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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日日上演著無數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全新完工的大林慈院預防醫學中心歡喜啟用，希望能

在疾病自然的過程中扮演防微杜漸的角色，也藉由專

業的儀器和醫療群，讓民眾更清楚掌握自己的健康……

◆ 醫療從業人員在偏遠地區進修格外困難。玉里慈院關心新住民身心衛

生議題，邀請北部一時之選的師資下鄉授課，縮短城鄉學術差距，報

名超乎預期踴躍……

◆  關山慈院結合鎮公所與衛生所合力推動《關山鎮民健康公約》，告訴

民眾養生很簡單，只要遵守簡單的飲食和運動守則，就能塑造健康的

社區……

◆�花蓮慈院與高雄榮民總醫院首開先例，以視訊揭開兩院學術交流序

幕，藉此分享臨床研究經驗，提昇雙方醫療與教學品質。首場由生殖

醫學臨床經驗豐富的陳寶珠醫師主持……

◆  一位音樂系學生喪父時在臺北慈院大廳受到琴聲的膚慰，走過喪父之

痛後，他也在同一個地點舉辦音樂會，希望用自己的專長，安慰更多

受傷的心靈……

◆  臺中縣衛生局今年首度與地方醫院合辦「整合式健康篩檢」，臺中慈

院負責八場，醫護與志工總動員，為中年民眾「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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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六月十二日

專業師資下鄉  進修城鄉同步

為了讓醫療機構從業人員及社福團體

了解並重視新移民的權益及健康，玉里

慈濟醫院於六月十二日在七樓講堂舉辦

「新移民醫療政策與照護——支持系統

之資源運用」研習會，會中邀請多位在

學術界著名的講師前來經驗分享，讓來

自花東兩縣的九十一位學員有機會和都

會地區同步充實個人的專業知能。與會

講師除了授課外，更對慈濟醫療志業在

偏遠地區所做的貢獻感到讚嘆，課後紛

紛捐出講師費，期望將個人的小愛化為

大愛，讓充滿愛的醫療，能持續地在花

東縱谷中段發光發熱。

免去舟車勞頓  滿足專業需求  

花東縱谷中段除了醫療資源缺乏之

外，在專業知能的學習上更是不便，有

時為了能和都會地區的從業人員同步，

往往必須舟車勞頓到北、中、南部等地

去參與研習。為了體貼相關人員學習上

的辛勞，玉里慈濟醫院特地申請「東區

醫療網區域輔導與資源整合計劃」，邀

請輔仁大學法學院陳榮隆院長、輔仁大

學護理系黃玉珠主任、大專院校教保專

任講師蔡延治和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臺

東縣服務站專員陳允萍，針對新移民的

醫療政策與照護及系統之資源運用等議

題辦理研習會。由於研習會講師皆為一

時之選，原有的六十位名額在短時間內

就已額滿，為了滿足學員們的求知慾，

玉里慈院特地開放報名至九十一位。來

自花蓮市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徐蕙櫻女士

說：「當初接到研習的公文時，真的是

又驚又喜，因為通常這樣課程豐富的研

習會，我們是沒有機會收到通知的，而

且還邀請到了來自北部的專業級講師，

真的很感恩醫院的用心。」

關心新住民  講師獻心力

擔任課程講師的輔仁大學護理系黃

玉珠主任表示，去年初次參訪時，就對

玉里慈院在醫療上的用心感到敬佩，今

▌輔仁大學法學院陳榮隆院長專程到玉里為東區社

工相關人員上課，並捐出講師費為偏遠醫療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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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再度到訪，看到同

