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許睿杰 主治醫師

55歲王先生去年被診

斷出第四期肺癌，透過肺癌

基因突變檢測陽性，可服用

標靶藥物治療；不過治療期

間的藥物副作用使得王先生

一天腹瀉多次、皮膚生成丘

疹、頭皮少量膿疱，尤其天

氣熱或運動後皮膚症狀加

劇。在經合併中藥治療後，

大便次數減少為一日2次且

多為成形，此外頭皮膿疱已

無，皮膚丘疹也減少許多，

王先生得以外出進行輕度的運動並維持較好生

活品質。

近年肺癌療法除了傳統的手術、化療、

放療之外，另有標靶藥物、免疫療法等，延長

了存活機會；患者在接受西醫正規治療過程難

免有副作用，如癌疲憊、化療當中產生噁心、

嘔吐等腸胃道症狀、或是骨髓抑制增加感染風

險；標靶藥物治療期間容易產生腹瀉與皮膚症

狀等皆影響生活品質。

目前最好治療方式應是以西醫治療抗邪

為主，中醫扶助正氣並減少副作用為輔，修復

西醫治療過程中所造成的身體損傷，不但不與

西藥起衝突，反而相輔相成治療效果；健保署

為了讓患者順利接受西醫治療並提升生活品

質，目前已規劃「肺癌中醫門診加強照護計

畫」，讓有意願進行中西醫整合治療的癌友，

以中醫輔助癌症治療方式減少副作用產生。

中醫傳統理論提到肺為嬌臟，主氣司呼

吸，由於其嬌嫩特性，不耐寒熱，容易被外在

氣候所影響，若是體內正氣不足與情緒波動

大，造成免疫力下降，加之外在汙染環境與肺

部反覆感受風寒等，久之引起痰濁瘀血積聚，

容易形成惡性腫瘤。

中醫辨證以五大類型為主：陰虛內熱

型、氣陰兩虛型、脾虛痰濕型、陰陽兩虛型、

氣滯血瘀型；需由中醫師經過望、聞、問、切

等方式為每一位癌友進行個別化體質辨證，再

開立相應方藥治療，建議癌友切勿相信坊間來

路不明偏方或草藥，不但沒有療效，反而可能

加重症狀且延誤最佳治療時機。

中醫天地

中醫調理減緩肺癌治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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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4小時，而人體活動也多呈現24小時晝夜生

理節律，這代表生理節律受外界環境周期性變

化而同步。

中醫很早就體會到身心一體並相互影響，

長期負面情緒與壓力有礙身體復原，建議病友

努力調整身心狀態與生活，回歸相仿於大自然

正常運作的規律生活中，不妨加入病友支持團

體，讓情感得以宣洩轉換注意力。

平日生活作息應規律，依據天氣變化配合

穿著預防感冒或中暑，此外熬夜耗損人體陽氣

與陰液，最好在晚上11點前就寢，讓負責處理

人體代謝廢物的肝膽經順利運作。

培養運動習慣，建議學習氣功類運動，如

太極拳，在練習鬆柔沉靜中，逐漸舒緩緊張僵

滯的身心，讓精氣神日漸飽滿。

飲食方面以平性營養為主，需要少吃(1)

