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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家醫科與癌症中心至豐樂里辦理成人健檢及四癌篩檢活動，能好好的關照自己的身體，
又是免費的健康檢查，真是一兼二顧呀！

邀請術後癌症重生的病友及家屬一同開辦
健康講座活動。

達文西代謝減重手術及糖尿病控制、術後
飲食控制，讓您減得健康又漂亮。

本院癌症中心與各專科不定期舉辦癌友會，並跨團隊(中醫、營養、復健、)辦理健康講座，照
顧好您的身體也照顧好您的生活品質。

家醫科社區健康照護中心   社區活動

達文西微創中心  膽道癌暨胰臟癌病友會 扭轉人生-減重病友會

癌症病友會  頭頸癌、乳癌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活動花絮



乳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疾

病，根據WHO估計，全世界一年約有50萬人

死於乳癌。在歐美國家，乳癌發生率在女性

癌症中排名首位、死亡率排名第二位。台灣

地區女性乳癌發生率近年來也有急遽上升的

趨勢，目前女性乳癌發生率占所有女性癌症

的第一名，為台灣地區所有癌症死亡的第四

位，也是女性癌症死亡率的第四位。

台灣每年有上萬名女性罹患乳癌，近

兩千人因乳癌失去性命，相當於每天約有五

名女性死於乳癌。有別於西方國家乳癌多發

生於停經後女性，且隨著年紀的增長罹病率

越高，東方女性包括台灣、日本、韓國、香

港，乳癌的好發年紀則為停經前的48、49

歲，無論工作、家庭或資產，通常都已進入

穩定期，子女也逐漸獨立，正是可以喘口

文/乳房外科 葉名焮 主任

氣，過點「好日子」的黃金歲月，此時罹患

乳癌，無異一記迎頭痛擊，整個人生規劃都

會因而大轉彎。

如何協助她們採取適當的對策，從而學

習與乳癌和平共存，盡量提高生活品質，是

目前台灣乳癌治療的目標。

乳癌的治療包括手術、放射治療、化

學治療、標靶治療、賀爾蒙治療等，這些治

療對婦女帶來生理的衝擊，需要乳房切除手

術、重建手術、噁心嘔吐、沒有食慾、肌肉

疼痛、眼花撩亂，甚至掉髮等衝擊。

近年來更以中西醫結合照護來提高治療

效果，最主要目的即在提高腫瘤的近期、遠

期療效及生存率，防止腫瘤的復發或轉移，

提高患者的自體免疫能力及生活品質，降低

不舒服的併發症，使患者能完成整個腫瘤治

療療程。

乳癌全人醫療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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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婦女在生理上除了需面對自身乳房

