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臨床麻醉科 彭士晏 主任

關於手術中甦醒

2007年上映的電影《索命麻醉》讓大家

再次重視「麻醉中甦醒」這個議題。關於術中

知曉及術中甦醒發生率的問題能在幾項臨床

大調查中報導。所有的證據證明，每1000個

全身麻醉患者中，有1至2個人會產生術中甦

醒。大多數患者不會主動反應術中甦醒情況是

因為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詢問患者在手術期的回憶似乎成了檢測術中甦

醒唯一的辦法。另外，評估手術中的麻醉藥物

是否適量，也是個問題；病患因接受了過多的

麻醉藥物，不但延後了術後恢復的速度，也可

能造成術後神經及認知功能衰退的現象，可能

造成延長住院時間，甚至增加併發症的可能

性。這些都是麻醉醫師須重視且要避免的問

題。

傳統臨床對於麻醉深度評估的方法

傳統臨床上評估病人麻醉深度狀況的方

法大都較為主觀，如：由病人的軀體反應（如

病人身體移動或臉部表情），及病人的自主反

應（如心率、血壓、呼吸、出汗、瞳孔反射

等）來判斷。然而，血液動力學並非是衡量中

樞神經系統對麻醉劑反應的精確指標，血壓或

心率與意識的喪失和恢復也沒有直接的關係。

此外，某些作用於心血管的藥物，如β-受體

阻斷劑，會使得血流動力學和麻醉效果之間的

關係變得更加無法捉摸。

麻醉深度監測的重要性
「麻醉中甦醒」

麻醉太淺或太深的問題

麻醉藥物用量不足，或是病人個體上

的差異，可能對麻醉藥物的耐受性較大，將

造成麻醉太淺的狀況，病人在手術過程中，

可能保持意識清醒，或對於手術過程留有記

憶的可能。然而由於手術中使用了肌肉鬆弛

劑，因此病患無法主動表達存在意識或有疼

痛的知覺。特別是高風險族群，例如:長期飲

酒或服用止痛藥物、呼吸道狹窄、心臟功能

較差、體重過重或過輕、緊急手術、或過去

曾經發生過數中清醒的病人，發生術中甦醒

的機會，又比一般人高上10倍，因此更是需

要加強監控麻醉深度的族群。

而麻醉藥物用量過多，雖然可以確保較

不會發生術中清醒，但卻可能造成病患的生

命徵象不穩定，如因心臟血管受抑制，造成

病患心跳及血壓的下降；也可能增加術中休

克、心肌梗塞、中風的發生率。此外，麻醉

過深也可能造成患者術後意識變化，例如增

加術後失智、延遲術後恢復的機會。其中年

紀較大、心血管手術、或骨科手術都屬高風

險，發生風險會增加10~60%，也是應該進行

麻醉深度監測的族群。

精準醫療之手術麻醉的精準控制

近兩年來相當熱門的話題就是「精準醫

療」，也是全球生醫界目前正積極投入的方

向之一。麻醉的精準控制是藉由額頭部位的

健康新知

1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量，避免術中甦醒的可能，讓手術麻醉更加

順利安全地進行，並加速術後甦醒和恢復的

速度。

貼片，收集腦部的電生理訊號，藉由麻醉深度

監測儀的演算，提供臨床醫師對於病患腦部活

動力的參考指標，因此可輔助麻醉醫師，依

照病患的個體差異，以及實際腦部或動力的訊

息，給予最適當的麻醉藥物的用量，也是精準

醫療的重要環節。

麻醉深度監控儀(如BIS™)的優勢在於，

能夠從麻醉劑集中作用的腦部上捕獲到臨床

上至關重要和確證無疑的關鍵資訊-腦波。BIS

技術是目前僅有的大腦功能監測工具，國外

的試驗都證明，BIS監測麻醉可以減少約80%

成年患者的術中甦醒的發生。也有臨床研究

顯示，BIS監測麻醉可以減少約40%術後瞻望

(Delirium)的發生，降低病患術後神經和認知

功能衰退的風險。

麻醉深度監測的健保給付與自費的必要性

麻醉深度監測，在歐美及日韓等國家已

是例行性的安全監測，台灣的健保署也於107

年1月31日公告了新增麻醉深度監測的診療項

目的健保給付，因此目前對於移植手術、心臟

手術、胸腔及氣道等重大手術，或嚴重的創傷

手術，以及重症患者手術等是有健保給付進行

手術的麻醉深度監測。

目前國內外的「手術後加速復原指引」

均將麻醉深度監測列為建議處置。因此在健保

給付範圍外的手術，病患若是希望能採用麻醉

深度儀監測麻醉深度，建議民眾在麻醉會診

時向麻醉醫師諮詢。精準控制麻醉藥物的用

健康新知

BIS 貼片黏貼方式示意圖

使用麻醉深度監測儀示意圖

麻醉深度監測儀 – BIS 儀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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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彭昱憲 主治醫師