屬性寒涼的食物如冰品、西瓜、橘子等；(2)屬

性燥熱的食物如辣椒、大蒜、沙茶醬、龍眼、

荔枝等；(3)烤炸辣與油膩之品；(3)避免菸、

酒、咖啡與茶等刺激性食品影響睡眠；(4)標

靶藥物治療時若有皮膚症狀需避免蝦、蟹、辣

椒、酒、烤炸辣之品。

癌友們除了正規西醫治療，一定要記得攝

取足夠營養，充份休息、適度運動且適時抒發

情緒皆有助於提升生活品質。同時諮詢專業中

醫師，中西醫聯手抗癌對於病患是一大福音。

中醫介入輔助肺癌治療有五個時機，如

下說明：

1.	手術前後易耗傷氣血：以扶正為主，利用

黃耆、白朮、茯苓等益肺氣健脾氣等方

藥，增強體力改善疲累症狀。

2.	化療引起腸胃不適、容易感染：以調理腸

胃、補腎為主，化療副作用有噁心、嘔

吐、腹脹、口瘡、白血球低下、貧血等症

狀，可使用陳皮、半下、茯苓、黃芩、紫

蘇、厚朴、麥門冬等方藥調理腸胃不適，

加以黃耆、雞血藤、枸杞、菟絲子等方藥

補腎益氣血，改善白血球低下與貧血症

狀。

3.	放療產生毒熱反應：引起皮膚炎、食道

炎、肺炎等副作用，選用天門冬、麥門冬、

牡丹皮、板藍根等滋陰清熱方藥治療。

4.	標靶治療期間以調理腸胃與清熱除濕為

主：副作用常見皮膚丘疹、膿疱、口瘡與

腹瀉等，可用生地、牡丹皮、紫草、金銀

花等方藥改善皮膚症狀，另外以蒼朮、茯

苓、厚朴等健脾除濕方藥改善腹瀉症狀。

5.	其他適應症：失眠、心悸、胸悶等症狀，

或對於接受緩和治療患者，中醫皆可輔助

改善。

傳統醫學認為天地是大宇宙，人體為小

宇宙，大小宇宙許多訊息相通，地球自轉規律

中醫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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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人的麻煩事
夏日常見的泌尿道感染

文/藥劑科 林駿廷 藥師

炎炎夏日，除了注意冷熱交替造成的風寒型感冒外，也要小心泌尿道感染的發生。根據流

行病學及統計學的分析，50%以上的人受此疾病困擾過，症狀輕微者調整生活作息即可；但嚴重

者可能需要住院治療。

泌尿道感染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因女性生理構造問題，罹患比率較男性高。2011年歐

洲研究報告指出，女性泌尿道感染的機率是男性的4倍之多；在國內，根據臺灣婦女健康學會的

資料顯示，女性一生中罹患率是50%，再復發率是30%，面對如此高的罹患率及復發率究竟要如

何有效的預防呢？接下來將帶各位了解今天的議題---泌尿道感染。

何謂泌尿道感染呢？人體的泌尿系統是由腎臟、輸尿管、膀胱及尿道四個器官組成。當這

些器官受感染且細菌大量繁殖造成人體的不適就叫泌尿道感染。

泌尿道感染根據感染部位可以分為兩大類：感染位置在膀胱及尿道稱為下泌尿道感染；若

範圍往上擴及腎臟輸尿管則稱上泌尿道感染。	

可能許多民眾會有疑問，既然排泄物是從我們體內產生，為什麼還會有感染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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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健康的人腎臟所製造的尿液是無菌的，其實細菌是從尿道口逆流而上的，	我們稱為逆

行性感染。各位也無需太過驚慌，只要我們適時排尿，就可以將大多數細菌沖出體外，以減少感

染發生的機率。泌尿道感染常見症狀有：

1.尿液混濁有異味

2.解尿燒灼疼痛感

3.頻尿但尿量不多

若病情嚴重則可能出現發燒或腰酸背痛，酸痛的範圍大概是繫皮帶的高度，此時很有可能是

感染範圍已擴大到腎臟。	

泌尿道感染可再細分為：

1.無症狀菌尿症

2.急性尿道症候群

3.急性膀胱炎

4.急性腎盂腎炎

治療著重於感染及疼痛控制兩大部分，以下向各位介紹臨床常用治療藥物及服藥時應注意事

項：

一、無症狀菌尿症

沒有任何排尿問題或全身症狀，但卻在尿液培養檢測出大量細菌。常見於老年人、女性或懷

孕婦女，療程大約3至14天，優先選用懷孕分級為B級的抗生素，如Amoxicillin或Cephalexin抗生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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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盤尼西林(Penicillin)類或頭胞菌素	(Cephalosporins)類抗生素過敏者，敬請提前告知醫

護人員，醫師將根據您的狀況更換適合您的藥物，常用的藥物為Clindamycin。	

二、急性尿道症候群

病人常有排尿困難、疼痛等尿路症狀，但是尿液培養結果細菌量卻未達到感染標準，療程

大約3至14天；若近期有過性行為，則需評估是否披衣菌(Chlamydia)感染，此時性伴侶也必須

一起接受治療。常用藥物為Azithromycin或Doxycycline。Doxycycline孕婦不建議使用；另外服用

時請不要與胃藥、止瀉劑、鐵劑、鈣片同時併服，以免影響藥效。

三、急性膀胱炎

細菌侵入膀胱，並造成膀胱紅腫熱痛發炎症狀。療程大約3至7天，感染菌種以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為主，常用藥物為Sulfamethoxazole	/Trimethoprim，對磺胺藥過敏及蠶豆症之病

人請告知醫師更換其他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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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急性腎盂腎炎

