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精神科 自殺防治中心 朱柏全 主   任 

田正儀 個管師

自殺防治工作一直為衛生主管機關重點

項目之一，本院自殺防治中心已協助本院自傷

/自殺個案進行關懷及追蹤輔導工作多年。 

自傷/自殺的原因複雜而多樣，往往包含

了精神疾病、心理學因素、社會經濟因素、

家庭因素、人際關係問題、以及生物性體質因

素等。人人都可以擔任自殺防治守門人，「關

懷」和「支持」自傷/自殺個案，能夠在對方

最需要關心的時候看到他們所發出的求救訊

息，也能適時的給予鼓勵並提供資源協助，陪

伴走過低潮的幽谷，邁向光明的未來。 

 故事分享 

紅豆阿嬤在內科病房住院的時候，經原

醫療團隊會診身心科，進而介入長期追蹤關

懷。阿嬤表示，常覺得心情很鬱悶，看甚麼都

不順眼，以前不在意的小事情，現在變得很容

陪你走向陽光 

易生氣；生活上許多壓力，讓自己覺得快喘

不過氣；最近會出現活得好累，不想再活下

去的念頭。 

身心科醫師至病房會診時，紅豆阿嬤很

擔心別人的眼光，猶豫是否要到身心科門診

治療。在住院期間身心科個案管理師定期會

談及關懷，建立信任關係，並且在服用身心

科醫師建議的藥物之後，阿嬤覺得自己比較

不會鑽牛角尖了，願意出院之後，繼續接受

身心科門診治療。現在阿嬤覺得自己恢復以

往的自信，可以享受生活的樂趣，很喜歡現

在的自己。 

個案可以這樣幫助自己 

1.充足的睡眠：是最基本的生理功能與需求，

沒有優質的睡眠，常導致情緒浮躁不安、

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渙散。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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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均衡的營養：可以提高面對壓力的反應力，

避免太餓或過飽，在煩躁或緊張的時候，應

避免大吃大喝。 

3.持續的運動：適當且持續的運動能解除焦

慮，規律的運動可維持健康的體能，以應付

生活壓力與危機。 

4.休閒生活的安排：休閒活動可以調節情緒，

增加生活樂趣及成就感。 

5.練習自我放鬆：當我們透過腹式呼吸、肌肉

放鬆或其他相關的方法放鬆身心時，減低壓

力所引發自律神經失調的相關症狀。 

6.尋求精神科/身心科協助。 

7.尋求專業的心理諮詢。 

 家屬/朋友可以這樣幫助個案： 

1.當事人的需求： 

A.孤單寂寞→想要有人陪伴在身邊。 

B.傷心難過→需要有人說好話給溫暖。 

C.無助無力→想要有人支持他、給他依靠。 

D.懊惱憤怒→想要有人同理傾聽，情緒得到

   適當的發洩與紓解。 

2.家屬與當事人的相處技巧： 

A.陪：生活起居之陪伴 (不抱怨、不質問、

   不厭煩)。 

B.聽：當事人主動訴說 (不插嘴、不問話)。 

C.說：和顏悅色，生活雜談 (不哀求、不責

  罵)。 

3.陪伴接受專業藥物治療。 

4.引導接受專業心理治療。 

健康新知

 家屬/朋友可以這樣幫助自己： 

1.正確的想法： 

A.他會自傷/自殺，是因為心理生病了，不

是誰害的。 

B.他是因為生病而自傷/自殺，不是誰的

錯，也不是誰有罪。 

C.自傷/自殺是生病的行為，如果他再次自

傷/自殺，是因為他不願或沒有接受完善

的治療，而不是家人的過錯或罪孽。 

2.生活調適的原則： 

A.守護著自傷/自殺未遂者，並不是以他為

生活的重心，而是更努力創造一個生命

力充沛的好榜樣與保護性的家庭環境。 

B.悼念自殺者，重點在於妥善安排後事，

令其入土為安。以對他的思念，產生新

動力「為我→為他→為我們而活」，啟

動新的生涯規劃。 

C.面對自己的創傷，主動向醫療機構求

助，或主動尋找專業治療諮商。 

D.接受成長課程、家庭危機管理課程或團

體治療，學習如何幫助家人或自己的方

法， 創造與維持健康的自我與家庭。 

 