我們在進食時，連帶會把許多空氣一起

吃進肚子裡，食物從胃蠕動到小腸，最後抵

達大腸，在大腸的空氣被排出來，就變成我

們講的「放屁」；如果氣是往上從嘴出來，

則稱為「打嗝」或「噯氣」。

「醫師，我常常腹脹、打嗝、排氣，既

尷尬又不舒服，吃胃腸藥都沒好。」注意，

這可能是屬於功能性腸胃疾病（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此病好發在20到50歲之間，病程緩慢，

且症狀常常反覆發作，胃部症狀以泛酸、燒

心、噁心嘔吐、噯氣厭食、食後飽脹、咽喉

異物感為主；腸道症狀以腹部脹痛、時常排

氣、便秘或腹瀉為主。並常伴有精神方面

的症狀，如倦怠、失眠多夢、焦慮、精神渙

散、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眩暈、胸悶、心

悸等。

引起功能性腸胃疾病的原因包括：

1.社會工作的壓力。

2.消化道異常蠕動。

3.內臟器官太敏感。

4.腸胃道菌落的改變。

功能性腸胃疾病經常被歸咎於不良的生

活習慣、腸道敏感、及壓力。所以，改變生

活及飲食形態是最基本的改善方法，包括：

三餐定時定量、吃七分飽、不要吃宵夜、避

免暴飲暴食、少吃油膩及刺激性食物、腹式

呼吸（吸1吐2）、戒菸、戒酒，以及多留意

吃了哪些食物會不舒服。

在中醫的理論中，腹脹還分為實性腹脹跟虛

性腹脹

虛性腹脹若按壓腹部後會覺得比較舒服，大

多是虛性腹脹，可能代表脾胃蠕動、消化能

力不足，產生許多氣體。

實性腹脹若按壓腹部後反而覺得更加不舒

服，大多是實性腹脹，可能代表有些食物囤

積或身體其他功能出現問題。

當脹氣持續，會將橫膈膜往上擠，使

得肺氣交換不充分，由於身體缺氧，無形中

要使用更多輔助的呼吸肌肉，容易引起頭頸

肩背痠痛，也會出現呼吸不暢、胸悶、頭暈

頭痛、疲勞倦怠、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狀。大

小腸、卵巢、子宮等易受脹氣壓迫而引發腹

痛，或疝氣、肛門、子宮下墜及一些婦科疾

病，壓迫膀胱則會導致反射性的頻尿或尿

少、水腫等。

虛證胃病

陰虛型(虛熱)

症狀:飯前痛，餓也痛

治療:著重養胃陰，滋陰清熱

常見中藥:沙參麥冬湯

氣虛型(虛寒)

症狀:食慾不振，食少腹脹

治療:著重溫陽行氣

常見中藥:香砂六君子湯

中醫治腹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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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胃病-實證的病人多數是不良生活作息導致，尤其進食的時間和量都不正常。

氣滯型

症狀：壓力大，久坐不動，急躁、脘腹脹痛、噯氣

治療：著重疏肝理氣

常見中藥：四逆散(行氣)、左金丸(止泛酸)、金鈴子散(理氣止痛)

