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飲食攝取與肝癌之相關性
飲食習慣可以減少肝癌的發生

肝病為國人常見健康問題，護肝可謂全民運動。因此，許多宣稱有保肝療效之藥物及健

康食品充斥市面，足見民眾需求。

肝癌飲食原則如下：

1.維持理想體重，攝取應達到營養需求量。

2.清淡少鹽，避免醃漬、燻烤及加工食物。

3.適當選用黃豆蛋白，以植物性來源蛋白質取代部份肉、魚類攝取。

4.禁止飲酒及吸菸，避免來源不明的保健食品及中草藥。

5.注意易發霉之食物攝取（可能產生黃麴毒素），如玉米、花生等。

6.食慾不佳時，應少量多餐，選擇營養密度高之食物，如蔬菜類的有菠菜、。

7.高纖飲食可避免便秘，足量蔬果以增加抗氧化物質補充。

最近一篇刊登在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期刊的研究結果表示，根據歐

洲癌症營養前瞻性調查（Europe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to Cancer, EPIC），每天飲用四

杯（600mL）咖啡相較於每日僅飲用兩杯（300mL）者可顯著降低罹患肝癌之風險；主要作

用於降低發炎指標而減少肝臟損傷。此外，亦有多篇文獻指出多種飲食相關因子可減低肝癌

的危險性，例如飲食中富含魚類、白肉、ω-3脂肪酸等。而多攝取蔬菜也對防止肝癌發生有

益，研究證實每天增加100g的蔬菜攝取可降低8%罹患肝癌的相對風險；但應注意若是增加水

果攝取並未有此好處。因此，地中海飲食型態對於預防肝癌發生也具有相當程度的效果，建

議民眾在選擇保肝護肝的方法時可參考。

文/營養科 羅詩晴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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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防治中心傅文玫組長，

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防癌尖兵個人獎

本院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4年度口腔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一組第一名、乳癌困難挑戰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名

胸腔內外科病房林佳樺護理師，以「甜甜圈」

參加2016年全國品管圈短文競賽榮獲佳作獎

■醫療部陳志毅 副院長

  當選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第九屆理事

■職業醫學科陳俊傑 主任

  當選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第九屆理監事常務理事

■大腸直腸外科黃啟洲 主任

  當選大腸直腸醫學會理事

■口腔醫學部余權航 醫師

  當選104年度社會優秀青年並接受全國表揚

恭賀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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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菸毒 防愛滋」宣導活動
愛滋病衛教室於大學內辦理活動

洗手預防腸病病毒活動
麥當勞叔叔與本院孩童一起洗手預防腸病毒

達文西微創手術體驗營
8月20.21日吸引全國醫學生參與，藉實地操作
先進儀器，減輕對外科恐懼，進而培養外科人才
，提升國內外科醫療環境

大腸直腸癌病友會
9月3日由黃啟洲及丁文謙醫師、陳詩欣社工師
提供癌術後照護對策及經驗分享，獲得癌友
熱烈響應

活力媽媽舒壓教室
專業物治師為孕婦設計各式運動，增強
肌力、耐力，減緩孕期不適

乳癌病友會
6月18日由姚忠謹及陳昭宇醫師、康銘文物治師
陪伴癌友分享經歷、復健運動，氣氛熱烈溫馨

家庭暨社區醫學部-職場戒菸講座
張肇烜醫師和戒菸護理師至台中新光三越舉辦

藥劑科-用藥安全及反毒宣導
童俊欽藥師至台中市召會(教會)老年人宣導

友好協議締約典禮
與陝西省商洛市中心醫院及雲南省騰衝市人民醫院締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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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與讚美

病患家屬感謝安寧緩和醫學科周希諴醫師、安寧緩和病房全體醫護同仁及陳詩欣社工
師及志工們的照顧，讓病患在最後一段路感受到安心、溫暖，不是孤獨無助、徬徨、不知所
措，而是安詳平靜的離開，感謝您們愛心、耐心、細心、恆心及如此用心的對待。

非常感謝胸腔外科蘇建銘醫師、葉淑慧專科護理師及核醫14樓病房全體護理人員，你
們的愛心、耐心及辛苦的照顧；蘇醫師連星期六、日個人休假日都來巡房詢問病人狀況和恢
復進度，擔心病人病情。                                                 病患李先生

感謝心臟外科吳怡良醫師及王仁愛專科護理師的細心呵護，讓病情恢復十分快速，很
開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病患江先生

