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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再造之恩

神經外科張正修主任
民眾/王女士

記得這一天，是在民國103年10月18

日的晚上，我的先生突然感到頭痛、暈眩

外加嘔吐，原先只在附近小診所就診，至

半夜病情越發嚴重，於是到附近較大的綜

合醫院掛急診，經過打點滴治療病情稍稍

穩定，便先回家休息。

隔日適逢週日，下午又開始嘔吐，

甚至眼睛出現複視現象，走路不穩。急忙

地又送急診，這次急診室的醫生要我們趕緊轉院，於是我們來到了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

經過腦部磁振造影的檢查，發現腦部居然有二顆各為三公分的腫瘤，一顆在腦下垂

體，另一顆在小腦。初聞此訊，震撼擔憂不已，在診間外背對著先生，不禁痛哭失聲。

由於腦下垂體腫瘤的影響，內分泌嚴重失調，在開刀治療之前需調整體內鉀和鈉離

子指數，也要清除血液中因鼻竇炎的細菌。吃藥、注射點滴以外，每日吃喝拉撒的量都

需清楚記錄。這過程熬了16天，還沒辦法執行主治醫師張正修光子刀的手術。幾乎消耗

完了我的耐心，每次張正修醫師來病房巡視時，我就火力全開焦急的詢問他病況，而張

醫師總是不慍不火、不厭其煩的安慰我，解釋病情給我聽，要我有耐心。11月4日終於手

術了，感謝主!手術非常成功，先生清醒恢復過來了。

11月8日出院至今持續的回診治療中，張正修醫師總是很親切，不擺架子、溫和的回

答我們的問題，仔細地調整藥劑，

還很有興趣的欣賞我先生手機裡的

畫作，讓我先生的身體狀況保持穩

定。

由於尚有一顆小腦的腫瘤尚未

處理，我們仍然會請最了解他腦部

問題的張正修醫師為他操刀。盼望

不久再見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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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面走來高大挺拔、充滿熱情溫暖，

有著開懷爽朗的笑聲，他是中山附醫內分泌

外科主任—姚忠瑾醫師。專訪的這天，姚醫

師在核醫9樓巡視病患，對病患總是親切的

噓寒問暖，儘管門診掛號人數與日遽增，常

常早上的門診要到下午才能盡數看完;而沒

有門診時也是待在手術室，如此忙碌地姚忠

瑾醫師處理臨床的工作樣樣親力親為，即便

醫療業務如此繁重，但每次見到姚忠瑾醫師

時，對工作的熱忱活力與爽朗的笑聲卻始終

如一。

2018中山好醫師 第二名 姚忠瑾 醫師

得到中山好醫師的感想？

姚忠瑾醫師連續兩年榮獲民眾票選的

中山好醫師殊榮，真的很不簡單。如何在這

麼多醫師當中脫穎而出呢?姚忠瑾醫師謙虛

的提到：「非常感謝院方舉辦這項具有鼓勵

意義的活動，對我而言是一個最佳肯定，也

是對提高員工士氣及向心力有莫大的助益。

當然比我更好的醫師大有人在，謝謝大家的

肯定。」在中山附醫癌症中心，姚忠瑾是乳

癌醫療團隊核心重要成員之一，乳癌治療層

面深廣，醫治時程又長，姚醫師不只治療生

◎現職

   中山附醫 內分泌外科主任

◎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 專任助理教授 

   中山附醫 乳癌多專科醫療團隊負責醫師 

   曾任 中山附醫 乳房甲狀腺外科主任

   曾任 中國附醫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曾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主治醫師

   舊金山大學附設醫院進修

   美國醫師執照考試USMLE及格

◎學歷

   國防醫學大學醫學士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博士

◎專長

   乳房疾患及腫瘤診治

   乳癌基因檢測

   一般外科手術、腹腔鏡手術

   內分泌外科甲狀腺及甲狀腺腫瘤診治

訪問/撰寫‧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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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總是考慮到病患的心理需求，給予患