仁們在守護民眾健康

之餘，也沒忘記汲取

專業新知，這樣的用

心令人相當感動。此

外，輔仁大學法律學

院陳榮隆院長也心有

同感，對於玉里慈院

在偏遠地區的奉獻與

辛勞感同身受，更對醫護同仁們無私付

出、職志合一的精神相當讚嘆，兩人紛

紛於課後捐出講師費用，期望能為偏遠

醫療盡一己之力。

玉里慈院院長張玉麟在致詞時表示：

「新移民已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秉著

落地皆兄弟、何必骨肉親的同理心，如

何去接納和關心他們，進而去協助他

們，這是身為醫療機構從業人員，所必

須學習的項目。」

為期一天的研習課程，內容包含了：

臺灣新住民醫療的現況與分享、新住民

的法律及人權、新移民家庭及互動、臺

東通譯學會的實際經驗分享等主題，相

當多元且精彩豐富，學員們紛紛把握這

難得的機會，期望從講師的身上學習豐

富的知識，讓今日的上課氣氛相當熱

絡，也讓來自花東兩縣的機構從業人員

能和都市同步，獲得最新且專業的學

識、滿載而歸。（文／陳世淵  攝影／

謝文彬、陳世淵）

關山
六月十三日

七大健康公約  社區樂活運動

關山慈濟醫院於臺東縣的關山地區

啟業即將邁入第十年，自開始服務起就

推動社區健康營造業務，以社區醫院期

許，推動民眾注重健康促進觀念並鼓勵

落實於生活中。

為了讓健康觀念落實生活的理想化為

行動，今年院方向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提

出健康社區認證計畫通過，並獲得三十

萬元補助，期盼能讓民眾將健康觀念改

變成知識與行為，真正的將健康生活

化。

運動與飲食  健康兩大要素

運動與飲食是生活的一部份，因此

健康社區認證計畫以此為兩大主軸，內

▌難得有北部專業師資下

鄉，東區的社工人員掌握難

得的進修機會，專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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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主要為要「飲食」和「運動」，除了

推動健康飲食，也希望民眾要活就要

動；健康的飲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大吃

大喝，推廣健康素食，並推動外食者能

注重熱量攝取、訂購素食餐盒，除了環

保還可獲得健康。運動也可以推廣騎單

車和步行，同時可將證嚴上人所倡導的

「清平致富」落實在生活中又兼顧健

康。「要活就要動」的運動推廣計畫鼓

勵民眾平日就可利用週圍環境運動，養

成習慣，譬如健走可以日走萬步、利用

關山自行車道騎腳踏車，不僅節能減碳

還可以健身。

為了讓鎮民瞭解可以從事的健康行

為，健康社區認證計畫由關山鎮長黃瑞

華先生擔任執行長、潘院長擔任副執行

長，並由醫院與社區志工幹部擬定健康

公約，由鎮長院長里長等人帶領簽署，

共同來推動健康社區各類活動。

實踐健康很簡單

知足少欲身心康健

《關山鎮民健康公約》的內容為：

一、每週運動三次，每次三十分鐘；

二、日走萬步，健康有保固；三、健康

飲食，天天五蔬果；四、節酒、少菸、

少檳榔、少應酬；五、維持健康腰圍

八十至九十公分；六、定期參加健康檢

▌關山鎮舉辦健康社區認證活動，會場中也提供民眾骨密度檢查、測量身高體重的BMI值以及口腔篩檢，教

導民眾從基礎管理自己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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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顧健康；七、維持住家環境清潔，