為細菌經由尿道、膀胱逆流而上到輸尿管、腎臟而引起的感染，療程大約7至14天，

臨床症狀除了頻尿、排尿困難外，通常伴隨有噁心嘔吐、腰痛、高燒等情形，症狀嚴重

者需要住院治療。常用藥物為奎諾酮類(Fluoroquinolones)抗生素，例如：Ciprofloxacin及

Levofloxacin。

奎諾酮類(Fluoroquinolones)抗生素請不要與胃藥、鐵劑、鈣片同時併服，若有必要時服

用時間至少應間隔1至2小時以上，以免影響藥效。

＊疼痛控制：

療程期間的尿道疼痛常用的藥物有：Acetaminophen、Diclofenac及Phenazopyridine。服

用Phenazopyridine後尿液顏色會成黃褐色，是正常現象，多補充水分即可，無需太過擔心；

蠶豆症此藥不建議使用。

＊預防方法：

其實只要改變我們生活習慣，就可以預防泌尿道感染，多補充水分（腎功能正常者建

議2000ml/天）、不憋尿、女性如廁後請由前往後擦拭外陰部(尿道口外部)、在生理期間，

勤換衛生棉（條）、避免穿著緊身褲，洗澡以淋浴方式等，都可大大減少感染發生的機會。

最後提醒您，感染症狀一旦產生，如解尿疼痛或發燒等，影響到日常生活作息時，勿

自行購買成藥服用，應立即就醫，尋求專業醫療人員的協助，以免延誤病情；另外若治療期

間使用抗生素，需按照醫師的指示，將療程服用完畢，即使症狀已緩解，還是要繼續服藥，

避免殘存的細菌產生抗藥性而使療程增加，那就得不償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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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謝梨君 營養師

忙碌工作之餘，不少人利用工作空檔或孩子放寒暑假安排出國旅遊；旅遊時，生活規律被

打亂、飲食習慣遭破壞、水分攝取變不足等，多種原因導致了便秘的發生，影響遊玩興致。出

國旅遊若3天沒有排便，可帶些幫助腸胃蠕動的藥物救急，但若長期依賴浣腸劑或瀉藥改善症

狀，會使得之後不服藥就不會有便意，排便更加困難。

如何辨別是否便秘?一天排便3次到3天排便一次皆為正常排便，但若3天排便不到一次、

糞便樣態呈短小硬便，而非香蕉狀的平滑條狀，用力解便又感覺排不乾淨就是便祕。怎麼解決

這一道難題？飲食如何注意與作息如何調整？讓旅遊也能天天暢快，讓假期更加放心、安心與

開心。

一、均衡飲食為基本：

旅遊多以外食為主，仍應以「均衡飲食」為導向，均衡飲食包含全榖雜糧類、豆魚蛋肉

類、乳品類、蔬菜類、水果類及油脂與堅果種子類；每個種類的食物所提供的營養都不同，所

以有不同的功用，每天攝取才能維持正常的身體機能，掌握均衡、新鮮、營養、衛生，才能在

旅遊中維持免疫功能，疾病才能遠離。

二、多選擇高纖維食物：

足夠的纖維質可使糞便成條狀，增加腸道蠕動、減少腸內壓力及增加糞便量。纖維質攝

取太少時，糞便量過少，比較不會產生便意，加上沒有纖維刺激腸道蠕動，糞便就更難排出。

纖維含量高的食材包括：牛蒡、地瓜、燕麥、菇類、蔬菜、香蕉、柳丁及帶皮的蘋果等；旅遊

時，用餐若是飯店的自助餐，可每餐攝取蔬果多的一道沙拉(圖一)或餐點(圖二)或蔬果汁；若

一路上有需要補充隨身攜帶的零食，建議選擇全麥餅乾、水果乾果或者新鮮水果以增加纖維質

的攝取量。

圖一、前菜-沙拉(左-日式沙拉、右-美式沙拉)

旅遊旺季，飲食小叮嚀，

便秘遠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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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蔬菜多的餐點(左-日式雞腿排飯、右-超豪華紐約克歐姆雷特)

三、避免加重便秘食物：

旅途中，當地的食物特產，可能會很喜歡嘗試，甚至吃太多，像零食和甜品等精緻食物

如糖果、蛋糕、巧克力、蛋捲、加糖的罐頭、加工食品等，這些都會使便秘更加嚴重。如果

便秘已經出現，那麼旅途中這些食物攝入必須限制。此外，酒精和咖啡因同時會引起身體脫

水，若將出現便秘，試著限制酒精和咖啡因的攝入，或者是在飲用這些飲料後大量飲水，確

保身體不缺水。

四、補充緩解便秘的食物：

選用優質油脂，例如杏仁片、芝麻、腰果等含油脂類的種子食物(圖三)，適量的脂肪可使

糞便表面光滑，以利糞便在腸道的輸送及排出。另攝取含有益生菌之食物如優格(圖四)、優酪

乳或補充劑可改善腸道菌叢生態、維持腸道健康，這些都助於排便順暢。

	

																															圖三、杏仁片沙拉																																																			圖四、優格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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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水分的攝取

