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出院準備服務 盧惠君、黃淑萍 復能護理師 

隨著醫療衛生進步，人口老化速度持續

增加，行動不便或偏遠地區的失能者，常因不

易到醫院、診所接受復健服務，而放棄治療；

無法在治療之黃金時期得到應有照護，便錯失

恢復的機會。長照2.0居家復能服務主要是補

足行動不便者就近性服務，讓有需要的失能者

能得到最適當、最完善的照護服務。 

所謂復能（Reable-ment）就是指在失能者

有限的「內在能力」下，協助他把「功能性能

力」最大化，並應用到「對自己最重要」的生

活事物上，幫助主動找回獨立生活的能力與信

心。 

復能訓練目標為充分發揮個案潛能，提

長照2.0復能多元服務計畫

升個案自主生活能力，並透過代償性策略的

指導與訓練，藉由活動型態調整、環境調整

介入，將日常活動直接變成訓練內容，每日

執行活動時，等同在做訓練，讓個案增加獨

立生活能力，最終目的是恢復到能執行日常

活動，以減輕照顧者負擔及降低照護支出與

成本。 

復能訓練的主要對象，包含功能退化的

高危險群、或近期功能退化、有潛能可以進

步的個案。個案在住院期間，由醫院出院準

備服務護理師判定長照需求，完成照顧需求

CMS的判斷，且參考醫師意見，必要時，協助

召開跨團隊個案討論會，與個案及家屬討論

服務E園地

（圖一）訓練站立 （圖二）訓練由坐至走的移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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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照顧計畫，確認復能服務目標，由醫院照

會服務並進行復能派案。在復能多元服務計畫

下，個案出院後，由出院準備服務護理師銜接

復能專業團隊提供無縫接軌的跨專業復能多元

服務，以達到復能服務之垂直整合。 

在銜接復能訓練之前，應先與個案、照

顧者說明復能訓練的目標與內容，確認個案與

照顧者對復能訓練有正確的理解、願意配合訓

練，與個案建立關係，並確認個案的狀態及表

現等，評估照顧者的照顧態度與技巧，更需瞭

解個案當時狀況是否適合接受復能服務，或是

否有影響復能執行的不良生理因子；若個案病

情不穩定，則不適合接受復能服務。 

復能服務與醫療復健最大不同在於，復

能服務是以長照個案為中心，強調跨專業並

服務E園地

與照護者攜手合作，由專業人員協助個案，

善用個案自身潛能，維持個案生活參與不退

化，促使個案現有能力最佳化。 

文字方塊有鑑於出院病人有密集的復

能服務需求，希望透過復能服務，落實專業

服務照護，強化出院準備服務效能，醫療

與長照無縫接軌。當居家治療師到個案家提

供居家復能計畫，會依個案個別性提供計畫

內容，首先，利用家中合適的桌子，訓練個

案站立技巧，強化下肢肌力（圖一），並依

序漸進訓練移位技巧，如：從椅子移動至助

行器（圖二），在個案能力許可下，訓練居

家行走（圖三），最後，將復能發揮至大，

訓練個案可獨立自主，外出活動，回歸社會

（圖四）。 

你我簡單的一小步，對失能者而言卻可

能是遙不可及的距離，而居家復能服務則是

治療師直接到家中提供到宅服務，讓失能者

在熟悉場所運用傢俱、樓梯、椅子等來教導

失能者做運動，增加失能者於居家自我復能

的機會，增進日常生活功能獨立自主，讓失

能者可重新融入原有居家生活及回歸社會。

（圖三）訓練居家復能行走 

（圖四）陪伴外出、訓練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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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醫療品質部 鍾佩愉 醫品員

