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林榮志 主任

痠痛貼布常用來消除肌肉痠痛或是肌腱

發炎，除此之外，還能做什麼用呢？最近網

路相傳最夯的佛系減肥法「日本人將痠痛貼

布貼在腳底板，產生不錯的減肥效果，並宣

稱有人因此減重七公斤」，真相如何？真的

這麼有效嗎？

網路盛傳之痠痛貼布貼在腳底可以輕鬆減肥

(圖片來源: https://reurl.cc/Y4gno)

從網路文章中提到以貼布來達到減肥的

原理，我們以中醫理論來談談是否真有其效

果：

#刺激穴位幫助代謝：因為貼布貼在腳底板

可以幫助刺激穴位，促進氣血循環，可以幫

助腸胃蠕動，加強消化功能，身體也因此代

謝變好，幫助了排便就能改善便秘的困擾，

以此排出身體的廢物，達到排便一身輕，但

貼布的實際效果不如穴道按摩、針灸或是埋

線。

#睡眠品質提升：將貼布貼在腳底15-20分鐘，

舒緩腳底痠痛肌肉緊繃，將貼布貼在湧泉穴

上刺激穴道，加強腎經功能，可以改善睡

眠。

 人體在睡覺的時候會分泌幫助分解脂肪

的瘦素，當你睡得越好，這個激素也可以幫

助你降低食慾提高代謝，所以好的睡眠品質

跟胖瘦是有很大的關係。

中醫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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痠痛貼布與減肥
有效嗎？中醫師為您破解網路流言！



#活化褐色脂肪細胞：身體上的贅肉脂肪稱之

為白色脂肪細胞，而棕色脂肪細胞則是可以幫

助白色脂肪細胞燃燒轉換成熱能，加速脂肪燃

燒，但是人體裡面的棕色脂肪細胞很少，而且

也不會自己增加。2013年一項研究指出，長

時間暴露低溫下除了刺激棕色脂肪活性外，棕

色脂肪組織體積也會增加。另外也有研究者認

為，運動、兒茶素、咖啡因等可能促進棕色細

胞增生的效果。而貼布是否可以有效活化褐色

脂肪細胞，還有待研究了。 

腳底貼布減重的作法，就像中醫用三伏

貼治療過敏一樣，是利用藥材辛香通竅的特

性，敷貼於皮膚和特定穴位上，使藥物的有

效分子滲透入表皮，經皮吸收，達到刺激穴

位、經絡活血的養生作用，並經由刺激穴位

來促進血液循環，加強身體代謝功能。

再以腳底穴位反射區來看，

1.起自足大趾次趾間至公孫穴之帶狀區塊：

這裡是人體甲狀腺的反射區，幫助分泌刺

激脂肪代謝的賀爾蒙，然後促進身體代

謝、脂肪代謝，能更有效地消耗熱量。

2.足心凹陷區塊：黃色區塊為消化道的反射

區，貼在這些部位，可以提高身體代謝，

改善水腫還有促進腸胃蠕動改善便秘。

貼布減肥效果有限，痠痛對症更有效

人體各器官都能在腳底找到相對應的反

射區，因此腳底貼布或腳底敷貼對改善痠痛

特別有幫助。民眾只要根據「以痛為俞」的

原理，中藥敷料直接敷貼於疼痛的穴位處或

足底反射區，一段時間就能明顯感覺痠痛減

輕。

瘦身沒有捷徑，穴位按摩輔助你

綜觀減肥全文，可以發現與穴位息息相

關，中醫師再教你按摩小技巧，平日多按摩

肚臍上一寸的「水分穴」，以及小腿內側、

膝蓋下方脛骨內側凹陷處的「陰陵泉穴」，

有助消除水腫。

若想打擊脂肪，則可多按摩或針灸「足

三里」，位於小腿前外側，膝蓋下3寸之處。

先前國內研究發現，利用電針刺激中醫足陽

明胃經的「足三里」穴位，可以有效地控制

體重，減少腹部白色脂肪的累積。

但瘦身沒有捷徑，還是需要仰賴飲食節

制，吃健康的食物、並且適度的運動，才是

最佳的瘦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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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減重藥物-沛麗婷
文/藥劑科 陳怡伶 藥師