食滯型

症狀：吃飯後腹脹明顯

治療：消食導滯

常見中藥：保和丸

血瘀型

症狀：胃痛持續長時間

治療：著重活血化瘀

常見中藥：丹參飲

燥熱型

症狀：口臭，泛酸，偶有吐氣、胃灼熱感

治療：著重清熱

常見中藥：半夏瀉心湯

容易引起胃腸道脹氣的八種產氣食物

1. 高澱粉食物：地瓜、芋頭、馬鈴薯、花生、紅白薯、南瓜、栗子。

2. 含氣食物：氣泡飲料、酒、打起泡沫的奶油或加糖蛋白。

3. 較難消化的食物：糯米、玉米。

4. 膨脹或經過發酵的食物：饅頭、麵包。

5. 某些蔬果：花椰菜、韭菜、白蘿蔔、高麗菜、洋蔥、蘋果、西瓜。

6. 豆類及豆製品：豆漿、豆腐、豆乾、豆皮、豆花。

7. 奶類及奶製品：有乳糖不耐症的患者；因缺乏乳糖脢，無法完全消化乳糖，在大腸內經細菌發

    酵而產生大量的氫氣。

8. 油炸物等高油脂食品、精緻食品：因較難消化，停留在腸道的時間拉長，發酵的結果會導致較

    多的氣體產生。

脾胃功能正常，飲食如常，則全身五臟六腑、經絡、氣血均旺盛，身體少疾病，易於長壽；

否則健康不佳，人體易病，不易長壽。

欲保持身體的健康，必須維護脾胃功能的健旺，從而使飲食經常保持正常，消化吸收良好。

細嚼慢嚥、定時定量，少吃冰冷食物及飲品，保持正確的坐姿，並適度運動，方能避免腹脹之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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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的風險

根據2017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一年內

每100個老人就有8位因摔傷就醫。

跌倒應該是每個人都有經歷過的事情，

那為甚麼不可以跌倒呢，首先來了解一下跌

倒會造成的後果。跌倒會造成的傷害，輕則

擦傷流血，嚴重則骨折、臥床不起甚至死

亡，不僅會身心靈受創，醫療費用的支出也

是很大的負擔，這些都會使生活品質下降！

導致跌倒的原因：一、身體因素；二、環境

安全；三、使用藥物。

一、身體因素

老化：年紀變大會有肌肉無力、視力變

差、協調性不好的情形。

疾病：

1、神經系統疾病：阿茲海默症跟帕金

森氏症都會有平衡、步伐失調的情形，

腦中風的發生會導致肢體無力、走路傾

斜一邊而跌倒。

2、眼部疾病：白內障會使眼前白茫茫

一片，而青光眼會使視野變窄，兩者都

可能導致看不清楚而增加跌倒風險。

3、心血管疾病：貧血、低血壓造成頭

暈、意識模糊。

4、肌肉骨骼疾病：骨質疏鬆症、關節炎

退化是老人常見疾病，走路時就要特別

注意。

二、 環境安全

濕滑的地板，下過雨或是浴室的地面，

就要特別注意；斜坡會導致重心不穩，失去

平衡而摔倒；走在沒有扶手的樓梯也要提高

警覺，或是請人幫忙攙扶。

三、 使用藥物

多重用藥

年紀大了之後容易有很多慢性病，還有

些人到處看醫師，都可能會一次服用多種藥

物而有交互作用。

未依指示服藥

沒有按照醫師指示，擅自更改劑量、頻

率服藥，都是非常危險的。

導致跌倒的常見藥品

服用特定藥物的病人，可能要注意會有

跌倒的風險，而造成跌倒的原因有很多種，

我們可以從不同藥物所造成不同的跌倒原因

來預防跌倒的發生。

這裡舉出13類常見的易跌藥品：

分類 適應症 造成跌倒原因

利尿劑 利尿、降血壓、消除水腫
增加病患如廁頻率、低血壓、電解質不
平衡

緩瀉劑
緩解便秘、脹氣、食慾不
振

增加病患如廁頻率

抗膽鹼藥物
腸躁症、頻尿、尿失禁、
膀胱過動症

鎮靜、嗜睡、神智不清、低血壓

抗組織胺藥物
過敏性鼻炎、蕁麻疹、感
冒流鼻水

嗜睡、影響注意力、認知障礙

降血糖藥物 糖尿病 低血糖、暈眩

 文/藥劑科 白芸溱、黃鈺慈、朱冠蓁、柯孟涵 實習生

藥跌．不跌易跌藥品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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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適應症 造成跌倒原因

