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陳柏谷 主治醫師
認識失智症

輕度認知障礙 失智症

1. 生活能力大致上無影響

2. 與人溝通談話流暢度大致無礙

3. 受過訓練之醫療人員或親近家屬才察覺

   

1. 大部分有明顯機能退化的症狀

2. 認知功能退化到會影響正常生活

3. 對於發生過的事完全忘記

4. 無法記住記憶測試中的物品

5. 性情改變

6. 表達能力、理解能力變差

7. 空間判斷能力變差

體質分三類

體質 症狀與治療

陽虛
症狀：反應遲鈍，活動力低、冬天嗜睡

治療：乾薑、肉桂等補陽藥，配合針灸補神醒腦

陰虛
症狀：恐慌、害怕、焦慮、定向感差、恐懼就醫、口乾舌燥

治療：寧心安神茶、天王補心丹

氣鬱
症狀：妄想、幻覺、脾氣暴躁、具攻擊性、難以溝通

治療：抗憂解鬱茶、龍骨牡蠣湯 

寧心安神茶、抗憂解鬱茶的核心皆為－甘草、小麥與大棗。

天王補心丹專治失眠－功效為養心安神、滋陰清熱。

失智症的腦部沈積在中醫看來屬於「瘀」，泡溫泉或藥浴的行氣有助於腦部循環。老人家的運

動可以減量，因為中醫認為秋冬要養陰，必須儲存能量，不能過度消耗體力。成長中的青少年

及年輕人可以多動，但是老人要適度休養，用藥浴和補氣食療來幫忙氣的循環比較適合。

外治法

藥枕：取細軟熟艾1千克，用布包做成艾枕。預防失智每天晚上枕用艾枕有良好效果。如果長期

          枕用，又可以預防感冒、頸椎病及面神經麻痺等。

安神醒腦香包：川芎、檀香、藿香、艾葉、桂枝、小茴香、（琥珀）各15克。

中醫天地

中醫失智症治療與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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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四神聰穴。

• 配合臉部的穴位刺激性強，有立即提振精

神、促進活動能力效果的穴位，如印堂、

人中、上廉泉等穴道。

• 四肢穴道：足三里、豐隆、血海、三陰

交、神門，可立即提振精神、提升肢體活

動、促進活動能力效果。而手腕附近的神

門穴可以抑制焦慮、幫助睡眠，減低老人

情緒不穩情形。

• 耳穴：心點、神門、皮質下穴位刺激後立

刻會感覺清醒，短期記憶力增強，大部分

患者在治療1個月後會有顯著改善。

中藥方劑治療失智症

中醫治療失智，多以益腎養心補脾為主，下列

處方有安神補腦益智的效果。

1.孔聖枕中丹：治讀書善忘，可加強記憶。

2.天王補心丹：常服可增加記憶，預防心肌缺

   氧。

3.歸脾湯：可幫助睡眠及加強記性，增加腦血

   流量。

4.益氣聰明湯：聰耳明目，促進血管暢通。

5.龜鹿二仙膠：益血補精、可增強記性。

6.定志丸：補腦安神、增進記憶。

7.補陽還五湯：去瘀通絡，增加腦血流量，增

   強記憶。

8.二陳合血府逐瘀湯：增加腦血流量，也增加  

   腦內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刺激神經細胞的

   生長及修復。

中藥茶飲延緩預防失智

 補腦活血益氣茶 

• 組成：天麻1錢、黨參2錢、丹參2錢、甘草

半錢。 

• 煮法：500cc滾水沖泡，悶熱5分鐘即可飲

用，可回沖第二次。

穴道按摩

• 以頭部穴位為主，其已被醫界證實能提升

腦部灌流、促進細胞活性、維持認知能

力、減少精神症狀、促進記憶力、維持語

言及思考能力。如百會穴、神庭穴、本神

中醫天地

原網址: https://heho.com.tw/archives/28792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游舜傑 住院醫師