者相當大的心理支持與慰藉。

當中山好醫師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問姚忠瑾醫師:「您認為什麼是好醫

師?」只見姚醫師收斂起笑容一派嚴謹的思

索了一會兒才說:「其實，現在這個醫療環境

要當一個面面俱到的好醫師很不容易，但是

我內心認為能夠開誠佈公並隨時充實自己，

凡事替病患著想就是好醫師。」此時的姚醫

師誠懇卻充滿自信，不卑不亢態度從容!笑

的時候帶著兩個酒窩的姚忠瑾醫師私下告訴

我，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名醫，反而是無

時無刻勉勵自己當一位"好醫生"，所以也更

能站在病患的角度設身處地，並不斷的充實

自我努力學習最新的技術來幫助病患解決問

題。

從醫過程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呢？

姚醫師思考片刻後告訴我:「其實我當

醫師以來，印象深刻的事件有太多，但是我

認為，在面對病患時，詳細解說治療內容，

良好的溝通，給予心理的支持，鼓勵病患多

多參與自己的治療計畫，漫長的抗癌之路，

家人的陪伴與支持，共同參與對抗癌症，至

為重要。」對於姚忠瑾醫師來說，做好病患

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

最想跟病患說什麼？

有沒有想對病患說什麼?姚醫師用他一

貫爽朗的笑聲回著:「我想對病患說的話，

每天門診查房都在說啊，哈哈哈!!」、「不

用沮喪，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中山醫療團隊

都會陪在您們身邊，我們會陪著您們一起面

對度過」。私下訪問了幾位患者，大姐們告

訴我:「姚醫師人真的很好，也常常鼓勵我

們，安慰我們」。談起姚忠瑾醫師，得到的

回饋滿是肯定，「姚醫師為人好，真的很親

切」、「非常關心我們」。言談中，可以感

受到病患對姚忠瑾醫師的愛戴，姚醫師果然

深深擄獲病患的心，也不知不覺擁有許多鐵

粉呢！姚忠瑾醫師當選中山好醫師實至名

歸、受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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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變冷了，令父母聞之色變的輪狀病

毒已虎視眈眈、伺機而動，在台灣五歲以下

的幼兒90%以上幾乎都感染過，儼然成為幼兒

的國民病。幼兒受到感染後，往往不斷續的

嘔吐、腹瀉，嚴重甚至會脫水……。

腸胃型感冒？是腸胃炎？還是感冒？

醫學定義上，感冒是指病毒侵犯上呼吸

道及咽部引起的打噴嚏、流鼻水等，其感染

病毒主要為鼻病毒及冠狀病毒，與病毒感染

引起的腸胃炎並不一樣。

腸胃炎是指感染後引起的腹瀉、腹痛、

嘔吐及發燒，可再細分成細菌性腸胃炎及病

毒性腸胃炎。細菌性腸胃炎，例如：沙門氏

菌、大腸桿菌等，好發於夏季，情形嚴重者

可能引發腸胃出血、腸穿孔及腹膜炎；病毒

性腸胃炎，例如：輪狀病毒、諾羅病毒，好

發於秋冬季，仰賴免疫力的恢復，具有自癒

性。

醫生常常診斷說：這是腸胃型感冒，是

希望民眾了解這是藉由病毒引起的腸胃炎，

故予稱呼，實際上應該視病毒侵犯的部位來

診斷比較恰當，例如：侵犯上呼吸道-感冒；

侵犯胃腸黏膜-病毒性腸胃炎。幼兒常見的輪

文/小兒外科 謝明諭 主任
冬季腹瀉-輪狀病毒

狀病毒感染，是因為其病毒在電子顯微鏡下呈

現輪子形狀而命名。

輪狀病毒的傳染方式

輪狀病毒的好發時節在每年的11月至3

月，1月達到高峰，五歲以下的幼兒、老年人

及抵抗力差的成人更是好發族群，其潛伏期約

1至3天，於感染後8天之內傳染性最強。透過

糞口傳染，與患者有密切接觸或是食用受汙染

的食物與水更是高風險的感染行為，輪狀病毒

偶爾也會藉由呼吸道傳染。

輪狀病毒的症狀

感染輪狀病毒的初期1至2天會有持續性

的嘔吐與發燒，後以腹瀉為主，一天可腹瀉達

10次以上，糞便呈現水狀帶酸味，少數的患者

會合併呼吸道感染的症狀，例如：咳嗽、流鼻

水。

輪狀病毒的急性期照護

抗生素對病毒感染完全沒有任何的幫

助，輪狀病毒的痊癒完全仰賴免疫力的發揮，

故症狀治療包含矯正脫水、控制飲食才是最佳

的照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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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輪狀病毒這樣吃……

有些人會認為腹瀉就不應該吃東西，讓

腸胃道休息，實際上正常的進食並不會影響

腹瀉的嚴重度，反而能夠維持一定的營養，

只要避免太甜及油膩的食物即可。多補充新

鮮的蔬菜水果、選擇較好消化吸收的食物，

例如：白稀飯、白饅頭、白吐司，避免脫

水，體液電解質的補充，例如：電解水等。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輪狀病毒會造成乳糖耐