在平面媒體、網路大肆宣傳『瘦』即

是美的普羅觀點下，如何瘦的美、瘦的健

康，是多數人追求的目標。肥胖除了在外型

上被無法認同外，還有罹患許多疾病的風

險，如：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退化性

關節炎，甚至是中風等。依據衛福部所訂的

「成人肥胖定義」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在24至27 kg/m2即為過重，超

過27 kg/m2以上則為肥胖。依據近年統計，

台灣成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約為21%，換句

話說，每5個人裡面，可能就有一人為此所

苦。

2010年前，台灣唯一合法核准的兩個

減肥藥，包括控制神經傳導物質正腎上腺素

與血清素的再吸收，達到抑制食慾和加強

燃脂雙重效果的『諾美婷Reductil®，成分為

sibutramine』；其二為降低人體對脂肪吸收

的『羅氏纖Xenical®，成分為Orlistat』，因

此藥物不被人體吸收，不影響中樞作用，故

相對沒有嚴重的不良反應。然而，尷尬的解

油便或放油屁是最被詬病的副作用。2010

年，諾美婷因國外大型研究顯示，其成份會

增加服用者心血管疾病風險(心臟病發作、中

風等)，且減重的效果與風險不成比例，國內

隨即下架。自此，專家學者與藥廠們，無不

努力的想要研發一種可以達到有效又安全的

減肥用藥。

爾後，終於在2017年，國內衛生署才

再更嚴格的規範下，核准了新一代的減肥藥

『沛麗婷Belviq®，成分為Lorcaserin』的藥

證，目前本院也引進沛麗婷(Belviq®)，給予

需要的患者自費使用，讓在減重路上又多了

一個有力的戰友。

提到沛麗婷，就不得不提到一樣名聲響

叮噹的抗憂鬱藥『百憂解®』。最初，在坊

間還沒這麼多合法的減肥藥問世前，減重門

診往往合併多種藥物，利用藥物產生的副作

用來達到減重的效果。其中，百憂解就是利

用它會抑制食慾、造成體重下降的副作用(治

療憂鬱症後發現帶來的好處)，來作為減重輔

助用藥。百憂解可抑制血清素被回收，增加

的血清素，作用在不同血清素亞型的接受器

上，即產生不同的作用。例如，血清素若作

藥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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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您健康