本院中西整合醫療科於今年3月8日，舉

辦了雷射針灸學術研討會，邀請歐洲激光學

院院長-Dr. Michael Weber 至本院交流雷射針

灸在歐洲的應用以及發展，Dr. Weber 同時也

是 Witten Herdecke University 的客座教授，

在當天的學術研討會上，他簡述了雷射針灸

的發展歷史，及雷射針灸在臨床上的使用，

還有雷射針灸在歐洲的發展、推廣、教學

等。Dr. Weber在講座後，當場演練了如何透

過特定穴道能量來診斷患者病情，且透過觀

察，來決定雷射針灸的頻率選取，以及處治

穴道的選取。透過雷射針灸的治療，患者身

體不適的症狀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簡單來說，中醫透過基本的經絡、穴

道理論，發展出一套成熟的治療原則，而雷

射針灸的治療，就是架構在此一套基礎理論

之上。透過雷射光刺激穴道，達到補瀉的效

果，進一步調節人體氣機平衡，達到疾病的

治療以及症狀的緩解。

醫療上使用的雷射主要可區分為兩大

類，第一類是外科雷射，外科雷射屬於雷

射等級四，提供2-50W能量，雷射會燒灼皮

膚，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散射的雷射也會對

眼睛和皮膚造成傷害，許多工業和科學用的

雷射都屬於這一級。第二類則是雷射針灸

所使用的低能量雷射治療，簡稱LLLT(Low 

Level Laser Therapy)，又稱為生物能刺激雷

射，或生理調節雷射，低能量雷射屬於雷射

等級3B。雷射針灸所使用的低能量雷射治

療的雷射光束是非常溫和，又有效的治療工

具，只要1mW/λ =670nm 可釋放出3˙10^15

光子/秒。

雷射針灸是以低強度的雷射(功率低於

500mW)透過雷射光能量刺激人體穴位，藉

此利用雷射光束調整人體經絡以治療疾病。

根據Dr. Reininger及Dr. Tiina Karu等人的研

究，低強度雷射可以應用於穴位來改善經絡

能量。組織和細胞會因吸收雷射的能量，改

變細胞內粒線體的電子傳遞鍊路徑，使細胞

可以製造出更多ATP，讓人體產生更多的能

量，改善且促進細胞的代謝，透過特定穴位

細胞能量的提升，影響人體經絡系統，而達

到治療疾病的效果。

如有需相關資料可參考此網址 https://

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Tiina_Karu

中醫雷射針灸的應用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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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3年公布傳統

針灸具有超過100種有效的適應症。雷射針

灸發展始於1970年代，至今已為補充替代

療法之一。雷射針灸與傳統針灸有相同的使

用規範。相較傳統針灸，雷射針灸具有非侵

入性、無痛、安全、省時等優點，傳統針灸

操作時，針刺部位局部或是全身，會有明顯

的酸、麻、腫、脹、電、熱等感覺，仍有部

分患者非常懼怕這種針刺的感覺，許多小朋

友、身體虛弱的患者、容易暈針的患者都不

適合傳統的針灸治療。

此外雷射針灸可以使用在一般針灸較少

使用的穴位，像是缺盆穴，位在鎖骨上凹窩

的中央，此穴具有寬胸利膈、止咳平喘的作

用。主要用於治療咳嗽、氣喘、扁桃腺炎、

氣管炎、咽喉腫痛等問題，但是用針刺此穴

道有相當的風險，若是不慎則可能導致患者

氣胸。在一般針灸的臨床操作上甚少選用此

穴道，但若使用雷射針灸，則不會有氣胸的

風險。

此時雷射針灸的使用可以彌補這類空

缺，讓更多的患者受惠於雷射針灸。至今未

有發現研究報告雷射針灸的副作用或併發

症。不過雷射針灸的安全性仍建立於正確的

使用方式，某些臨床狀況需要醫師評估病情

才能安心使用，如：懷孕前三個月、裝有心

臟節律器、內分泌疾病、癌症等。

透過此次Dr.  Weber的分享與教學，讓我

們看到雷射針灸在臨床上的廣泛應用以及療

效，未來也希望透過雷射針灸的使用，造福

更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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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旋轉肌袖症候群