降血壓藥物 高血壓
減少腦血流、暈眩、姿態性低血壓、肌
肉無力

麻醉止痛劑 手術麻醉、止痛 嗜睡、四肢無力、血壓降低、喪失意識
安眠藥 焦慮失眠症 反應遲緩、腳步不穩、嗜睡、暈眩

抗憂鬱劑 憂鬱症
嗜睡、動作不協調、姿勢性低血壓、延
緩反應時間

抗精神病藥物 精神疾病 四肢不自主運動、頭暈、昏厥、低血壓
抗癲癇藥物 癲癇症 運動不協調、精神不佳、嗜睡、暈眩

心衰及藥物 心臟衰弱症
疲倦、衰弱、暈眩、視力模糊、電解質
不平衡

青光眼藥水 青光眼 視力模糊、心跳變慢、眩暈頭痛

【用藥叮嚀】

1. 利尿劑藥物要盡量避免在晚上睡前服用。

2. 常見的感冒藥也會添加抗組織胺的成分來緩解

感冒鼻塞流鼻水的症狀。服用此類藥物要避免

從事開車或操作機械的工作，以免意外發生。

3. 糖尿病病患服用降血糖藥物，要特別留意是否

有低血糖、暈眩的副作用。

4. 使用心衰及藥物的患者，建議每天在固定時間

點測量心跳、血壓、體重，若有異常，需盡快

就醫。

5. 青光眼藥水會造成短暫視力模糊，因此建議在

睡前使用。

    雖然以上列舉的藥物分類都是易跌藥物，但不

是服用這13藥品就會造成跌倒，也並非僅有以上

列舉的藥品有跌倒的風險，使用任何藥物都有其應

該注意的事項，每種藥物都有它特定的使用方法和

劑量，如果我們可以遵循醫囑服藥、對自己身體保

持警覺性、尋求藥師解決用藥的問題，就可以大大

增加用藥的安全性。

居家方面，我們可以自己做到…

醫院方面，我們有些工具可以使用…

預防跌倒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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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楊于萱 營養師

又到了圓滿的中秋佳節，家家戶戶總

喜歡相聚在一塊，除了準備豐盛食材一起烤

肉外，月餅及文旦是很多親戚朋友們逢節都

會送上的應景食物，作為三餐飯後的點心更

是一大享受，而該如何在這節日享受美食之

餘還能維持健康呢?

一、均衡營養烤肉趣，健康體態可建立

烤肉這項活動已成為中秋節必定的行

程，而烤肉食材的挑選也應多加注意才能吃

得均衡不傷身!

挑選食材最首要認識日常的烤肉食材

屬於哪些類食物？例如常見的：烤肉片、草

蝦、秋刀魚、蛤蜊、百頁豆腐屬於豆魚蛋肉

類；蔬菜類則包含菇類、絲瓜、青椒、筊白

筍、包肉生菜等；玉米、地瓜、馬鈴薯等則

屬於全榖雜糧類。民眾在烤肉時可多選用新

鮮食材，少魚肉、適量的主食、多攝取蔬果

且避免黑輪、米血、丸子等加工製品。而烹

調方式也可稍作變化，所有食材除了直接網

烤以外，也可將一些天然食材例如蛤蜊、魚

歡樂慶中秋 健康意識隨時有

片、金針菇、絲瓜等加點薑絲及鹽巴調味

後再使用鋁箔紙包裹烤熟，此方式除了可

保留食材原本的鮮味外，也可避免食物烤

焦而產生致癌物質對人體造成傷害以及大

大降低烤肉醬的使用。除了烤肉食材挑選

及烹調方式調整外，搭配的飲料也可將常

喝的可樂及雪碧替換成代糖氣泡飲或無糖

茶類等以避免精緻醣類過量攝取而造成身

體負擔。

二、中秋月餅好味道，身型團圓知多少

各大超商、飯店、餅店皆趁著中秋檔

期推出了月餅禮盒預購，對於喜愛網購及

送禮的現代人來說是充滿誘惑的，而月餅

口味不斷的推陳出新，誘人的外表與內餡

常使人忍不住多吃幾口，但為了不造成身

型肥胖及維持體態健康仍需多注意月餅的

攝取量。

一般來說，傳統的月餅大多由麵粉、

奶油、糖、起酥油和豆沙內餡所製成的，

這些都是高脂肪、高糖分及高熱量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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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吃多容易造成體重上升。而對於患有高