的失去，同時對身體各部位疼痛的煎熬，掉

髮帶來外表形體的改變，還得忍受一段為期

不算短的疼痛歷程。乳癌患者不僅面對自身

生理的疼痛與改變，且帶來心理的撞擊也相

當大。通常患者及其家人都會感到危急性，

也同時面對失去平衡的生活。

因此，協助他們接受自己已經失去健康

的身體、面對生命的死亡、無助、無望，同

時，患者更需要周遭人的大力支持，醫療人

員需致力於癌友的負面認知想法，協助他們

接受自己已經失去健康的身體、面對生命的

死亡威脅的無助、無望感。

精神介入的目的在於讓病患們了解癌症

壓力的天性；學習降低壓力的特定策略，以

及增進生活品質；維持癌症照護醫從性與後

續追蹤；改善與健康照護提供者的溝通；並

改善治療期間的健康程度、加速恢復、以及

提升整體健康。

「乳癌醫療照護」是一個全人的團隊照

護，為達此目的，需要中西醫醫療、物理治

療、職能治療、護理、營養、社工、藥學、

心理等跨專業的團隊推動，必須強調分工互

助照護。由於服務內容所需的各項活動常牽

涉到許多不同的領域，每個專業必須仰賴團

隊的統籌而運作。

臨床上不僅要按腫瘤分期、細胞種類及

病人本身條件去安排最佳的整合醫療，還要

給予團隊照顧，包括腫瘤科、放射腫瘤科、

中醫、復健科、腫瘤心理醫師，以及個案管

理師、衛教師、社工等專業人員相助，才能

減輕病患的身心重擔。

乳癌醫療照護團隊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健康新知



先天性心臟病是嬰幼兒常見的先天性異

常之一，發生率接近百分之一。其中部份孩

童由於臨床症狀不明顯或家屬的忽略而到了

成人階段，經由其它主訴去作檢查時才意外

被發現，亦或在成人時、甚至出現嚴重合併

症，如肺高血壓、呼吸喘、運動耐受不良等

症狀時，才被診斷出來。

早年先天性心臟病傳統標準，也是唯一

的治療方式-「敞開心胸」的開心手術，此療

法讓病患及家屬都開心不起來。且面對「敞

開心胸」後所留下的一道長長「紀念」（手

術疤痕），更是病患一輩子的冏…

此外，在面對傳統開心手術時，全身

麻醉、插入氣管內管、體外循環和長時間手

術過程的風險，術後更要擔心可能會有的併

發症，如傷口感染、傷口內出血、傷口癒合

不良、血胸、乳糜胸、氣胸、肺炎、肋膜積

水、橫膈或喉返迴神經受損、腦損傷等；就

算到了恢復期，仍可能會面臨心包膜積水、

心內膜炎、心律不整或心臟功能不良等後遺

症。

由於開心手術傷口較大，癒合自然較

慢，術後傷口的疼痛、在加護病房中等待復

元、每日不定時傷口的換藥、刀疤、蟹足腫

與肥厚增生性疤痕的形成，不僅照顧的人辛

苦，也可能影響日後病患本身的情緒和心理

發展。

案例分享一

13歲黃小弟因有3級心雜音，及有逐漸

明顯的運動耐受不良症狀，至本院小兒心

臟科門診檢查，經評估其心臟衰竭指數，

依紐約心臟學會心臟功能分類分級中接近

第三級（NYHA Class III），意即日常身體

活動明顯受到限制，休息時會緩解，但從

事日常的輕微活動（例如爬樓梯、掃地、

刷牙）也會導致疲倦、心悸、胸悶或心絞

痛等症狀。心臟超音波顯示有一大型心房

中膈缺損，大小約2.5公分，合併有重度肺

動脈瓣狹窄以及右心房、右心室擴大，故

安排心導管術，放置一26mm安普拉茲心房

中膈關閉器。並預計半年後再施行氣球擴

張術治療其重度肺動脈瓣狹窄。

案例分享二

2歲8個月徐小妹因有3級心雜音、生長

遲滯及低體重、易喘、頻繁上呼吸道感染

等症狀，被轉診至本院小兒心臟科門診作

進一步檢查，心臟超音波顯示有一大型動

脈導管未閉合，大小約0.3公分，合併有左

心房、左心室擴大及二尖瓣逆流，故安排

心導管術，放置一6/4mm安普拉茲動脈導

管栓塞器。術後半年追蹤體重明顯增加。

文/兒童部 小兒心臟科 郭業文 主治醫師

先天性心臟病免開刀治療方法
創新介入性心導管技術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隨著心導管的發明，日漸受到重視與提