勤打掃。

七條健康公約其實非常簡單、非常

生活化，只要多用心、知足，絕對可以

將「清平致福」生活化。為了讓這項活

動廣為人知，十三日特別於兒童公園慎

重舉辦健康促進活動，會中由黃瑞華鎮

長、潘永謙院長、及衛生所李再興主任

率先簽署健康生活公約，因正逢農忙，

里長們無法共同出席，將陸續再邀請里

長一起簽署，期盼由首長與地方賢達的

帶動和響應，落實健康生活化的目標，

成為真正的健康社區。

另外五月起推動的戒檳班搭配無檳社

區計畫補助，社區防疫計畫宣導腸病毒

與登革熱防治工作，使得今年的社區工

作將更深入在地化，也讓健康觀念能深

植於鎮民心中。（文、攝影／楊柏勳）

花蓮
六月十日

網路溝通無阻礙 學術交流零距離

花蓮慈濟醫院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婦

產部今天首開先例揭開兩院學術交流序

幕，首場由花慈婦產部生殖醫學中心的

陳寶珠醫師，分享年輕癌症病人生育能

力的保存與技術等經驗。陳寶珠醫師認

為，隨著生殖醫學技術的進步，可以提

供癌症病人更完整的醫療，使病人不再

因為治療過程可能影響生育能力而絕

望。

視訊交流  品質技術加乘

網路科技發達無遠弗屆，花慈與高

榮兩醫學中心婦產部也首創合作模式，

透過網路，利用病例討論晨會，每月交

流一次，讓位在中央山脈兩端的醫療團

隊，以病例討論分享臨床與研究經驗，

共同為全人醫學盡心力。

花慈婦產部主任朱堂元與高榮婦產部

主任余堅忍認為，這樣的合作模式不僅

可以提升雙方團隊的臨床醫療技術與服

務品質嘉惠病友，更有助於提升醫學教

育的品質。

今天上午七點半，兩院婦產部首次學

術交流會議，由在生殖醫學領域臨床研

究經驗豐富的陳寶珠醫師分享癌症病人

生育能力保存的技術與經驗。陳寶珠醫

師表示，癌症的發生率每年攀升，但隨

▌關山健康社區認證計畫由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

（右起）、關山鎮黃瑞華鎮長、關山衛生所李再興

主任簽約，結合社區及醫療單位，共同推動民眾健

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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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醫療技術的進步，癌症治療後的存活

率也逐年提高，但對於年輕的癌症病人

可能會面臨癌症治療過程中手術、化學

治療或是放射治療等，對生殖系統造成

不可逆的傷害，醫界也面臨越來越多罹

癌病人對於保留生育能力的渴求。

冷凍胚胎  保存生機

陳寶珠說，罹患癌症的婦女若想保

留生育能力，目前在醫療的處置上有早

期婦科癌症可考慮只切除病灶，而保留

正常的子宮及卵巢組織；或為避免放射

治療對卵巢的傷害，可考慮在放射治療

前動手術將卵巢固定在預定照射範圍之

外。另也有在進行化學治療的同時，以

性腺刺激素分泌荷爾蒙類劑使卵巢暫時

處於休止狀態，以減少化學藥物的毒

性，但這功效目前仍未確定。

不過，近年隨著冷凍胚胎、冷凍精

子、冷凍卵子等生殖醫學科技的進步，

年輕癌症病友要保存生育能力的機會也

越大，陳寶珠說，若有配偶的癌症病

友，可考慮採取類似「試管嬰兒」的步

驟處理之後，將胚胎冷凍保存；等病友

痊癒後，再將胚胎解凍並植入她的子

宮，目前冷凍胚胎的技術已達成熟階

▌透過視訊交流，中央山脈的阻隔消失，花蓮慈院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同步，實習、住院醫師也能獲得同步

的資訊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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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胚胎解凍後存活率很高。