旋轉肌袖症候群(rotator cuff syndrome)泛

指旋轉肌群的肌腱病變(tendinopathy)，包含

旋轉肌袖肌腱炎、旋轉肌袖撕裂傷及旋轉肌

袖斷裂，累積性傷害是重要致病原因之ㄧ，

上臂在動作時，不良的肩胛姿勢會改變旋轉

肌袖結構，減少其有效的穩定作用，導致機

械性夾擠，尤其是手臂高舉過肩的活動會導

致病人有疼痛感覺、甚至出現活動受限情

形。

• 個案服務歷程

個案為60歲男性木工師傅，主訴近2年

來發現右側肩膀在舉高動作時會有痠痛感，

漸漸地出現右手無力、無法長時間高舉工作

等情形，嚴重時甚至必須推掉工作在家休

息。個案於職業醫學科門診，由職業醫學

科醫師評估理學檢查，個案右肩關節活動受

限、倒罐子測試(Empty can test)：雙手陽性

反應，同日轉介本院復健科門診，接受肌肉

骨骼超音波診斷為雙側棘上肌肌腱完全斷

裂，符合旋轉肌袖症候群診斷。

經了解個案職業史，發現個案從事木工

工作超過40年，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工作

22天以上，工作內容為室內木工裝潢，分為

天花板裝訂及室內施工，室內施工包含隔間

裝訂、櫥櫃施工及花邊裝飾等，每天工作中

大部分時間重複釘槍裝訂、木料備料、木料

修整等等這些工作內容。

為了確認疾病與工作的相關性，個案管

理師與職業醫學專科醫師一同至工作現場進

行工作資料收集，經由工作影片分析顯示個

案工作中有一定時間右手有施力性及抬舉過

肩的人因工程危害，其工作量與工作危害，

符合勞保旋轉肌袖症候群之職業病認定標

準，後續撰寫職業病評估報告書，由職業醫

學專科醫師開立勞保傷病診斷書，讓個案送

件至勞保局審核。

在個案休息期間、準備返回工作前，除

了醫療復健，我們也協助轉介到中興院區的

工作強化中心，進行每週2次的工作模擬與強

化訓練，目的在增加關節活動度、逐漸增強

患側肌力核心肌群、模擬作業姿勢並協助調

整，以及工作後返家可以執行的簡單緩解技

巧，總共訓練2個月後，個案也順利返回再熟

悉不過的木工工作。

透過本院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提供的個案

管理服務，從疾病的確認(協助轉介復健科)讓

個案減少就醫等待時間；個案管理師門診提供

勞保職業傷病通過後的就醫優惠(可減免部分

負擔)、不能工作期間的傷病給付(薪資補助)等

資訊，讓個案了解勞保對職業傷病勞工的照

顧；工作資料收集、工作現場訪視及解釋勞

保送件流程讓個案不用勞心傷神；到後續轉

介工作強化中心接受訓練讓個案能順利銜接

 文/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裝潢木工常見的旋轉肌袖症候群

職業病個案服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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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工作，如此便利的服務就是為了讓職災勞

工朋友能在傷病發生時無後顧之憂。

中山附醫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簡介及服務內容

■中心簡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自民國97年7月1

日起承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傷

病防治中心，為目前國內10家職業傷病防治

中心之一。本中心結合院內相關臨床科別、

職業衛生護理人員及工業安全衛生專家、人

因工程專家，主動與院內職能復建科及工作

強化中心合作，並結合臨近區域網絡醫院，

透過個案管理師的協助，提供中部地區勞工

朋友整合性、周全性、可近性的診療服務。

■服務項目

•職業傷病諮詢、診斷及認定服務

•職業傷病勞工治療後復健轉介

•職業傷病勞工復工評估

•職業傷病個案管理服務與追蹤

•勞工特別危害作業健康檢查複檢與衛教

•協助職業傷病勞工之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

   訓練轉介

•協助安排社工、心理、法律諮詢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個案管理師 諮詢電話

24739595分機56208/5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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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藥劑科 鄭閎文 藥師
前言