倡微創手術的概念，隨著醫療器材的研發與

醫療技術的日新月異，越來越多的先天性心

臟病可利用非傳統、免開刀的心導管技術取

代手術來作治療。而介入性心導管治療先天

性心臟病的成效和開心手術相當，甚至其最

大的優勢在於，傷口小，復元快，住院天數

短，更大大的降低了上述開心手術的風險及

併發症。

所謂心導管是指利用細長的軟導管，經

由股動脈、靜脈、橈動脈、上腔靜脈或其它

血管，將導管送達心臟或血管。早期做心導

管的目的，較著重於診斷性，藉由測量各部

位的壓力、血氧濃度；和利用導管，注射顯

影劑，去觀察心臟血管的解剖位置、走向，

確認和定位心臟的缺損，瓣膜或血管的狹

窄，而達到診斷先天性心臟病的目的。近年

來，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突破與創新，醫學

影像學的進步，心導管角色已從過去的診斷

性逐漸轉型，著重於介入性治療的目的。

先天性心臟病中，以心室中隔缺損、心

房中隔缺損、開放性動脈導管、肺動脈瓣狹

窄佔了約70%左右，其中絕大多數都可經由

介入性心導管來治療。如瓣膜狹窄可用氣球

擴張術來治療；血管狹窄可用氣球擴張術或

加上支架放置術來治療；開放性動脈導管依

大小可分別用線圈或封堵器作栓塞；大部份

的心房中隔缺損以及第一、第二型的心室中

隔缺損也可用關閉器處理。

除了治療結構異常的先天性心臟病，另

一類的心律不整，如先天多餘傳導路徑造成

迴路而形成陣發性心室上心搏過速，可用電

燒電灼術治療；心搏過慢可利用心導管置入

心律調節器。近年的心導管治療發展，已進

步到以免開刀的方式去置放肺動脈瓣膜、主

動脈瓣膜、二尖瓣支架和二尖瓣夾，以治療

嚴重瓣膜逆流或狹窄，對病患及家屬而言，

是一大福音。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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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約40%乾癬病患合併乾癬性關節炎

乾癬性關節炎的病患除了受到皮膚乾癬的困擾外，常感到關節腫脹疼痛、嚴重時甚至造成關

節變形，影響活動與功能。因此若乾癬病患感覺關節疼痛、僵硬或背痛時，要儘早跟醫師反

應，方能及早得到治療。

2.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的病患必須控制體重

肥胖是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常見的共病，約有四成乾癬或乾癬性關節炎之病患均有肥胖或體

重過重。研究顯示，減重不但能使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的症狀減輕，對於正在使用生物製劑

治療之病患，減重也會使治療效果更好。

3.運動及復健是維持關節活動度的關鍵

伸展運動、緩和運動，不僅可以使身心舒暢，更可以減緩關節僵硬，增加關節之活動度，預

防關節變形。熱敷、臘療等可緩解疼痛及僵硬症狀。核心肌群之鍛鍊能加強肌肉力量，保護

脊椎。運動對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之病患好處多多，記得要持之以恆。

4.皮膚保濕很重要

乾癬病患除了必須使用醫師開立之局部塗抹之類固醇及維生素D藥膏外，另外必須做好皮膚

保濕措施。適量塗抹保濕乳液可以減輕乾燥搔癢，因為抓癢受傷會造成原本沒有乾癬之皮膚

出現乾癬之病灶，也可能造成皮膚感染及蜂窩性組織炎。

5.避免使用系統性之類固醇

無論是口服或注射，全身性的類固醇容易造成皮膚發作，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全身紅皮症，因

此，除了局部塗抹或關節內注射之類固醇外，應避免使用系統性的類固醇。

6.要跟醫師好好溝通治療方法，勿信偏方

現在治療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都很進步，除了照光治療、傳統之免疫調節劑外，目前有很多新

的生物製劑可以治療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的，只要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亦能申請健保給付。

胡亂使用偏方或不明來歷之藥物很可能使病情加劇，延誤治療契機。現在愈來愈多新的生物

製劑出現及各國國際大型藥廠投入資源開發研究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之藥物，很多新藥都是

效果好，副作用少，所以對病患來說，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並非絕望，只要好好的配合專業

醫師的治療一樣能擁有美麗人生。

文/過敏免疫風濕科　梁培英 主治醫師

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 

不可不知的十件事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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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不是傳染病

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是免疫系統疾病，並非傳染病，因此不要害怕病患，也不要因為得病而

與人群疏離，減少社交活動。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是可以控制及治療的，不要因為皮膚外觀

的問題而缺乏自信，只要治療得當，皮膚可以跟一般人無異。

8.要注意三高的問題

乾癬與乾癬性關節炎之患者常常合併血脂肪、膽固醇及血糖、尿酸等異常，發生代謝症

候群的機率也比一般人要高，所以要注意飲食，適量運動及定期作身體檢查。

9.戒菸戒酒

吸菸喝酒會使乾癬與乾癬性關節炎症狀更為嚴重，故戒菸戒酒是保持健康之道。

10.疫苗應注射預防感染保平安

感染也會誘發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因此流感季節應當施打流感疫苗，年紀大之患者更

