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健康迷人的體態
文/營養科 黃映慈 營養科  

˙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肥胖是一種慢性疾病」，與健康者體重相比，肥胖者發生糖尿病、代謝

症候群及血脂異常的風險大於3倍，而發生高血壓、心血管疾病、膝關節炎及痛風也有2倍風

險。

˙認識體脂肪之體組成

身體的體組成廣義來說可以分別由肌肉、脂肪和水份組成。 

體脂肪 肌肉

好處

1.保護身體器官
2.增強免疫系統
3.儲存能量

1.提升基礎代謝率
2.身材結實勻稱
3.幫助有效控制血糖
4.有效增加骨質密度

壞處 1.肥胖2.內臟脂肪過多3.代謝性疾病 無

1kg脂肪
vs.

1kg肌肉

由上述可見，體組成脂肪占的比例降低，人體外觀將更有線條並且可以降低因肥胖而產生代謝

性疾病。

˙認識身體的健康指數

身體質量指數BMI 體脂肪率 無脂肪重量指數FFMI 內臟脂肪

代表意義
身高為基礎，測量
體重是否符合標準

脂肪佔全身體重的
百分比

作為一個衡量肌瘦肉量的
基準，不像BMI會受體脂肪
影響

包覆在內臟
四周的脂肪

建議數值

▲BMI<18.5(過輕)
▲18.5≤BMI<24(正常)
▲BMI≧24(過重)

▲18-30歲青壯年人
男︰14-20%
女︰17-24%
▲30-69歲成年人
男︰17-23%
女︰20-27%

▲男性︰
<17 肌肉量低於平均18-19
中等身材
▲女性︰
<14 肌肉量低於平均15-16
中等身材

脂肪指數︰1-9
男性建議︰4
女性建議︰3

測量方式
體重(kg)/身高2 (m) 常見電阻式體脂計 FFMI=[體重(公斤)x(100%-

體脂率)] /身高2 (m)
常見電阻式
體脂計

其它
一般狀況下實用，
但未考慮到組成

電阻式體脂計測量
會受體內水份影響

需要測量體脂率才能換算
數值

電阻式體脂計
測量會受體內
水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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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代謝率BMR與每日總消耗熱量TDEE

最有效率的減重(減脂)方法，7分是必須要靠飲食控制而3分由運動作為加強，由此可見飲食

對於減重(減脂)的重要性，在介紹飲食之前先由下方表格來介紹，每個人該攝取多少的熱量才能

有效率的達到減重(減脂)的目的。 

基礎代謝率BMR 每日總消耗熱量TDEE

代表意義
自然溫度環境中，維持生命所需消耗的
最低能量。

=基礎代謝率×日常活動指數(Activity 
Multiplier)

其它
1.年紀越大，基礎代謝率↓
2.體重減輕，基礎代謝率↓
3.肌肉量越多，基礎代謝率↑

1.活動量越大，TDEE↑

˙就上述解釋，想減重(減脂)的人其熱量攝取建議，需落在於基礎代謝率BMR與每日總消耗熱量

TDEE之間，不宜過多也不建議過少。

˙如何有效的減重(減脂)飲食

1.如上所示，評估自己生理所需並攝取適切的熱量。

2.避免或不食用精緻糖類，如蛋糕甜點、含糖飲料等。

3.避免攝取過多的脂肪，肉類不吃肥肉或是去皮食用。

4.平常以攝取原型食物為基準，食材不過度加工。

5.烹調方式的選擇，蒸烤滷會比炸煎炒來得更好。

6.攝取適量的蛋白質，因為減重(減脂)的過程中，體內脂肪減少也會伴隨體組成肌肉的流失，

   為了避免過多的肌肉減少，適度的蛋白質攝取是必需的，建議要選擇高生理價值的蛋白質補

   充，如豆製品、蛋類、魚雞豬牛羊肉類。

˙搭配有效燃脂的運動

要做到燃脂運動，需要滿足下面三個條件

1.運動過程中要達到中低強度運動心率，

   最大心跳率（MHR）計算方式：「最大心跳率 ＝ 220–實際年齡」

2.運動要持續30分鐘以上。

3.選擇會使用到大肌群的運動，例如：跑步、游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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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出院準備服務 李佩燁、屈靈怡 護理師

