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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Lydia

走過癌字這條路

有一天偶然在網路上看到的，當這幾個字映入眼簾時，突然感覺腦中「叮」一聲，頓時有種醒

悟開竅的感覺。是啊！一定要好好活著，才會在接下來的人生中遇到更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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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一年 

一場抗癌的奇妙旅程，讓我真真實實
的經歷了「美好的一年」。

當然，沒有人願意罹患癌症，怎麼會
得了癌症，還覺得「美好」呢？因為生了
這場病，我終於能從繁忙的生活中停下腳
步，擁有難能可貴的長假，可以好好檢視
自己的人生，重新關注自己的身體，認真
學會如何愛自己。在漫長治療過程中，也
讓我體悟了許多人生從未經歷過的奇特滋
味，看到生命的可貴，真正感受到「活著」
是一件美好的事。

生病治療的那段日子，儘管身體是脆
弱的，心靈卻是堅韌的。感謝上天讓我在
重重考驗中，看到了自己的無限可能。

困境帶來的勇氣

我在電視台擔任採訪工作，經常在國
內外出差，長久以來，身心壓力太大，加
上作息不正常，我想，這應該是致癌的主
因。

2016 年 6 月被確診為乳癌，我知道
自己是高危險群，當時沒有太多驚恐，只
是不明白，為何這麼快就找上我？愛運動
的我，曾經騎小摺環島，夏天也喜歡到海
邊游泳，甚至確診前還計畫要泳渡日月
潭。多年來幾乎很少感冒生病的我，沒想
到一發病，就是個讓人措手不及的癌症。

當下，許多原本以為重要的事，都
得暫時放下。我知道自己沒有多餘時間猶
豫，愈快治療，就愈有生機。當時儘管內
心對即將到來的治療，有著些許的不安，
但唯一能做的，也只有面對它，接受它，
治療它。我堅信自己，一定會好起來。

化放療的奇妙歷程

許多人聞之色變的化療，很難想像，
我就稀哩呼嚕的度過了，其中甘苦，只有
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化療時，打了四次
小紅莓和四次紫衫醇。打小紅莓的時候，
嘴巴嚴重破皮、喉嚨疼痛無比，造成了吞
嚥困難。但是若因此吃不下，便無法讓白
血球達標，於是我只要從昏睡中醒來，就
努力喝下放涼的菜肉粥，盡可能補充體
力。後來才知道刷牙時要用煮過的水漱
口，加上多吃奇異果等增加抵抗力的蔬
果，症狀才逐漸減輕。 

當然，還有飲食及運動的配合。通
常在化療後兩三天，逐漸能活動時，我就
試著為自己準備均衡的餐食，我總是盡量
在少油少鹽的健康原則上，讓每一餐色香
味俱全，一次吃不了太多，就少量多餐，
尤其是富含蛋白質的肉蛋奶，更是卯起來
吃，總算每次化療前抽血檢測的白血球數
量，都能安然過關。

化療期間，適逢八月酷暑，但只要有

文轉第 15 頁

Lydia 在紫羅蘭關懷聯誼會的活動中，分享一年以來的治
療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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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台灣高等法院前庭長陳貽男的妻
子，十年前撞傷頭部送到台大醫院急

救仍不治，陳家向醫院求償一千兩百多萬
元，二審判陳男敗訴，但最高法院認為須
考量醫師是否已盡『符合醫療水準的注意
義務』，且因醫療專業與病人間的不對等
關係，應改由醫師附帶舉證，才能判斷有
無過失，此判決理由引起醫界譁然」。

根據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書，上訴人稱
「醫師為具專門職業技能之人，其執行醫
療之際，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就
醫療個案，本於診療當時的醫學知識，審
酌病人之病情，醫療行為之價值與風險及
避免損害發生之成本暨醫院層級等因素，
綜合判斷而為適當之醫療，始得謂符合
醫療水準而無過失」。一般而言，頭部撞
傷，如果是顱內出血，可能因流血間斷而
有意識清楚的時段，也可能在受傷後數小
時至數日後才出現症狀，因為病況難以預
測，所以須留院緊密觀察。這期間，應持
續檢視病人，注意病情是否有轉變並留下
紀錄。如病人病情穩定而准其出院時，仍
須叮囑病人有任何症狀產生時，須立刻返
院檢查。根據判決書，後來，病人有出現
兩次嘔吐的現象，那時就應即刻做斷層掃
描，去判斷是否顱內出血。至於治療結果
好壞，則與是否有過失無關，除非診斷出
顱內出血後，手術的安排有所延誤，或手
術的程序出了差錯。

我認為「不厭其煩，萬無一失」是醫

療從業人員必須堅持的專業態度，醫護人
員本來就有責任，對病人提供當時醫界公
認最有效益的處置，並將其決策思維及所
作所為完整地紀錄在病歷上。事實上，病
歷紀錄就是醫療訴訟雙方最重要的證據，
無所謂舉證責任在何方。我必須承認病歷
記載不完整，是台灣醫界的通病，也是台
灣醫學教育必須加強改進的地方。我在自
己的醫院不斷地嘮叨了將近三十年，到今
天革命尚未成功，病歷書寫仍舊有很多改
善的空間。

另外，我一直很在意，也曾多次在媒
體評論過，為了鍛鍊住院醫師的判斷能力
與臨床技能，我們容許實習或住院醫師在
第一線參與照顧病人，他們是在實作中學
習，仍在接受訓練中，所以，他們的所做
所為，必須是在主治醫師的督導下進行，
主治醫師也必須為病人的治療結果負全部
責任。

看到此判例的報導，有位創院之初
就進我們醫院的同仁說，二十幾年前，我
向醫院同仁強調病歷紀錄的重要性時，曾
說過「在台灣好像病歷書寫得越少，讓人
找不到犯錯的證據，反而不容易被告，但
是在美國，如果病歷沒有記載，就表示你
沒有想到，也沒有做到，被告的時候，就
完全站不住腳了！」那番話她至今記憶猶
新，這個判例就是一個教訓。( 本文原載
於聯合報健康名人堂專欄 ) ▌

醫療環境與制度 不厭其煩，萬無一失
文 / 黃達夫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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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日益老化，骨質疏鬆的盛行率
也日益增加。依據 2005-2008 年國

民營養調查報告指出 50 歲以上男女骨質
疏鬆症盛行率分別為 23.9% 及 38.3%。
骨質疏鬆可能增加骨折的風險，而衍生
出嚴重併發症而增加死亡率。以臗部骨
折為例，依據健保局統計，1 年內女性病
人的死亡率為 15％，男性死亡率則高達
22%。

高鈣飲食，不保證沒有骨折

很多人以為，要預防骨質疏鬆，就是
要攝取大量的鈣質。但研究結果顯示，僅
僅靠大量的鈣質攝取並不足以預防骨質疏
鬆的問題。高鈣飲食，並不一定可以降低
骨折的發生率。1992 年，一篇跨國營養
研究發現，南非的黑人平均每鈣的攝取為
196mg，遠低於美國人，但他們的骨折發
生率不但沒有因此而增加，甚至是明顯少
於美國的骨折發生率。

對於一般人而言，長期補充鈣片，不
僅沒有好處，可能還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
風險。最安全的鈣質，應來自於天然的食
物，鈣片是經人工純化，在體內的吸收過
程和食物裡的鈣質不一樣，所以可能會帶
來不必要的副作用。

要真正預防骨質疏鬆，除了提升鈣
質的吸收，更要注意鈣質的流失。鈣質的
流失牽涉基因，生活和飲食習慣等眾多因
素，例如過多攝取咖啡因、鹽及動物蛋白
質、缺乏運動、缺少陽光、吸菸等，都可
以是造成鈣質流失的原因。

喝牛奶補鈣，是否正確？

乳製品一直以來被視為重要的鈣質來
源。很多專家學者會鼓勵民眾從乳製品補
充鈣質。台北市政府更補助所有國小學童
喝牛奶以補充鈣質。然而乳製品是否為最
理想的鈣質來源，筆者認為是值得我們思
考的問題。

2014 年發表於 JAMA Pediatric 一項
大型研究，研究對象為 9 萬 6 千名白人（停
經婦女及大於 50 歲男性），發現在青春
期多喝牛乳對於預防老年骨折並無益處。
相反地，在男性的分析裡，發現牛乳還可
能會增加老年骨折的風險。

2011 年有一篇綜合性分析的研究，
所得到結論是多攝取牛乳無法降低臗部骨
折的發生率。

瑞典 Uppsala 大學 2014 年發表於英
國醫學雜誌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的大
型研究，發現喝牛乳越多，可能會增加骨

骨質疏鬆，要如何預防？
文 / 李昇聯醫師 ( 內分泌科 )

健康醫學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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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和死亡率。研究團隊的報告指出，牛乳
的攝取量越多，會使體內的氧化壓力及發
炎指數上升，這些指數和老化、癌症及心
血管疾病相關。

主 導 這 項 研 究 的 Karl Michaëlsson
教 授 表 示， 牛 奶 裡 含 有 D- 乳 糖
(D-galactose)，這和氧化壓力及發炎反應
有關，可能導致人體的老化。相對的，優
酪或其他經發酵的乳品，所含的 D- 乳糖
相較於牛奶低很多，所以較不會引起發炎
反應。牛奶也許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樣
好，對於骨質疏鬆和骨折的預防，是否有
益，或是有害，仍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證明。

