌、早

點治療。

曾主任指出，臺灣十大死亡原因之一的「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從

2001年排名第六名，到2016年已降至第十名，肝癌的發生率也年下

降，隨著新藥的發展運用，他認為，清除 C 肝不是夢，在未來五年、

十年，慢性肝病引起的相關疾病，會慢慢在我們眼前消失。



親近山林健行樂
擁有好山好水的嘉義，
是戶外活動的天堂，
跟著大林同仁的腳步，
享受大自然的美好禮讚.

大林起物
田中央的小書房--靜思書軒

證嚴上人時常讚歎大林慈濟醫院是「田中央的大病院」，大林靜思書軒則
是「田中央的小書房」。有別於一般醫院的冰冷，位於大廳的靜思書軒提
供一處休憩地，瀰漫著書香、茶香、咖啡香、心靈香，沐浴了來到這裡的
每一個人。 

挑炭古道
竹坑溪步道

位置：嘉義縣.梅山鄉

交通：

1.162甲30K附近，經指標進入產業道路，約500公尺即可抵達入口。

2.162甲線36.5K瑞峰賴坤陽的家招牌附近

竹坑溪步道位於瑞里風景區內，本是百年前漢人將收成的農作挑到梅山，

買賣生活必需品之古道，如今蛻換成觀光生態步道。步道皆用一根根的木

條製成，沿途都有涼亭能夠休息，偶爾連接的小木橋，橋邊攀扶的手把是

用竹子所製，韻味十足，竹坑溪步道連接大大小小12座吊橋，更可以通往

瑞里和瑞峰許多的景觀，如龍宮瀑布，如果您想感受原始森林

　匠心獨具，魅力不凡的特色及風情，來一趟竹坑溪步道，

見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景吧！

位置：嘉義縣竹崎鄉

交通：

(1)奮起湖走169線公路，在15k處轉進155線道，行駛兩公里到達大

凍山的停車場，從停車場徒步上山。

(2)在阿里山公路過石桌的52.5公里處，依路標改駛往頂湖路線，行駛

約四公里，即到頂湖社區，停車後依路標可以找到登山口。

奮起湖大棟山步道有三條支線與主線相通。其中甲線可全部走透透，

景觀也最多，包括鑲有萬年貝殼化石的明月窟，深見底不著地的流星

崖，還有七星岩、十八羅漢洞、樹石盟及石獅象等自然奇相；步道

終點海拔近2千公尺的觀景亭，在天氣晴朗時視野寬廣，能遠眺阿里

位置：嘉義縣番路鄉

交通：

國道三號→下中埔交流道，往中埔方向→接阿里山公路→

阿里山公路53.5公里處

「二延平步道」位於阿里山公路53.5處，入口即有觀景平

台，原有的步道全長約800公尺，來回路程約50分鐘，為

早年山上居民開墾闢建。而後步道經過新增，從原步道終

點涼亭，再往上闢建登山木棧道，沿途可賞竹林、奇石、

茶園景緻，還可俯瞰嘉義平原、仁義潭水庫及蘭潭水庫及

曾文水庫，更有機會看到雲瀑、雲海，夕陽等佳景。

奮起湖大棟山步道

二延平步道

山、玉山、曾文水庫、草嶺…等嘉義縣四周

的風景名勝；更可以觀日出、雲海及晚霞。



美麗佳人--雷射中心
位於三樓的雷射中心，空間寬敞舒適，設有諮詢櫃台、獨立診間、雷射室、美容護膚
區。並且引進專業新穎的醫療儀器，由專業醫療人員提供專業的問診及治療等服務。
預約、諮詢｜雷射中心櫃檯請撥05-2648000轉5822

行山、戶外探險必備

下山後如何緩和肌肉酸痛？
針對痠痛處適度按壓及伸展肌肉，可緩和肌肉緊繃痠痛。

發生意外的急救處理
先休息、冰敷、加壓(護膝、護踝)，返家後患部盡量抬高，可

減少患部腫脹。若在沿途中發生骨折，可利用二隻樹枝做固

定，再用皮帶或繩子綁好，可減少關節扭動或骨折挫動。嚴

重時，下山要儘快就醫。

(諮詢｜蔡明倫物理治療師｜復健科)   (諮詢｜賴育民醫師｜家庭醫學科)