社區護理組 蔡雪雅 護理長

台灣的高齡化人口日漸增長，民眾對長照需求也逐漸增加。107年新制長照2.0正式實

施，面臨新的政策實施，如何有效運用新制服務並符合民眾需求，是我們新的一大挑戰，以下

簡介長照2.0之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並制定「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手冊」，讓病人或家屬知道

長照2.0之服務，清楚自己的權力有哪些。

長照2.0之服務對象

長照2.0的服務對象，除1.0服務對象外，擴大至：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55歲以上失能原

住民、失能身心障礙者、65歲以上失能之老人，依據評估失能程度不同，給予不同的服務輔

助額度；依失能者家庭經濟狀況減免部分負擔。

長照2.0之服務內容

(一) 居家護理：提供導管護理、傷口指導、吞嚥訓練、照顧技巧指導等。

(二) 居家復健：提供肌耐力訓練、心肺功能訓練、輔具使用訓練等。

(三) 喘息服務：支持家庭照顧者，紓解照顧壓力，照顧者須照顧1個月以上。

(四) 照顧服務：居家服務：到宅提供身體照顧服務及家務服務。

                日間照顧：白天至日間照顧中心接受生活照顧、生活自立訓練等服務。

                家庭托顧：白天至照顧服務員溫馨的家裡接受日常生活照顧等服務。

(五) 老人營養餐飲服務：提供送餐到家中之服務。

(六) 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七) 交通接送服務：提供就醫、復健等之交通接送。

(八) 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九) 居家醫療服務(全民健保)：對於外出就醫困難者，提供居家醫療服務。

(十)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十一) 社區整體照顧模式：提供社會參與、社區活動、共餐餐飲之場域。

(十二) 失智症照顧服務：提供失智症者社區式個案管理服務。

(十三) 家庭照顧者支持系統：協助連結社會資源，減輕照顧負擔。

(十四) 社區預防性照顧：提供失能長者於社區內接受照顧及醫療等服務。

長照2.0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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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銜接出院準備服務：出院前即接受失能評估，出院後接受長照服務。

(十六) 原住民族地區整合服務：偏遠地區佈建長照資源。

(十七)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多元照顧中心)：

    供個別化照顧計畫，彈性使用日間照顧服務、居家服務、臨時住宿服務。

整合長照2.0之「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手冊」

病人與家屬對新制長照政策不了解，導致本院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常接獲病人或家人諮

詢，增加同仁工作負擔。面臨新的政策實施，如何有效運用新制服務並符合民眾需求，是我們

面臨的難題。

本院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於107年2月1日至2月28日，針對符合長期照護服務之病人進行

問卷調查，調查病人對新制長照2.0之了解度，結果為病人對於新制長照2.0之了解度32.34%。

故進行改善措施，與長期照護相關單位收集資料並制定「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手冊」、修訂「出

院準備服務照會流程」、主動聯繫安置機構，以了解

機構屬性方便轉介、社區可用之相關資源等，希望改

善病人對新制長照2.0之認知。

藉由制定「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手冊」、清楚出院

後安置地及社區可用之相關資源後，結果病人對於新

制長照2.0的了解度93.34%。提升了出院準備服務護理

師在說明過程的時效，也大幅減少病人或家屬因對新

制長照2.0不了解的諮詢次數，讓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

工作時更有效率。

整合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手冊(圖一)，讓病人及家屬

清楚看閱符合自己的長照需求，提升長照2.0之了解度

並增加了服務滿意度，也讓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工作

時更有效率。 圖一：長期照顧服務資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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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民眾 網泡茶