蔬食有助於「保骨本」

不論是觀察性或是飲食介入的臨床
研究，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蔬菜和水
果的攝取對於骨骼的健康有正向的影響。
一篇發表於是《美國臨床營養學》雜誌的
研究指出，在青少年時期多攝取蔬菜和水
果，可以讓成年後的骨質密度提升。植物
性的食物，不僅能提供足夠的鈣質，同時
又富含其他營養素，如：維生素 C、維生
素 K、鉀和鎂等，這些都是骨骼發育和生
成必需的營養素。骨骼內的骨膠原，對於
骨骼強化極為重要，膠原蛋白是促進骨膠
原生成的必需物質，而膠原蛋白的合成需
仰賴維生素 C，這也說明了，蔬果為何能
夠促進骨骼的健康。

相對從牛乳攝取鈣質，植物性鈣質
或許是更為安全可靠。我們從各式各樣
的綠色蔬菜及豆類，就可以攝取到充足的
鈣質。如上所述，植物性食物不僅可提供
各種能促進骨骼生成的營養素，同時又可
以避免動物性食物及牛奶可能帶來的副作

用。
動物性蛋白質在體內代謝後會產生酸

性物質，為了要調節體內的確酸鹼度，骨
骼內的鹼性離子 ( 包括鈣離子 ) 會釋放到
血液，造成了骨質的流失；而蔬果在體內
代謝產物，傾向鹼性，相對而言，對於骨
質有保護效果。

維生素 D

維生素 D 對於骨質健康，也扮演了
重要角色。維生素 D 在腸道可促進鈣質吸
收。每天讓臉部及前臂皮膚曬太陽 15 至
20 分鐘，就能得到足夠的維生素 D。但在
現今的社會，許多人從事的是室內工作，
一天可能很少見到陽光；很多女性因怕被
曬黑，戶外還塗防曬油，這可能會造成維
生素 D 的不足。老年人可能因行動力下
降，減少了戶外活動，如果又有慢性病，
或消化不良，很可能會有維生素 D 缺乏的
問題。所以，建議依各人情況需要，可以
考慮適度補充維生素 D 補充劑。一般而
言，50 歳以上的人，建議每天應攝取維生
素 D 至少 800~1000 IU。

適度運動很重要

運動也有助於預防骨質的流失。隨
著年齡越大，肌膚組織會逐漸被脂肪組織
所取代，所以可能適度地做一些輕度重力
訓練，不但可以強化老年人的肌肉，同時
可維持良好的平衡功能，能有效地預防跌
倒。其他的運動諸如慢跑、快走、太極、
游泳、有氧運動等，都是不錯的選擇，但
運動仍需注意安全，量力而為，必要時需
要由專業運動教練指導，以避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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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人性格論〉一文發表之後，引
起了不少回響。不少人對我說：「你

在文中所提到的某些性格的人比較容易得
癌症，真的還滿準的」；很多人告訴我，
他們覺得這個題目滿有趣的，希望我再多
寫一點。其中對我鼓勵有加的是曾經到本
院院會演講的台灣社會運動的先行者，生
態學家林俊義教授，他還特別找到很多癌
症以及其他疾病相對於病人性格的相關研
究，提供給我做進一步寫作的參考。

夫妻「算舊帳」的最佳材料

一個人的個性、性格與他罹患的疾
病彼此之間的關係，這樣的課題在 30 年

前已經開始有人注意了，並且提出研究報
告，只是這些報告，對於研究的目，尤其
是研究的方法及過程的講述太多，相對之
下，研究的結論卻都並不具體、太過模糊。
可能也因此林俊義教授對我寫的〈癌症病
人性格論〉會感到有趣，因為該文比較具
體的指稱癌症病人的性格特徵。

其實這篇文章在發表的前一天，我才
剛聽從一兩位醫院的好朋友給我的建議，
把本來加在文中的，另外一個我認為「比
較不容易的癌症」的性格名單刪除。我之
所以同意刪除的原因很簡單，我實在不樂
見讀了這篇文章之後，有的家庭起了革
命，把容易得癌症的人的性格名單，對照
著不容易得了癌症的人的性格名單擺在一

性格與疾病

文 / 鄭春鴻 圖 / 華健淵

癌症病房外

性格既然那麼多變，人有如此善於偽裝。那麼，真的有「性格」

這碼子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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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大家對號入座，正好成為夫妻「算舊
帳」的最佳材料。我幾乎可以想像得到那
劍拔駑張的緊張態勢。

性格是由你能夠忍受什麼而定

你相信嗎？性格會因為所處的環境，
和自己親近相處的人，以及你的生活目
的、生活習慣而有所改變。美國著名的
新 聞 記 者， 幽 默 文 學 作 家 奎 林 (Robert 
Quillen, 1887-1948) 說：「性格是由你能
夠忍受什麼而定，而信譽則由你迷戀什麼
而定。」(Character is made by what you 
stand for; reputation, by what you fall 
for.)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我們認為眼前的人具有那一些
性格，有時候只不過是我們對他的評價，
甚至於是出現在自己腦中的幻覺。美國
小 說 家 布 羅 薩 德 (Chandler Brossard, 
1922-1993) 就 這 麼 說：「 性 格 是 一 些
個人與另一些個人之間的一種談判，以
便互相給對方以各自獨立的幻覺。」(a 
kind of notiation individuals make with 
other individuals to give each other the 
illu¬sion of separate independence)

笑—最容易使人的性格原形畢露

人的性格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表現在
人前人後的行為，也無法判定這到底是不
是他真正的性格，德國浪漫主義詩人海涅
(Heine) 說：「我不願說女人沒有性格，相
反地 , 她們是天天都有新性格的。」(I will 
not say that women have no character; 
rather, they have a new one every day.) 
當然，那是海涅揶揄女人之說，其實性格

多變也包括男人。一般人都是以各種不同
的性格表徵，出現在不同的環境以及情況
裡。

性格是那麼具體，但它並不是那麼
容易捉摸以及定義的。有些人說，我真的
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種性格的人，而有一些
人，也真的讓人認不出他去備有哪一種特
別的性格。這時候你不妨觀察他遇到高興
的是而笑起來的樣子。這是俄國大文豪杜
思妥也夫斯基告我們的竅門兒。他說：「人
的快樂、笑—這是最能使人原形畢露的。
有的人的性格經過很久還捉摸不透，但只
要這個人由衰地放聲大笑起來，對他的整
個性格就會瞭若指掌。」

笑是性格的指印

笑，這裡指的是從心裡內心發出快樂
的笑，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人很少
莫名其妙的就笑起來，一個人要從內心笑
出聲來，可以說是一種奇蹟，他必須要有
引起嘩笑的環境、氣氛、對象、內容，尤
其是要有效出聲來的動機。而令人發笑其
中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健康，契訶夫也說：
「愉快的笑聲，是精神健康的可靠標誌。」
無論是身體的健康或是精神上的健康，這
個經常可以笑出聲來的令人感覺到開朗的
人，才能被稱為有這樣的個性有這樣的性
格，那是多麼幸福啊！

高興時，有的人笑得得意忘形；有
的人笑得含蓄拘謹；有的人笑得靦腆沒
有自信；有的人笑得篤定意料中事；有的
人笑得三分顏色開染防，已經打算去整
誰；有的人笑得皮笑肉不笑；有的人笑
得陰森奸笑。從笑中確實人的性格不容
易掩飾。因此，當你的朋友遇到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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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懷大笑，正是你觀察他真正性格的好機
會。美國著名新聞記者艾爾弗雷德•波爾
格 (Alfred Polgar, 1873-1955) 說：「 習
慣是性格的指印」(the fingerprint of the 
character）。笑的表現，無疑地是習慣中
極難改變的項目之一，因此我們可說「笑
是性格的指印」。

真的有「性格」這碼子事嗎？

性格既然那麼多變，人又如此善於偽
裝。那麼，真的有「性格」這碼子事嗎？
遠的不說，中國各省人的性格似乎就十分
鮮明，這些刻板印象甚至影響彼此的對
待。比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大城
市的公司，都不願意雇用河南人，有「防
火防盜防河南人」之說：「天上九頭鳥，
地下湖北佬」，湖北人狡猾程度似乎不次
於河南人；「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曾

國藩、左宗棠的湘軍大大地提升各省人對
湖南人的評價；廣東人排外是早以有之，
很多人家都覺得在廣州想找個見義勇為的
人比登天還難；山西人老實本分，忠誠可
靠，喜歡按部就班，但也被評價頭腦不夠
靈活，愚頑固執，拘謹怕事。性格之說，
所向披靡，很少人不信以為真的。顯然，
人的性格不是完全天生的，它與成長的環
境及族群也密切相關。

個人步態可反映性格？

甚至，連走路的樣子，都可以判定一
個人的性格，你相信嗎？朴茨茅斯大學的
一項研究表示，看一個人走路姿勢可看出
他們是否有攻擊性。

心理學系的研究人員採用動作捕捉技
術，記錄了人類的行為和使用這些資訊為
三維電腦動畫製作帶來數位人物模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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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員還分析了胸部和骨盆的運動，以及
步態速度。來記錄受試者在跑步機上自然
速度行走。