[雨具]

當前往像阿里山這種中高海拔的山上時，可得準備好雨衣或雨傘

等應付瞬息萬變的氣候，以免淋溼著涼或在高山有失溫危險。

[備用衣物]

最好對山上的氣候特點有所了解，登山前再確認天氣預報，禦寒

衣物最好選擇保暖防風材質的戶外服裝，備用的衣物最少備用二

件，以純棉類、質輕透氣性佳為主。

[鞋子選擇]

如果全程都是平坦易行的步道可用一般

休閒鞋，否則就要用登山鞋，選擇上最重要是合腳，並配合登山

線路。如果是到高山、岩石地形或是原始步道，此時就要穿高筒

硬底的登山鞋，可保護膝、髖關節和脊椎，並避免腳踝扭傷。 

[登山器材]

登山時所準備的各種器材儘可能不要用手拿，如背

包使用雙肩背的背包，照相機掛在脖子上或使用腰

包，照明用品則應選擇頭戴式頭燈，以利將雙手空

出來使用登山杖或隻握樹枝以保持平衡，可省力並

減輕腿部負擔，手杖還可以在雜草叢生的地段幫助

登山者打草驚蛇。

[防曬]

登山運動長時間曝露在陽光下，加上高海拔、雲層薄，紫

外線指數高，防曬保護特別重要，最好穿著長袖或防曬衣

服、戴帽子、太陽眼鏡、塗抹防曬乳液。

[防蟲害]

時可選擇塗抹含有「敵避（DEET）」成分的防蚊液或香茅

油、樟腦油。

[備用藥物]

除必備外傷簡易藥物，像糖尿病、高血壓、臟病等慢性病

患，最好先讓醫師評估身體狀況，並準備足夠的藥品，多

備用二天分的藥物，以免遇到突發狀況時無藥可用。

登山前記得熱身
可針對腿部及上半身給予伸展及擴胸運動。

腿部伸展運動：肌肉經過伸展後會比較不緊繃，膝關節也較不容易

疼痛。

擴胸伸展運動：登山所背的必備用品，及手上所拿的登山杖容易導

致彎腰駝背，出現腰酸背痛情況，這時藉由擴胸運動可獲得改善。



當疾病來到末期，是否可以自己決定不施行心肺復

甦術，不再插管、氣切，而是選擇安詳地離去？

大林慈濟醫院配合衛生福利部，推廣民眾簽署「預

立 安 寧 緩 和 醫 療 暨 維 生 醫 療 抉 擇 意 願 註 記 健 保

卡」，在以病人為中心的安寧緩和醫療照護網絡

下，讓你、我能夠重視自己善終的權益。

安寧共同照護護理師何玉雲表示，華人的觀念以家

庭為主，在做醫療決策時，常由家屬主導一切，有

時因為對家人的不捨，而決定為末期患者氣管插

管、電擊、心臟按壓，住進加護病房，若是管子拔

不掉，就要面臨氣切，呼吸照護、長期照護安養。

現在只要到醫院的服務台洽詢，可以事先簽署「預

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勾選接

受安寧緩和醫療、接受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不施行

維生醫療，並註記於健保卡上，選擇自己想要的善

終方式。何玉雲說，為了不造成子女的負擔，建議

可以事先簽署意願書，並與家人溝通，以免子女面

臨抉擇時，難以決定，造成家人彼此間的衝突。

你註冊了嗎？大林慈院LINE@生活圈給您全新服務
即日起，掃描「大林慈院LINE@生活圈」QR code，並至大廳右手邊服務台、門診區的衛教諮詢室（抽血櫃檯方向直走左轉），

可以手機領取驗證碼，即可進行註冊，享受專屬的資訊個人化服務。包括便利的「預約掛號」、「查詢/取消掛號」、即時掌握

「看診進度查詢」、「醫藥申請/查詢」，以及更多的快速連結與服務，還可以對發票、查詢即時天氣、空氣品質喔 ，趕快來體

驗！



第三單元

醫 療 物 語

「地毯式搜索」 保護自己請這麼做！

近年來，臺灣乳癌不論是發生率或是死亡率都持續上升，

預防乳癌最具體的方式究竟是什麼呢？

 