常見的副作用包括：頭痛、頭暈、噁心、口

乾、便秘，少部分有背痛、上呼吸道感染的

症狀等。而在糖尿病患者中，最常見的不良

反應則是低血糖、頭痛、背痛、咳嗽、乏力

等。在台灣，許多肥胖的糖尿病患者也可能

有減重的需求，如果需併用沛麗婷，應與醫

師商量是否需要減低降血糖藥的劑量，以避

免低血糖的發生；另外，若同樣併服會影響

血清素的藥物，如精神病藥物、抗憂鬱藥類

的單胺氧化酶抑制劑，可能有潛在發展出威

脅生命的血清素症候群(Serotonin Syndrome)的

風險，不建議同時併用沛麗婷。

肥胖已被證實為一種慢性疾病，適度

的減重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除

配合醫師使用合法的藥物控制體重外，保持

長期良好的生活型態、飲食習慣與固定的運

動，才能使體重維持在理想狀態。減肥藥物

的發明無疑對有減重需求的患者多了一種選

擇，然沛麗婷在台灣上市後的使用經驗畢竟

還不多，國內試驗人數不及國外大型研究，

加上血清素受體複雜的多種亞型機轉，可能

仍有尚未發現的副作用，需要長期小心謹慎

的使用與觀察。減肥在多數人的口中常常是

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狀

態，正確的了解減重觀念，才不會減了體

重，也減了健康。

用在5-HT2A會影響人的情緒(抗憂鬱劑的機轉)、

作用在5-HT2B會影響心血管系統(壞的副作用)，

5-HT2C則會影響下視丘的飽食中樞(減重藥的

機轉)。理想的狀態下，當然希望藥物僅作用

在單一的受體上，達到想要的治療效果，又

不會產生不良的反應，而沛麗婷，就是設計

專一作用在5-HT2C受體上的藥物。

沛麗婷目前在國內核可的適應症，主要

用於身體質量指數為: BMI≧ 30 kg/m2或BMI 

≧ 27 kg/m2且有一項與體重相關之疾病(高血

壓、血脂異常或第二型糖尿病)。使用方法為

口服每天兩次，早晚各一顆，空腹或與食物

併服皆可。減肥藥使用的劑量皆經過臨床嚴

密的實驗，藥物不是保健食品，除了多食無

益外，更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副作用產生。

在使藥12週後，需進行藥物的療效評估，如

果體重減少未超過5%則須停止。

另外，特殊族群因為尚無使用藥物的安

全性評估資料，或是沒有減重的益處需求，

如18歲以下患者、孕婦或哺乳中，都不建議

使用此藥物。在禁忌方面，重度肝腎功能障

礙的病人，或是對其成分過敏者，都禁止使

用本藥。

使用減肥藥物，多數人關心的還是其

副作用，在非糖尿病的患者使用沛麗婷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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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科/謝梨君 營養師

吃粽子是端午節的一大樂趣，是不可或缺的應景食物。對於洗腎病友來說，慶祝端

午節，總有許多無奈，對粽子只敢遠觀不敢享用？其實在控制疾病的飲食原則下，彈性調

整，享受美食與控制病情是可兼顧的，但須適量不能肆無忌憚得吃。洗腎的病友們如何輕

鬆簡單吃？遵從以下五大原則，可快樂享受端午佳節。

原則一、種類選擇小叮嚀

應景的粽子，種類多樣化，鹹的、甜的、冰的、熱的，還有素的，也分北部及南部

粽，這其中的食材與營養成分，須先了解，才能選擇適合自己的「最佳粽子」。以最常見

的南北粽來說，北部粽製作時會先將食材用油拌炒後再包入粽子蒸熟(有點像油飯)，而南

部粽是將生米與餡料包好後，用水煮的方式烹調，相較起來含油量較低，對腎友的負擔也

較少。此外，許多人喜歡吃顆甜粽當飯後甜點，建議挑選無餡料的客家鹼粽較佳。

種類 食材
營養分析

熱量(卡) 磷(mg) 鈉(mg) 鉀(mg)

北部粽
糯米、豬肉、蝦米、香菇、竹筍、
芋頭、蛋黃、菜脯

497 432 464 420

南部粽
糯米、豬肉、蝦米、香菇、竹筍、
芋頭、蛋黃、菜脯

453 432 464 420

素粽
糯米、栗子、素火腿、花生、香
菇、菜脯

365 167 399 277

八寶蓮子粽
糯米、栗子、干貝、花生、滷肉、
香菇、蓮子

661 597 507 661

豆沙粽 糯米、紅豆沙 275 94 10 93

客家板粽
糯米粉、再來米粉、香菇、豬肉、
豆乾、菜脯

333 146 213 203

鹼粽 糯米、鹼粉 143 43 0.89 47

五縠高纖
黑糯米、五榖米、栗子、蓮子、
竹筍、香菇、豬肉

296 131 20 356

冰心Q粽
地瓜粉、太白粉、紅豆沙(芝麻、
栗子、綠豆沙)

236 31 9 36

潮州鮮肉粽 糯米、五花肉 329 179 36 286

＊以市售大小一個為單位、依新版營養量計算營養成分

端午佳節吃粽情 洗腎腎友不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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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二、血壓控制不可少