研究發現，全身上下的誇張動作表明
攻擊性。研究人員要求參與者填寫一份問
卷，測量了他們的攻擊水準。他們還使用
了一種名為「大五」的標準性格測試，以
評估人格特質，包括開放性，責任心，外
向性，宜人性和神經質。他們一起可以説
明反映人們的思維方式，感受和行為。

老年痴呆症病人屬緘默抑鬱型性格

性格和疾病的相關性，近年來有越來
越多的研究。性格傾向尤其被認為在老年
痴呆症中的影響很大。絕大多數老年痴呆
症病人屬於緘默寡言和抑鬱型性格。專家
分析稱，由於這種性格的人不善與外界交
往，感情交流少，經常處於信息低負荷狀
態，所以容易患上痴呆症。孤僻者、喪偶、
獨居、情緒抑鬱者是老年痴呆的高危人
群。

抑鬱症和冠狀動脈心臟疾病有很強
的雙向關係

性 格 氣 質 與 高 血 壓 之 間 的 關 係 進
一步證實了。發表於《心理治療與身心
雜 誌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的研究指出，抑鬱症和
冠狀動脈心臟疾病有很強的雙向關係。迴
圈型情感障礙，是躁狂抑鬱精神病的亞臨
床表現，在心血管病病人可能會導致極端
行為的改變不利於心臟預後。

來自匈牙利的研究人員研究了性格
氣質特徵中的抑鬱，迴圈型，易怒，焦

慮，抑鬱與高血壓人群發生急性心臟併發
症 (CC)，如急性冠脈綜合症，急性心肌梗
死之間的關係。結果表示，發生 CC 的高
血壓病人的興奮壓抑迴圈型得分遠高於無
CC 病人。迴圈型得分可以顯著預測 CC 的
發生，獨立於其他高危險因素，如抑鬱、
年齡、性別和吸煙。該發現指出性格氣質
對於心血管疾病發病及臨床結果的影響，
對於臨床治療提供了新的預防方案。

排行對於性格只有輕微影響

在國外住過的人一定有印象，當你被
要求填寫個人資料的時候，有一項是在台
灣沒有的欄位，那就是「出生排行」。老
外他們似乎頗相信排行和一個人的性格有
關。但根據發表在《美國科學院論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的研究，在兄弟姐妹中的排
行對於一個人的性格只有輕微影響，這與
流行的看法相反。而德國美因茨大學和萊
比錫大學的心理學家更分析了 2 萬多名德
國、美國和英國成年人的資料。他們發現，
核心人格特質，如外向性、情緒穩定性、
親和性和自覺性不受出生順序位置。研究
還發現，出生次序對於智力有輕微影響，
長子更傾向於自我報告詞彙豐富，較少出
現理解抽象概念困難，證實了以前的研究
結果。

你能活多久跟你想活多久有關係

性格甚至跟一個人能活多久有關。性
格悲觀的人，一般較無生趣；性格樂觀的
人，對生死看得較為淡薄。根據研究，你
能活多久跟你想活多久有關係。為何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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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活很久，而有些人希望自己死得相對
早一點呢？在最近的研究中，來自 Robert 
N. Butler 哥 倫 比 亞 老 化 中 心 的 Vegard 
Skirbekk 博士等人調查了美國年輕人和
中年人想活多久與他們個人性格之間的關
係。

研究結果表明超過六分之一的人寧願
在 80 歲之前死亡，他們想活的歲數還不
到平均期望壽命。目前沒有跡象指出人們
想要活更久或者更短，取決於他們目前的
年齡、性別還是受教育程度。該研究是第
一個調查年輕人對自己老去的看法。結果
被發表在《老齡化與社會》(Ageing and 
Society) 期刊上。

研究人員們利用 18-64 歲 1600 多名
成年人的電話調查資料，發現 1/3 的受訪
者希望自己的預期壽命是八十多歲，或者

與平均期望壽命持平；接近 1/3 的受訪對
象希望活到九十多歲，比平均期望壽命長
得多。剩餘的參與者們則表示他們希望自
己能活到一百多歲左右。

這些參與者們的平均年齡是 42 歲，
其中一半為女性，且百分之三十三的受訪
物件為大學畢業生。研究結果證實對老年
生活持有的積極盼望更少的參與者們寧願
在到達平均預期壽命之前死亡。相比之
下，對老年生活負面期盼更少的人則希望
自己活得更久，比平均預期壽命長得多。

這個研究似乎也告訴大家，如果你
對人生還充滿眷戀，不想太早去蘇州賣鴨
蛋，那麼，你最好改變一下性格，變得樂
觀開朗，長壽及活下來的機會會高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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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4 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
際組織 (OECD) 的經常性醫療支出，

GDP 佔率平均 9.8%，其中鄰近國家如韓
國為 7.2%，日本為 11.2%，而台灣僅為
6.1%。此經常性支出包含了醫美，保健食
品等項目，其中健保支出僅為 3.2%。所
以，台灣以 3.2%GDP 照顧了全體國民，
而且涵蓋重大疾病，罕病到輕小病症，如
胃腸不適，感冒發燒咳嗽流鼻水等，其中
國人熟知的感冒年花費近 200 億元。

新藥的等待期，從廠商申請許可證到
核准，再從申請健保到過關，完成相關協

議到公告生效，加上各醫院完成採購，醫
師處方再交付病人，平均費時 3-5 年，
確實讓某些病友等不及新藥可用。光在健
保部分，根據近二代健保實施以來的資料
顯示，新藥從申請日到生效日，平均耗時
420 天，如果是價格相對較高癌症新藥，
平均耗時 782 天。可以想見，健保的作業
時程，深受成本效益評估或財務衝擊因素
影響。

新藥研發有高度風險，且標準規格越
來越嚴，自然價格也相對提高。臺灣不是
低度開發國家，以 C 肝抗病毒藥為例，自

以『共同負擔』 
加速健保引進新藥

文 / 陳昭姿主任 ( 藥學進階教育中心 ) 圖 / 朱玉芬

藥學新知

參考其他國家做法，解決健保財務困境，或克服新藥納保障礙，不外乎

幾項措施：合理適度提高保費，輕小病症與用藥退出健保，與廠商協議

風險分擔方案，以及病人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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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在原產國授權低價製造販售名單。此
外，健保藥品沒有退場機制，超過二十年
累積後，新藥加入的困難度自然會提高。
參考其他國家做法，解決健保財務困境，
或克服新藥納保障礙，不外乎幾項措施：
合理適度提高保費，輕小病症與用藥退出
健保，與廠商協議風險分擔方案，以及病
人共同負擔。

不少先進國家已長期實施藥品共同負
擔或稱部分負擔，例如澳洲，英國，美國，
瑞士，瑞典，德國，法國等，以鄰近台灣
的日本與韓國而言，病人負擔比例大約在
20-30% 之間。台灣健保目前對於藥品部
份負擔設有兩百元上限，如果能夠適度提
高負擔比例或金額上限，至少可以帶來幾
種效益：(1) 有利於加速引進新藥新科技，
(2) 可望改善藥物遵從性 ( 許多調查研究顯
示，高達一半的藥品沒有依照醫囑服用，
共同負擔或可讓民眾更為珍惜用藥，提高

療效 )，(3) 放寬新藥適用對象的限縮 ( 因
為財務考量，許多新藥被設定納保條件，
例如 C 肝用藥目前是重度肝臟纖維化的病
人優先使用 ) 等。

值得一提的是，決定新藥是否納保的
關鍵會議－藥物共同擬定會議，在 2016
年 8 月第一次討論 C 肝抗病毒新藥時，席
間有代表提出病人共同負擔一定比例，當
時不但多數代表覆議，且沒有任何代表，
包括屬於民眾代表的被保險人，都沒有提
出反對意見。近日以來，具有病人代表性
的癌症病友團體，包括癌症希望基金會的
調查，以及台灣全癌症病人連線等，都向
健保署主動提出願意共同負擔新藥費用，
或是提高保費，例如每個月多繳五十元保
費，希望如此能夠幫助病友盡早使用具有
價值的新藥，至於中低收入民眾，他們自
然也呼籲政府提供協助。▌

中 秋 踩 街

9 月 27-28 日 09:00-17:00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B2 中庭

參展：
金得意 -假髮、樂而美 -洗髮乳液、弘基 -舒活護具、中興洋行 -服飾、
其實 - 手工皂、恆隆 - 風扇、旺陞 - 日式商品禮盒、新東陽 - 肉品類、
105% 手工餅乾、豪宬 -甜點麵包、源可口 -滷味水果、鑫彥 -手工泡菜、
皇家楓葉 -加拿大冰蜜、史內克斯 -休閒食品、後頭厝 -雞精、匯霖 -基
諾養身茶系列、好巿多等多家攤位。

職工福利委員會 邀請您 共襄盛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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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熟 事 誰 能 預 料？ 貝 多 芬
(Beethove n) 的 第 五 號 生 命 交 響