加要施打肺炎疫苗；平常進出公共場所及感冒流行期間都要勤洗手、戴口罩，預防感染。

學歷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中山醫學大學醫研所碩士

          逢甲大學商學博士學程進修中

經歷 中山附醫內科住院醫師

          中山附醫內科總醫師

          中山附醫風濕免疫過敏科研究醫師

          中山附醫風濕免疫過敏科主治醫師

專長 一般內科、骨關節超音波檢查

          蕁麻疹、異位性皮膚炎、過敏性鼻炎、

          痛風、全身性紅斑狼瘡、類風濕關節炎、

          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

          修格蘭氏症候群及其他免疫系統疾病等

門診時段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上 ● ●

下午
●

(教學)

夜間 ●

梁培英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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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長期以來，一直是大家非常擔

心的疾病。因為中風後帶來的嚴重失能，拖

累了全家人，患者與全家都失去生活品質。

因此，門診就醫者，常常進門診的第一句話

就是:「醫師，我是不是中風了?」。雖然，

會這樣問的人通常都不是中風，但可見大家

對中風的無比恐懼。

的確，中風所造成的腦部損傷，目前沒

有好的治癒方法。但是預防中風的治療，已

經有愈來愈多的研究。其中對於頭頸部動脈

狹窄的患者，除了以藥物治療外，也有和心

臟血管一樣，置放血管支架預防阻塞。

腦梗塞型的中風，可分為大血管病變

和小血管病變。大血管病變常來自血管粥狀

動脈硬化，造成血管壁斑塊，斑塊逐漸增厚

會使血管愈來愈狹窄。當血管愈來愈狹窄

時，腦部血流量不足，嚴重時會造成腦部缺

氧壞死，即為腦中風。因此，透過檢查發現

為頭頸部的血管狹窄時，可考慮使用血管內

支架，將狹窄的血管撐住，以保持適當的血

流，達到預防中風的目的。

而目前常置放血管支架的血管，有頸部

前方的總頸動脈(common carotid artery)和內

預防腦中風之血管內支架
文/腦中風中心 神經內科 陳安芝 主任/主治醫師

頸動脈(internal carotid artery)、前腦的中大

腦動脈(middle cerebral artery)、和後腦的基

底動脈(basilar artery)。

其中腦部的血管內支架是由神經放射科

醫師執行，需要全身麻醉。全身麻醉時為使

呼吸會順暢需要置放氣管內管，外接呼吸器

進行輔助換氣；執行後需要入住加護病房密

切監控，待麻藥代謝後、呼吸恢復正常，即

可拔除氣管內管正常呼吸。而頸部的血管支

架，除了神經放射科醫師之外，受過特別訓

練的心臟血管內科醫師也可執行。

一般檢查的流程如下：先評估有可能造

成大血管病變的個案，如高血壓、高血脂、

高血糖患者，初步以頸動脈及穿顱超音波篩

檢。發現有大血管明顯狹窄的個案，會進一

步安排腦部影像檢查。若評估血管有需要進

行血管內支架，再進行血管攝影，確認血管

狹窄情形以及是否可置放血管內支架。當個

案有腦部動脈問題時，建議由神經放射科醫

師執行血管攝影檢查；當個案為單純顱外的

內頸動脈狹窄合併有心血管問題時，可考慮

由心臟內科醫師執行檢查，可同時進行冠狀

動脈血管攝影。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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顱內血管治療的風險，是在進行血管攝影及支架置放時，可能造成血管壁血栓的剝落，

而造成遠端血管的阻塞，形成腦中風。通常在術前會先給予口服抗血栓藥物至少三天，術後

亦需使用抗血栓藥物至少半年。

除了血管內支架之外，還有動脈內膜剝除術及顱內外動脈繞道手術，由神經外科醫師執

行。除了上述的方式之外，也可使用口服藥物控制，維持血流。最重要的，控制危險因子(三

高控制：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維持適宜的運動及飲食習慣，調適生活壓力，不過度緊