受不良，無法吸收牛奶中的乳糖，若是嬰幼

兒感染輪狀病毒仍可繼續哺餵母奶，配方奶

宜沖淡或是使用不含乳糖成分的奶粉。

感染輪狀病毒這樣穿……

過度腹瀉可能造成肛門周圍皮膚破損，

排便後可使用溫水清洗肛門周圍再塗抹凡士

林保護。發燒流汗應立即更換衣物或是選用

吸汗能力佳的棉質衣物，增進舒適。

感染輪狀病毒這樣做……

輪狀病毒可在患者的糞便中存留10天，

所以在處理完患者的嘔吐物或排泄物後，應

用漂白水清洗弄髒的環境；患者不要和健康

的幼兒及老人同處同一房間遊戲或接觸。若

是感染輪狀病毒，應盡量在家休息，暫不外

出以免交互感染。

平日保健

市面上已有自費的口服輪狀病毒疫苗，

若家有幼兒可至各大醫療機構諮詢醫師相關事

項。最重要的是勤洗手，經常洗手可降低感染

的風險，飯前、便後及烹調食物前皆應以肥皂

或洗手乳按照洗手五步驟：濕、搓、沖、捧、

擦正確洗手；家中衛生環境的改善、定時物品

的清潔，生活用品、日用品、玩具等，更應定

時消毒，預防疾病的傳播。

結論

秋冬季節是輪狀病毒的高峰期，受到了感

染，一下吐、一下拉，整個人瘦了一圈，但其

實只要掌握輪狀病毒的預防原則與急性期的照

護技巧，面對來勢洶洶的輪狀病毒並不需要感

到過度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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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寒冷，四肢容易冰冷，尤其是患有

糖尿病的長輩，下肢血液循環不良及糖尿病

引起的周邊感覺神經病變，更容易感到下肢

冰冷；許多人利用各式取暖工具希望讓家中

長輩能溫暖過冬。

近來，市面上盛行使用紅外線照護燈來

促進血液循環(圖一)，在門診已有多位糖尿病

合併周邊神經病變的長輩，在使用紅外線照

護燈照射足部時，不慎燙傷的案例。

 

探究原因，是在使用紅外線照護燈時，

足部無法感覺溫度過高，且使用時間過長造

成熱蓄積，導致足部及下肢燙傷。有位長輩

還是兩側小腿、足背及部分腳趾嚴重的三度

文/高壓氧暨傷口醫學科 林任家 主任

天冷取暖，

糖尿病長輩須慎防腳部燙傷

燙傷，經過多次清創，合併使用特殊傷口敷

料、負壓傷口治療機(圖二)及多次高壓氧治

療，小腿及足背的傷口得以治癒；但仍有三隻

腳趾頭嚴重燙傷壞死，被迫截去部分腳趾。

糖尿病患者常因下肢血管阻塞血循不

良，腳掌及腳趾都冰冷；周邊感覺神經病變，

也無法如正常人一般察覺疼痛。最常見於冬季

腳底皮膚龜裂或修剪腳趾甲時受傷流血後不會

感到疼痛，糖尿病患者又常有視網膜病變造成

視力不良，無法感覺疼痛又看不清楚，數天後

傷口嚴重發炎感染化膿時才被家人發現送醫。

此時傷口往往已經感染併有組織壞死，甚至已

有骨骼感染併發骨髓炎。

秋冬時節，下肢冰冷欲取暖，要如何避

免燙傷呢？首先一定要避免使用溫度無法恆定

的加熱物，例如最常見的暖暖包是利用氧化還

原的原理產熱，溫度過高且無法恆定，是常見

會引起燙傷的物品。建議使用可以控制溫度的

加熱裝置，例如可以設定溫度的電熱毯。

(圖一)有下肢血液循環不良及糖尿病引起周邊感覺神經

病變的長者，冬季使用取暖工具要謹慎，以免燙傷。

(圖二)此患者小腿嚴重三度燙傷，經多次清創且使用負

壓傷口治療機(如圖)，促進傷口肉芽生長，加速傷口癒

合多次療程，傷口得以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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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熱毯直接接觸肌膚時溫度設定不要超