心房顫動的患者需要小心中風或其他血管栓塞的發生，抗凝血藥物除了傳統維他命K拮抗

劑-Warfarin(香豆素)之外，還有另一類的抗凝血藥物-非維他命K拮抗劑 (NOACs)，也稱直接口

服抗凝血藥物(DOACs)。

服用Warfarin的監控指標”國際標準化比值”(INR)不容易達標，使預防效果不佳且提高出

血風險。Warfarin與眾多藥物有交互作用，加上與飲食額外攝取維他命K(綠色蔬菜)會影響效

果，使DOACs成為較佳的抗凝血藥物選擇。以下是以病人為中心作個人化處方時，需要注意的

事項，以問與答的方式呈現。

問：哪些心房纖維顫動患者需要使用抗凝血藥物？

答：臨床醫師會採用CHA2DS2-VASc 評分表來評估病人中風風險，分數越高代表日後發生中風

的機率越大(表一)，分數大於2分，表示需要服用抗凝血藥物。

在台灣，服用Warfarin的INR與TTR(Time in Therapeutic Range)都很難達標，造成效果不

佳，所以需要選擇DOACs類藥物，是否選用新型的DOACs可以利用SAMeTT2R2量表(表二)評估

INR不穩定風險，分數大於兩分較適合選用DOACs類抗凝血藥物。目前市面上DOACs有四種：

普栓達(Dabigatran75/110/150mg)、拜瑞妥(Rivaroxaban 10/15/20mg)、艾必克凝(Apixaban 

2.5/5mg)、里先安Edoxaban(30/60mg)多種劑量可供選擇，依據病人的特性做分類選用最適當

DOACs與劑量。

CHA2DS2-VASc 評分表(表一)

SAMeTT2R2量表(表二)

心房顫動

新型口服抗凝血藥物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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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新型抗凝血藥物要選哪一個?

答：新型口服抗凝血藥物的選擇需要醫師與患者依據病情與生活型態作抉擇，如：1.使用鼻胃

管或是吞服不順的患者不建議使用普栓達，因打開膠囊泡水服用會影響藥物的吸收。2.艾

必克凝、普栓達一天使用兩次，而里先安、拜瑞妥則是一天使用一次。

問：服用DOACs抗凝血藥物注意事項?

答：1.已懷孕、計畫懷孕、哺乳，或有腎病、肝病、高血壓或其他疾病，使用前請先告知醫

師；如計畫懷孕或已懷孕，可改用無畸胎疑慮的抗凝血劑，如：施打肝素(heparin)。2.服

藥後較易發生出血情形，應避免容易受傷的運動、刷牙或使用牙線時力道放輕，最好使用

軟毛牙刷，刮鬍鬚則宜改用電動刮鬍刀。

一般來說出血時直接加壓約五分鐘內即可止血，另外身體瘀青可觀察一至兩天，如果持續

擴大才需到醫院就醫。3.接受手術或拔牙前，應主動告知醫師目前正在服用抗凝血劑，由醫師

評估是否須在術前停藥。

問：新型口服抗凝血藥物與其他藥物一起吃可以嗎?

答：相對於Warfarin的藥物交互作用，DOACs顯得較安全，但還是需要特別注意。如：抗心律

不整的藥物Codarone避免合併使用普栓達和拜瑞妥；普栓達和Verapemil合併使用須調整劑

量。四種DOACs藥物其藥物交互作用有差異，故處方時須特別考量，如果有疑問請詢問您

的醫師或藥師。

有些中草藥也會影響抗凝血劑的作用，最好不要同時使用。如銀杏、當歸、丹參、或具活

血化瘀效果的中藥材，會增加抗凝血劑的作用，而人參、西洋參、花旗參等，則可能會降低或

增加抗凝血劑的作用。如果有服用中草藥或食補請先詢問您的醫師或藥師。

問：舊的抗凝血藥物Warfarin跟深綠色蔬菜會有影響，新的藥物會嗎?

答：DOACs跟深綠色蔬菜附含的維他命K沒有影響，但是有些食物不建議與抗凝血劑一起使

用，如蔓越莓、芒果、石榴、大蒜會加強抗凝血劑的作用，諾麗果汁則會降低抗凝血作

用，故建議均衡飲食，少量服用以上食物均可。服藥期間，請儘量少喝或避免酒精性飲

料。

問：新型口服抗凝血藥物與保健食品一起吃可以嗎?