最近跟很久沒見面的麻吉一起吃飯，

聊天中才知道他那和藹可親的爺爺，因年

紀大，感染肺炎住院，因沒有辦法自己呼

吸，需靠插管和呼吸器才能呼吸，一直住

在醫院裡，我聽著很是心疼。

想起高中時代，常跟麻吉下課去爺

爺開的小吃店吃麵，爺爺總是笑著對我們

說，小孩子讀書需要營養，所以要多吃一

點。我們的麵裡總比別人多加好多料，讓

我們大快朵頤。麻吉說，爺爺生病後，麵

店暫時歇業了。於是跟麻吉約了隔天去醫

院探望爺爺。

來到醫院呼吸加護病房，我看著插著

管子躺在床上的爺爺，爺爺的嘴巴含著管

子(醫療稱此為氣管內插管)，看起來極為不

舒服。幫助爺爺呼吸的機器運作著，突然

嗶嗶響，聲音如此大聲，我看爺爺皺起眉

頭，護理師急忙過來安撫爺爺，告訴爺爺

不要咬管子，好不容易爺爺情緒才穩定下

來。

麻吉說：「爺爺插著管子很久了，嘴

巴都破皮。」，我問麻吉：「一定要插管

子嗎?沒有其他方法嗎?」麻吉說醫師有提

過建議爺爺做氣管切開術(俗稱氣切)，需要

你我一起決定-「SDM」醫病共享決策

從脖子劃開一個洞，放個氣切管。過兩天家

裡做決策的長輩會到醫院跟醫師及醫院的專

業人員開家屬座談會。我很好奇想知道氣管

切開術和氣管內插管有什麼不同?因此向護

理師詢問。護理師立即拿了幾份衛教單張給

我們，還很仔細的跟我們說明，其中有一份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主題是『呼吸衰

竭使用器，經醫師判斷可能需長期依賴的病

人。』。

護理師告訴我們，近年來，為了能

對病人做出更有效的診斷與治療，推行了

「SDM」醫病共享決策，希望透過醫生提出

各種處置方案的優缺點，也尊重病人，讓病

人能提出自己的需求及喜好，來共同討論最

適合病人的治療方式。我們將資料帶回去仔

細研讀。

在家屬座談會中，醫師用這份醫病共享

決策輔助評估表向家屬說明何謂「氣管造口

術」、什麼是氣切、氣切的優點（與氣管內

管比較），也提供圖片、模具給我們看。讓

我們家屬了解爺爺如果做『氣切』，就不用

一直嘴巴咬著管子，讓爺爺可以說話表達、

可以恢復自己吃東西，也有比較高的機會做

呼吸訓練來脫離呼吸器；等待疾病改善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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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管是可以拔除，重獲自由呼吸的機會，氣

切脖子的開口是能重新癒合的。經過醫師詳

細的解釋，麻吉的爺爺決定接受做氣切。

一個月後，我們再去醫院探望爺爺，爺

爺正在努力的做呼吸訓練，爺爺露出慈祥的

笑容，揮揮手向我們打招呼。護理師說爺爺

做氣切後情緒穩定很多，也很認真配合做呼

吸訓練，呼吸狀況進步很多，離開呼吸器的

日子一天天向前邁進。醫師也耐心詳細的跟

我們說明爺爺目前呼吸訓練的計畫進度及狀

況。

我們為爺爺加油打氣，我跟爺爺開玩笑

說：『爺爺要加油，希望爺爺趕快能自己呼

吸，擺脫呼吸器，因為我好想爺爺煮的好吃

的麵。哈〜』麻吉敲了我的頭，爺爺跟我

們都開心的哈哈大笑。

經過麻吉爺爺這次住院做氣切的經

驗，讓我們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眾

就醫自主意識的提高，會想要了解對自己

最好的治療。而且除了醫師解釋說明外，

加上推行醫病共享決策，透過醫師提供每

個方案的優缺點，幫助病人及家屬做決

策。病人可以有自主權，選擇醫師提出的

每個方案，依照自己的喜好程度及需求來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治療方式。

醫療越來越有人性化，希望往後能更

推廣這樣的醫病共享決策，幫助更多有需

要的人！

本院「長期呼吸器使用的病人要不要接受氣管造口術？」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

【破除迷思 氣切不可怕】文章

本院醫病共享決策網站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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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讓人敬愛與信賴的 

         許世源醫師
文/民眾 珠小姐

外子中風迄今已逾四年，每周固定赴

中山附醫進行復健，同時也搭配中醫針灸

治療。剛開始外子左半身幾乎癱瘓，僅能

吃力的以左腳跨出行走幾步，左手則完全

無法動彈，經過這幾年持續復健，並且配

合中西整合醫療科許世源醫師用心、細心

與耐心的持續治療下，目前除行走速度已

較以往迅速，左手也能漸漸舉起至胸部。

過去幾年，為使外子癱瘓的左手能

有起色，許醫師積極嘗試進行不同的治療

方式，從傳統的針灸療法至最新的雷射針

灸，並適時變換刺激不同的穴點，種種用

心讓家屬動容。猶記第一次發現外子左手

可以自行抬起時，許醫師甚至笑得比外子及家人更加開心!因為許醫師用心診療，給外子帶

來莫大的信心與鼓舞的力量，尤其面對復健不斷重複相同動作的枯燥，以及身體動作無突破

進展的時期，使外子仍然願意持續努力、積極復健，我們很幸運可以遇見許醫師這樣的好醫

師。許世源醫師，謝謝您，您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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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路上的良師

