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掌大小/份)，便可攝取足量的EPA和DHA。

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魚類，包括鮭魚、鯖

魚、鯡魚、沙丁魚、長鰭鮪魚。小孩和孕

婦最好避開汞含量高的魚類，這種重金屬會

影響大腦的發育以及神經系統功能，例如鮪

魚、旗魚、鮭魚屬洄游魚類，吃小魚維生，

位處食物鏈頂端，累積汞含量較高。衛福部

制定的「水產動物類衛生標準」中，鯨、

鯊、旗、鮪魚、油魚等五種食物鏈高階魚

類，甲基汞容許值為2ppm，鱈魚、鯛魚、

比目魚等18種魚類則為1ppm，其他魚類、

貝類、頭足類、甲殼類為0.5ppm。

對 於 素 食 者 ， 可 補 充 植 物 來 源 的

omega-3脂肪酸，主要為α -次亞麻油酸

(ALA，alpha-linolenic acid)常見於黃豆製品

(豆腐)、胡桃(walnuts)、堅果、亞麻仁子、

奇雅子、大麻子等種子中；ALA在體內需經

轉換才能成為具有功效的EPA和DHA。若吃

太多亞麻油酸(LA, linoleic acid)，如：大豆

油、沙拉油、花生油，則會抑制ALA轉換成

EPA與DHA的效率。建議素食者LA：ALA的

比例不要超過4：1，才有優化轉換率。美國

制定的ALA攝取量，女性每日1.1克、男性每

日1.6克。

愛斯基摩人生活於永凍的北極圈，除

了習慣生吃魚與肉之外，沒有五穀或蔬菜

等植物性食物來源。北極天寒地凍，種不

了蔬菜水果，全肉食的愛斯基摩人，脂肪

占總飲食的70%以上，其餘30%是蛋白質，

但卻很少聽說他們罹患「慢性疾病」，也

不會有心血管病變的困擾，為何這些高油

脂食物，沒有造成他們身體的不良影響，

引起許多科學家的興趣。

細探發現愛斯基摩人長年以深海魚

類為生，像是魚和海豹這些北極動物，

它們體內不飽和脂肪酸(即omega3脂肪

酸)的含量非常高，其中的二十碳五烯酸

(Eicosapentaenoic acid，EPA)和二十二碳六

烯酸(Docosahexaenoic Acid，DHA)成分，都

是有效降低動脈血管壁發炎反應的物質。

由於愛斯基摩人吃『好的脂肪』，所以他

們的青少年不長青春痘、成年人也不得心

臟病，而這天然好油，也就是魚類體內萃

取出的『魚油』。

多 吃 魚 有 益 健 康 ， 美 國 心 臟 學 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建議成

人每星期可吃兩~三道魚類餐點(量約女性手

文/營養科 趙佩君 營養師

魚油 (fish oil)的建議、
素食者該如何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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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與DHA這兩種Omega-3脂肪酸可以

抑制血小板合成，並減少血管收縮，降低血

管內促進血栓形成的因子生成，同時修復血

管內皮調節收縮舒張的控制系統，改善高血

壓的症狀。美國心臟學會AHA於2003年將

Omega-3脂肪酸正式列入治療指引內，指引

中指出每日攝取0.5-1.8克的EPA+DHA能夠

有效降低心臟相關疾病死亡率(mortality)；

對於患有冠狀心臟疾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的病人，AHA建議一天補

充1克的EPA+DHA；此外，三酸甘油脂

(triglycerol，TG)偏高的族群，一天補充2-4

克的EPA+DHA可降低TG 20-40% (表一)。

Omega-3脂肪酸是細胞膜的重要成分，

在調節細胞功能與免疫反應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因此在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心肌

梗塞、癌症及自體免疫疾病等方面已有廣泛

的應用。根據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指

出，omega-3脂肪酸無論是由食物攝取或額

外補充，建議每天不超過3公克，以防範可

能增加出血時間的不利影響。

★使用魚油的禁忌：

(1)對魚蝦或海鮮過敏者請小心魚油製品。

(2)魚油會增加血流時間，患者凝血功能異

常或正在服用阿斯匹靈(aspirin)或華法林

(warfarin)抗凝血劑治療者，在開始或改變

魚油(omega-3脂肪酸)劑量時，需監控凝血

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INR)的變化。

表一、AHA Recommendations for Omega-3 Fatty Acids In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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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Impairment)、輕度(初期)、中度(