答：使用維他命或保健食品前，應先告知醫師或藥師，因為其中可能含有維他命K、高劑量的

維他命E、輔酶Q10、銀杏、魚油和薑黃等會影響抗凝血劑作用的成分。

結論

心房顫動的病人需要特別注意中風或栓塞的發生，適用於DOACs藥物的病人有四種藥物可

做選擇，個別藥物有其優缺點，依據病人的臨床狀況和意願作最適當的選擇，才能讓整體的臨

床效益達到最高，減少出血機率的發生，也是醫療人員提供用藥安全與療效的最大目標。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藥您健康



文/社會服務室 黃秋鳳 社工師

小洪(匿名)來自新加坡的年輕人，趁著到香港出公差，在公事完成後順道安排了嚮

往許久的福爾摩沙寶島度假。就在那風光明媚的日月潭，不熟悉路況的小洪騎著鐵馬自

摔了，地處偏僻的車禍現場，並沒有目擊者，據第一時間抵達的救護人員轉述，小洪倒

地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才被路人發現報警，地上的血漬都乾涸了呢！嚴重頭部外傷送醫後

緊急手術，轉送來本院時已是昏迷不醒的狀態。

那一日，透過新加坡駐台辦事處，積極的聯繫上遠在新加坡的父母，雙親已年邁，

小洪是家中獨生子，初始接到小洪出意外住在台灣醫院加護病房的消息，以為是詐騙集

團來騙錢的，家屬果斷的回應若小洪真的命危救不起來就別救了！這可難倒了救治的醫

療團隊，好不容易給救活了，昏迷指數5-6分，生命徵象穩定，要如何不救下去？是32

歲年輕的生命啊！

好在透過新加坡駐台辦事處積極協商，並回傳小洪在加護病房的影像幫助家屬確

認，家屬終於相信並答應來台灣看小洪，與醫生討論後續醫療方向。

小洪到院後的第5日，家屬與死黨好朋友們相繼來到了台灣，詳細的與醫療團隊討

論後續治療方向，確認朝向等小洪病情穩定後，以醫療專機接回新加坡。因為，一方面

在台灣沒有健保完全自費的狀況下，醫療費用龐大將使家屬無力承受，另一方面也讓遠

在新加坡年邁的父母能早日親眼見到愛子回到故鄉。

第18日，醫療專機準備好接小洪回新加坡了！這期間，小洪的親友主動不間斷的每

一日輪流來加護病房探視，叔叔嬸嬸固然是受年邁父母之託，死黨好朋友們卻是各個志

願排了休假買了機票，從新加坡飛來陪伴小洪，在床旁聲聲呼喚、加油打氣。

在台灣的最後一天，小洪帶著呼吸器由醫療專機隨行醫師及護理師陪同離開加護

病房，在救護車接送前往機場搭乘醫療專機之際，看著小洪甫到本院救治那一日一時，

神情氣色都大不相同，像是從長長的深眠中緩緩甦醒，是令人興奮感動的一刻！喚醒他

的，是本院加護病房醫療團隊對生命的尊重與顧惜，是親人好友的不離不棄，那是愛，

是美麗寶島福爾摩沙的驚奇際遇！

福爾摩沙奇遇記

2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心靈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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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10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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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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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育賢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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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04 12:30-13:30 內科部
肺炎球菌疾病和
成人疫苗接種

台大兒童部
黃立民主任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專科學分 可

108/09/11 12:30-13:30 內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肝膽腸胃科
 黃士銘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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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個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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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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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20 14:00-17:00 兒童部
兒童急診次專科病例

討論會(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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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25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心臟內科

張凱為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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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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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09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心臟內科

羅健賢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10/16 12:30-13:30 內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胸腔科

陳世彬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10/23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內分泌科

王威傑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09/04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感染科

李原地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10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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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18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研究)
慧智基因公司
蘇怡寧醫師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10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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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02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外科部

廖憲華醫師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10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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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16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研究)
整形外科

陳俊嘉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1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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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