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生素能有效的阻止細菌的傳播，拯

救了無數的生命。隨著醫學進步，抗生素

漸漸的被廣泛使用，所謂「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若沒有節制的濫用抗生素，結

果就是讓細菌產生了「抗藥性」，更有所

謂的「超級細菌」出現，此抗藥性細菌至

今沒有抗生素可以對抗。

為避免在日後產生更多的「超級細

菌」，建立正確使用抗生素的觀念是很重

要的，以下就來介紹何謂抗生素，以及使

用抗生素的正確觀念。

一、什麼是抗生素？

抗生素是一種能抑制細菌生長或是殺

死細菌的藥物，最早是在1928年由弗萊

明發現的，他從被黴菌汙染的細菌培養皿

中，發現黴菌會分泌一種物質抑制周邊的

細菌生長。1938年第一個抗生素-青黴素被

正式提煉出來。爾後，經過無數學者的努

力，發明了更多種類的抗生素，以對抗不

同種類的細菌。

二、抗生素種類：

抗生素的種類有很多種，而不同的抗

生素所對應的感染症狀有所不同。基本上

抗生素分成抑制細菌生長與直接殺死細菌

兩大類；抑菌型的抗生素，雖然無法直接

殺死細菌，但藉由控制細菌的生長，能讓

正確使用抗生素
文/藥劑科 施威廷、高俊皓、林庭芳 實習藥學生

免疫系統有效的殺死細菌，而達到感染症狀

的緩解。殺菌型的抗生素，雖不一定比抑菌

型的效果好，應依據不同的菌種去選擇最合

適的抗生素，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它們的

機轉分別如下：

1.抑制細菌細胞壁合成：

此 類 型 的 抗 生 素 大 多 為 殺 菌 型 抗

生 素 ， 如 青 黴 素 ( P e n i c i l l i n ) 、 頭 孢

菌 素 ( C e p h a l o s p o r i n s ) 、 單 環 菌 素

(Monobactams)、碳青黴烯類/碳醯胺基類 

(Carbapenems)、萬古黴素(Vancomycin)、

枯草菌素(Bacitracin)等，透過抑制細胞壁

重要物質之生成或干擾細胞壁上的連結，

達到殺死細菌的作用。

2.抑制細菌蛋白質合成：

此類分別有抑菌型與殺菌型，如四環黴

素(Tetracycline)、巨環類(Macrolide)、

灰黴素(Chloramphenicol)、林克醯胺類

(Lincosamide)都屬於抑菌型；而胺糖類

(Aminoglycoside)屬於殺菌型。它們大多透

過抑制或干擾核糖體30s與50s的次單元，

達到抑制細菌生長與殺死細菌的作用。

3.抑制細菌核酸合成：

這類也可分為抑菌型與殺菌型，如磺胺類

(Sulfonamide)是抑制葉酸的合成；而喹諾

酮類(Quinolone)、甲硝唑(Metronidaz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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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利福平(Rifampin)則是抑制DNA與RNA