血壓、高血脂、糖尿病和冠心病的人來說需

要注意月餅的攝取量，除了可將月餅切分成

幾小塊與家人朋友們分享以外，為了避免一

口氣攝入過多脂肪和糖分，食用月餅也可順

帶減少當日正餐(如:減少白米飯和食用油)的

攝入量，可搭配無糖茶、花果茶等來去油解

膩，並多攝取蔬果以平衡當日的營養。

三、香甜柚子伴遊子，適量攝取好處多

文旦柚為團圓賞月最佳應景水果，其果

實的維生素C含量高，大約為等量蘋果的8

倍，可有助於增強抵抗力、抗氧化、促進傷

口癒合等，除此外還含有豐富的礦物質、酵

素、天然果膠、檸檬酸和高纖維。雖然柚子

含有豐富的營養成分及功效，但其屬於水果

類食物，也是醣類的來源，故吃過量仍會導

致血糖的飆高。

根據國健署建議，一天約可攝取2-4份水

果，而2～3片柚子就有60大卡(約為1份水果

量)，糖尿病患在食用時則需拿捏份量淺嚐

即可，而且柚子的鉀離子含量高，對於腎

臟功能不佳的病患，更要注意攝取量。而柚

子屬於芸香科(Rutaceae)的植物，其中富含

會抑制體內用來代謝特定藥物肝臟酵素的成

分，若與藥品同時服用可能會延長藥品在體

內停留的時間，而導致血中藥物濃度的升高

並增加藥物副作用發生的機率，因此建議在

服用特定藥物期間(如:抗心律不整藥物、降

血脂藥等)，應避免同時食用柚子較安全。

除了果實外，柚子表皮更含有珍貴的精油成

分，民眾也可加以利用來做成養生茶飲、美

容泡澡及防蟲清潔以發揮其妙用。

中秋月圓，家家戶戶除了舉頭望明月

外，也別忘了低頭思健康。不論大家選擇何

種方式來歡度佳節，在與家人朋友們同樂時

也應注意飲食熱量的攝取、均衡營養並避免

暴飲暴食，才能達到健康過節又不傷興致。

最後，在此預祝各位皆能過個愉悅且不憂身

的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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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10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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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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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否

108/10/03 08:00-12:00 早產兒基金會 早產兒研習會
兒童部

蘇本華等3位
醫師

行政10樓
會議室

盧瑛琪
34952

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

申請中
否

108/10/05 08:30-18:30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台灣內視鏡外
科醫學會

(需事先報名)
2019 International 
Thyroid Surgery 
Symposium─

Endoscopic and Robotic 
Approach

【需事前報名：
https://reurl.cc/

W4EqE9】

Dr. Pornpeera 
Jitpratoon等

行政12樓國際
會議廳

陳孟皓
34936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專
業課程9.4分〕 護理師繼
續教育積分〔專業9.8分〕
專科護理師繼續教育積
分〔專業9.8分〕外科醫學
會學分〔申請中〕台灣內
視鏡外科醫學會〔20分〕
台灣內分泌醫學會學分
〔申請中〕台灣耳鼻喉頭
頸外科醫學會〔醫學教
育學分4分〕台灣頭頸部
腫瘤醫學會〔醫學教育
學分8分〕中山附醫〔院

內醫教積分8分〕

可

108/10/09 12:30-13:30 內科部
(需事先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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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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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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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16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整形外科

陳俊嘉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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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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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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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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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08/10/24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台灣安寧
緩和醫學學會

(需事先報名)安寧網際
網路遠距視訊研討會-

個案回覆

成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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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25 15:00-17:00 外科部
(需事先報名)台灣外科

醫學會10月
中區學術研討會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科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

可

108/10/27 13:10-17:40 兒童部
中區兒科

基層事務聯誼會
各醫療院所

醫師
正心樓0112

教室
許倖慈
21728

兒科專科醫師學分及
青少年醫學
教育時數

可

108/10/30 07:30-08:30 外科部 臨床倫理病例討論教學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11/02 08:00-17:00
台中市護理師

護士公會
108年失智症

專業人員進階課程
張清棊醫師

等6位
行政大樓12樓

會議室
蔡淑美
34975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積
分申請中

否

108/11/03 08:30-17:30 兒童部
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
第23次教育演講會

各醫療院所
醫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許倖慈
21728

兒科專科醫師學分及
小兒神經醫學學分

可

108/11/05 14:00-16:00 兒童部
108年度北中南區

小兒神經月會
各醫療院所

醫師
汝川1703
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兒科專科醫師
學分及小兒

神經醫學學分
可

108/11/06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一般外科

彭仲毅醫師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108/11/06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肝膽腸胃科
黃士銘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可

10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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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13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s
腫瘤內科

呂學儒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可

108/11/20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整形外科

鄭森隆醫師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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