參考資料：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殺防治協會 

 

～ 珍愛生命 . 希望無限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身心科 關心您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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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毒品暨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

「2015年世界毒品報告書（2015 World Drug 

Report）」指出，2013年全球15至64歲人口

中，每20人即有1人曾使用毒品，約2,700萬

人，較2012年增加300萬人。其中，每10個

毒品使用者，即有1人以上是成癮者，且大

麻及甲基安非他命施用者有逐年增加趨勢，

但平均每6名成癮者，僅有1人獲得治療，顯

示毒癮治療的普及率仍有待提升。

從疾病防治觀點，營造友善藥癮醫療環

境、提供專業成癮治療服務，以及完善社會

復健網絡，亦為我國極需強化之藥癮治療工

作，以協助毒癮者回歸正常生活，減少因施

用毒品衍生之犯罪及公共衛生問題。

本計畫針對使用二、三級毒品個案，鼓

勵其參加戒癮治療，配合衛福部計畫協助符

合治療補助計畫條件之個案，補助藥癮治療

費用，降低就醫負擔，以促進其就醫動機及

持續治療之意願。並結合地方司法、衛政等

相關機關，以醫療為核心，發展不同階段藥

物濫用治療計畫，提供專業醫療及多元的心

理、社會復健服務，加強其戒毒動機及能持

續接受門診治療以減少或停止濫用藥物。

本院依個案特性與實際需求進行評估及

診斷，並擬具個別化藥癮治療計畫(如藥物治

療、心理治療、家族治療、尿液毒物篩檢、

衛生教育或住院治療等處置項目及療程時間

之規劃)。

本院於107年度承接衛福部非鴉片類藥

癮治療計畫之服務，配合衛福部計畫給予患

者部分費用補助。本院之戒癮療程以一年為

期，共有兩個療程，分別為門診治療與心理

治療，門診治療須完成15次；心理治療須完

成8次。經個管師安排初診門診時間，由醫

師進行整體性評估，醫療項目有：診斷性會

談、精神功能評估、生心理功能評估及尿液

檢驗。其中，門診療程分成第一階段、第二

階段；第一階段之就診頻率以兩週一次，每

次複診皆需做尿液毒物檢驗，檢驗結果連續

兩次呈陰性，則可進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文/社會服務室 王薇鈞 社工師

團體心理治療經驗分享

衛福部非鴉片類藥癮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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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就診頻率以一個月一次，不定期做尿液毒

物檢驗；療程結束後15日內對個案採取不定

期尿液毒物檢驗3次，本院將呈結案報告給台

中地檢署。

團體心理治療時間為每週三及週四共兩

個時段，共進行八次治療，未到三次視同中

斷治療，由心理師及社工師帶領，每梯次共

8-10位成員，團體為封閉式團體，過程中不

會加入其它成員或更換治療者，若有停課或

任何變動皆會由個管師通知成員。

個案來源除了自行求診之個案以外，本

院亦與台中市地檢署合作，地檢署將以緩起

訴命令二級藥癮個案至本院進行戒癮治療。

起初個案態度多為被動配合，需持續與個案

建立關係並鼓勵個案主動發言，討論毒品利

與弊、介紹改變六階段讓成員思考自己所處

階段、透過反思及提供其他紓壓方式取代藥

物，進而增強個案戒癮動機。

成員正認真畫著目前所處的階段圖

肯定自己：利用牌卡催化成員們看見自己在戒癮治療上
的努力與堅持，強化正向經

給自己的禮物：團體即將結束，以園藝媒材創作給自己
的禮物，也代表一種成長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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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藥劑科 陳怡伶 藥師