謝謝胸腔內科 陳世彬醫師
文/林家揚 醫學實習生

在醫學的學習路上有很多良師益友，對我們這些醫學生細心教導、鼓勵，在我們有

好表現時不吝嗇給予勉勵，在我們犯錯時指導我們，讓我們更進步更茁壯。

要感謝的老師真的很多，但我想特別謝謝胸腔內科的陳世彬醫師。

陳醫師非常有教學熱情，不僅是早上晨會時的討論，聯合討論會或期刊閱讀，陳醫

師都會把他聽到的資訊與心得與大家分享，讓我們能快速地汲取知識。

胸腔內科的實習只有短短兩周，但是陳世彬醫師對我們的呵護卻一直存在。許多

同學在結束胸內的實習後依然有收到陳醫師分享的醫學新知和心得。報章媒體如果報導

或標題有誤，他也會把完整的論文來源找出來，然後告訴我們這篇論文的結論。不僅如

此，胸內晨會的討論結果陳醫師也會請同學分享在我們的社團中，讓所有醫學實習生都

知道結論。

陳醫師也非常樂意與我們討論醫學相關知識，就算再蠢的問題他也不會白眼，而是

循循善誘，一一地把我們思考的誤區破除。記得有次我問他高血鈉病人治療的策略，即

使小麻或許多地方都可以查到解答，但他還是細心地告訴我們thinking process，透過這

樣的討論讓我對這樣的處理印象更深刻。

感謝陳世彬醫師，萬分感謝！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感謝函



政策宣導

2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107年11-107年12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如需事先報名/
繳費請註明)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是否對外
開放聽講

107/11/01 08:00-17:00
台灣

護理學會
(需事先報名)兒科照
護研討會(視訊主場)

楊文傑醫師等4位
行政12樓
會議廳

盧瑛琪督
導34952

本課程申請護
理師(士)及助產

師(士)積分

107/11/03 8:00~12:30
口腔

醫學部
實證醫學文獻搜尋

實證醫學中心
張慧瑾組長

0618
電腦教室

詹玉菁
55332

107/11/05 13:00-14:30 內科部 胸腔X光教學 江自得主任
行政7樓

4706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7/11/07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中山附醫神經內科

林瑞榮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師
積分

107/11/12 13:00-14:30 內科部 胸腔X光教學 江自得主任
行政7樓

4706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7/11/14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心臟內科

莊維元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7/11/21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Morbidity
內科部

謝秉勳住院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7/11/22 08:00-1700
台中市
護理師

護士公會

身心障礙者之權益
與支援

邀請中
行政12樓
會議室              

蔡淑美督
導34975

10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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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安
寧照顧經驗分享～

以英國為例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

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
38538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是

107/11/28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台北榮總臨床試驗
中心江晨恩教授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師
積分

107/12/01 8:10-12:20
睡眠

醫學中心
中區睡眠季會 丁化主任等

正心樓2樓
0221教室

張慎紋 是

107/12/03 13:00-14:30 內科部 胸腔X光教學 江自得主任
行政7樓

4706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7/12/05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心臟內科

蘇峻弘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師
積分

107/12/12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過敏免疫風濕科

梁培英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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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報告

羅東聖母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8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是

10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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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回覆

嘉義基督教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8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是

107/12/19 16:30-17:30
解剖

病理科
外科病理討論會

(SPC)
解剖病理科
柯端英醫師

行政大樓6樓
4605會議室

顏嫚姍
32552/
李雪旖
11647

無 否

107/12/19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內科部詹貴川主任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7/12/24 13:00-14:30 內科部 胸腔X光教學 江自得主任
行政7樓

4706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7/12/26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Morbidity PGY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