曲，就是「命運來敲門的聲音」，所
以被命名為「命運」交響曲。一開始貝
多芬以小調來形容命運叩門時的不安情
緒，到了第四樂章，則由小調的悲傷情
緒轉變成具有信心的大調。如此雄壯的
氣勢，展現出貝多芬對於命運永不低頭
的決心，也戰勝身體的病痛。

第五號生命交響曲以 29 分 44 秒
道盡人的一生苦難和歷程，人生莫過於
此？！

序曲一 時髦尤物

在癌症病友會上，來了一位時髦女
子，頭戴時尚草帽，長髮飄逸，身穿大
紅連身裙，身姿曼妙、绰约多姿，讓人
眼睛吃驚。在和信醫院能看到打扮入時的
時髦人物，並不常見。從她光鮮亮麗的外
表來看，一點也看不出她是一位癌症病
者。原來她是一位乳癌病友，單親媽媽，
媽媽和女兒皆住在大陸，只有她一個人住

在台灣。她的治療和休養過程，都是自己
一人。

她打了四次小紅莓和紫衫醇的化學治
療後，癌細胞只剩 0.3 公分，就做手術治
療。在治療中，她強迫自己要運動。早上
吃地瓜、奇異果等水果，少油少鹽，不吃

生命交響曲

文 / 朱古利

用生命寫故事

貝多芬中年因病失聰，但仍然在困境中創作出偉大的
命運交響曲。

我的人生觀是能多吃一餐，就能多活一天，不要去惦記

身體的疾病，或是癌細胞會不會轉移的問題。若老是這

樣想，久了就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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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三餐正常吃，並且絕不看中醫和吃
偏方藥。

癌症治療間，她不讓親朋好友來探
望她，因為她覺得別人看病人都是可憐的
眼光，她不希望親朋好友可憐她。她把自
己打扮的漂漂亮亮，心裏把持著愉悅的心
情，努力的運動，所以她有精神抖擻的好
神情，以及一副令人羨慕的好身材。她經
常外出去旅行，看台灣的好山好水，連治
療中也不例外。若中國的親朋好友來台
灣，她一樣帶著她們去台灣玩透透。她說：
「人生病了，就是要把自己打扮花顏月貌，
自己看了有精神，別人看了也愉悅。」

她的時髦喜悅了病友的美麗人生觀！

序曲二、一路玩到掛

我未得癌之前，朋友
要我幫忙買些保險，我就
買了一些高單位癌症保險
單。當我得了癌症，領了
很多保險費，花都花不完，
於是我就將領的保險費，
帶親友到國外旅遊，或是
請吃飯。

癌症治療時，醫師告
訴我要開刀，我就開了。
化療時，我一點都沒感覺，照常出去玩。
有一次白血球數量不夠，不能打化療，但
是我的假都請了，以及這樣，我二話不想
就坐車到花蓮去探望公婆。晚上神不知鬼
不覺又坐火車回台北家。

凡事醫生告訴我治療的事，渾渾沌
沌如同一張白紙的我，只要醫生說怎樣治
療，我就依醫生的話去做治療。就這樣在
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我完成了癌症

的治療。開刀完之後，我的身體狀況變得
更好。我也很快樂，快樂的到國內外去玩
和去吃，快樂把我的癌細胞全都燒掉了。

我都會這樣告訴我的親朋好友說：「我
得癌症，快死了，陪我去吃飯，陪我去旅
遊。」人性本善，親朋好友一聽我這麼說
都會陪我去，我媽媽就是一例。她是一位
勤儉持家的人，從來沒有出去玩過。經我
這麼一說，媽媽就陪我出去遊玩，最後是
我陪她去探望她的老朋友了。

我「以癌會友」。
在我的人生觀，能多吃一餐，就能多

活一天，不要去惦記身體的疾病，或是癌
細胞會不會轉移的問題。若老是這樣想，

久了就會成真，與我同期的會友都走了。
她「一路玩到掛」及時行樂的人生觀，

觸動了病友心有千千結的心聲。
「生命無常，活在當下」，每一分鐘，

每一日都不會完全一樣，都會有不同的事
情發生。聖經傳道書 11:8「人活多年，就
當快樂多年。」生命交響曲，就是最好的
詮釋。▌

電影《一路玩到掛》講述兩名末期癌症病人，如何在餘下的日子裡度過充實與
歡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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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力精神時，就會走出冷氣房，在黃昏時
出門走路運動，暢快流汗，不僅可以排毒，
也可以降低化療後的不適。

身體狀況允許的時候，甚至還會去爬
山，台北捷運能到的市區小山，包括軍艦
岩、芝山巖、象山 ...... 等，幾乎都去過，
把發病前沒時間走的山間步道，全走了一
遍。常常爬山爬得專心，幾乎忘了自己是
正在化療的病人。

不過，真正的考驗，居然是在我以為
比較輕鬆的放射治療之後發生。

放射治療期間，原本還暗喜自己照顧
得不錯，每天乖乖手插腰，完全沒破皮。
沒想到治療畢業的第二天，腋下出現了一
個微小的白點，之後就開始越來越大，
形成大面積的濕性破皮，將近一個月的時
間，又癢又痛，日間難耐，夜難成眠。當
時我每天對自己信心喊話：「妳是鳳凰，
現在是浴火重生前的考驗，過了這一關，
就能自由飛翔了！」就這樣，總算熬過了
這一關。

上天給的禮物

曾經有位病友姊妹問我：
「癌症是不是上天給的懲罰？」
我不假思索地告訴她：「是上天
給的禮物！」

對我來說，還真的是「禮
物」啊！在罹癌前，我一直為皮
膚過敏所苦，兩頰經常三不五時
冒紅疹，不知該如何是好。沒想
到化療幾次之後，皮膚居然變好
了，水潤光亮，連許久不見的朋
友都大呼不可思議，我還開玩笑
地說：「其實你們不知道，我偷

偷去做醫美了啦！」我想，這真的意料之
外的好事，化療竟然神奇的把困擾我多年
的皮膚問題解決了，你說，這不是天大的
禮物是什麼？

以前，總是盼著年特休可以好好休息
放空，生病之後，終於可以正大光明的放
長假了，儘管治療過程是辛苦的，但我總
算有時間好好跟自己的心靈及身體對話。

因為這個「禮物」，讓我重新認識自
己的身心，讓我有機會修正過去不好的生
活習慣及心態，重新再活一遍，讓我接下
來的人生，更加健康自在，這是難能可貴
的「禮物」啊。

四好的人生

這一年，經歷了人生的震撼彈，能夠
一路走到今天，我自己歸納出了「四好」
的原則：
1.	吃得好：這裡指的不是山珍海味、

大魚大肉，而是均衡營養的飲食。我也是
不斷嘗試，才真正找到自己身體的需求。
化療期間，為了拚白血球數量，真的是卯
起來吃，沒想到一下子胖將近 10 公斤，

分享過後，Lydia 和病友姊
妹們交換彼此的生命經驗。

文接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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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覺得化療還胖成這樣，實在不可思
議，真的是啼笑皆非。到外科回診時，醫
生還說：「胖了不少喔？現在開始，蛋白
質要足夠，澱粉要減量，不然以後體重會
回不去喔。」醫師這們直接的一席話，對
一個女生來說，還真是如箭穿心，當下讓
我感覺頗受傷，不過我也立刻下定決心，
要努力消腫。於是開始每餐調整份量，施
行 4221 原則，就是把餐盤分為四等份，
各等份分別放上兩份的蛋白質、兩份蔬
菜、以及減半澱粉類和水果，加上每天規
律的一小時以上快走運動，從一月化療結
束後到現在五個月，體重已經減少了六公
斤，就像大家現在看到的模樣，不過還會
繼續努力。
2.	睡得好：睡好是維持體力和達到治

療效果的基本盤，過去時常因為工作寫稿
常熬夜的我，改正不良習慣，盡量在十一
點前上床，睡飽 8 個小時，如果晚上實在
難以入睡，白天就會多走動，就能改善睡
眠品質。

3.	動得好：身體狀況不方便出門時，
我會上網尋找動感有趣的健身操，例如潘
若迪的健身影片，注意患側手臂不要太勉
強拉舉，腳步則視情況跟著影片跳，如此
就算待在屋子裡，也能開心運動。化療期
間，如果身心狀況允許，我就以快走運動
為主，不受場地限制，又能欣賞沿途風景。
每天至少走一個小時，並且盡量達一萬步
以上，身體發熱流汗，就會降低化療的副
作用。
4. 心情好：在「四好」當中，我覺

得心情好是最重要的，若情緒不佳，其他
三好也很難做得徹底。治療期間，難免會
有鬱悶不安的時候，我就會想辦法出門，
戴上口罩去人不太多的地方逛街，如離峰
時間逛菜巿場或小型超市，轉移注意力之
後，心情也就自然平靜了下來。

活著，就會有好事發生

「活著，就會有好事發生。」這句話

治療畢業後，重獲新生，開始完成旅
遊的夢想，挑戰在冰島騎冰上摩托車。
(Lydia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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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一天偶然在網路上看到的，當這幾個
字映入眼簾時，突然感覺腦中「叮」一聲，
頓時有種醒悟開竅的感覺。是啊！一定要
好好活著，才會在接下來的人生中遇到更
多好事。