的合成、DNA旋轉酶的作用造成細菌的死

亡。

4.改變細胞膜的通透性：

此類為殺菌型，只有多黏菌素B(polymyxin 

B)屬於多肽類，能破壞細胞膜的完整性。

三、使用抗生素正確觀念：

1. 使用時機：抗生素主要是針對細菌感染，

非細菌所造成的感染是無法藉由抗生素來

治療的。民眾容易對「消炎藥」與鎮痛消

炎藥混淆，只有在細菌所造成的發炎，才

能藉由抗生素來消炎，不是所有的發炎都

可以用抗生素來當作「消炎藥」。

2. 抗生素三不政策：

a.不自行購買：抗生素是屬於處方用藥，

切勿自行至藥局購買，必須經由醫師專

業判斷與檢驗，才能知道是否需要使

用，以及選擇適當的抗生素。

b.不主動要求：有些人可能會把抗生素當

成一般的消炎藥或退燒藥，在求診時主

動要求醫師開立。服用不必要的抗生素

不但會造成身體的負擔，還可能會產生

副作用；此外還會使得體內的正常菌叢

受到抗生素的摧殘，免疫能力反而越來

越差；還有，抗生素的濫用更會造成藥

品資源的浪費，成為全民共同的負擔。

c.不隨便停藥：

抗生素的使用一定要按時服藥，並且服

完整個抗生素的療程，不可以因為症狀

有所改善而自行停藥，這樣會造成細菌

殺不死，甚至有機會產生抗藥性。

3.四環黴素及喹諾酮類會與牛奶、胃藥等含

  有金屬離子的東西產生螯合，所以兩者不

能併用，必須前後間隔兩個小時。

4.吃藥只能配服白開水，不能併服茶葉、果

 汁、亞培等飲料，最好間隔兩個小時以

  上。

四、抗藥性：

若抗生素使用不當，不但無法完全殺

死細菌，還會使存活的細菌得以喘息，並以

基因構造突變產生頑強的變種，甚至產生超

級細菌，終使抗生素喪失藥效。如果被原本

相當容易治癒，卻已產生抗藥性的細菌所感

染，將使治療過程變得非常棘手。

隨著抗生素被廣泛的使用，如何預防抗

藥性的產生也漸漸變成一門重要的課題，認

識抗生素並且遵照「三不政策」正確使用，

成功有效發揮療效、治癒疾病，還給我們一

個健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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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寶貝健康，由飲食開始

近年來食安問題頻傳，從毒奶粉、塑化

劑、黑心油到芬普尼雞蛋，甚至2017年12

月初爆發法國乳品大廠（Lactalis）生產之

嬰兒奶粉受沙門氏菌汙染而全球性下架的事

件。顯示除了政府對食品安全具有把關的重

要性外，民眾也應具備一定的敏感度，防範

未然。

最 近 一 篇 刊 登 在 P e d i a t r i c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 & Nutrition期