病患家屬讚美小兒科許績男醫師一直留心注意孩子的狀況，確診後馬上投藥，讓病情整
個改善，有您的照護，讓家屬很放心。住院期間也感謝李育菁護理師、曾佩文護理師、蔡伊
萍護理師及張雅嵐護理師的照顧，患者一有狀況，護理師們都給予很專業的照護，孩子哭鬧
也很有耐心的處理。

讚美婦產科沈煌彬醫師細心、耐心的看診及解釋病情，解決我多年四處求醫都無法解決
的困擾，很高興遇到可以信任的醫師，非常感謝沈醫師。也感謝門診陳美雪護理師的協助。                                                                                           

                                                                  病患廖小姐

感謝李祖信醫師團隊這一路上的耐心與用心，及第三加護病房全體護理同仁細心照護我。
                                                                   病患劉先生

謝謝內科9樓病房的曾瓊誼護理長為人親切熱心，護理站管理得很好，也熱心幫助其他同
仁一同完成工作，使病患得到完善的照顧。周貞秀護理師照顧病患非常有耐心，親切的問候
關心，使病患和家屬感到非常放心。邱苡禎護理師熱心協助和親切的問候，技術優良，非主
護依舊熱心互相幫助，讓病患得到最好的照顧。郭雅萍護理師很親切，對於藥物資訊熱情主
動告知，讓病患與家屬感到放心。張雅惠護理師溫暖、有愛，熱心幫助其他護士一同完成病
患事物。                                                               病患柯先生

病患家屬感謝核醫9、11、17樓病房全體醫護同仁，在患者反覆住院期間的細心照顧。                                                                       

感謝放射腫瘤科曾顯群醫師、吳俊玠醫師、楊蕙芳護理師及全體醫護同仁，深深感謝醫
療團隊的用心照顧，能讓我不再有恐懼感，勇敢面對治療。                   病患林先生

感謝核醫12樓病房的邱雪鞠護理師及王蕙櫻護理師十分細心、耐心的照顧，謝謝你們言
語柔和，體恤病人心情，視病如親。                                       病患陳先生

謝謝藥劑科門診組全體同仁，提供快速領藥並詳細解說。                 病患李先生

讚美藥局迅速發藥並說明服藥時間及注意事項，對於服用多種藥物的我來說相當貼心，
是一種保障。                                                           病患陳先生

感謝曾同弘藥師詳盡解說用藥。                                       病患王小姐

讚美檢驗科張祐禛檢驗師抽血技術很好。                               病患張小姐

讚美事務組劉勇志組長很有禮貌的請插隊人員前往排隊，並調節插隊糾紛，EQ非常高。         
                                                                   家屬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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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徵求! 期待醫療更安全的你!

「病人安全」是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重視的議題之一，希望透過徵

文，瞭解民眾、病人或家屬對病人安全之想法，藉由互相交流及分享

之方式，提升本院病人安全。投稿內容以病人安全為主，舉凡用藥、手

術、檢查、照護或其他事件均可，亦可分享對病人安全的相關想法。

文長八百字以內為宜，本刊編輯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來

稿請email至cshp731@csh.org.tw，並註明真實姓名、年齡、身分證

字號、聯絡電話、筆名。文稿一經採用，均酬稿費。

105年10月-105年11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聯絡人 學分

105.10.03 13:00-15:00 X光教學 江自得主任
行政7樓4706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105.10.05 12:30-13:30

醫學倫理議題探討：

台灣藥物過敏

之現況

林口長庚醫院

皮膚科主任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黃倩瑜

34115
無

105.10.06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

視訊研討會-

急診安寧

奇美醫學中心

全人醫療科

翁子傑主治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5積分

105.10.12 12:30-13:30 學術演講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心臟內科

林明正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學會

5積分

105.10.17 14:00-15:30 X光教學 楊思標教授
行政7樓4706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105.10.19 12:30-13:30 學術演講
台北榮民總醫院腎

臟內科唐德成主任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學會

5積分

105.10.24 13:00-15:00 X光教學 江自得主任
行政7樓4707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105.10.26 12:30-13:30 學術演講
中山附醫腫瘤內科

吳銘芳主任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學會

5積分

105.11.08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

視訊研討會-

個案報告

衛福部雙和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5積分

105.11.09 12:30-13:30 學術演講
中山附醫神經瘤

內科周希諴主任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學會

5積分

105.11.16 12:30-13:30 學術演講
中山附醫神經內科

曹昌堯主任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學會

5積分

105.11.23 12:30-13:30 學術演講
中山附醫腎臟內科

吳勝文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學會

5積分

105.11.24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

視訊研討會-

個案回覆

大林慈濟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5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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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院區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39595

■文心院區 (口腔醫學研究中心)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1866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電話：04-22621652

醫療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