有人說：『頭髮是人的第二張臉』，

不論男女，隨著年紀增長，二十歲後就可

能產生雄性禿的症狀。雄性禿是種常見遺

傳體質，在男性，有種名為二氫睪固酮 

(Dihydrotestosterone，簡稱DHT )的荷爾蒙濃

度會升高，攻擊頭皮毛囊，使毛囊萎縮而長

出不健康的頭髮，當頭髮來不及變長、變

粗，就進入休止期掉落了，此種會形成「地

中海」或「撤退型」的髮型，一但長時間落

髮，就可能變成永久性禿髮。 

而女性落髮的原因較為複雜，除了也可

能因雄性禿的因素外，還需要考慮到如：壓

力、環境、藥物、節食或因懷孕造成荷爾蒙

的變化、甚至是潛在的自體免疫疾病導致因

素，女性通常看到頭髮中線逐漸減少時才會

發現有雄性禿的徵兆。 

一般來說，頭髮的生長週期約為二至

四年，90%的頭髮處於生長期，爾後毛囊進

入二到四個月的休止期，此時頭髮較細而脆

弱，易隨著梳頭或洗髮時自然拉扯而落髮；

等待頭髮正常的生長週期開始，新而健康的

頭髮會在原位置重新恢復生長。毛囊量在出

生時即決定，在男性一個毛囊約可長出1~2

根頭髮、女性則可長出2~3根頭髮，只要在

毛囊未被破壞的狀態下，改善原先造成落髮

的因素(壓力、環境、懷孕或疾病等)，即可

以逐漸恢復原本的髮量；而若是荷爾蒙DTH

造成的落髮，對男性來說是進展性的過程，

在停止藥物治療後，毛囊恢復原先的狀態，

則落髮可能會再發生。 

由此可知，毛囊的健康才是真正攸關能

否長出健康頭髮的關鍵。毛囊健康才不易落

髮。「柔沛(Finasteride 1mg)」是目前醫界

普遍認可有效治療雄性禿的口服治療藥物，

此外在院內，還有與落建同成分的「建樂絲

生髮泡沫液(Minoxidil 5%)」外用藥物可以選

擇。 

口服柔沛能夠選擇性抑制頭髮毛囊的

「第二型五α還原酶」，而減低DHT的濃

度，以減少DHT對毛囊的破壞。依據目前發

表的五年研究結果，服用柔沛三個月，可以

感覺落髮減少，服用半年以上看到頭髮生

長；經過一年治療，約有14%的患者會持續

掉髮；如果服用一年就停止治療，在停用一

年後會恢復到未治療前狀態。如果恢復服

藥，則需要兩倍時間(兩年)才能再有同樣效

果。 

 至於副作用方面，口服柔沛不會影響其

他身體部位的毛髮，約有1%的患者會抱怨性

功能障礙(包括性慾減低、勃起功能不良、及

射精障礙等)，部分副作用可能在停用後還會

有影響；另外須特別注意，口服柔沛只適用

於男性，在懷孕分級裡，柔沛屬於X級絕對禁

用，孕婦或適孕年齡的女性不可服用或接觸

落髮有藥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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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含有柔沛成份的藥錠，所以男性服用時，

還是得好好和另一半討論。 

外用建樂絲生髮泡沫液，其Minoxidil成

份原先為用於治療高血壓的患者，因意外發

現患者身上出現多毛的副作用，故轉為研究

用於治療雄性禿。因為藥品已過專利期，多

家廠商隨著之前使用者的經驗，改良為泡沫

劑型的藥水，不但可以減少使用時造成的頭

皮刺激，也不會因為頭皮黏膩而造成不適。 

不過泡沫劑型容易受溫度影響，若擠出

時泡沫呈現水狀，表示保存環境溫度太高使

泡沫溶解速度太快，可以預先冷藏2~3分鐘，

取出後搖一搖再倒置瓶身輕壓噴嘴。一天2

次，每一次使用的泡沫量為半個杯蓋(1ml)，

使用超過建議的劑量，並不會得到更好的效

果。建議在洗髮後頭髮吹乾使用，塗抹完，

手部需完全清洗乾淨，不可將生髮泡沫液塗

抹在身體其他部位。(建樂絲生髮泡沫液使用

方法如附圖)  