刊的研究結果表示，針對嬰兒腸絞痛的問

題，使用低乳糖、部分水解蛋白及含益生菌

（Bifidobacterium lactis BB12）及其共生質

（galacto-oligosaccharides, GOS）的配方奶

粉可有效改善；除可降低嬰兒每日平均啼哭

時間之外，也顯著提升照護者的生活品質。

但此類配方因含活菌故不建議高溫沖泡，因

此仍有衛生安全之疑慮。

而台灣兒科醫學會嬰兒哺育委員會，在

2016年根據目前已有的實證研究，對嬰兒

哺育建議中提出：配方奶有時含有微量可能

致病的細菌，包括阪崎腸桿菌（Cronobacter 

s a k a z a k i i）與沙門氏菌（Sa lmon e l l a 

enterica）。雖然阪崎腸桿菌和沙門氏菌在

乾燥的奶粉中不會生長，但可以存活很長時

間，阪崎腸桿菌甚至存活長達一年。而加水

泡製的配方奶會提供病原體理想的生長環

境，但若貯存在低於5℃的溫度，可防止阪

崎桿菌或沙門氏菌的生長。

因此沖泡配方奶需符合衛生原則包括：

使用煮沸的水，即使是市售瓶裝水也需要煮

沸；並禁止以微波爐煮水，因為溫度內外不

均，內部過熱的水可能導致燙傷。需在攝氏

70度左右沖泡配方奶後用水龍頭沖水，或

在冷水、冰水內浸泡以快速降低奶水溫度；

且在沖泡後2小時內使用完畢。

另 外 ， 可 持 續 純 母 乳 ( e x c l u s i v e 

breastfeeding)哺餵或使用配方奶哺育至4-6

個月大，於實際年齡或矯正年齡滿4個月

（17週）到6個月（26週）開始添加副食

品，避免營養不良之風險。

文/營養科 羅詩晴 營養師

1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營養與健康



添加副食品，可使寶寶獲得均衡的營養

及微量元素（如鋅、銅、鐵），以滿足成長

中之需求；並訓練寶寶咀嚼及吞嚥的能力。

在介入副食品時，以往觀念為先以米食為

主，避免麩質過敏問題；但2016年歐洲小兒

消化醫學會（ESPGHAN）提出新的準則，研

究顯示不論早期或晚期給予嬰兒含麩質之副

食品對於其發展出乳糜瀉（Coeliac disease）

的風險並無顯著差異。

另外提出一項新穎的觀點，不可將市面

上販售之無麩質食品（Gluten-free foods）認

為可取代正常飲食的〝健康食品〞；因為一

般商業化之無麩質食品大多較原食品高油高

糖、低蛋白質且營養價值較低。即使是患有

麩質過敏之兒童，仍應依照營養師指示或建

議，審慎使用此類產品，維持均衡飲食，以

供生長所需。

除 了 上 述 建 議 ， 美 國 兒 科 學 會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亦

與ESPGHAN共同提出一歲以下嬰幼兒，勿接

觸蜂蜜以降低肉毒桿菌風險；此外盡量減少

一級致癌物無機砷攝取，因此應避免讓嬰幼

兒食用米湯。

2017年5月，AAP更建議1歲以下孩童

禁喝果汁，以減少齟齒風險及高糖分致過多

熱量攝取；1歲至3歲孩童每天果汁飲用量不

超過4盎司（約120毫升）；4至6歲孩童每

天果汁飲用量應小於4-6盎司（約120～180

毫升）；7-18歲兒童，每天不得超過8盎司

（約240毫升）。

綜合以上意見，添加副食品時應以天

然、新鮮食物來製作，並減少額外使用調味

品；運用食材本身的風味或顏色，即可製作

出多變化性及營養豐富的食品或點心。

如上圖左為紫薯玫瑰小饅頭，於寶寶長

牙時可作為手指食物，可添加南瓜或番薯等

食材帶有甘甜香氣；上圖右為果香藍莓小豬

造型可愛，口感酸甜交織，很受小朋友歡迎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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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之介入與運用
思覺失調症三部曲

文/身心科 黃惠玲 專科社工師

「為什麼會是我！」一個罹患思覺失調

症患者的怒吼！

小齊(化名)是一位正值青春年華的青少

年，心中編織著對未來的美麗藍圖。某天，

一人獨自在房裡，耳邊傳來吵雜的對話聲，

一開始不以為意，但漸漸地聲音出現的頻率

愈來愈高。小齊怕父母擔心，不敢告訴父

母，只有跟一位知心好友透露。

日子一天天過去，耳邊的聲音逐漸影響

小齊的日常生活－睡眠、情緒。父母開始察

覺異常，詢問下才知道小齊的困擾，趕緊帶

著小齊四處求神問卜，但仍舊沒有改善。後

來因緣際會下，得知本院身心科門診的就醫

資訊，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帶著小齊前來

就醫，經過醫師診斷，確診了小齊為「思覺

失調症」患者。

在診間，小齊及父母了解何謂思覺失調

症後，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母親開始責怪

自己是否懷孕時亂吃東西？還是學校交友出

了差錯？

於是，社工開始介入小齊的家庭，先

給予小齊及父母情緒支持，並告知思覺失調

症雖然是一種慢性疾病，但只要遵從醫囑治

療，可以獲得控制，小齊也可維持正常的生

活。

以下將思覺失調症大致分為三個時期，

分別是：「初次發病期」、「復發期」及

「慢性化期」所需介入之資源做簡單的介

紹。

一、初次發病期

1.一旦確診為思覺失調症患者，若持續

就醫至少6個月以上，可與主治醫師

討論是否向健保局提出「重大傷病

卡」之申請，以減輕長期就醫的部分

負擔。(註：精神科的重大傷病卡不會

直接註記在健保IC卡，而是另外發紙

卡，以保障患者的隱私)。

2.鼓勵病患及家屬參與「病友/家屬支

持團體」，藉由團體中其他成員的分

享，更了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心路歷

程，從中獲得支持。

二、復發期

1.許多患者會嘗試自行停藥或調藥，導

致症狀復發，影響患者日常生活，增

加家屬照顧負擔。因此，建議經常反

覆復發的患者，可與主治醫師討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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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入住急性病房治療調整用藥，待藥