過攝氏42度；如穿有厚棉毛襪時，溫度可以

調高1～2度。使用時間也要注意不可過長，

一般建議不要連續使用超過15分鐘，可避免

熱蓄積造成燙傷。同時更要注意足部跟腳趾

的清潔及皮膚的完整，每日使用中性清潔用

品及溫水清潔皮膚，再用棉質布料擦乾後均

勻塗抹乳液。如有發現皮膚破損，請勿聽信

偏方，儘速就醫，方是上策！

糖尿病患者因足部傷口就醫，醫師會先

評估下肢血流是否有血管狹窄甚至有阻塞的現

象，並依據傷口嚴重程度，給於適當的治療。

本院高壓氧暨傷口醫學科於大慶總院及中興院

區皆有高壓氧艙及傷口門診，門診可針對各式

問題傷口提供最新治療方式，並配合高壓氧治

療加速促進傷口癒合。

本科亦設有傷口照護小組，可針對住院患

者各式難以癒合的傷口協助傷口照護及治療。

高壓氧暨傷口醫學科 林任家主任門診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中興 中興 大慶

下午 中興

晚上 大慶

大慶總院 電話：04-24739595分機32326、32327

中興分院 電話：04-22621652分機70111、70209

由林任家主任所帶領之本院高壓氧暨傷口醫學科團隊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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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常見癌症，如：乳癌、子宮內

膜癌、子宮頸癌與卵巢癌等，這些癌症在手

術後，必需透過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輔助控

制癌細胞擴散；此外，大部分乳癌患者，因

為癌細胞雌激素接受體呈現陽性，需要長期

服用抗荷爾蒙藥物來避免乳癌復發。

一位乳癌病患在乳癌切除及化放療

後，醫師給予她抑制女性荷爾蒙的藥物，以

阻斷雌激素刺激乳癌生長的途徑，但也因而

出現猶如更年期般的嚴重陰道乾澀、搔癢，

造成病患非常苦惱又不知如何是好。

乳癌的荷爾蒙口服藥物治療，目前有

兩個種類，包括：荷爾蒙拮抗劑及芳香環酶

抑制劑，例如泰莫西芬與復乳納，建議吃5

乳癌婦女的幸福
文/乳房外科 葉名焮 主任

年來防止乳癌復發。乳癌患者不但需要面對

漫長的化療與復發的恐懼，甚至因為治療副

作用使更年期提早來臨，荷爾蒙明顯下降，

導致膀胱與陰道黏膜乾燥，影響性行為的歡

愉感。

這些抗荷爾蒙治療藥物導致膀胱黏膜

變薄、排尿不乾淨且容易發炎，以及陰道黏

膜乾燥黏膜、變薄，甚至陰唇變薄，連坐在

椅子上都覺得十分不舒服；尤其在性行為時

因為陰道乾澀、搔癢的感覺無法盡「性」，

又不好意思開口而心情低落，出現「性」趣

缺缺的情形，實在是有苦難言。隱忍不處理

常會嚴重影響夫妻關係及生活品質，不可輕

忽。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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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在手術後，或防止復發期間的

飲食上面，最重要的食補方法仍是「均衡飲

食」，讓身體擁有各種營養素，才是最健康

的。飲食上若缺乏維生素B2，也容易導致陰

道壁乾燥、黏膜充血。必需注意飲食調節，

建議多吃五穀雜糧類，以增加皮膚黏膜的彈

性和水分含量。

女性若想要透過特定食材來改善症狀，

山藥或黃豆等豆類含有製造荷爾蒙的類固醇

先質，乳製品則富含鈣質，能預防骨質疏

鬆，可入菜或飲用，但仍要注意避免過量攝

取。對於不適合使用雌激素的乳癌患者，使

用不含雌激素的水性私密凝膠保溼劑就能提

供足夠的舒緩效果，黏膜也可以得到修復，

並能讓膀胱功能改善避免感染、尿失禁現

象。

對性行為時的陰道乾澀問題，可以使用

潤滑劑來獲得幫助，建議不要選擇油溶性的

潤滑劑，恐容易造成私密處細菌孳生或使保

險套溶解破裂，最好選擇天然成份，強調有

品牌、安全性、主要以水溶性、弱酸性、不

含賀爾蒙、香料與防腐劑為原則。

除此之外，乳癌病患常見的症狀還包

括熱潮紅、情緒失衡、失眠。熱潮紅常會出

現在夜間，因而也會影響睡眠。建議於平時

多攝取優質、當季、在地、不過度處理、高

營養價值的新鮮食材，以達到均衡飲食，並

建立運動的習慣，比照體適能運動的333原

則，最好能做到每星期運動3-4次，每次至

少30-40分鐘，預期運動時每分鐘心跳達到

130下，持之以恆的讓自己活動筋骨。

另外，也要懂得安排舒壓的活動，這些

對減少情緒失衡和失眠問題很有幫助。轉念

對情緒的舒緩和失眠也是有幫助的，多想想

愉快的事情及珍惜自己擁有的，而不要一直

執著於自己失去的或是所沒有的。倘若已經

嘗試過轉念，仍然發覺自己無法處理低落的

情緒或不適的身體狀況，一定要尋找專業的

身心科、乳房外科或婦科醫師的協助。

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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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化的過程中，生理狀況逐漸退化，