 Minoxidil使用後3-6個月可明顯改善落髮

減少，至於髮量增加，則需要6-12個月的時

間。依據文獻，男性早晚各一次，使用5%的

Minoxidil經過兩年治療，髮量約可增加35%，

女性一天使用一次，同樣有效，但如果停

用，治療的效果約在三個月內消失。 

外用建樂絲生髮泡沫液較無全身性副

作用，比較常見可能有頭痛、頭暈現象。另

外，由於Minoxidil原先使用於降壓的作用，

若使用者原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應先經醫

師評估，了解可能會加重潛在心臟病的病

情，若出現全身性副作用時(如胸痛、心悸、

暈倒等)，應隨即停藥。 

若經醫師評估後非因疾病因素的落髮，

並不影響健康，落髮最終仍是美觀問題。就

醫療的角度而言，使用未經證實的治療，不

僅無效還只浪費錢，且對於雄性禿的治療，

目前尚無長期持續治療的文獻支持，一旦停

止治療都會恢復至原先頭皮毛囊的狀態，若

能夠調整心態，接受外型上一點小瑕疵，倒

也不一定要積極治療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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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食不過量，淺嘗即止 

湯圓為糯米製品，歸類於六大類食物中的「全榖雜糧類」。以表2為例，紅白小湯圓約

10~13顆即接近1/4碗的飯；而包了有各種餡料的大湯圓因含有油脂，熱量更是驚人，僅僅1顆

就接近1/4碗白飯，加上湯圓為精緻製品，熱量吸收更為快速，故一般健康民眾在各類湯圓攝

取上需酌量。 

冬至時，有不少民眾會以鹹鮮肉湯圓作為正餐，建議每餐可吃包餡湯圓約4~5顆，同時可

於湯料中添加如茼蒿、香菇、金針菇、木耳、秀珍菇、高麗菜、白菜、芹菜、茭白筍、紅蘿蔔

等蔬菜，獲取足夠的膳食纖維外，此外添加豆包、豆乾、豆腐等黃豆製品也可以增加蛋白質的

攝取，除了更增飽足感，亦讓營養更均衡。 

文/營養科 林君玲 營養師

天氣逐漸轉涼，很快即將迎來二十四節氣的冬至了。提起冬至，大家必定會想到的是熱

呼呼的「湯圓」，以糯米製成的圓滾滾湯圓，在傳統上象徵著圓滿、團圓，亦有吃湯圓可添

歲祈福、以湯圓酬神祭祖的習俗，其重要性令坊間甚有「冬至大如年」的觀念，故各地華人

時至今日仍有冬至吃湯圓應景的習俗。 

湯圓無論甜鹹皆各有風味，是相當受眾人喜愛的小吃，但隨著現代人日常飲食習慣的改

變，加上社群媒體健康觀念的快速傳播，在健康意識抬頭風氣正盛時，亦使不少人擔心吃湯

圓這種「高糖精緻食物」會影響個人健康，但只要我們稍加掌握吃湯圓的小技巧，也能輕鬆

享用這項美味小吃，在此簡單整理各項注意事項供各位參閱。 

表1、常見的湯圓料理

冬至湯圓健康吃 

紅白甜湯圓 包餡甜湯圓 鹹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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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市售常見湯圓熱量參考熱量

類別 芝麻湯圓 花生湯圓
紫糯湯圓

(芝麻)

紫糯湯圓

(花生)

包餡小湯

圓 (芝麻)

包餡小湯

圓(花生)

無餡紅白

小湯圓
鮮肉湯圓

顆數 1 1 1 1 5 5 11 1

熱量(大卡) 70.2 70.8 71.4 72.6 69.8 57.4 52.6 59.6

碳水化合物(克) 9.5 9.8 9.7 9.8 8.7 9.1 10.3 6.7

蛋白質(克) 0.8 1 0.8 1 0.9 0.9 0.7 1.6

脂肪(克) 3.2 3.1 3.2 3.3 3.4 1.9 0.9 2.9

鈉(毫克) 0.4 0.6 0.4 0.4 0.4 0.2 0.2 30

幾顆會相當於

1 碗白飯熱量  

(280 大卡)

4 4 4 4 20 24 59 5

(資料來源：健康署-元宵健康三原則 「看標示、減調味、巧替換」

聰明健康慶團圓https://www.mohw.gov.tw/cp-2622-9170-1.html)

