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氣來到寒冷的季節，除了準備各種厚重衣物禦寒之外，國人也愛吃些藥膳食補，像是羊

肉爐、麻油雞和薑母鴨等來祭五臟廟或是喝點溫補的中藥湯劑來暖暖身。但是你知道其實不是

所有人都適合如此進補嗎？

進補過量不僅將高熱量吃下肚，也容易造成上火，引起口乾舌燥、便祕、睡不著、長痘痘

及落髮等現象。中醫師建議，進補除了要適量且循序漸進之外，最好還能夠依照個人體質做調

整，尤其是有慢性疾病患者需要特別注意，才能補的安心、補的健康。

體質有何不同

中醫裡利用「體質」來研究、分類每個人的生理與病理情況。由於體質會影響疾病的發生

與進程，所以中醫採取的是「因人制宜」的方式。根據每個人體質差異，而制定不同的治療計

畫。冬令進補當中的「補」，就是針對中有「虛證體質」的人，提供滋養、補益，提高虛證者

免疫力。

虛證分類與適合藥物

虛證可再細分：氣虛、血虛、陰虛、陽虛等。不同症狀的虛證，適合的用藥也不一樣。

類型 常見症狀 適用藥物類型 常見藥物

氣虛 氣喘、聲音細微、容易疲倦 補氣藥 人參、黃耆、白朮

血虛 面黃唇白、心悸、失眠 補血藥 當歸、熟地、阿膠

陰虛 潮熱盜汗、口乾舌燥 補陰藥 麥門冬、枸杞、女貞子

陽虛 蒼白、肚子冷痛、陽萎早泄 補陽藥 鹿茸、冬蟲夏草、杜仲

冬令進補知多少？
文/藥劑科 洪羽宣、袁煜隆、楊明哲、羅明明 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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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煮方法

煎煮前通常都會將藥材用冷水浸泡，一般藥材可浸泡20-30分鐘，像是種子類的藥材較堅

硬，需浸泡1小時。煎藥用水必須是澄清，所以一般都會用飲用水來煎煮中藥。

藥膳的煮法可分為兩種，如果是用黑金爐、瓦斯爐煮，先用大火煮沸後再轉小火煮20-30

分鐘。若是用電鍋煮，因為電鍋沒有辦法調整火力的大小，所以直接煮30-50分鐘讓食材變熟即

可。

藥液劑的煮法會比較複雜，煎煮過程分成兩個步驟：一煎和二煎。首先，一煎我們會準

備三碗水，水的總量至少要淹過藥材液面兩公分左右，或是可以加到讓湯匙攪拌得動藥材的水

量。將水煎煮濃縮成一碗半，把藥材和藥汁分開，先不要丟掉藥材與藥汁。二煎我們會準備一

碗水倒到剛剛的藥材，再煎煮濃縮成八分滿。最後把一煎的一碗半和二煎的八分滿藥汁混合後

就可以服用了，一帖藥通常為一天份的藥量。藥液劑通常需經醫師開立處方才能使用，一天兩

次，通常分為早晚服用。

藥膳 藥液劑

藥性比較
有效成分濃度較低 有效成分濃度較高

藥性溫和 藥性較強

優點 能夠溶解脂溶性成分 容易調整有效劑量

特殊藥物煎煮方式

煎煮方式 說明 藥材

先煎
有效成分較難溶解出來，需要與其他藥材

同煮前先煮沸20分鐘左右。
牡蠣，磁石，珍珠母，石膏

後下 其他藥物煎煮起鍋前10分鐘下去同煮。 薄荷，大黃

包煎
加熱易變成糊狀或漂浮在藥液面上，不便

煎煮和服用，可用茶包或紗布包煎。

車前子、紫蘇子、旋覆花、

蠶砂、海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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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大補湯

十全大補湯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藥膳方劑，其中主要由補血和養血的四物湯和補氣調劑的四