中期)、重度(晚期)，其輕度知能障礙為正常

老化到失智症開始，存在著一個過渡區域，

約10％-15％會發展為失智症。

 

四、早期症狀：失智症十大警訊

台灣失智症協會網站有「AD8 極早期失

智症篩檢量表」提供民眾檢測以增加早期診

斷失智症的機會。美國失智症協會提出了失

智症十大警訊，如下：記憶力減退影響到生

活、計劃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無法勝任

原本熟悉的事務、對時間地點感到混淆、有

困難理解視覺影像和空間之關係、言語表達

或書寫出現困難、東西擺放錯亂且失去回頭

尋找的能力、判斷力變差或減弱、從職場或

社交活動中退出或情緒和個性的改變。

若發現家裡的長輩出現了所列十大警訊

時，建議立即尋求專業的神經內科或身心科

醫師進行完整的檢查和診斷，千萬不要以為

這是老化的必然現象而延誤治療時機。

一、失智症現況如何？

全球人口正快速的老化，失智海嘯來

襲，失智症的預防、診療與照顧已成了台

灣社會的重大課題。為什麼會得失智症？

得了失智症該怎麼治療？失智年長者出現

多疑與躁動行為，該怎麼照顧和陪伴？在

已開發國家中，阿茲海默症是相當耗費社

會財政補助的疾病之一，若及早診斷並透

過藥物治療或調整照護技巧，對於病患及

家人的生活品質有極大助益。

    

二、失智症有哪些類型？阿茲海默症是常

見的失智症之一

在失智症的分類上，大致分為兩類：

神經退化性、血管性，但病患有時會存在

兩種或以上的病因，其中以神經退化性中

的阿茲海默症比例佔最多約54%，血管性失

智症佔16%。國內臨床發現，阿茲海默症常

混合著血管性失智症一起發生(又稱為混合

型）。

 

三、阿茲海默症的病程發展？

阿茲海默症患者的病情發展，從輕度

(初期)症狀，逐漸進入中度、重度、末期

症狀，疾病退化的時間不一定，有個別差

異。患者的平均壽命約為10年。但亦有患

者存活到20年之久，這種疾病的發展速度

跟診斷時的年齡及患者當時的身體健康情

況亦有關係。

阿茲海默症可分為輕度知能障礙 (Mild 

文/藥劑科 鍾佩珣 藥師

淺談阿茲海默症 失智不失志

(圖一)地中海型飲食1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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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預防失智症的發生？

目前沒有藥物可治癒失智症，民眾應積

極在生活中增加大腦保護因子，如多動腦、

運動、社會互動和地中海型飲食(圖一)維持

健康體重，同時遠離失智症危險因子，如：

三高 (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血糖)、頭部外

傷、抽菸和憂鬱，有助於降低並預防罹患失

智症的風險。

 

六、目前有哪些藥品改善記憶不好？

在治療阿茲海默症上分為藥物治療與非

藥物治療，透過治療增進患者的生活品質，

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一)藥物治療

治療藥物主要改善患者的認知功能─膽

鹼酶抑制劑(如愛憶欣、憶思能)及NMDA受體

拮抗劑(如憶必佳、威智)，希望能減緩患者

心智功能退化的速度。另外，其他藥物包括

抗精神病藥物(如理思必妥)、抗憂鬱劑(百憂

解、樂福得)等，用於改善患者的精神行為

症狀。

(二)非藥物治療

藉由環境的調整 (熟悉、穩定、有安全

感)、活動的安排、溝通方式的改變、認知訓

練、懷舊療法、亮光、按摩、音樂治療、芳

香療法、寵物治療和藝術治療等非藥物照顧

方法，也能改善病人的精神行為症狀。

 

七、結語

若阿茲海默症病人能及早發現、治療，

透過藥品治療能減緩患者心智功能退化的速

度，還有藉由衛教講座傳達病人和家人失智

症的居家照護和用藥知識，對於病患及家人

的生活品質有極幫助。

本院藥劑科為使民眾了解失智症的預防

和照顧議題，也配合衛生主管單位的「友善

正確用藥教育概念推廣計畫」，在院內、學

校、社區，加強民眾對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

力認知，以及介紹失智症疾病和用藥知識。

醫院大廳正確用藥衛教 台中東興社區衛教講座 社區大樓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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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沒有眼睛不舒服，
需要定期眼底檢查嗎?