若沒有配偶的癌症病友可以考慮卵子

或精子的冷凍保存，陳寶珠說，最近半

年來，在花蓮慈院便有兩例男性癌症病

友冷凍保存精子及一例女性癌症病友冷

凍保存卵子，事實上在北部的部分生殖

醫學中心也開始幫病人保存卵巢組織及

睪丸組織。

陳寶珠醫師認為，生殖醫學發展很

快，臺灣生殖醫學會也希望推廣年輕癌

友生育能力保存的技術與觀念，希望各

科醫師在治療癌症病人時，提供病人有

關生育能力保存的完整資訊，使病人不

再因為罹癌而對傳宗接代的能力陷入絕

望或遺憾終身。（文、攝影／游繡華）

大林
六月十六日

把關民眾健康 預防醫學中心啟用

為了落實預防醫學，普及健康檢查

的概念，大林慈院預防醫學中心全新完

工，提供廣達一千坪的寬敞空間、舒適

明亮的環境、尖端先進的設備，期能營

造溫馨舒適的氣氛，提供如在家般的便

利，降低民眾健檢時的不適及恐懼感，

在大家齊心期待下，十六日歡喜啟用，

落實推廣預防醫學，希望能真正達到治

病於未病的境地。

啟用茶會於上午九時卅分在預防醫學

中心一般檢查室舉行；醫療志業執行長

林俊龍特別祝賀大林，大林一直用心在

社區，而預防醫學做得相當多，如何讓

民眾感受到那一份用心的服務及高品質

的醫療，大林可以樹立典範，上人說有

願就有力，讓大家一起努力。

曲突徙薪  預防重於治療

健康檢查有多重要？大林慈濟醫院

預防醫學中心主任賴育民醫師引用《漢

書》中「曲突徙薪」的故事來說明；漢

朝時，有一個客人發現主人家的煙囪是

直的，灶旁還放著一大堆柴木，就建議

主人把煙囪改成彎曲的，把柴堆挪遠一

些，以免發生火災。主人默然不應，沒

有採納這個客人的意見。未久，主人家

真的失了火，鄰里都跑來救火，好不容

▌花蓮慈院婦產部與高雄榮民總醫院交流，首場由

生殖醫學臨床經驗豐富的陳寶珠醫師（右二）主

持，婦產部朱堂元主任（右一）與高聖博醫師（左

一）也與會。



＞＞ 慈濟醫療誌
 

人醫心傳
二千零九年 六月

78

易才把火撲滅了。於是，主人「殺牛置

酒」，酬謝鄰里們，曾經建議主人「更

為曲突，遠徙其薪」的客人卻沒有被邀

請。此時，在座的一個明智之士對主人

說：「如果當初聽了那位客人的話，根

本就不會發生火災，也不用殺牛買酒

了。現在你按照救火的功勞大小請客，

而曾經建議你改造煙囪、搬走柴堆的人

得不到你的感激，這樣做合適嗎？」主

人聽了這些話，醒悟到自己的做法不

當，於是趕快去把勸過自己的那位客人

也請來赴宴。

賴醫師說，健康檢查就像故事中那位

提供建議的客人一般，通常不受歡迎，

但對民眾維持身體健康卻非常有幫助，

而不是等到小病變大病，再找醫師動手

術治療，而病好了，只有滿心感激動手

術的醫師。

大林的大家長簡守信院長致詞時幽默

表示，有病人是生病來院，但也有的是被

太太押來的，這是他個人的體驗，他也被

押來要做健檢。健康是最大的資產，尤其

像蕭副總統因為健檢而被診斷出早期肺腺

腫瘤之後，如何預防疾病發生又成為話

題，以現在的醫療水準，有很多疾病可以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院長話鋒一轉，他

說，照顧品質的提昇是大林致力的目標，

大林在地理上是弱勢，更要用關懷與效率

來推動各項工作。

疾病自然進程  健檢防微杜漸

接著由預防醫學中心主任賴育民醫

師進行中心簡報；他向來賓介紹疾病

的自然史與三段五級的預防，同時說

明健康檢查的意義。賴醫師說，疾病

的自然史包含可感受期、症候前期、

▌大林預防醫學中心啟用，十六日舉行揭幕儀式。左起核子醫學科王昱豐主任、藥劑科莊美華主任、醫事

室申斯靜主任、血液腫瘤科李典錕醫師、劉鎮榮主秘、預防醫學中心主任賴育民以及護理部呂欣茹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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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期、殘障期，乃至死亡，而三段