好事，確實應驗了！當我正在化療的
水深火熱中，很需要緩解的助力時，在一
次朋友聚會中，輾轉認識了一位發願助人
的氣功老師，她免費幫助需要的有緣人，
而我剛好在身心最需要安定的時刻遇見了
她，每周兩次的氣功班，不僅讓我達到運
動目的，也舒緩了化療的不適，這真的是
好事一樁啊。另外一次神奇的經歷，是我
在治療結束後前往義大利自助旅遊時，準
備搭機回台的那天早上，開往機場的地區
巴士突然兩度故障冒煙，還停在人煙稀少
的鄉間小路上，眼看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下一班公車遲遲不見蹤影，我無計可施，
只好到路邊豎起拇指，攔起便車，不過一
旁的在地友人說，攔到車的機率非常低，
但我心中始終相信，一定有奇蹟出現，果
然一位定居義大利的斯里蘭卡廚師，就這
樣停下車來，拯救了我，到機場後，一路
衝到登機門，距離起飛時間只剩下 15 分
鐘，只能說有驚無險，一個好人的出現，
讓我見證了奇蹟。

我的種種親身經歷，讓我深刻感受到
「相信，就會有奇蹟」，說起來有點玄，
不過堅強的念力，確實會產生難以解釋的
強大力量，現在的我，氣色比發病以前還
要好，這是治療前的我難以想像的。不過
我始終相信，自己一定會好起來，甚至比
以前更好、更健康，我想身體一定接收到
這股強大的訊息了。

重生的開始

癌症治療這條路，無論旁人再怎麼想
幫忙，最後還是要靠自己堅持下去，所以，
每個人生命中最大的貴人就是「自己」。
醫師、個管師、護理師等專業人員的醫治
和協助，就像是給了我們一把鑰匙，要怎
麼重啟人生，還是要靠自己來實踐。

我想，癌症的到來，應該是上天給
我們的警訊，告訴我們該改變作息了！該
修正飲食了！該放下不必要的罣礙和執念
了！我很感謝上天，給了我重新好好活一
次的機會，這一次，我會為自己的健康而
活。

在治療剛結束時，會頓時失去目標，
原本應該按時到醫院報到治療的時間，頓

從化療期間一直到現在，Lydia 為自己健康而煮，每餐盡量
秉持高纖、少鹽少油、營養均衡的原則。(Lydia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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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了下來，剛開始會有些不知所措，但
我發現，癌後人生，才是重生的開始。

完成治療後，我的目標從抗癌到防
癌，逐漸從病人恢復到正常人的生活，甚
至比生病前活得更充實。例如：去癌症基
金會上營養課程，重新學習飲食之道，每
天為自己烹調健康營養的餐食。同時也開
始恢復過去熱愛的運動，當踏上闊別一年
的單車、穿上許久不見的泳衣，內心還真
是有難以言喻的興奮，每當運動過後，心
情就更加海闊天空，這是療癒身心最好的
處方籤。

熱愛旅遊的我，也在療程結束後，
犒賞自己一份大禮物「歐洲自助旅行」。
漫步在異國街道和美景間，重新找到了自
己，真心覺得「活著，真好！」

接到和信紫羅蘭關懷聯誼會工作人員
來電，希望請我分享自身故事時，我才剛
從冰島騎冰上摩托車回來，當時不顧時差
還沒調整過來，立刻著手製作投影片，只
想好好把這一年來的心路歷程，全部分享
給大家。

在治療期間，我就發願，身體康復之

後，要幫助更多人。我一步一步前行，一
點一滴地分享，希望我的故事和經驗，能
為需要的人帶來更多的力量。

交織著生命精彩樂章的這一年，書
本是我最佳療癒及堅強的後盾。例如；和
信治癌中心醫院副院長陳啟明與乳癌專科
治療團隊合著《一本讀通乳癌》；和信營
養室王麗民主任著作的《抗癌自癒力：療
效飲食 8 堂課》；以及同為病友的梁瓊
白所著之《梁瓊白的五心級抗癌》、《癌
症療癒樂活美食》；還有葛瑞琴．魯賓
(Gretchen Rubin) 著的《過得還不錯的一
年：我的快樂生活提案》...... 等，陪伴我
堅強走過「美好的一年」。

所謂「孤鷹不褪羽，那能得高飛。蛟
龍不脱皮，何以上青天。鳳凰不浴火，怎
成火鳳凰」。現在的我，終於浴火重生，
走過這一年，真切體會到，治療只是一個
過程，痛苦是短暫的，一切都會過去。如
今重獲新生，我會好好珍惜上天給我的
「禮物」，跨越過生死關卡後的我，無所
畏懼，歡喜前行。▌

��

第五次病友座談會活動通知

1.	活動對象：初診斷且於本

院治療之乳癌病人。	

2.	活動時間：2017/09/15	

( 五 )	13：40-16：10

3.	活動地點：和信醫院	

B2 中央會議室

4.	活動內容：

　　剛診斷為乳癌的妳，是否感到徬徨無助呢？是否想著該如何面對治療及生活的改
變呢？和信紫羅蘭關懷聯誼會希望陪伴妳一起瞭解疾病、面對治療，歡迎妳參加和信
紫羅蘭關懷聯誼會的病友座談會。

主辦單位：和信紫羅蘭關懷聯誼會、乳癌學術研究基金會 協辦單位：社會服務室、癌症資源整合中心

時��間 內���容 主��講��人

13:40-14:00 報到 紫羅蘭關懷聯誼會活動志工

14:00-14:15 正念減壓 心理師

14:15-15:00 乳癌淋巴水腫生活預防 資深職能治療師�簡毓芬

15:00-15:10 茶點時間 全體

15:10-16:10 綜合討論 一般外科　余本隆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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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醫院病人教育電子書 歡迎下載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與您》雙周刊，同步發行《和信醫院病人教育電子書》。未來
我們將會出版《癌症知識專題》系列多媒體電子書。您可連結台灣電子書平台點閱，
包括：HyReadebook 電子書店、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Pubu 電子書城和 Hami
書城等下載。

Hami
書城

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

Pubu
電子書城

HyRead ebook
電子書店

CS馬戲團手
作坊 28,300 

于庭翊 500 

天璽美學時
尚有限公司 300 

孔祥樞 1,000 
支懷萱 500 
王千瑜 100 
王允顥 1,500 
王秀霞 200 
王盈中 500 
王美惠 3,000 
王敏書 1,000 
王清木 1,000 
王雅菁 1,500 
王雅萱 415 
王瑋顥 10,000 
王語彤 1,500 
王璽惟 1,500 
王繹絢 5,000 

右峻企業有
限公司 5,000 

台北市三寶
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

30,000 

白月嬌 10,000 

白慶仁 10,000 

安寧療護團
隊義賣 83,788 

何傳枝 200 
何傳儀 200 
何聖崇 1,000 
余婉慈 1,000 
吳君倫 1,000 
吳珊蒂 100 
呂惠貞 1,000 
束靖亞 3,000 
李木衡 100 
李宏偉 100 
李秀鳳 50,000 
李宛津 500 

李宛靜 300 
李林秀卿 
李清正 1,000 

李秋萍 6,000 
李素珍 1,040 

李國璽 5,000 

李淑菁 2,000 
李滿玉 1,000 
李翠華 1,000 

李增重 
李何月霞 2,000 

李耀遠 5,000 
沈錦龍 300 
周宜儒 100 
周明珠 1,000 
周欣諭 1,000 
周益煌 100 
周淑萍 5,055 
周菊鳳 500 
周蓓菁 1,500 

房秋美 3,000 
林于加 1,000 
林玉珠 500 
林玉敏 600 
林玉滿 300 
林玉蓮 1,100 
林秀東 10,000 
林妮萱 300 
林幸婉 100 
林昌賢 300 
林金靜 1,000 
林冠伶 3,000 
林茂雄 8,000 
林淑月 3,000 
林繁淑 2,000 
邱香 3,000 
邱珮臻 2,000 

邱清松 100,000 

邱淑靜 800 
邱惠娣 1,000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2017 年 8 月捐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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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得意假髮 40,000 
姚毓懋 500 
姚萬億 300 
施惠芳 650 
柯米貴 2,000 
柯米貴 2,000 
洪秋英 2,000 
洪源鴻 5,000 
洪靜麗 3,000 
羿盛投資顧
問股份有限
公司

17,000 

胡淑寶 300 
孫孜婷 275 
家毓媗 1,000 
徐萬鈞 500 
翁炳舜 2,000 
翁麗明 200 
高之齊 1,000 
高榆琁 100 
高榆婷 100 
高銘棻 100 
高銘鑒 100 
康淑華 1,000 
康朝 1,000 
張云蓁 550 
張永盛 500 
張玉如 500 
張玉惠 600 
張田滿 3,000 
張廷漢 5,000 
張怡萍 500 
張祐真 1,000 
張傳悌 60,000 
張鑑獎 240 
曹昱鈞 100 