文/社區護理組-糖尿病衛教室 林育姿護理師

機器喀嚓、喀嚓兩聲拍出了眼底視網膜

的脈絡，「蔡小姐，您的眼底攝影拍好了，

麻煩您下次回診時詢問醫師眼底檢查的報告

喔！」我特別叮囑著來檢查眼底的病人。對

於不清楚糖尿病和眼底攝影之病人，我也會

衛教糖尿病慢性病發症－糖尿病視網膜病

變，提醒糖尿病病人一年至少一次的眼底彩

色攝影例行性檢查。

糖尿病是人體胰臟製造的胰島素生產

缺乏或胰島素阻抗所導致血糖上升的疾病，

是一種慢性病。由於醫藥的進步，糖尿病

病人已經可以獲得良好疾病控制和生活品

質。民國102年衛福部統計糖尿病的盛行率

為8%，估算每年約有150萬名糖尿病病人。

如果長期血糖控制不良容易發生神經、心

血管、下肢、腎臟及眼睛視網膜等相關病

變。長期的血糖上升有機會引起視網膜微細

血管病變，稱為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iabetic 

retinopathy)。幾乎所有第一型糖尿病病人

在15至20年後都會產生視網膜病變，其中

20~30%會導致失明；而第二型糖尿病病人超

過60%會有視網膜病變。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是成年人口中失明的最主要原因，惟有規律

就醫，透過衛教宣導篩檢重要性和定期眼底

檢查，才能即早發現問題，並給予治療和衛

教，以降低失明的機率。而我國衛福部已將

糖尿病眼底檢查執行率納入糖尿病相關照護

品質指標中，可見相當重視國人糖尿病人的

眼睛健康。

本院針對已診斷為糖尿病且使用糖尿病

用藥者，門診醫師可開立「內分泌科_眼底檢

查單」，病人持單至汝川大樓3樓的糖尿病衛

教室「非散瞳眼底檢查室」進行眼底彩色攝

影檢查與相關諮詢；如果檢查單遺失或忘記

帶時也不用擔心，可以持健保卡請糖尿病衛

教護理師協助查詢檢查單號並進行檢查。檢

查完畢後的影像由內分泌科醫師執行報告，

可於下次門診時解釋報告結果，若眼底攝影

檢查報告正常則一年規律追蹤一次；若檢查

報告異常或病人有任何眼睛不適，則轉介至

眼科門診進行散瞳眼底檢查和進一步的診

治，並依眼科醫師的評估來進行每三個月甚

至更密集的追蹤和治療。

常遇到來檢查的病人說「我沒有眼睛不

舒服，不用檢查吧？」，也有照完眼底彩色

攝影檢查有異常點狀出血的病人疑惑的說：

「可是我看得很清楚，沒有眼睛不舒服」。

一般來說，臨床上診斷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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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作視網膜攝影檢查才可判斷是否病變及其