我國醫院評鑑工作隨著環境的變遷，從

過去對醫院基礎建設結構面的要求，提升至

過程面與結果面之品質評估，衛生主管機關

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進

行醫院評鑑改革規劃，並於2007年起正式全

面施行新制醫院評鑑及新制教學醫院評鑑。

新制醫院評鑑精神回歸「以病人為中心」的

評鑑制度，以病人的醫療服務品質取勝，重

視醫療團隊的整體合作，且以病人為中心

來重新思考與規劃醫院應有的經營策略及制

度；新制教學醫院評鑑方面，則由最初從結

構面的鑑定醫院提供教學的能力，改變成聚

焦醫院的教學任務與教學品質。 

本院秉持著以病人為中心之理念，落

實醫療品質日常化之目標，故於107年10月

於醫療品質暨病人安全委員會下成立內部

稽核小組，舉行教育訓練工作坊課程培訓醫

院內部稽核員，常規進行例行性之內部稽核

任務。內部稽核自107年11月起開始稽核，

每個月依照年度計劃排定之主題，亦會配合

疾病照護認證或是年度監測指標等，擬定相

關稽核路線進行常規化稽核任務。截至108

年11月為止，共計內部稽核11次，稽核主

題包括：冠心症疾病、腎臟疾病、腦中風、

糖尿病、多重外傷、糖尿病、管制藥品、高

危險妊娠、呼吸器脫離、癌症化療、車禍骨

科等，稽核單位橫跨急診、加護病房、手術

室、一般病房、特殊病房。 

每次於稽核結束時，稽核委員與醫品員

會立即就地召開檢討會議，將有發現的稽核

缺失馬上回饋給醫品員，由醫品員彙整當次

所有缺失後，逐項依據缺失嚴重性，向改善

內部稽核日常化，醫療品質不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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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發出缺失改善之訊息，若為跨單位跨領

域之缺失，將再次實地稽核之複查方式進行

改善確認，若僅為單位內的缺失，則請單位

以書面方式回覆改善後的結果。 

實行了1年的內部稽核任務後，發現同

仁對於內部稽核的抗拒心有稍微變小，或許

是因為已經習慣了在日常常規中的必要性，

又或者是因為所有平常每天做的事情都已經

遵照SOP規範在做，並不需要因為今天有稽

核而有任何改變或是感到緊張，相信這是正

向的改變，讓大家不會因為每次聽到評鑑到

了而感到心力交瘁。 

很多的改變在剛開始的時候，陣痛期都

是很長的，但是一旦克服了、習慣了、面對

了、接受了，其實改變帶來的效果也是大家

所期待與樂見的。這樣子的稽核任務會持續

的進行下去，不論評鑑是否到來，都會像平

常一樣做該做的事，讓這樣子的文化風氣可

以深植每個人的心裡，讓醫療品質於無形中

落實在醫院的每個角落，提供給就醫民眾最

優化、最安心、最高品質的醫療照護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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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是個喜氣洋洋歡慶豐收的日

子，在外求學或工作的家人都會回家團聚，

圍爐聚餐更是為大家所重視，吃對了「年

菜」包你健康又開運，以下我們提供八道健

康養身的年菜~

第一道年菜:步步高升、好彩頭

冬季是白蘿蔔的盛產季節，應景的蘿

蔔糕成了家家戶戶都要吃的年菜點心，「少

油」是現代人健康飲食守則，不妨以蒸代煎

在上面撒上青蔥提味，一樣吃出好滋味。一

片五十公克蘿蔔糕熱量約70大卡，4塊蘿蔔

糕=1碗飯，需要減重或控制血糖的人，千萬

要算好分量喔！吃菜頭糕討個好彩頭、步步

高升、一路發！

第二道年菜:生意昌榮、年年有餘

過年吃魚，年年有餘，有著「積善之

家，慶有餘」的涵義，最重要的就是端上桌

的魚必須是一整尾的，而且不可以吃完，才

符合「年年有餘」。吃鯧魚運途「昌」，而

且鯧魚刺少肉厚、滋味鮮美，老小皆適合，

以青蔥、辣椒、薑蒜紅燒的鯧魚，有著繽紛

喜氣的元素，很受婆婆媽媽們歡迎。但有痛

風的人，請以黑鯧代替白鯧，以減少普林的

含量。

第三道年菜: 圓圓滿滿、長壽平安

在台灣每年11～3月是芥菜的產季，芥

菜俗稱「長年菜」吉祥討喜，吃長年菜也象

徵著平安、長壽的意思，其富含硫代配醣體

（glucosinolates）而帶有苦味，食用芥菜有著

苦盡甘來的祝福之意。烹煮之前先用鹽水川

燙，可去除部分苦味，再佐以干貝的鮮味入

菜，一顆顆圓滾滾的珠貝落在碧綠芥菜上，

味覺和視覺都享受到了。正常乾燥干貝應為

淡黃色，選擇外型完整、無裂開或碎裂的干

貝，摸起來乾燥、結實、硬度極高才是好的

干貝。

第四道年菜: 三元及第、慶團圓

全家圍坐一桌吃年夜飯，俗稱「圍

爐」，除夕夜圍爐吃著鏘鏘滾的火鍋，好不

熱鬧，冷天取暖心也暖。建議以昆布、蔬果

與大骨湯底，取代麻辣或沙茶湯底，沾醬選

用新鮮的蔥、蒜、辣椒拌醬油為佳。配上任

三種丸子，如魚圓、肉圓與蝦圓取意三元及

第的好彩頭(市售丸子鈉鹽含量高，不可多吃

)。想要火鍋養身吃，可以新鮮蔬菜多吃，精

緻澱粉主食(烏龍麵)，替換成高纖維的根莖類

食物(山藥、南瓜)，選擇低脂鮮肉(雞肉、鯛

魚片)取代加工火鍋料(鑫鑫腸) 。

 文/營養科 趙佩君 營養師

開運年菜健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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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道年菜: 呷雞起家、全家福