梁秀蓁 300 
梁秦睿 812 
梁淑梅 1,000 
莊杰宥 600 
莊牧澤 600 
莊為晨 600 
許明雪 1,000 
許晏菱 200 
許愷芯 2,000 
許瑞容 1,000 
許溎芳 560 
許瓊尤 1,500 
連尤菁 1,000 
郭美伶 5,100 
郭振潮 1,000 
陳玉美 1,000 
陳玉揚 102 
陳尚煌 500 
陳明立 50,000 
陳金葉 1,000 
陳建中 500 
陳彥文 2,000 
陳思穎 1,000 
陳秋枝 6,000 
陳美惠 300 
陳清萬 1,200 
陳淑瑩 100 
陳貴汝 1,000 
陳瑞幸 2,000 
陳靖宜 511 
陳蓁蓁 10,000 
陳蔡素節 3,200 
陳錦秀 2,000 
陳錦姝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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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玉 600 
陳麗秋 2,000 
喜樂仁愛基
金 12,000 

喬春鳳 500 
曾鈺婷 300 
曾輝煌 2,000 
曾寶誼 1,000 
游孟珠 
等7人 715 

黃于璟 222 
黃少芳 1,000 
黃文虹 1,100 
黃文傑 207 
黃永煌 10,000 
黃玉琳 500 
黃余秀英 1,000 
黃志忠 300 
黃秀珍 500 
黃明壯 200,000 
黃金英 500 
黃美月 4,000 
黃美甘 1,000 
黃英美 1,000 
黃喬穎 300 
黃惠勉 1,000 
黃碧枝 1,000 
黃碧蓮 100,000 
黃慧敏 
賴森源 600 

黃曉瓊 600 
黃譯萱 1,000 
黃綉芳 1,500 
楊秀珍 1,000 
楊東卿 2,069 

楊淑真 1,000 

楊黃英 1,000 
溫靜婉 50,000 
廖秀蘭 300 
廖雅莉 600 
熊慧琦 1,000 
維新室內裝
修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趙香婷 100 
劉玉珠 100,000 
劉榮鑑 1,000 
樊劍西 1,000 
潘皇蓮 1,000 
潘淑芳 100,000 
蔡東家 1,500 
蔡知圃 1,000 
蔡碧蔚 500 
蔡靜誼 500 
鄭光涵 500 
鄭安旂 250 
鄭美鳳 200,000 
盧李純純 1,000 
蕭仲志 216 
賴妤柔 500 
錢叔南 1,000 
謝淑芬 500 
謝新和 600 
謝楊秀蘭 2,000 
鍾美惠 1,000 
顏碧蓮 500 
魏佩妍 1,000 
蘇士豪 200 
蘇品芳 500 
釋寬容 300 

丁孔俊
王一明
王勝仁

白滋棋
吳依珊
吳念慈

吳欣樺
李文婷
沈琥堯

林莞晴
林緯洋
張美琪

張蕙安
許琇涵
郭文賢

陳俊宏
陳曉昱
章嘉惠

華哲葦
黃珍敏
黃書麒

黃桂櫻
黃婉晴
黃煥旂

廖志雄
蔡承安
鄭國良

謝采晏
闕山雄

中國信託信用卡紅利點數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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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與家屬團體衛教

時間 衛教名稱 地點

2017/09/18�(一)13:00~13:30 無線電頻率燒灼術 ㄧ樓超音波�等候區

2017/09/20�(三)19:00~19:30 手術前準備和須知 四樓外北病房�家屬會客室

2017/09/28�(四)10:00~10:30 癌症飲食需求 六樓電梯旁�交誼聽

肺癌系列健康講座

時間：�106.10.13( 五 )18:00~20:00 講師：邱倫瑋醫師 /講題：肺癌治療面面觀，勇敢面對不悲觀

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 2段 231 號 ( 文化大學大夏館 B1 國際會議廳 )

主辦單位：�喜大人協會、聯合報健康事業部、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APA 藝文中心、醫療財團

法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2017 年癌症治療後病人系列講座

時間：2017.10.13( 五 ) 地點：地下二樓中央會議室�( 進餐廳後左轉 )，下午 1:45 報到。�

費用：皆免費� 主講人：王詠醫師� 講座主題：遺傳性癌症

報名方式（請擇一報名）：

1. 親自報名：將報名表交至 B1 癌症資源整合中心或社會服務室

2. 傳真報名：將報名表傳真至：（02）2898-5995 社會服務室收

3. 電話報名：(02)2897-0011 分機 3959�林玳玟社工師或 3957 癌症資源整合中心

頭頸癌病友支持團體

時間：2017/12/2 星期六上午 09:30~12:00

地點：本院地下二樓中央會議室 (進餐廳後左轉 )

電話報名 :02-28970011 分機 3959 林玳玟社工師或 3954 陳怡樺社工師

活動內容：�★ 12/2(六 )癌症病人的疲憊/問答(Q＆ A)時間 /當我們同在一起~病友自我介紹、

經驗分享

政策宣誓與禁檳範圍

　　本院為無檳榔醫院與職場，室內室外全面嚼食檳榔，承諾依循「無檳醫院」持續評核與改善，

邀請院內員工與病人共同營造並落實院內外無檳環境。

　　本院公告產權範圍，含門診大廳、樓梯間、辦公室、診療場所、會議場所、病房、休息室、

廁所、醫療設施、護理之家等室內、公務用交通運輸工具之密閉空間，及停車場、涼亭、噴水池、

車道等室外活動空間皆為禁菸與禁檳區域範圍，並禁止於本院所有出入口區域內嚼食檳榔。所有

員工、外包人員、實習人員、志工、求職者、病患、家屬、合作廠商與訪客皆適用本政策。

雙週刊 歡迎投稿

親愛的讀者：�感謝您長期對於雙週刊的支持，看到這麼多真摯動人又有醫學知識的文章，您是否

也萌生許多想法，想要分享給更多病友和醫護人員呢？邀請您一同加入創作的行

列，無論您是採用文字或影像的形式，都可以投稿給我們喔！

【徵稿辦法】�主題內容與癌症醫學知識、醫學人文議題或病人及醫護故事相關等，文字稿件至少

600 字，影片稿件片長約 3分鐘，採用後將同步刊載於雙週刊、和信醫院官方網站

及YouTube頻道，並核發稿酬禮券1,000元。(刊出作品，非專屬授權和信醫院使用，

作者也可自用 )。請投稿至電子信箱 joecheng@kfsyscc.org 或聯絡 02-2897-0011

分機 3429 鄭小姐



第一輪 影片名稱與內容 長度

08:30~08:35 【宣導影片】扭轉乾癬人生 淨我所能 攝影展紀錄片 5 分鐘

08:35~08:45 【積極面對乳癌】乳癌手術前衛教 10 分鐘

08:45~08:55 【政府公播】揉眼睛一家人 30 分鐘

08:55~09:25 【關鍵講堂】余本隆醫師問與答 30 分鐘

09:25~09:45 【午餐音樂會】媽媽，我唱歌給你聽 30 分鐘

09:45~10:15 【檢查須知】大腸鏡檢查 - 注意事項 30 分鐘

10:15~10:25 【藥師教你看廣告】要止痛，先消炎？？？ 10 分鐘

10:25~11:05 【特別節目】縱谷之愛 30 分鐘

11:05~11:25 【獨家會客室】癌症病人與家屬情緒 20 分鐘

11:25~11:35 【病情告知】知道愛 - 國民健康署 10 分鐘

多數節目影片可於
YouTube 網 站 Kf 
Syscc 頻 道 點 閱，
敬請多加利用！

和 信 醫 院
電視 台 節 目 表

本台於院內第 98頻道播出，歡迎收看。

≣≣本院提供癌症篩檢 為您的健康把關≣≣

乳房攝影檢查 持健保卡 /免費

大腸直腸癌篩檢 持健保卡 /免費

口腔黏膜篩檢 持健保卡 /免費

●報名資格：(1) 年滿 45-69 歲婦女，兩年內未做過乳房攝影檢查者

������������(2) 年滿 40-44 歲且二等親以內血親曾患有乳癌之婦女，兩年內未做過乳房攝影檢查者

●報名方式：當日現場報名，現場檢查；或預約檢查日����������

●報名地點：婦女門診服務櫃檯 (地下一樓 )

●篩檢時間：週一至週五：09:00 ～ 16:30����������������

●篩檢方式：乳房觸診及乳房攝影檢查

●篩檢地點：婦女門診�( 地下一樓 )

●報名資格：年滿 50-75 歲，兩年內未做過糞便潛血免疫檢查者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現場領取糞便檢體盒

●報名地點：病理檢驗部抽血櫃檯 (地下一樓 )

●篩檢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6:00�、週六 09:00~12:00

������������週一至週五 :�16:00 後及週六 12:00 後，請改至中央櫃檯 (地下一樓 )報名

●篩檢方式：糞便潛血免疫檢查

●報名資格：(1)18 歲以上至未滿 30 歲嚼檳榔之原住民，兩年內未做過口腔黏膜檢查者

������������(2) 年滿 30 歲並有嚼食檳榔或吸煙者，兩年內未做過口腔黏膜檢查者

●報名方式：當日現場報名，現場檢查；或預約檢查日

●報名地點：中央櫃檯 (地下一樓 )