 一般來說，葷粽子口味皆偏鹹，但腎

病病友的血壓控制是首要之務，多數病友

需要限制鹽分的攝取，以減少水腫，避免

加重腎臟負擔。減少大量食用鹹豬肉及菜

脯等含鹽高之食物。粽子裡的食材，盡量

以新鮮食物為主，肉類、竹筍可以水煮方

式呈現，避免先將食材炒過，預防攝入過

多油脂及鹽份；內餡可多加一些蔬菜，如

香菇、筍子、蒟蒻、胡蘿蔔等，可增加纖

維之攝取。少用調味醬料(含鈉量高的蕃茄

醬、甜辣醬、辣椒醬)，降低鹽分攝取，可

使用新鮮食物如紅蔥、蒜等來提味。

原則三、高磷食材要當心

養生觀念逐漸普遍，許多商家推出

養生粽、五穀粽、素食粽等，食材包括五

榖米、綠豆、薏仁、蓮子、芝麻、紅豆等

均屬於高磷食物，請盡量選擇白糯米粽為

主。另外內餡常見的花生、蝦米、鹹蛋

黃、栗子及堅果等餡料，都是腎友需特別

注意的高磷食物，建議內餡以紅蘿蔔、瘦

肉及豆乾取代蘿蔔乾、蝦米、鹹蛋黃等高

磷食材，以避免造成腎臟太多負擔。

原則四、營養均衡仍需要

粽子主要由糯米製成不易消化，再加

上腎友腸胃蠕動較一般人慢，消化吸收的時

間較長；粽子吃多了會造成腸胃的不適、消

化不良、腹脹等，應適量攝取，一天一顆為

限，並選擇在中午食用為佳，當餐最好搭配

一份蔬菜(煮熟後約半碗)及一份水果(一個女

生拳頭大小)，以增加纖維質攝取；但仍需注

意高鉀蔬果應先處理過，可讓您吃得營養又

均衡。若有血糖問題，水果進食時間建議在

兩餐中間，以避免餐後持續高血糖。

原則五：水分攝取要控量

洗腎病友每日體重變化以不超過5%為原

則；若進食美味粽子後，口乾舌燥想喝水，

以前一天的尿量再加上1000毫升的水分來估

算，可事先將今日飲水量盛裝好，小口飲用

或製成小冰塊含口中。若感到渴感時可以漱

口方式濕潤口腔，或以嚼口香糖或檸檬片等

方式促進唾液分泌。

透過上述五大原則，找出屬於洗腎病

友的「健康粽」；另提供一道「利腎粽」食

譜，鼓勵腎友DIY，在粽香四溢的節慶，度過

一個健康愉快的端午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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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的初體驗

利腎粽(5人份)

【材料】粽葉10片、棉繩1串、白糯米 300g、瘦豬肉 150g、豆乾丁 30g 、

            新鮮竹筍切丁70g、紅蘿蔔 30g、乾香菇絲、紅蔥頭少許、醬油少許、

            鹽少許、植物油少量。

【做法】1.清洗食材、粽葉。

2.糯米浸泡約兩小時撈起備用，竹筍、紅蘿蔔切丁燙過備用，

   肉丁先川燙(去除血水與腥味)備用。

3.鍋中加入植物油、紅蔥頭及乾香菇絲爆香後，放入食材、

  糯米稍微拌炒並加入醬油、鹽適量調味。

4.將所有食材及糯米放入粽葉中綁緊。

5.蒸鍋水滾後，放入粽子，蓋上鍋蓋，中火煮1~1.5個小時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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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與健康



文/緩和醫學科 王銘雄 個案管理師

范淑詒 護理師、周希諴 主任

 《病人自主權利法》於108年1月6日正

式施行。此為亞洲第一部以病人為主體的專

法，臺灣病人自主權利往前邁進一大步，全

法共十九條，核心重點為：具完全行為能力

之意願人可以透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事

先立下書面之「預立醫療決定」，可以選擇

接受或拒絕醫療。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及「預立醫療

決定」是本法的實施重點，須由醫療機構提

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於預立醫療決定上核

章證明，再經公證人公證或有具完全行為能

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最後註記於健保IC

卡，才算完成「預立醫療決定」而具效力。

「預立醫療決定」適用5種臨床條件：

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久

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其他經公告之病

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

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

形。每項認定應由二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

之醫師確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

會確認，以達過程嚴謹與準備完整。

另有三個規定來降低醫界之疑慮：(一)