物調整至最佳劑量(藥效發揮最大值，

副作用最低)，再行出院，以避免因反

覆復發，造成患者功能減退。

2.長期規律服藥對患者而言實屬不易，建

議可與主治醫師討論是否可改為施打

長效針劑，一方面減少忘記服藥，另

一方面可穩定症狀。

三、慢性化期

1.當患者因長期反覆復發，造成功能退

化、影響日常生活工時，可以與醫師

討論是否申請「身心障礙手冊」，以

利後續申請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2.若患者進入慢性化期，急性病房之短期

住院已不敷需求時，需要進入慢性病

房住院，給予較長期的症狀控制。

3.長期安置資源：許多父母會擔心自己若

離開人世，已經慢性化的子女該何去

何從？除了慢性病房的考量外，可視

病患之功能予以轉介至康復之家或精

神護理之家等安置機構。

當思覺失調症患者面臨需要被長期安置

時，家屬不免會擔心與不捨，以下也將臨床

上較常見的安置迷思做說明，提供給病患及

家屬參考：

迷思一

把病患安置在機構＝遺棄病患、放棄治療

多數家屬認為將病患安置在慢性病房

等於遺棄病患，但家中又無法提供良好、穩

定的照顧時，反而造成病患病情不定、反覆

復發，加速其功能退化。因此，當個案面臨

須安置的議題時，不妨正視病患及家屬的需

求，針對機構環境設施、交通近便性、機構

提供之職能復健項目及收費等項目，共同討

論一個適合病患的安置處所。

迷思二

公立收費比私立便宜

很多家屬擔心病患安置費用造成家庭負

擔，認為公立收費會比私立便宜。實際上，

只要病患有重大傷病卡，不管是公立或私立

機構，都免收部分負擔，會有收費上之差異

的部分，主要在於伙食費及其他雜費項目。

思覺失調症病患與其他身心障礙患者一

樣，需要適當的社會資源介入，以提供及維

持其生活照護品質，有關社會福利資源的相

關問題，民眾可以善加利用衛生福利部設立

的「1957福利諮詢專線」，只要用市話撥

打1957，線上將有專人協助解答有關社會福

利資訊疑問，以維護自身之權益，別讓您的

福利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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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與癌友的故事
重新建構個人的生活經驗

文/癌症中心 李蓉蓉 臨床心理師

「諸葛軍師~簡大哥」

因為在癌症中心從事心理師的工作，

認識了癌友簡大哥，留給我很深刻的印

象，在此分享與他一起發生的故事，希望

也機會幫助讀者您，有所啟發。

簡大哥在某次的周末到急診求診，因

為覺得身體很不舒服，在當時辦理了住院

手續；因為癌症經歷了3次手術及3次化學

治療，深感自己的預後應該不會很好了，

頂多再活半年的時間…

心理師與簡大哥討論有沒有甚麼最想

做的事情？簡大哥說最想做房仲業，但是

已經不可能做了。簡大哥過去是在台中某

地區作仲介，很自豪的有許多知名的店面

都是自己的業績，看著簡大哥如數家珍的

說著自己過去數十年來的店面買賣、租賃

的經驗，聽起來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樣，看

著侃侃而談的他，像沒有任何疾病般的神

采奕奕。

心理師聽了簡大哥的分享，建議了簡

大哥以後可以從事房仲業的軍師工作啊！簡

大哥一臉狐疑地表示”軍師”？就像諸葛孔

明不用出去打戰，但是對於出兵策略很清

楚，所以運籌帷幄的帶領軍隊打勝仗。簡大

哥聽到此，很興奮的說:「你真的是心理師

呀！」

而後，心理師從簡大哥的媽媽口中得

知，簡大哥一改過去不喜歡親友探病的抑鬱

模樣，經常邀請房仲的同事到病房來，並且

臨床心理師與病患的會談，運用著心理治療的不同策
略方法，幫助病患正向及多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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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聊天分享工作上的對策，幫助現職房

仲的同事；那些日子簡大哥像是重生了一

樣。

其實，心理師於此是使用認知治療

中的策略，增加了個案認知中彈性的部

分，也藉由認知治療幫助個案正向及多元

思考，很慶幸的個案願意接受且嘗試，心

理師也鼓勵簡媽媽可以多想想生活中好的

事情，不需一再跟簡大哥感嘆太遲接受手

術，導致現在無法治癒的事情，因為這樣

的想法會增加很多懊悔累積心裡。簡媽媽

表示理解心理師的意思。

心理師試圖想要在個案與家屬之間建

立一座溝通的橋樑，幫助個案與家屬的心

可以更貼近，成為互相的幫助角色。

還有一次會談中，心理師鼓勵簡大哥

可以想想自己過去生活中開心的事情或是

想做的事情，並且將所想的寫下來，往後

可以成為個人傳記，或是以紀錄方式分享

他的專業能力，教導他人。心理師這是使

用敘事治療中幫助個案，於此過程中重新

建構個人的生活故事，並幫助個案有足夠

能力、人生歷練、積極意願來產生新的行

動智慧。

透過書寫方式不僅是記錄人生經歷，

也鼓勵簡大哥可以透過文字表達出內心所想

的。簡大哥也真是反應很快地跟心理師說：

「那心理師也可以在網路上匿名寫病友的故

事」。於是我們約定了「我們倆個都寫下自

己的生活的心得與想法如何？」簡大哥點點

頭表示同意。

這篇，是在簡大哥離世兩周後，因著

心裡的感動寫出了這個故事分享給大家，寫

的雖不是甚麼豐功偉業，寫的是一個真實生

命的故事，感謝神讓我有幸從事這份愛的工

作，雖然常有人說在醫院是眼淚最多的地

方，但我相信這是感動的眼淚及充滿愛的眼

淚，謝謝您~簡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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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被稱為沉默的殺手。在60 歲