「雞」與閩南語的「家」同音，吃雞代

表著 「起家」。年菜中一定會吃全雞，不只

代表全家福，也表示有頭有尾。推薦竹笙香

菇煲雞湯，竹笙代表著竹報平安，雞與"吉"念

法相近，亦有吉利的意思。竹笙應選形狀完

整，傘裙沒有破損，白偏黃的色澤，結實帶

彈性者品質較好。

第六道年菜: 諸事大吉，平安如意

過年吃豬，諸事大吉，豐足如意。其

中紅燒蹄膀是台灣常見的年菜，外型呈現團

狀，具有年節「闔家團圓」的意喻，同時代

表「大富大貴」，圍爐年菜特別討喜，聰明

的吃法就是避開肥肉，只選瘦肉部分食用。

紅燒蹄膀通常加入福菜、筍絲一起滷製(烹調

前需多次換水，以減低酸鹹度) 。

第七道年菜: 四季發財，財源廣進

任選四種食材，五顏六色的搭配，代

表斑斕的四季，吃了四季發財，整年財源滾

滾。可炒、可燴、可涼拌，全看各位婆婆媽

媽們的功力。大魚大肉吃膩時，不妨來道清

香的涼拌菜，將芹菜(綠色-春天，欣欣向榮

)、黃椒(黃色-夏天，明亮的鮮黃)、胡蘿蔔(紅

色-秋天，楓紅片片)和豆皮(白色-冬天，清冷

銀白)，切絲加入適量鹽、生抽、糖、香醋、

花椒粉、白芝麻等拌勻，就是一道應景簡單

又味美的年菜了。

第八道年菜: 喜氣洋洋，財庫有餘

鮮豔色彩的蝦子，又稱蜷魚，音同「全

餘」，不僅紅色喜氣，蝦子長長的鬍鬚以及

彎彎的身子看起來像是老人，因此蝦子代表

著希望能活到腰都彎了的年紀，長壽的祈

願。「滑蛋蝦仁豆腐煲」是道老少咸宜的年

菜，紅白相間的大蝦仁，配上香嫩的豆腐，

淋上金黃色的滑蛋，光是賣相就貴氣十足，

此菜推出必受歡迎。買蝦子時應檢查蝦頭是

否有脫落，外表具鮮明的光澤，沒有腐敗臭

味或異味為佳。

農曆新年也叫春節，歡喜吃團圓年夜

飯，乃慰勞一年來工作的辛苦外，同時感激

上蒼的垂憫，並祈求來年豐收。吃年夜飯時

要剩下一些「隔年飯」留到初一吃，以表示

歲有餘糧年年食不盡之意，且圍爐時要慢慢

的吃，取其長長久久的意思，最後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營養與健康



腸病毒為一群病毒的總稱，在1997

年 之 前 ， 已 知 而 被 分 類 的 腸 病 毒 共 有

小兒麻痺病毒(poliovirus)、克沙奇病毒

(coxsackievirus)、伊科病毒(echovirus)及腸

病毒(enterovirus)等。近年來又陸續發現多

種型別，依據基因序列重新歸類為人類腸病

毒A、B、C、D型(human enterovirus A、B、

C、D)，其中腸病毒71型就屬A型人型腸病

毒(human enterovirus A)。新生兒腸病毒感

染的常見病毒型為伊科病毒和克沙奇B型病

毒，其中以伊科6、9、11、19、30型，克

沙奇B1-B5型病毒較為常見。 

去年造成新生兒重症疫情的伊科病毒

11型呈現低度活動，近期腸病毒71型病毒

活動度上升，今年累計353例腸病毒71型個

案，高於2016至2018年同期。今(2019)年

累計45例腸病毒併發重症病例，以感染腸

文/藥劑科 楊翼亘 藥師 

腸病毒 不可不知 

病毒71型為多(36例)，其他分別感染腸病毒

D68型、克沙奇A6型、A10型(各2例)，克沙

奇A9型、B5型、伊科病毒11型(各1例)。 

根據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顯示，國內腸

病毒疫情下降，9月29日至10月5日國內腸

病毒門急診就診共計18,834人次，較前一週

下降10.6%，疫情已過高峰但仍在流行期。 

傳染途徑： 

腸病毒的傳染力極強，在家庭及托育機

構等處最容易傳播，可經由接觸或以飛沫方

式感染幼兒而造成，也可能經由接觸無症狀

帶病毒家長或病人的口鼻分泌物、咳嗽、打

噴嚏飛沫，或吃進被含有病毒之糞便所污染

的食物而受傳染，玩具常為幼兒間傳染的媒

介，尤其是帶毛的玩具更容易因接觸幼兒口

嘴造成大量病毒感染而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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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症狀 

由於腸病毒71型致病力較高且引起的

重症病程變化快速，且重症多發生於5歲以

下幼童，家長須特別留心。感染後常出現

的症狀如下：（一）發燒時間較長：常超

過3天>39℃的高燒。（二）幾乎都有手足

口症狀：在手部、足部、口腔內等部位出

現針頭大小紅點的疹子（水泡）。（三）

容易有中樞神經併發症：如嗜睡、持續嘔

吐、肌躍型抽搐(無故驚嚇或突然間全身肌

肉收縮，特別頻繁且在白天清醒時也會出

現)、意識不清等。 

因此家中幼童如感染腸病毒，應在家

休息以避免與其他幼兒接觸，降低交叉感

染的機會，並於幼兒感染後的一週內，務

必留意其病情變化，一旦出現重症前兆之

相關症狀，務必立即送大醫院治療，以降

低重症發生的機會。通常重症發生時間為

發病後2-7天，平均為發病後3天。直接致

死的原因為心臟衰竭。

治療： 

感染病毒後一般3~5天會出現症狀，

但是大多數感染者，沒有臨床症狀或臨床

症狀極為輕微，目前並沒有特效藥，採取

支持療法，如退燒、止咳、症狀治療等方

式，絕大多數患者會在發病後7-10天內自行

痊癒。 

目前針對腸病毒D68型的抗病毒藥物仍

在臨床試驗當中；而國內目前研發之腸病毒

71型疫苗，正在進行臨床試驗，尚未上市提

供接種。 

依疾病管制署公告之「腸病毒71型感染

併發重症臨床處理注意事項」，當感染個案

出現急性腦炎、急性腦脊髓炎、自主神經機

能失調、敗血症候群等條件時，為靜脈注射

免疫球蛋白之適應症。但因新生兒之臨床表

現與兒童期感染不盡相同，而以心肌炎、肝