最具體的方式就是自我檢查、定期篩檢。

地毯式搜索就是每個地方都要摸到、感覺到，

並且把每一次的感覺記起來，當成一個正常的

基準，才知道有沒有問題 ，也不要自己當醫

生，任何異樣一定要給醫師檢查、判斷，如

果另一半願意幫忙，還可增進夫妻間的感

情。

自我檢查時，首先站在鏡子前，乳房稍微往

上推一下讓它集中，然後叉腰、挺胸後再舉

高雙手，確認左右有無對稱。接下來，以檢查

左邊乳房來說，左手放至後腦勺，右手三根手指

頭(食指、中指、無名指)微彎曲併攏，用第一節指

腹觸摸，順或逆時針以按壓螺旋滑動前進方式檢查，

接著乳頭輕輕的拉看看有無分泌物，右邊也是一樣。

許多女性因為工作與家務忙碌等時間問題，加上排斥痛感

度高的乳房攝影檢查，總會拒絕定期篩檢，但乳房攝影檢

查的優點可敏銳偵測早期乳癌的微鈣化點，定期篩檢還是

必要的。

若有發現乳房不明腫塊、乳頭凹陷、不正常分泌物或乳房

外型改變等，就應找專科醫師做詳細檢查，若確診乳癌且

已完成治療，仍不能掉以輕心，總之要持續定期追蹤，才

能健康久久。

打造健康計--預防醫學中心
預防醫學中心健康檢查量身訂製「五大組套」，不僅提供最完善的項目內
容，更由專業的醫師及護理、檢驗團隊執行檢查，即時解說報告與最專業
的衛教說明，達到全面性的健康照顧服務。

預約諮詢，請撥預防醫學中心櫃檯05-2648000轉2328至2330



一起來當

                                                                          從葷轉素能降低糖尿病

           發生率最高達百分之五十，並能減少脂肪肝與膽結石等疾病發生！                              

　　　　慈濟醫療志業創立全球第三大、亞洲獨一無二的「素食營養世代

　　　　研究資料庫」，針對數千位民眾進行長達十年以上追蹤研究，身

　　　為計畫主持人之一的大林慈院副院長林名男指出，與葷食者相較，

　　素食者變得更健康，在健保的花費上也更少。 

　這些民眾的同質性高，例如：他們不抽菸，且生活作息相近，差別只在

於葷素飲食。經追蹤三年，從資料庫統計發現，持續葷食者，其糖尿病

發生率(危險度)假設為1，由葷轉素者和持續素食者，危險度則降低為33-

50%，也減少脂肪肝、膽結石等疾病發生。其他國家，則有研究證實，

吃紅肉會增加大腸癌的發生率。

每秒鐘有1776隻牲畜，為滿足人類口腹之欲而犧牲，每年超過

560億隻。「假如70億人口，每人每周1天素，正如有10億人吃素，

　這些換算起來，不知道可減少多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甚至減少

　　許多疾病的發生。」林副院長鼓勵人人來素食。

「我是醫師，
我也吃素。」
身為家庭醫學部的主治醫師，又是
素食營養的

          研究者，
大林慈濟
副院長林名男
　　與你分享
　　　為什麼
　　　　要
　　　吃素！　

蔬快 樂 果 人

從早到晚，滿足你的胃。
3F的臺灣咖啡，寬闊的場地令人非常的舒服，咖啡一級棒不在話下，另一特色「餐食」

全部都是素食，另外還有自助式沙拉吧，多種醬汁令人回味。

素食餐朝著美味與養生二大目標來研究，菜色豐富，都是廚師經過充份研究才推出，希

望能讓消費者對素食為之一亮，更提供下午茶、VIP包廂，適合家庭、團體聚會。

訂位專線：05-2648366

  