君子湯所組成，此為八珍湯，再加上黃耆、肉桂兩味藥材加強補氣、溫補的效果。

十

全

大

補

湯

八珍湯

四物湯

當歸 補血養肝、和血調經。

熟地 滋陰補血。

川芎 活血行滯、通暢氣血。

白芍 養血柔肝和營為佐。

四君子湯

人參 甘溫補氣、健脾養胃。

茯苓 滲淡健脾，使補而不滯。

白朮 甘溫補脾益氣，燥濕健脾。

炙甘草 調和諸藥。

黃耆 補氣升陽，固表止汗。

肉桂 溫補命門，填補真元。

十全大補湯的功效是溫補氣血、滋陰升陽，但因為滋補力道較強，適合氣血虛弱且偏寒

者，若是體質燥熱、慢性病患者或患有婦科疾病者皆不適合服用，建議先諮詢醫師再做評估。另

外，方劑中補血活血藥材可能會與抗凝血藥產生交互作用，併用前也建議先請教醫師或藥師。

冬季養生重點

中醫的養生觀講求天人合一，順應自然，人的生活要隨著四季變化而調整。「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冬藏是指藏陽氣，陽氣指抵禦外邪的能力，也就是免疫力。除此之外，在作

息上，冬季早晚氣溫比較低，注意保暖就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冬季清晨，是老年人家最容易發

生心血管疾病的時候；在活動上，不宜運動過度，運動後必須注意保暖，大汗淋漓易使寒邪入

侵，造成感冒。在飲食上，可以選用一些黑色的入腎食材，像是：黑豆、黑木耳、黑芝麻、核

桃、羊肉等，可以幫助我們抵抗寒氣。

結語

冬令進補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建議要依照個人體質來調整，才能補得健康又補得安心。除

此之外，日常養生方面，冬天也要特別注意保暖與早晚溫差變化。

～中山附醫　藥劑科　關心您的健康！～

參考資料：中醫學概論主編: 李德茂

                中藥方劑學作者:李世滄副教授、吳玢玢助理教授、李威寰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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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謝梨君 營養師

某天早上上班，接到本院失智共照中心

個管師玉萍來電：「營養師，感謝你們一年

來的支持與協助，未來希望大家的連結能更

緊密的持續下去，郭慈安執行長邀請大家於

107/12/9失智共照中心成果發表暨年度研討

會請你能共襄盛舉。」

聽到電話那頭的這些話，剎那心裡滿滿

的感謝與感動；感謝的是郭執行長給予我機

會參與盛會，感動的是我能盡一己之力分享

預防失智症的飲食原則(圖一)，更將這兩年

在服務失智個案的照顧經驗分享給與會的貴

賓。

 

預防失智症，地中海飲食

根據國際失智症協會(A l z h e im e r ' s 

Disease International,ADI) 在2017年全球失

智症報告，估計全球失智症人口近5千萬

人，到了2050年人數將高達1億3150萬人平

均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

失智不失志...營養不可缺

失智症是一種不可逆的腦部功能退化，

目前尚無任何藥物可以治癒失智症，因此如

何預防失智症就成為民眾關心的議題。現今

預防失智症的研究中，多數以阿茲海默症為

主，隨著失智症研究不斷的進展，透過充足

的營養以及適當營養素可延緩腦部功能的退

化或快速進展，以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甚至預防失智症的發生。

2016年有研究指出採用地中海飲食型

態可有效降低失智症罹患率，也能降低輕

度認知功能障礙變成阿茲海默症的風險；

2013年亦有研究發現飲食模式越接近地中

海飲食的人，認知能力衰退的速度會減緩。

那麼地中海飲食該怎麼吃？掌握以下飲

食原則即可輕鬆達到，並提供營養充足的地

中海飲食食譜(圖二)作為參考。

1.每天都要吃全穀類、水果、蔬菜、豆類、

辛香料、堅果類及健康的油脂（主要是橄

欖油）。

2.每週至少吃兩次魚(富含omega-3脂肪酸之

魚類)和海鮮。

3.每週適量吃：乳製品(特別是發酵乳製

品，如優格與傳統的起司)、蛋或白肉(家

禽類)。

4.少吃紅肉與甜食。

5.喝足夠的水。

6.不建議喝酒；有飲酒習慣者可飲用適量紅

酒，但切勿過量。

7.規律運動與社交生活。

107/12/9失智共照中心成果發表暨年度研討會分享

(圖一)失智共照中心成果發表暨年度研討會上，
營養師分享預防失智症的飲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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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共照中心：十科共照