嚴重程度，並非以病人肉眼看得清楚或模糊

來判別。

糖尿病病人該如何預防視網膜病變的發

生或惡化呢？無論是否已經發生糖尿病視網

膜病變，都應該將血糖、血壓、血脂肪和體

重控制於理想範圍內是很重要的。即使嚴格

控制，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還是有可能發生或

持續惡化而影響視力。

控制糖尿病的不二法門就是飲食、運動

及藥物控制，飲食控制必須均衡攝取六大類

食物、固定醣類份量、多攝取高纖食物、選

擇低脂食物和適量飲酒。運動可以降低血

糖、血壓、膽固醇，減少心臟疾病和中風危

險的因子；俗話說「要活就要動」，建議您

一周五天的規律運動中含有氧運動(健走、

跳舞、游泳、打網球、腳踏車等)、肌力訓

練(如舉啞鈴)和伸展運動。藥物控制是最後

一線治療方法，若醫師已建議需口服藥物或

注射胰島素時，務必遵照醫師指示用藥！

最後要提醒所有的糖尿病病人，因為糖

尿病初期沒有症狀，所以許多人沒感覺身體

不適而中斷治療、無規律就醫；卻在數年後

身體日漸疲倦或看東西越來越模糊時，發現

視網膜病變了。為了早期發現和早期治療，

切記每年至少一次眼底攝影檢查，千萬別等

有症狀才檢查、治療也為時已晚。願大家都

保有樂觀開朗的心來擁有健康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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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服務-
職業性腰椎椎間盤突出

文/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第一次遇見個案，是位中年、高大的

男性，但卻帶著痛苦的表情及跛行步態走進

職業病特別門診，看著病歷資料顯示”腰椎

椎間盤突出”，不禁令人好奇，個案是從事

何種工作?其疾病與工作之間的關聯性又是

如何呢？

個案表示腰痛延伸至右腳底麻已經1年

多，大多利用下班後接受復健，但症狀一直

沒有改善，最近連走路都很困難，經核磁共

振檢查確診為第四腰椎、第五腰椎椎間盤突

出，且決定接受手術治療。

收集個案的工作經歷：從事不鏽鋼剪

床技術員工作約10年多，每周工作5天、每

天8小時，工作時需經常性搬動不鏽鋼板材

到剪床機台，再將剪裁後的板材搬至旁邊放

置，之後還需清理並搬運剪裁後的不鏽鋼廢

料，每天工作中大部分時間重複這些工作內

容，屬於負重型工作。言談之中，個案也難

過地表示手術後必須休息一段時間、無法工

作相當不安；這就代表家中主要經濟來源的

他，會沒有收入！

在安撫個案的情緒後，個管師提供職

業病認定流程、勞保職業傷病通過後的就醫

優惠(可減免部分負擔)、不能工作期間的傷

病給付(薪資補助)等資訊，讓個案了解勞保

對職業傷病勞工的照顧。

個案管理師協助和公司溝通、說明職業

病認定流程，與職業醫學專科醫師一同至公

司進行工作資料收集，並取得公司提供個案

工作報表，證實個案的工作量與工作危害，

已達勞保職業病認定標準，後續撰寫職業病

評估報告書，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開立勞保

傷病診斷書，讓個案送件至勞保局審核。在

個案術後、準備返回工作前，我們也協助轉

介到中山附醫中興院區的工作強化中心，進

行每週2次的工作模擬與強化訓練，目的在

強化核心肌群、作業姿勢調整，總共訓練2

個月後，個案也順利返回原職場。

個案於術後

休養了181天，

勞保傷病給付共

申請185403元，

透過本院職業傷

病防治中心的個

案管理服務，讓

個案在術後休養

期間的醫療及經

濟負擔，以及準

備返回職場前的

工作準備都能安

心且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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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為個案從事不鏽鋼剪床工作>

中山附醫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簡介及服務內容

˙中心簡介

本院自民國97年起承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為目前國內

10家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之一。本中心結合院內相關臨床科別、職業衛生護理人員及工業安

全衛生專家、人因工程專家，主動與院內職能復建科及工作強化中心合作，並結合臨近區

域網絡醫院，透過個案管理師的協助，提供中部地區勞工朋友整合性、周全性、可近性的

診療服務。

服務項目

•職業傷病諮詢、診斷及認定服務

•職業傷病勞工治療後復健轉介

•職業傷病勞工復工評估

•職業傷病個案管理服務與追蹤

•勞工特別危害作業健康檢查複檢與衛教

•協助職業傷病勞工之工作能力評估與

   強化訓練轉介

•協助安排社工、心理、法律諮詢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個案管理師 諮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56208/5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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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照護中心   全民健保西醫巡迴醫療服務
社區：台中市南區長榮里、台中市南屯區大興里