炎合併凝血功能異常、腦炎、敗血症等為常

見重症表現，建議此時可考慮使用IVIG (人類

免疫球蛋白靜脈注射劑)治療。其他少見的腸

病毒重症表現，如肺炎併呼吸衰竭、胰臟炎

及壞死性腸炎，如已確定為腸病毒感染，亦

可考慮使用，但文獻上並無經驗或證據顯示

具有療效。治療建議劑量為1 gm/kg，靜脈滴

注12小時一次，必要時可重複再給予一次。 

再次提醒家長或幼兒照顧者不可輕忽腸

病毒威脅，應落實個人與幼兒手部衛生，時

常清洗消毒幼兒常接觸的物品及玩具，及做

好居家環境清潔。若發現幼童有重症前兆之

症狀應盡速至大醫院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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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重症醫療網」中部責任醫院名單 

 台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澄清綜合醫院及中港分院、林新醫院 

台中慈濟醫院、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及大甲分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大里仁愛醫院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秀傳紀念醫院、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南投縣 埔里基督教醫院、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參考資料：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腸病毒71型感染併發重症臨床處置建議》、《腸病毒防治建議》、《腸病毒臨床處置建議》 

感染控制雜誌:中華民國106年12月第二十六卷六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藥品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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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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01月-109年02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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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學分

是
否
對
外
開
放
聽
講

109/01/08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中國附醫
感染科 
盧敏吉

主治醫師

行政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可

109/01/1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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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17 五 12:30-14:00
醫教部/

解剖病理科
全院性臨床病理

討論會(CPC)
解剖病理科 
王昱婷醫師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顏嫚姍
32552/
李雪旖
11647

否

109/01/22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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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2/05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台大胸腔科 
吳尚俊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可

109/02/12 三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心臟內科 

羅健賢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可

109/02/19 三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過敏
免疫風濕科 
梁培英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可

109/02/26 三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內分泌 
王威傑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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