動機緣起...跑關人生

每個帶長輩看病的家人，都曾歷經

「跑關人生」，他們得先排隊掛號、依掛

號單上的指示奔波診間，再漫漫地等待叫

號；有時任務不見得一次達陣，得等上幾

週再報到；再加上失智長輩的病況更為複

雜，吞嚥、語言、情緒到行動問題，可能

一併出現，讓家屬的跑關任務更艱鉅辛

苦。

例如病人因吞嚥困難進食差而導致營養

不良，家屬需掛號營養科與復健科，營養師

教導家屬烹調營養滿分的料理，食物仍無法

順利入口、需復健科職能治療師教導吞嚥能

力，才能將食物順利送入口，這樣的過程耗

時費力又冗長。

開啟了...十科共照

從106年8月開始，臺中市失智共照中心

個管師與個案及案家進行會談，盤點個案問

題清單與需求，並詢問十科(醫師、中醫師、

護理師、營養師、藥師、物理治療師、職能

治療師、心理師、社工師及法務管理師)問題

清單，釐清個案與案家的問題，進行問題的

重點整理。十科共照之前，先安排個案研討

會，邀請十科專業人員討論個案與案家的問

題清單。活動當天，採個案與案家待在同一

診間，由十科專業人員進行跑關與諮詢(圖三

)，給予問題清單與專業建議。活動結束後，

由失智共照中心個管師追蹤個案與案家狀

況，如個案與案家有額外的問題，協助邀約

個案與案家，及專業人員之間的個別諮詢。

(圖二)迷迭香爐烤雞腿全麥麵包塔

(圖三) 活動現場-模擬診間(左)、營養師跑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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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效益

1.家屬回饋：「我能知道，原來遇到這些狀

況可以問誰、問哪些問題?」，也從未有過

這樣的就醫體驗，「我們可以一次知道所

有照護問題，很有幫助。」

2.醫療人員回饋：多次溝通與練兵，全院在3

個月內已有超過30位醫療人員投入10科共

照的行列，「他們已不希望單打獨鬥，否

則會缺手缺腳。」

3.失智個案十科共照介入對其營養狀態之探

討：個案的熱量與蛋白質攝取在十科介入

後皆有顯著上升；體重監測與BMI變化皆

無明顯下降，顯示個案在十科介入後皆能

改善營養。

4.十科共照介入之附加價值之探討：

(1)十科就診時間：十科共照快速解決病人

疑惑，節省就診時間。

(2)家屬回饋滿意度：十科共照較分開諮

詢的滿意度高，家屬的肯定給予醫療

專業人員很大的鼓勵與動力持續下

去。

最後，感謝中山附醫的臺中市失智共

照中心，在這次〝107年12月9日臺中市失

智共照中心-中山附醫、臺中醫院、童綜合

醫院聯合成果發表暨年度研討會〞中，宣

傳飲食營養治療已是醫療的重要一環，橫

跨十科的醫療團隊(圖四)，提升病人營養攝

取量，改善營養不良、吞嚥困難等問題，

結合醫院與社區的團隊正攜手改革，讓失

智家庭不再跑關看病，也從「全人」照護

失智症，以期對這些病人的臨床醫療結果

有助益，對於整體醫療成效則有正面輔助

的效果。

(圖四)107/12/9失智共照中心成果發表暨年度研討會十科共照醫療團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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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 邱靖惠 個案管理師