愛跑馬拉松的醫師 

去年十二月初，李宜恭跟隨慈濟志工飛抵強震肆虐後的墨

西哥義診、發放，在聖誕節來臨前帶給災民即時的生活物

資、治療與心靈撫慰。其實，當李宜恭得知墨國在九月

十九日發生強震後，就開始申辦墨西哥的簽證，並關注聯

合國關於災情提供的資訊，當慈濟基金會宣布援助時，他

立刻報名參與。

李宜恭從2003年伊朗強震後的義診開始，每當大型災難

後，總能看到他的身影，包括2004年的南亞海嘯、2011

年日本的311強震與海嘯、2014年菲律賓海燕風災，以及

兩年前的尼泊爾強震。他說，義診中會去觀察當地制度的

面向，現場帳篷的擺設，以及民眾生活、水電和環境衛生

與食物的來源，自己救人以外，更能累積經驗，幫助到自

己國家。 

義診足跡橫跨許多國家的急診醫師李宜恭，
他平時保持跑馬拉松的習慣，
得以隨時出發實踐救人的使命。

在一場義診中，有位九十多歲

的阿嬤本來就有高血壓、糖尿

病，她說仍住在地震後受損的

房子中，很害怕在睡夢中地震

又來襲，也擔心未來是否有錢

能修復房子？擔心到根本無法

入睡。李宜恭在看診的三十分

鐘裡，耐心地聽阿嬤訴說二十

多分鐘，最後給了她一個有LOVE的祝福吊飾，什麼藥也

沒開，結果阿嬤高興地給李宜恭一個大大熱情的擁抱。

李宜恭說，世界各地災難頻傳，但大家對於氣候變遷仍

不夠敏感，他指出，接下來他會盡量到各地去分享義診

的心得，也盼喚起更多人對這世界的關心。證嚴上人曾

說，要去救災、做好事，要有健康的身體，自己要做好準

備……。曾大病一場的李宜恭感受格外強烈。他持續保持

跑步、參加馬拉松比賽，就是為了保持健康的身體，隨時

都能上場救災。



看見需要
樂在
有心

因為從別人身上感受到善與美，看到鄉村中老人家的喜悅，心

中也充滿很多美善的迴響，這就是讓我一直走下去的動力啊！

 

我在2011年回到大林慈院後，看到了嘉義地區老人失智的問

題，不只是醫師在醫院幫他做個檢查、給他藥吃就可以解決問

題的，因此為此成立了失智症中心。

隨著醫療環境的改變，醫師的處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因為科

技發達，很多知識只要打開手機、電腦，就可以輕易取得，但

醫師最珍貴的是豐富的經驗，醫師要被人尊重，要有讓人尊重

的條件，不能有太多的計較，更要有一點慈悲心。現在越來越

發覺，當醫師到最後所面對的絕不是醫療技術，除了會看病、

會開刀、會用藥之外，還必須去解決病人生命的問題。

病人的痛苦除了疾病之外，還包括整個家庭彼此之間互動產生

的摩擦，疾病末期子女的照護等，不只是單純的用藥、檢查就

能夠提供安慰的，此時病患及家屬需要的是宗教師，或是心靈

導師，如果醫師在醫術之外，還能給予心靈輔導，才能真正安

撫到病人及家屬，因為只有醫師講的話是他們最願意聽的，能

夠安撫人心的醫師，才真的叫「大醫王」。

近來努力在社區奔走，有時回到家倒頭就睡，身體的疲乏是必

然的，但是到了第二天，事情來了還是會生龍活虎去做，因為

從別人身上感受到善與美，看到鄉村中老人家的喜悅，心中也

充滿很多美善的迴響，這就是讓我一直走下去的動力啊！

文／曹汶龍　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主任



第四章  美不勝收

病人苦，

照顧的人，也辛苦！

在母親節這天，

感受心地的低鳴，

以愛相濡。

她們像是忘年之交！

護理同仁的辛苦，志工最清楚。

當有苦難言時，一個愛的膚膚，

就能用燦爛的笑迎接下一次挑戰。

我 都
知道

忘年知己



跨出醫院服務更多，

跟隨人醫會的腳步上山往診。

不僅醫病，

更順道了解他們的生活，

醫病更要醫心。

人比花嬌

那純真、讓人不捨的，

是孩子的笑與淚。

在病房的一隅，

為妳準備一份驚喜，

在醫院的小旅程中勇敢度過。
挑禮物囉！ （莉婷與小病人互動）



[我想對醫師說] 