若是煮甜湯圓，則可使用龍眼乾、紅棗、甜菊葉、甘草等來調味減少精製糖的用量，或

是用無糖豆漿、牛奶、杏仁奶當做湯底，也有不同的風味。在甜湯湯料上，還可以加入白木

耳和蒟蒻增加飽足感。 

慢性病友的飲食注意事項 

以下針對糖友及腎友簡單說明飲食注意事項，如有任何問題仍應諮詢醫師及營養師。 

1.糖尿病友 

糖友們因有血糖問題，日常飲食皆須注意含醣食物的攝取，湯圓作為含醣食物，故於進

食時亦不可大意。若糖友想吃甜糖圓應景，建議可作為餐點點心，1~2顆的甜餡湯圓或10~13

顆的紅白小湯圓的含醣量約等於1/4碗白飯，可此份量作為餐間點心攝取，並使用市售代糖或

具天然甜味的枸杞、紅棗等取代砂糖以減少多餘醣分攝取，也可利用無糖豆漿改變風味，若

不方便使用代糖，則應避免喝甜湯、或再減少湯圓份量。若想吃鮮肉湯圓當正餐，則應需添

加足夠的各類蔬菜來增加膳食纖維攝取，使餐後血糖延緩上升、並達到飽足感的效果，增加

黃豆製品或肉類等也能滿足，且應監控餐後血糖病確實記錄，以達到管控血糖的目的。 

當然，吃完湯圓後仍建議糖友們應適度活動，以消耗熱量及幫助餐後血糖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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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腎臟病友 

腎友們依病況於日常需控制飲食中之鈉、鉀、磷及蛋白質攝取量，而湯圓屬於低氮澱

粉，是很常見的低蛋白點心，正合適腎友食用；但市售甜餡湯圓包入如芝麻、花生、紅豆等

高磷食物，對於腎病後期及進入洗腎治療中等需限磷的腎友並不建議攝取，故對腎友們來說

沒有包餡料的紅白小湯圓會是較為合適的選擇，如限磷者仍想吃甜餡湯圓，應正確使用磷結

合劑，將磷結合劑扳碎後與湯圓一同進食，避免血磷上升。 

而鹹湯圓除加鹽調味外，經常會添加各種蔬菜，其烹調後將釋出大量鉀離子，故建議需

限鈉、鉀的腎友們應避免喝湯，烹調後將湯料與湯圓瀝乾後呈裝於碗中。 

其他注意事項 

包餡湯圓剛煮好時，內餡非常的燙口，請注意不要心急一口咬下，稍微靜置半小時或劃

開散熱，避免燙傷。 

老人和小孩吃湯圓時，要先用剪刀或湯匙把湯圓剪開或切開，避免大塊哽噎。 

腸胃功能不好、腸胃潰瘍、曾經做過腸胃手術，以及有吞嚥障礙的患者(如:中風、失

智、頭頸癌手術、放射線治療的患者)，應禁食湯圓，以避免發生哽噎及消化不良情況。 

 
最後祝大家度過歡樂又健康的冬至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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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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9年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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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04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心臟外科

吳怡良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無 否

108/12/04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心臟內科

黃聖瑋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可

10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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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08/12/11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中國附醫胸腔
科施純明主任

行政7樓470
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醫學會 可

108/12/12 07:30-08:30 緩和醫學科
安寧遠距視訊會議/
為恭醫院個案報告

為恭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38536 緩和醫學學會 可

108/12/14 08:30-17:30 達文西中心
2019 International 

Robotic Preoperative 
Nursing Forum

各醫院醫療團
隊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孟皓34936
相關護理學分

申請中
可

108/12/18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研究)
整形外科

鄭森隆醫師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無 否

108/12/18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s 腸胃科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醫學會 可

10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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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08/12/25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Morbidity
胸腔內科

黃士峰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可

108/12/26 07:30-08:30 緩和醫學科
安寧遠距視訊會議/
三軍總醫院個案

回覆報告

三軍總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

會議室
王銘雄38536 緩和醫學學會 可

108/12/26 16:30-17:30 解剖病理科
外科病理討論會

(SPC)
解剖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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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08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感染科

李鑒峰醫師
行政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醫學會 可

109/01/15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Morbidity
腎臟內科

蔡博宇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可

109/01/22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Morbidity
感染科

李鑒峰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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