本院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於8月份舉

辦『第三屆全國醫學生達文西機器人微創

手術體驗營』共25名來自全台各醫學院學

生參加，包括:台灣大學、國防醫學院、 北

醫、中山醫大、慈濟及高醫等，並分成四

組別:『屈爾尼獅』、『鷹飛迅』、『布里

叮』及『依帝馬』以醫學名詞做為隊伍名

稱，讓生硬的課程變得活潑，其中還有一

對來自印度的夫妻檔主治醫師體驗學習。

VR跨界運用 模擬手術可重複練習

在虛擬實境(VR)快速發展的時代，以

往常被侷限在教育及娛樂產業的討論，身

在醫學尖端的我們，迫不及待應用更新的

方法讓新鮮人快速學習新技術。傳統的教

學方法是運用大堂課或一對一的教學方

式，這些方法雖然有用，但學習曲線要花

較多時間。

中山附醫達文西微創手術體驗營

虛擬實境提供一個真實的環境，可重複

練習，並減少培訓師的數量，是節省成本的

好方法，且將許多生硬的觀念，以身歷其境

的方式來教學，對於老師與學生來說都是全

新的體驗。

在醫學各科別中，VR的應用對於科技

界是跨界合作的重點項目，而且在未來還有

很多想像及創造的空間。例如運用於醫療教

學上，讓主刀醫師在手術前詳細了解腫瘤位

置、手術困境，事先模擬手術過程，也可讓

年輕醫師避開手術風險、減少醫療糾紛。如

果運用在護理臨床工作，則可以做為執行抽

血前的模擬訓練。至於運用於民眾衛教上，

在執行手術前，以虛擬實境先與病人、家屬

充分溝通，降低對手術的陌生感，減少醫療

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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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組趣味競賽 學習事半功倍

本中心彭正明主任表示，體驗營課程規劃將各項外科活動及名稱趣味化並鎖定在微創手

術，包括腹腔鏡及達文西機械手臂的操作，課程內容包括:手術基本介紹及模擬實作，並安

排腹腔鏡與達文西機械手臂的操作競賽。

此外，課程同時安排學生分組操作：史來母挑豆豆、HTC VR體驗、刷腸子、腹腔鏡縫

合、腹腔鏡剪星星、瞎拼ABC、電流急急棒等，以趣味又刺激的競賽方式達到學習目的，探

索自身興趣，讓學生了解外科手術及內視鏡手術的奧妙。

此次體驗營從課程到模擬實作，都有專業音控人員讓學員們沉浸在體感互動的氛圍，透

過全方位身心靈的感受達到快樂學習，是舉辦達文西機器人微創手術體驗營最高價值。

達文西機器人微創手術體驗營，除了讓醫學生更進一步的認識達文西機器人微創手術，

並且探索興趣、增加對醫療科技的認識，同時激發對外科手術興趣、降低恐懼，以正向態度

面對新的醫療科技，推廣達文西微創手術知識與應用，藉由競賽在社群間經驗分享與相互學

習，有效引導認識醫療科技新知。

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彭正明主任是

『達文西機器人微創手術體驗營』的總執行長

印度的主治醫師參與此次

『達文西機器人微創手術體驗營』活動

來自全台各大學醫學院學生參與開刀房競賽參賽學生以腹腔鏡進行『剪星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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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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02月-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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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對
外開放
聽講

108/02/13 三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內分泌科
王威傑主治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2/13 三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內分泌科
王威傑主治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2/14 四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
夏君毅主任

行政六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02/14 四 8:00-1700
台灣護理
管理學會

設計雲端互動式投
影片工作坊

台中市衛生局
呂宗學顧問

行政8樓4802
會議室

蔡淑美
督導

34975

預計申請
護理人員積分

否

108/02/20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馬偕醫院疼痛科
林嘉祥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2/20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馬偕醫院疼痛科
林嘉祥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2/21 四 07:30-08:30 外科部 研究教學演講
胸腔外科
黃旭志醫師

行政六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育學
分5分

可

108/02/24 日 08:00-12:00 兒童部
中部地區兒科聯合
病例討論會以及重
症聯合病例討論會

中部各醫療院所
汝川大樓1703
會議室

許倖慈

台灣兒科醫學
會及台灣小兒
神經醫學會積
分

可

108/02/27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中國附醫感染科
杭良文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2/27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中國附醫感染科
杭良文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3/06 三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達文西微創手術
中心謝慶隆醫師

行政六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育學
分5分

可

108/03/06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台大內分泌科
李弘元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3/13 三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
夏君毅主任

行政六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03/13 三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肝膽腸胃內科
汪奇志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3/20 三 07:30-08:30 外科部 研究教學演講
內分泌外科
姚忠瑾主任

行政六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育學
分5分

可

108/03/20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腎臟內科
洪東衛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3/27 三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
夏君毅主任

行政六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03/27 三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PGY蔡牧宏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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