●篩檢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1:30、週一至週三 13:30~16:30��

( 自 9/25 起改為 :週二至週五 09:00~11:30、週一至週四 13:30~16:30)�

●篩檢方式：視診與觸診

●篩檢地點：口腔醫學門診



實踐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
為了幫助病人，我們才在這裡

醫院精神

使　　命： 尊重生命，培育優秀專業人才，為癌症病人提
供最先進的實證醫療。

願　　景：與世界級癌症中心並駕齊驅。
核心價值：一切以病人的福祉為依歸。
工作準則： 病人安全 (patient safety)；提供有效益、有效

的醫療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care)；因病人
而存在的 (patient-centeredness)；適時地提供
服務 (timeliness)；一視同仁對待病人 (equity)

本院為非營利的公益醫療機構

改造病人的生命：
　　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是一所非營利的公益
醫療機構，我們的終極目標不是「利潤」，而是「改造的
生命」（changed human life）。醫學是最貼近生命的實
用科學，癌症是目前對人類生命最具威脅的疾病。我們以
不茍的治學態度、在團隊合作的醫療運作下，親切如家地
照護對待病人。我們的病人與家屬，都在面臨一生最險惡
的關卡上與我們相會的，希望和信醫院為他們所做的一切
努力，使他們出院之後，將這份善念循環下去。

病人的權利與義務

我們對於病人的苦痛隨時保持高度的敏感；鉅細靡遺地為
病人解釋病情，巧譬善喻，期使病人得以完全的理解；不
憚其煩地回答病人的疑慮；適時地施予健康教育。對於固
執的病人及家屬，我們從不退縮，而願意誠實、主動地與
他們再三溝通，以建立互信的基石。

●病人的權利：
◎ 病人必須被告知所有與他疾病有關的醫療資訊以及確實的

病情。
◎ 病人有權確實知道是誰在為他服務；包括醫師、護理人員

及行政人員。
◎在醫療過程中，病人必須被尊重，接受人性化的服務。
◎參與醫療決策，為自己決定治療計畫是病人的權利。
◎病人個人身分及病情的隱私必須受到保護。

●病人的義務：
◎病人必須不隱瞞地提供與自己病情相關的全部資訊。
◎ 在參與討論後，病人要遵從醫師的囑咐和治療計畫；治療

中如同時服用非醫囑的藥物，或進行非醫囑的醫療活動，
必須和醫師討論。

◎病人應尊重醫院工作人員，並體諒他們的辛苦。
◎病人及家屬有義務償付該繳的醫療費用。

  本院為推廣以病人的福祉為中心之宗旨，實行
全人、全家、全程、全隊之照顧，將以病人權益為
依歸，其中病人自主權之尊重與維護，是本院依國
內外醫療及社會發展趨勢，將進一步推展之工作。
  病人罹患疾病，需要住院檢查治療，無非期待
早日康復。但是人生無常，醫療照顧也有其限度，
不能治癒所有的疾病，也不能無限延長人類的生
命。因此，在住院時期鼓勵病人，對個人生命做長
遠的思考與計劃，亦包括對疾病末期及病危時之醫
療預先做明確的決定；醫護人員必須遵照病人的指
示提供醫療照顧。這是病人的權利，也是醫護人員
應盡的責任。
  歐美國家已全力推行此項工作。以美國為例，
1990 年起規定所有接受國家醫療給付（Medicare
與 Medicaid）之醫院，病人不論因任何理由住院
時，在住院須知中一定要包含『預立醫療指示書』
（Advance Directives） 之 資 料， 讓 病 人 有 機 會
去了解，並決定是否要簽署此等文件。我國也於
2000 年制定相的醫療法規，內容包括：

一、預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

　　病人可以預先設定於嚴重傷病時，醫師診斷為
不可治癒，且病程進展至死亡已屬不可避免的情況
下，如果心跳或呼吸停止，就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
急救。

二、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病人可以預先設定，在第一項所敘述的情況
下，而本人無法表達意願時，指定代理人代為簽署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或「病理解剖研究同
意書」。
  本院以極慎重之態度，告知每一位住院病人上
述各項您應有的權益。我們更樂意與您說明及討論
各項指示書之運用時機與內容。如果想要進一步了
解或討論，請聯絡癌症關懷照顧團隊（3319），
我們會安排時間與您討論說明。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病人自主權之尊重與維護
本院以極慎重之態度，告知每一位住院病人各項您應有的權益。我們更樂意與您說明及討論各項 

指示書之運用時機與內容。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或討論，請聯絡癌症關懷照顧團隊（3319）



給病人及家屬的一封信
各位病人及家屬大家好：

歡迎您來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今年和信醫院將進入新的里程碑。與本院比鄰

的新建築「教育研究大樓」，今年就要落成啟用了。
現有的醫療大樓將逐步規劃成完全屬於病人、家屬及
訪客的空間；也使醫師看診與病人交談的環境更加舒
適。「教育研究大樓」除了舉辦國際醫學會議，邀請
先進國家的醫學菁英來院講學及實地訓練本院同仁，
也將提供本院的醫護及行政人員密集交流接觸以及
高效率的工作空間，大家一起想辦法來為病人及家屬
創造一個更加親切、如家、體貼的就醫環境，以及提
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新大樓地下一樓，我們正在籌建「臺灣癌症博物
館」，透過醫學及藝術的結合，以多媒體傳播最新、
實證的癌症知識，尤其是癌症預防醫學知識；同時，
我們特別關懷正在病苦中的人，包括病人家屬，療癒
他們心中癌症陰影及心靈缺口；經由病中對人生的體
悟，以及生命故事的形塑，使人生的下半場活得更加
圓融與滿足。

我們預期，新舊大樓的結合，在病人及醫護、同
事與同事互動空間增加，新的動線將使來到和信醫院
的人，無論是就醫、陪伴或來工作，都可以在原有的
互信基礎上，創造出另一種更理想的多功能又高效率
的醫療及教學研究環境。

前年八仙塵爆事件，因為有人惡意中傷，而給
醫院帶來巨大的困擾。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衛福部終於在 2016 年 4 月為專科醫院立法，確定
專科醫院的急診只接受該專科的緊急病人。為了此
事件，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與衛福部密切地接觸，
言談中，衛福部的官員都非常肯定我們醫院在臺灣醫
界所做的貢獻。

隨著專科醫院的立法，未來臺灣將會有更多癌症
醫院的設立，不可避免的，更加劇烈的競爭，將是我
們務必面對的挑戰。因此，我們將藉著過去 27 年來
實踐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落實團隊醫療，提供病人
全人全程全方位的照護，所建立起來的聲譽與優勢為
基礎，更進一步地，設法讓更多病人能夠來我們醫院
接受治療，而獲得更高的治癒機會。

根據健保署的統計資料，在我們醫院接受照護
的病人，其醫療成效遠高於醫學中心的平均，而且，
根據問卷調查，絕大多數病人對於我們醫護人員的照
護感到滿意。我們期待您在就醫的每一個細節上感受
到我們醫院的價值，並且信任我們必能及時提供最正
確、最符合病人需求的醫療。我們非常願意接受所有
希望接受我們治療的病人。

不難想像，癌症病人大多帶著驚慌與焦慮來到我
們醫院，我特別請求同仁們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讓
病人能夠盡速排入照護的流程，避免病人因為焦急而
離開。譬如，外科醫師如能在術後儘早將病人轉出給
一般內科醫師追蹤，則外科醫師就能接受更多疑似癌
症的初診病人，為他們完成初步的確診，進一步安排
治療，讓醫療流程更方便、更順暢、更具效益。

因為病人及臺灣民眾對本院的肯定、感謝及信
任，去年一年，我們總共收到超過一億元的捐款，其
中小額捐款近千萬元。本院對於每一分收入，都非常
謹慎直接間接投資在提升醫療品質的細節上，我們的

護理人力充足，護病比是全國最高的，我們極為重

視感染管制，期能使大家在和信醫院受到最多時間、

最安全的照護。因此，大家的捐款對本院十分重要，

我們除了利用這些善款，幫助經濟不足的病人得到更

好的醫療，可以安心養病；也利用這些捐款選派醫師

及醫學生到先進國家受訓，以及進階持續教育我們的

醫師、藥師、護理、醫技以及行政同仁們。

維持現狀就是落伍，因此，醫療機構尤其必須

不斷地求進步、不斷地創新，才能夠持續贏得病人、

家屬及民眾的信任及尊敬。我期許同仁們每天工作之

餘，都能夠用充裕的時間思考如何更有效率地把病人

照顧得更好。您的督促就是我們進步的力量，歡迎您

寫信或在意見反映表上，把您在醫院的觀察以及期待

告訴我們，在照護您的健康的使命上，您我是生命共

同體。我們隨時期待聽到您心裡的話。

新春伊始，謹以此與病人、家屬、訪客及同仁們

共勉！

院長  敬上 2017/2/21

１. 劃撥 / 轉帳 / 支票捐款：
‧ 帳戶全名：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郵政劃撥帳號：14403483
‧ 銀行帳號：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822) 

中山分行 (141-53-27186-93) 
‧ 金融卡轉帳 ( 自動櫃員機 ATM 的「繳款」功能 )：
　 【帳號 :310+ 繳款人身分證字號 ( 英文字母為兩碼