以上老年人中，骨質疏鬆發病率占 56%，隨

著快速老齡化，發病率將更加提高。

什麼是「骨質疏鬆症」?身體骨骼的骨質

自出生後會隨著年紀而增加，大約在20至30

歲會達到最高峰，之後骨質逐漸減少；女性

在停經後，骨質減少的速度會加快，若骨質

流失過多，使得原本緻密的骨骼形成許多孔

隙，呈現中空疏鬆的現象，就是所謂的「骨

質疏鬆症」。

常見的骨質疏鬆症分為停經後骨質疏

鬆症及老年性骨質疏鬆症，因骨組織結構受

損，導致骨頭疏鬆而變薄、脆弱，骨折風險

升高。

骨基質為骨組織的基礎，其成分包括有

機骨基質和無機成分(骨鹽)兩種。有機骨基質

中，超過90%由第一型膠原蛋白組成。P1NP 

是第一型膠原蛋白沈積的特異指標。P1NP會

在第一型膠原蛋白生成釋放到細胞內腔，最

後注入血流中。

骨質疏鬆與P1NP之臨床應用

目前骨質疏鬆治療藥物可分為兩大類：

1.抗溶蝕性(Antiresorptive)藥物，其作用機轉

為抑制蝕骨細胞溶蝕骨骼之過程，減少骨骼

汰舊換新。

2.為促骨生成藥物，副甲狀腺素(如teriparatide

藥物)，副甲狀腺素具備獨特的作用機轉，可

刺激造骨細胞，促使新骨生成。

使用 P1NP 檢驗來監測藥物治療效果。

患者開始接受骨鬆藥物治療的一至三個月

內會產生變化，透過血液進行血清 P1NP 檢

驗，作為檢測骨生成指標。可能會因遵從

性、藥物保存以及導致骨質疏鬆的其它潛在

因素造成治療效果不顯著，也證實 P1NP 濃

度上升和骨骼活性增加有正相關性，所以 

P1NP 可以用來監測促骨生成藥物的治療效

果。

藉由檢測血清P1NP含量，作為停經後婦

女骨質疏鬆治療的標記，以及骨骼相關Paget's 

disease治療的評估。PINP增高常見於兒童發

育期、妊娠最後3個月、骨腫瘤、前列腺癌骨

轉移、酒精性肝炎等骨骼代謝疾病及腎功能

不全的個案，可能呈現升高的數值。

資料來源:cobas life needs answers

文/檢驗科 王啟屏 副主任

骨質疏鬆症與骨代謝標誌物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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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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02-107年03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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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2.02 五 12:30-14:00
醫教部/

解剖病理科

全院性臨床病

理討論會通知

(CPC)

解剖病理科

許振東

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顏嫚姍

32552
無

107.02.07 三 12:30-13:30 內科部 研究會議
內分泌科

楊宜瑱主任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2.14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內科部

Grand round

神經內科

紀心怡醫師

中山附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2.22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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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

台灣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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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2.25 日 08:00-10:00 兒童部

中部地區

兒科聯合

病例討論會

蔡政道主任等
汝川大樓

1703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台灣兒科

醫學會

107.02.26 一 12:00-14:00 兒童部

Stem Cell 

After IVH in 

Very Preterm 

Infants

Yun Sil Chang
汝川大樓

1703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無

107.03.07 三 12:30-13:30 內科部 研究會議
腫瘤內科

呂學儒醫師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3.8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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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澎湖院

區個案報告

台灣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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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22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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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

醫院個案回覆

台灣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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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21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醫學研究部

翁國昌副院長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3.24

-03.25

六

日
08:00-17:00 放腫科

2018年春季

放射物理學暨

輻射生物學

基礎研習班

學會邀請醫師/

物理師講者
正心樓0211

駱嬿羽

3202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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