加上高齡長者帶有多重慢性疾病、身體功能

缺損，導致長期臥床，進而加速肌肉量的減

少，若持續惡化，則會加重失能、跌倒、功

能退化、住院、甚至死亡的危險因子。

正確的『飲食』及充足的『營養』是最

能延緩肌少症的一大重點。

足夠熱量

老年人隨著活動量及基礎代謝率的下

降，所需要的熱量雖不需要與一般成年人一

樣多，但仍會隨著長者的體位、性別、壓力

因子及活動量而有所不同。若BMI>18.5，其

體位屬消瘦的族群，以男性來說，一天熱量

須達1800至2200大卡，而女性一天所需熱量

則為1500至1800大卡。若BMI<26，其體位屬

肥胖族群，以男性來說，一天熱量須達1700

至2000大卡，而女性一天所需熱量則為1300

至1500大卡。

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

全榖根莖類：每日需攝取2至3碗飯，若

併有糖尿病之老年人，則全榖根莖類需減量

(八分滿/碗/餐)；若患有腎病之長者，則不建

議食用五榖雜糧此類含磷量高的食物。

高齡長者肌少症之飲食對策

蔬菜、水果類：老年人因腸道蠕動減緩

且水分攝取及活動量不足，導致容易脹氣甚

至便秘，蔬菜水果含豐富的膳食纖維，有助

於腸道蠕動且增加糞便體積，但切記，除了

攝取膳食纖維之外，也要飲用充足的水分，

如此一來才得以減緩便秘及脹氣之症狀。

豆魚肉蛋類：蛋白質一直是老年人所必

須的營養素，為什麼如此的重要呢?若蛋白質

攝取不足，對於長者來說，容易使免疫力下

降，造成肺炎往返醫院的頻率增加；而且肌

少症的風險上升，也容易導致老年失能程度

加重。

這也是我們今天所談論到的重點『肌少

症』，而此營養素主要食物來源為豆魚肉蛋

類，且為高生理價值之蛋白質。

然而長者到底要攝取多少份的蛋白質才

算符合老年人的生理需求呢?一般來說蛋白質

攝取應佔總熱量的10%~20%，且須針對每個

人的體重、生理、疾病及營養狀況給於不同

的建議攝取量。

文/營養科 謝凰玲營養師

1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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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體重計算的話，每公斤體重需攝取

1~1.2公克蛋白質，但患有慢性腎病之長者，

則蛋白質攝取量為每公斤體重0.9~1公克；若

是長期洗腎患者，則為每公斤體重1~1.5公

克，如：一位60公斤的長者，依照每公斤體

重需攝取1~1.2公克蛋白質來計算，一天所攝

取的總蛋白質含量為60~72克，相當於2至3個

三兩手掌心的大小，並以高生物價值蛋白質

為主要來源，且須平均分配於每一餐。

奶類：牛奶也是補充蛋白質良好的來源

之一，建議每天1至2杯奶類的攝取且不一定

要以低脂奶為主，不過老年人通常伴有乳糖

不耐症或有腎臟疾病，則需斟酌飲用。

油脂類：使用烹調用油須注意用量，一

般民眾於烹調時之用油量皆超過一天所需的

建議量，所以營養師建議烹調方式可以以清

蒸、燉、煮及涼拌為主，其次為炒、煎。

運動：對於延緩肌少症也是相當重要

的。良好的運動習慣有助於減緩肌肉蛋白流

失的速度，若能有效進行肌耐力運動，對於

延緩肌少症更是事半功倍。若是生活可自理

的長者，建議可以多到戶外做做柔軟操，甚

至跟著朋友一同去爬山。但若是行動較不方

便的長者，也會希望可以多到戶外散步、曬

太陽，然而面對長期臥床的長者，則是期望

家屬可以輔助長者做一些手腳伸展的活動，

以避免肌肉蛋白快速的流失。

肌少症對老年人的健康影響甚大，營養

亦是重點之一，故老年人的食慾、牙口、心

理層面都會影響其進食量，在餐點設計上，

則需多花點巧思，以促進長者進食的意願，

進而達至營養攝取充足之目標。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營養與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