醫療機構或醫師因專業或意願，無法執行病

人預立醫療決定時，可以不施行。(二)醫療機

構或醫師依預立醫療決定執行終止、撤除或

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之全部或一部，不用負

刑事與行政責任；因此所生之損害，除有故

意或重大過失，且違反病人預立醫療決定者

外，不負賠償責任。(三)因病人之親屬常與

病人之意願不一致，使醫師無法執行病人之

意願，本法第4條第2項特別規定病人之關係

人，不得妨礙醫療機構或醫師依病人就醫療

選項決定之作為，讓醫師不受干擾，依專業

執行病人之意願。

本法一大特色，是提供病人充分知情

的權利，並選擇接受或拒絕維生醫療、人工

營養及流體餵養，因病人意願涉及倫理、專

業判斷及個人信仰等太多不確定的變數，基

於對生命尊嚴的重視、希望給予病人更好的

醫療照護品質，將持續辦理醫護人員教育訓

練，對民眾廣為宣導，以建立正確觀念，獲

得雙贏之醫療照護。「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諮詢專線：（04）24739595分機38505。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服務E園地

一起決定的「病人自主權利法」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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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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06月-108年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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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對外
開放聽講

108/06/01 08:30-12:00 中山附醫兒童部 腸病毒醫療品質課程

中山附醫兒童部
許績男教授/
丁佩如醫師/
潘蕙嫻醫師/
吳宗樺醫師 

汝川1703
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台灣兒科醫學會
台灣新生兒科醫
學會專科護理師
學分護理師學分

可

1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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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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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108/06/15 14:00-17:00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
中山附醫兒童部 中區新生兒病例討論會 各醫療院所 汝川1703

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台灣新生
兒科醫學會 可

108/06/15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特殊需求
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

心獎勵計畫(第一場)

中山附醫小兒
神經科蔡政道醫師/
洪森豐臨床心理師/

黃佐琪牙醫師

文心院區D05
演講廳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
護理人員繼續

教育積分申請中
可

108/06/19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過敏免疫風濕科
王世叡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6/19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肝膽消化外科
李祥麟醫師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科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 可

108/06/26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肝膽腸胃科
楊子緯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6/26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夏君毅
部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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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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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108/06/27 16:30-17:30 解剖病理科 外科病理討論會(SPC) 許振東主任 行政大樓6樓
4605會議室

顏嫚姍
32552/
李雪旖
11647

無 否

108/06/29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
務示範中心獎勵計畫

(第二場)

中山附醫特殊需求者
牙科示範中心暨到宅
牙醫服務余權航醫師/
口腔病理科暨診斷科

李育賢醫師

文心院區D05
演講廳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護理人
員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中

可

108/07/03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肝膽腸胃科
王賀立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7/05 12:30-14:00 醫教部 全院性病理討論會 解剖病理科
柯端英醫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昱佑
34536 無 可

108/07/10 12:30-13:30 內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心臟內科
黃聖瑋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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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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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108/07/13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特殊需求
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

心獎勵計畫(第三場)

中山附醫居家護理組
張素瑞護理師/

雙和醫院
黃大森醫師

文心院區D05
演講廳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護理人
員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中

可

108/07/17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肝膽腸胃科
楊子緯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7/20 14:30-17:30 骨科部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108年7月份中區月會

陳威明理事長/
賴韋丞醫師/
林聖傑醫師/

吳志隆部主任

行政大樓10樓
會議室

楊采蒨
34612

中華民國骨科
醫學會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中
可

108/07/24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肝膽腸胃科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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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可

108/07/27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特殊需求
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

心獎勵計畫(第四場)

中山附醫麻醉科
洪維德醫師/

口腔顎面外科
余權航醫師/
復健科語言

治療師何恩沛

文心院區D05
演講廳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
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中

可

108/07/28 08:00-12:30 兒童部 (需事先報名繳費)108
年度流感疫苗教育訓練 各醫療院所 行政12樓國

際會議廳
許倖慈
21728

兒科醫學會、
醫學倫理

(感染管制)
可

108/07/28 13:00-17:30 兒童部
(需事先報名繳費)108

年度兒童發展與健康篩
檢服務醫師教育訓練

各醫療院所 行政12樓國
際會議廳

許倖慈
21728

兒科醫學會、
台灣家庭

醫學會學分
可

108/07/31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肝膽腸胃科
陳宣怡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