……我的腰部腿部病痛數年尋遍各大教學醫院名醫動了大大小小5次手術，

仍無法改善，每天仍然過得痛苦萬分，回診原來醫師也都找不到解決辦

法，可以說已經束手無策，日子可以說是過的度日如年，終日只能以淚洗

面。

直到好鄰居介紹楊昌蓁醫師，鄰居的大力推薦，更讓我跟家人燃起了希

望，楊醫師的耐心問診，細心診斷可以說是讓我們印象深刻，並沒有因為

目前的難症困境而將我們拒之門外，反倒是抽絲剝繭的從厚厚好幾份病歷

摘要跟影像報告找出可能的原因，並且詳細的解釋，讓我們非常的信任楊

醫師，接受他之後的治療計畫。

所謂的醫者醫心，光是第一次看診完楊醫師就給我們很大的信心，給了我

們能治癒的希望，他就是具有這樣的能量，讓人覺得安心，經歷好幾次的

討論跟驗證測試治療，終於找到真正的病灶，也在之後順利的完成了第六

次的手術，終於緩解了我多年的疼痛，內心的感謝真的無法用言語來形

容……

                                                陳姓病人 2018.1.10

[醫師心內話] 黃介琦｜整形外科

要講病人聽得懂的話！每個病人的情況、背景都不相同，醫師該

試著去了解，然後才能進一步說出病人聽得懂的病情與治療解

釋。對病人親切地解釋清楚，醫師不應不高高在上。

為了病人，在星期天也要查房，讓他們成為幸福的病人。自己始

終相信，醫師的快樂，是來自於病人對治療的滿意與快樂！

第五章 醫病之間



[醫師心內話] 楊昌蓁｜骨科

當你坐在診間裡，看到很多病人掛號進來看診，通常只會專

注在疾病的診斷上，至於病人的家庭環境、心理狀況，是看

不到也不易關心到的，若醫師能給病人更多一點時間，感同

身受病人與家屬的心情，了解案家的困難、找出病人不肯接

受治療的原因，即使醫療上未能得到解答，也能對個案保持

更積極的關懷。

不要輕易讓他們從自己手中流去，病患也許就能對生命與醫

療懷抱信心，自此期許自己，要更加「用心」。

[我想對醫師說] 

我在3月7日至3月16日住院期間，感謝主治醫師黃介琦的秘傳

金匱江本人左腋下及左臀處腫瘤切除，並於術後由7B的護理

人員及實習護士們的細心照料；施打抗生素、傷口清潔及更

換藥物，讓本人得以康復，在此獻上最真摯的謝意，感謝這

群辛勤奉獻的白衣天使們…。

                                                                           

                                          謝姓病人      2018.03.21



[醫師心內話] 許鈞碩｜婦產科

我們只是做該做的事，不能因為病人的病況棘手(如：婦科腫

瘤)，就拒絕處理，也不能明知病人不需手術，還硬要開刀。

遵循guideline，找出最適合病人的治療方式，不over也不

under，才能讓病人安心。雖然說，有幾分證據做幾分事，

但，有時會有例外，這時候，更要細心評估，把對病人的傷

害減至最低。

醫 療 技 術 總 是 日 新 月 異 ， 身 為 醫 師 ， 也 要 時 時 自 我 更 新

(update)，就像手術從過去的開多孔、三孔，演進為單孔甚

至無孔(自然孔)手術，對病人也是福音。我期許自己，要努力

向前，半點不能懈怠，不進則退，為更多病人拔除病苦、找

回幸福。

[我想對醫師說] 

許醫師.您好：

我是一個容易緊張的病患，謝謝您在術前看診時詳細解說。

手術時所費之時間極短，中途還謹慎地請外子入手術房說明

不開尿道的原因，這些舉動都讓我及家屬十分安心。術後第

一晚入住四人房時，雖然我吐得昏天黑地，但清醒時仍會聽

到隔壁病患們起此彼落對許醫師醫術高明之讚譽聲，我何其

有幸讓您親自執刀，又只有開一個洞切除子宮。目前復原狀

況良好，準備下一周又可以上班了。這項手術對您而言是牛

刀小試(術)，但對我來說是大事一樁，真的謝謝您解決了我

這一年來身體的不適與困擾，對於您的感恩之情是無以名狀

的，這兩天晚上我已能和先生在住家附近的校園輕鬆愉悅的

散步。謹以一份小點心聊表滿滿的尊敬及謝意。順祝  平安！

                                            廖姓病人 敬上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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