水分攝取足夠，可以預防身體脫水、減輕便秘(水分可使糞便柔軟有彈性，減低糞便的硬

度以利排便)的情況。一公斤的體重，建議一天至少要喝30c.c.的白開水，50公斤的女性一天至

少要攝取1500c.c.的白開水，旅遊時每天建議補充2000至2500	c.c.的水分，讓糞便維持適當軟

硬度，特別是起床後喝一杯溫開水有助排便。建議隨身攜帶一壺水，尤其是長時間搭飛機或

在戶外活動時，非渴了才喝水，應不定時少量補充水分。常見旅遊時會攜帶的寶特瓶(圖五)，

容量分別為小瓶240	c.c.、中瓶600	c.c.、大瓶1500	c.c.，以旅遊時補充的2000	c.c.為例，小瓶

水至少要9瓶，這樣水分攝取才足夠。

	

圖五、常見旅遊時會攜帶的寶特瓶(容量分別為小瓶240cc、中瓶600cc、大瓶1500cc)

六、定時排便習慣：

旅遊時，仍須養成固定排便的習慣，排便的時間不要選擇在緊湊或是壓力大的時段上，

選擇時間例如早上提前30分鐘起床，在從容的狀態下「慢慢上廁所」，剛開始就算上不出來

也沒關係，養成習慣後自然會有便意。此外，每天早上起來先喝一杯250c.c.的溫開水或是蜂

蜜水，增加腸胃蠕動、醞釀便意；亦可上廁所前按摩腹部，順時針繞著肚臍按摩腹部，加強

腸道蠕動才會有便意。

遵守上述六項小叮嚀即能緩解便秘;此外，旅遊若長時間的坐著，無論是火車、汽車還是

飛機，當你停止活動時，你的腸道也會停止活動，所以中途要多次起來走走。一旦到達目的

地，規劃好日常的活動，例如每日健走30分鐘以上，保持身體處於運動狀態，即能在享受旅

遊之際，便祕也能遠離、輕鬆OUT。

2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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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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108年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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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01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
照護人員課程(第六場)

社團法人台灣口腔照護
協會名譽理事蘇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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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06 8:30-16:30 台灣護理學會 專家二技學制反思
與產學對話研討會

陳淑齡主任/楊素珍主任
/黃美荏主任…等10人

正心樓0212
教室

蔡淑美督導
34975

護理人員繼
續教育積分

申請中
否

108/08/06 13:00-15:00 兒童部 兒童胸腔中區病例
討論會 各醫療院所 汝川17樓1703

會議室 許倖慈21728
兒科醫學會

積分 可

108/08/07 12:30-13:30 內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肝膽腸胃內科
黃士銘醫師

行政7樓4705會
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醫學會
學分 可

108/08/07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台中榮總消化外科
趙德馨醫師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台灣外科醫學會繼
續教育學分 可

10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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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中山附醫心臟內科
莊曜聰醫師/童綜合醫院
急診中心吳肇鑫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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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14 08:00-11:3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牙醫師實
習課程(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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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口腔醫學部
3樓進階治療室 劉佳怡55336

牙醫師、護
理人員繼續
教育積分申

請中

可

108/08/14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內分泌科羅仕昌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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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21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日本學者陳莉薇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08/21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直腸外科許倍豪醫師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可

108/08/28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內科劉哲銘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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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30 12:30-16:30 癌症中心
癌症登記資料庫運用經
驗分享工作坊與癌症診
療照護在職教育課程

中山醫大醫資系
張啟昌副教授/

中山附醫翁瑞鴻醫師/
放腫科李岳駿醫師/

大腸直腸科丁文謙主任

汝川大樓1704
會議室 陳嬿晴21767

院內醫教部專題
講座學分，院內
醫療品質暨病人
安全課程學分，
台灣護理學會(品
質)，台灣癌症登

記學會申請中

否

108/09/01 08:30-16:30 兒童部
(需事先報名)2019

『親子共讀親善醫師/護
理師』培力營 進階課程

吳淑娟醫師、翁仕明
醫師、陳書梅教授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許倖慈21728

兒科醫學會
積分、護理

積分
可

108/09/03 09:00-12:0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牙醫師實
習課程(第二場)

口腔病理暨診斷科
李育賢醫師

南投草屯
創世基金會 劉佳怡55336

牙醫師、護
理人員繼續
教育積分申

請中

可

108/09/11 12:30-13:30 內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神經內科主任辛裕隆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09/12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台灣安
寧緩和醫學

學會

光田綜合醫院安寧團隊 光田綜合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5積分
可

108/09/18 12:30-13:30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
會-個案報告

medical challenge 肝膽腸胃內科
蘇章政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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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