地點：醒修宮、大興宮

社區健康照護中心   健康衛教講座
骨科林任家醫師，於台中市大里區東興里辦理「傷口照護」、「糖尿病病人突
發性高血糖」健康衛教講座。

達文西微創中心   膽道癌病友會
達文西微創中心彭正明主任邀集肝膽腸胃科蔡明璋主任、腫瘤內科呂學儒醫師
、放射腫瘤科周英香醫師、中西整合醫療科林榮志主任，共同為癌友、家屬及
有興趣的民眾，開設健康講座，民眾參予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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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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08-106年09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106.08.05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牙科

醫療服務牙醫師、
照護人員培訓課程(4)

張時中醫師/
謝名席語言治療師/

余權航醫師

口腔大樓B1
D05教室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繼續教育積分、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106.08.10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成大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106.08.11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
JENNIFER G. 

ROBINSON, MD, MPH
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106.08.16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 王賀立醫師
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106.08.17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牙科

醫療服務牙醫師、
照護人員培訓課程(5)

陳筱蓉護理師
口腔大樓B1
D05教室

劉佳怡
55336

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

106.08.18 13:30-16:30 臨床試驗中心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訓練課程(四)-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稽核重點

蔡世琳 經理
陳怡潔 經理
賴瓊慧 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2樓
0221教室

蔡孟潔
56228

1.「西醫師」、「護理師/
士」、「藥師」、「物理治療
師」、「檢驗師」學會申請
中2.醫療器材GCP教育訓練

時數(每場3小時)

106.08.19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

牙科醫療服務牙醫師、
照護人員培訓課程(5)

洪維德醫師/
黃左琪醫師

口腔大樓B1
D05教室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繼續教育積分、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106.08.20 08:40-15:50
台灣中醫

研精醫學會
中西整合治療
癌症研討會

張世良醫師/周英香醫
師/胡文龍醫師/許睿杰

醫師/彭正明醫師/
林榮志醫師

正心樓
0221教室

廖先生
24821

申請中

106.08.23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 林中生教授
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106.08.23 13:30~16:30 臨床試驗中心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訓練課程(五)-
醫療器材之未來趨勢

張慈映 組長
薛光瑩 經理

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2樓
0221教室

蔡孟潔
56228

1.「西醫師」、「護理師/
士」、「藥師」、「物理治療
師」、「檢驗師」學會申請
中2.醫療器材GCP教育訓練

時數(每場3小時)

106.08.24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專題案報告
安寧照顧協會

講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5積分

106.08.25 13:30-16:30 臨床試驗中心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訓練
課程(六)-醫療器材資訊
化管理暨資料安全監控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
所陳鋕雄教授/

衛生福利部資訊處
技監許明暉 技監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
樓2樓0221教室

蔡孟潔
56228

1.「西醫師」、「護理師/
士」、「藥師」、「物理治療
師」、「檢驗師」學會申請
中2.醫療器材GCP教育訓練

時數(每場3小時)

106.08.28 13:30-16:30 臨床試驗中心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訓練課程(七)-

醫療器材的研究倫理
與受試者保護措施

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創
會理事長郭英調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IRB行
政中心主任葛謹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
樓2樓0221教室

蔡孟潔
56228

1.「西醫師」、「護理師/
士」、「藥師」、「物理治療
師」、「檢驗師」學會申請
中2.醫療器材GCP教育訓練

時數(每場3小時)

106.09.01 13:30-16:30 臨床試驗中心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訓練
課程(八)-提升醫療器材
臨床試驗執行品質與

跨院合作機制

盧青佑  博士
吳造中 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
樓2樓0221教室

蔡孟潔
56228

1.「西醫師」、「護理師/
士」、「藥師」、「物理治療
師」、「檢驗師」學會申請
中2.醫療器材GCP教育訓練

時數(每場3小時)

106.09.02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牙科

醫療服務牙醫師、
照護人員培訓課程(6)

何世偉醫師/
吳肇鑫醫師

口腔大樓B1 
D05教室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繼續教育積分、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分

106.09.05-06 08:00-18:00 急診醫學部、醫教部
106年第3次高級心臟
救命術(ACLS)_需費用

趙志中醫師等
行政12樓及
4樓臨技中心

林秀琴
34523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急診醫
學會教育積分、內科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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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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