A=01…以此類推 ), 共 14 碼】．或持任一金融卡於
7-11ATM 點選和信醫院，即可進行轉帳捐款，交易
成功後還可任選一張好康優惠券。

‧ 支票捐款：支票抬頭【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2. 「中國信託信用卡紅利積點」捐款，紅利積

點每 10 點為一單位 ( 例如一萬點可捐贈金額為

1,000 元 )：

‧ 地下一樓中央櫃台辦理 ( 當場開立捐贈收據 ) 
‧ 中信銀語音專線 (02)2745-7575( 次月郵寄捐贈收

據 ) 捐款步驟：2 →卡號→生日→ 4
　 如蒙惠賜捐款，敬請來電財務部 (02)2897-0011 轉

3906，以呈寄收據謝函。 

3. 現場捐款：
‧ 服務時間： 週一 ~ 週五上午 8:30~ 下午 17:00 

週六上午 8:30~ 上午 12:00 
‧ 服務地點：本院各門診服務櫃台 

4. 定期定額捐款：
　 信用卡傳真捐款授權書 

[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PDF 
/64KB]； 
傳真號碼 (02)2897-4141

5. 網路捐款：請上網址： 

https://www.kfsyscc.org/ 
donate/donate.aspx



為什麼要捐款給和信醫院？

　　經過二十七年辛勤的耕耘，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在

台灣癌症醫療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經在國內外建立良

好的聲譽，也贏得了不少病人與家屬的信任，因而，

除了新病人外，本院亦累積了治癒後仍持續回來本院

追蹤的病人群。雖然目前醫院這座建築的啟用還不到

二十年的歷史，但是，隨著病人數目的增加，醫院功

能的擴展，現有的空間顯得越來越擁擠而逐漸不敷使

用了。醫院想要增加新的服務項目就更受到限制。

　　本院在過去二十七年，致力於照顧好病人的臨床

工作，同時，一方面建立合作分工的醫療團隊與作業

模式，一方面培養以病人的福祉為優先考量的機構文

化。下一個二十七年則將進一步培育更多專業更精進

的人才，還要加緊腳步分析、研究本院過去二十七年

所累積寶貴的臨床經驗與腫瘤庫及臨床資料，進而發

展出新的藥物或治療方法來造福更多的癌症病人。

　　所以，最近本院正在積極籌建一棟「教育研究大

樓」。我們計劃將非直接照護病人的機能，如教育、

研究、行政等部門全部搬移到新的「教育研究大樓」。

將現有的大樓空間完全用在病人的照護上，以便讓病

人有更舒適、更方便且更完善的就醫空間。

　　即使在醫療資源豐富的美國，醫療機構也無法依

賴醫療收入來支持機構的發展，不論是在硬體的建設

或軟體的提升，都須藉助善心人士的捐款。在台灣健

保給付極為有限的情形下，和信醫院未來的發展，顯

然，更須要社會人士的支持與協助。

　　我們在此鄭重地向您承諾，如果承蒙您慷慨解

囊，我們將會善用您的捐款。我們更願意尊重您的意

願，將您的捐款使用於您指定的目地；譬如，用於促

進醫學教育及醫療品質的提升、清寒病人的補助、安

寧照護的推廣與發展、員工的進修、新大樓的硬體建

設或新儀器的購置等，不論您的選擇為何，最終都會

回歸到提供給台灣癌症病人最貼心、最周延、最有效、

治癒率最高的癌症醫療。以降低癌症對台灣社會所

造成的負擔，減少癌症對許多家庭所造成的衝擊與傷

害。

　　根據最近美國癌症學會的研究發現，癌症已是全

球頭號的「經濟殺手」。它在生產力與生命的折損上，

癌症都更甚於愛滋病、瘧疾、流感等傳染病。而二十

多年來，癌症更一直是台灣死因之首位，我相信您會

同意，克服癌症人人有責。

　　和信醫院期待您的捐款支持，是邀請您一起來為

台灣圓一個夢。在這個夢裡，有我們的一份，也有您

的一份，有一天歷史會看到我們一起織夢的結果。願

以此與您共勉，並祝福您心想事成。

捐款相關事宜請聯絡

公共事務部曾裕娟主任

電話：(02)28970011 分機 2745

手機：0938-660-266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從未委託任何團體或私
人在院外募款，如蒙捐款請直洽本院



1. 初、複診預約掛號：週一至五 8:00-17:00，週六 8:00-

12:00。

2. 取消掛號：請於就診前二日以電話取消，以維持自身權益

並避免影響他人看診。

3. 初診就醫：請攜帶國民身份證或其它有效身份證明正本（兒

童請攜帶戶口名薄及兒童健康手冊），至一樓初診服務填

妥基本資料，完成報到手續。【本院為確保正確醫療及診

斷，病人本人未到時，不予受理門診】

4. 複診就醫：複診病人直接到各診區辦理報到及候診，病人

若未親自到場，需全額自費。

5. 健保就醫所需證件：請攜帶健保卡、預約卡及相關健保減

免部份負擔證明。

由於本院是一所癌症專科醫院，我們所有的專業人力的編制
以及儀器設備，都是針對癌症醫療的需求而配置，不具處理
車禍、創傷、中風、心臟病發作、接生、流產、難產、一般
小兒科急診等急救人力與設備。

6. 如果您是在本院接受診治的癌症病人，當有緊急症狀發生

時，請直接至本院急診室，急診室提供 24 小時病人緊急就

醫之服務。若有緊急病情可能危及生命 ( 例如：呼吸困難、

呼吸道阻塞、大量出血、突發昏迷 ) 或住居距離較遠之考

量，則請務必就近儘速就醫，必要時，請聯絡主治醫師提

供必要的資訊，待病情處置穩定後再轉回本院。

7. 轉診服務：請攜帶轉診單及其相關之檢查（驗）報告前來

就診，可讓醫師儘速了解病況，避免浪費診查時間及醫療

資源。

8. 基本資料變更：為維護病人本身之權益，就醫時倘若您個

人基本資料有所更動，如姓名、通訊電話及地址…，請告

知櫃台人員。

9.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新開單者，病人本人須到，病人未到

時，需全額自費。

10. 重大傷病卡申請服務：請攜帶身份證、健保卡、重大傷病

卡申請單至地下一樓醫療文書櫃檯辦理。

11. 保護住院病人隱私：為尊重病人權益，保護病人隱私，本

院不向來賓透露住院病人的姓名、病房號碼等個人資料。

12. 探 訪 住 院 病 人 時 間： 早 上 11:00-13:00， 晚 上 18:00-

20:00。

掛號、就醫及探病須知 交通指南
一、捷運：淡水線捷運
　　忠義站下車：5-10 分鐘步行即到醫院。
　　關渡站下車：免費接駁車每 20 分鐘行駛一班次。
◎ 接駁車站牌在和信醫院正門口及關渡捷運站 1 號出口站牌處。
◎週六下午及醫院休診日不行駛。
◎車次時間表如下：

上午

中午
休息
時間
停駛

下午 ( 周六下午停駛 )

班次 關渡捷運站 和信醫院 班次 關渡捷運站 和信醫院

1 08:20 08:30 16 駐站休息 13:30

2 08:35 08:50 17 13:35 13:45

3 08:55 09:10 18 13:50 14:00

4 09:15 09:30 19 14:05 14:15

5 09:35 09:50 20 14:20 14:30

6 09:55 10:10 21 14:35 14:45

7 10:15 10:30 22 14:50 15:00

8 10:35 10:45 23 15:05 15:15

9 10:50 11:00 24 15:20 15:30

10 11:05 11:15 25 15:35 15:45

11 11:20 11:30 26 15:50 16:00

12 11:35 11:45 27 16:05 16:15

13 11:50 12:00 28 16:20 16:30

14 12:05 12:15 29 16:35 16:45

15 12:20 12:30 30 16:50 17:00

12:35 駐站休息 31 17:05 17:15

32 17:20 17:30

33 17:35 17:45

34 17:50 18:00

二、公車：
　　 公車如走中央北路則在 [ 和信醫院 ] 站牌下車；公車如走大度路

則在 [ 大度立德路口 ] 站牌下車。
◎ 大南客運：223、302、小 23
◎ 指南客運：308（竹圍-台北車站）、淡大-北門、淡海-北門
◎ 淡水客運：632（八

里 - 北投）、三芝 -
台北



陳璇瑜



◎

可
預
約
六
個
月
內
門
診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5 6 7 8 9 10 11
十七 十八 立冬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12 13 14 15 16 17 18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十月

19 20 21 22 23 24 25
初二 初三 初四 小雪 初六 初七 初八

26 27 28 29 30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十二 十三 十四 中秋 十六 十七 十八

8 9 10 11 12 13 14
寒露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15 16 17 18 19 20 21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九月
小

初二

22 23 24 25 26 27 28
初三 霜降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29 30 31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
一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十一 十二

3 4 5 6 7 8 9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白露 十八 十九

10 11 12 13 14 15 16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17 18 19 20 21 22 23
廿七 廿八 廿九 八月 初二 初三 秋分

24 25 26 27 28 29 30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九
月

十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