張也不輕忽身體的變化；更要定期追蹤，善待自己，保持身體健康。

(左圖:支架置放前，箭頭處可見右內頸動脈入口處狹窄) (右圖:支架置放後，箭頭處可見右內頸動脈狹窄處已撐開)

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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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無麩質飲食」因多位名人、明

星的加持，使得這股旋風由歐美國家吹到

了台灣，讓越來越多的民眾想了解什麼是

「無麩質飲食（Gluten-free diet）」， 而

這股逐漸興起的養生風潮，究竟有幾分真

實性呢？

麩 質 （ g l u t e n ） 主 要 是 存 在 小 麥

（wheat）、大麥（barley）、黑麥（rye）

以及北非小米(couscous) 等麥類中，又可

稱為麵筋、麩質蛋白、麥膠、谷膠蛋白、

小麥蛋白等，是由多種蛋白質所組成，

其中又以麥膠蛋白(Gliadin)與麥角蛋白

(Glutenin)為主要的蛋白質，但卻無法被人

體腸道所完全消化吸收。

因此，所謂無麩質飲食就是指飲食

中去除含麩質的任何食物稱之；而這樣的

飲食主要是針對麩質及小麥過敏的特定族

群所設計，但目前真正有這樣需求的人，

佔不到總人口的10%，這些特定族群可分

成：

1. 乳糜瀉(Celiac disease)：屬自體免疫疾

病，因患者體中的特定基因造成免疫細

文/營養科 林杏純 營養師

「無麩質飲食」 真的需要嗎?

胞會與麥膠蛋白(Gliadin)結合，進而活化

毒殺型T細胞，造成腸道絨毛的萎縮，非

但無法吸收食物中的營養，還會引起腹

瀉等腸道症狀。根據流行病學調查，這

類患者在歐美盛行率遠高於亞洲，即便

如此也僅佔美國的1%。

2. 非 乳 糜 瀉 過 敏 ( N o n - c e l i a c  g l u t e n 

sensitivity, NCGS)：非自體免疫疾病，但

患者攝取麥類製品後，易出現皮膚癢及

紅腫等過敏症狀，在美國約佔6%。

3. 小麥過敏：與乳糜瀉不同，為即刻性幾

分鐘至幾小時就會出現症狀的過敏症，

症狀包括：喉嚨或嘴巴發炎腫脹、皮膚

發炎或發疹、鼻塞、眼睛發癢或流淚、

痙攣、噁心嘔吐、腹瀉或其他過敏性反

應。

究竟該如何選購優質的無麩質食物又能

兼顧均衡的飲食原則？其實一點也不困難，

無須在超市專區或有機商店尋找高單價的無

麩質產品，只要回歸天然的食物才是上策，

以六大類食物為例： 

1. 全穀根莖類：白米、糙米、小米、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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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藜麥等無麩質穀物，以及地瓜、馬

鈴薯、南瓜等根莖類食物，皆是很好的

無麩質主食選項。

2. 豆蛋魚肉類：未加工的肉類、海鮮及

蛋，也是不含麩質的優質蛋白來源。

3. 蔬菜類：新鮮及冷凍的各類蔬菜。

4. 水果類：新鮮及冷凍的各類水果。

5. 低脂乳品類：牛奶、優酪乳及乳酪。

6.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植物油、堅果及乾

豆。

現今的飲食多元，小麥製品並非唯一

選項。雖然無麩質飲食似乎成為天然、健康

與無毒的代名詞，但市面上也充斥著不健康

的無麩質食品，比如餅乾、披薩、薯條、啤

酒等，這些只是去除麩質，卻添加了各式精

緻澱粉或改善口感的各式添加劑，往往含有

更多的熱量、脂肪、鈉和添加糖反而增加了

肥胖的風險，充其量只能稱為不引起麩質過

敏的精緻加工品，並不一定營養健康。且目

前也無文獻可證實，無麩質過敏的人攝取不

含麩質食物，可促進身體的健康，因此，民

眾是否需盲目地追求流行，是值得深思的議

題。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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