五級則包括促進健康、特殊保護、早

期診斷、適切治療、限制殘障及復

健，在兩相結合下，就是預防醫學及

臨床醫學的全部。處於這些時期與階

段的病人是流動的，例如預防保健做

得好的人，可能就在第一段的促進健

康及特殊保護這兩級，可以延緩進入

第二段的診斷治療，反過來說，如果

疾病經過治療治癒了，可以回到第一

段的促進健康，更注重自己的健康。

賴醫師表示，健康檢查的意義，可

以早期診斷，發現危險因子，達成早期

臨床醫療介入，以限制殘障及死亡的發

生，同時可以鑑別出不良的遺傳體質、

不良的環境因子、不良的生活習慣等危

險因子。他說，根據醫院健檢中心多年

的服務經驗，來院健檢的民眾都是比較

注重自己健康的人，概略統計檢查出百

分之五的人有潛在對生命具有威脅性的

疾病、百分之二十的人有潛在疾病，

也診斷出百分之七十的人具有疾病的

危險因子。所以健康檢查確實有其預

防疾病發生的功能。

在簡介之後，由劉鎮榮主秘、賴育民

主任、王昱豐主任、李典錕醫師，及護

理部呂欣茹主任共同切下慶祝蛋糕，並

一同主持預防醫學中心揭牌儀式，歡喜

慶祝中心的啟用。

完善健檢  醫師設備相輔相成

禮成後，賴主任邀請媒體一同參觀

中心完善的設備及溫馨的環境；包括

保護病人隱私的報告解說室，有無限上

網、按摩椅的休憩室，典雅舒適的閱讀

室，以及廣達約一千零八十坪的整個預

防醫學空間。 
世新電視臺記者邱嘉琪即直言請教賴

主任，坊間現在健檢中心相當普遍，醫

院設的健檢中心有何不同？賴醫師說，

一般的健檢診所，不會有六十四切高階

電腦斷層掃描儀、磁振造影掃描儀，以

及讓腫瘤細胞無所遁形的正子造影這些

高科技設備。第二是在醫院所有檢查結

果的判讀都是由專科醫師執行，這在健

診所是做不到的，第三就是就檢查結果

如果有異常，可以馬上照會相關專科醫

師，提供病人及時的醫療服務。

中央社江記者則問，由健保局免費

提供的成人健檢好像搔不到癢處，中

年人應該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健檢？

賴醫師說明表示，其實成人健檢項目

不少，國人常見的高血壓、高血脂、

▌大林慈院預防醫學中心有先進儀器和寬敞舒適的空

間，專業的醫療群為民眾健康把關，更是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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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乃至肝功能等都有做到，但

癌症的部份沒有含括在內，四十歲以

民眾要視自己有沒有家族病史、職

業或個人的危險因子，如有高血壓家

族史就應該做六十四切電腦斷層，其

實各種檢查的間隔並不相同，如大腸

鏡如果連續兩年沒有異常，可以隔個

三、五年再做。在費用與效益的考量

下，可以分年逐項來做。

中國時報鄭記者則好奇來院健檢的流

程，賴醫師說如果有門診，可以透過醫

師轉介，沒有的話可以逕洽預防醫學中

心服務櫃檯，服務同仁會轉介個案管理

師來安排，國外病人也可以透過醫院國

際醫療專案經理人來協助。

一般人健檢很怕侵入性的檢查，怎麼

克服？賴醫師說，醫院提供的無痛內視鏡

服務，病人如果有症狀就應該看醫師，為

治療疾病當然必須忍受一些不適，但健康

檢查則應該降低檢查的痛苦，內視鏡檢查

是用靜脈注射麻醉劑，由麻醉科醫師執

行，只打一次留置針，所有藥物、麻醉劑

都由留置針注射，病人只需要接受一次注

射的不適，就可以完成全部的檢查。而在

麻醉醒來之後，當然還是會不舒服，但應

該已減到最低了。

也有記者提到日前才剛健檢過，但

健檢報告看不懂。賴醫師說明，只要是

儀器檢查的都可以在一天內發出報告，

但難是難在需要專科醫師判讀。他說，

人不能拆成片斷，全部資料最後還要彙

整，由醫師對病人做整體的建議，這樣

一份總結報告大概要廿分鐘，一天廿位

健檢病人就要花費十個小時，所以目前

醫院健檢報告大概要二週才能發出，近

期希望先縮短到一週。不過，如果健檢

結果有重大異常，醫師會接到檢驗科的

傳呼，醫師會很快電話通知病人，避

免因為發報告的時間影響到病人的治

療。（文／姜讚裕 攝影／江珮如、于

劍興）

臺北
五月三十日

感恩回饋  家屬演奏慰心靈

今天上午，在臺北慈院陽光大廳有一

場特別的音樂會，是一位嘉義大學音樂

系的學生黃星宇，為了紀念他的父親黃

根木所舉辦的一場鋼琴音樂會。

與父失聯十餘年 再見天人已永隔

黃星宇的父親今年三月因為心肌梗塞

於臺北慈院往生。當星宇得知這個消息

時，相當震撼，因為他已經有十多年沒

有父親的任何訊息，沒想到一接到關於

父親的消息時，竟是父親的死訊。

星宇小時候，父親就離家未歸，音

訊全無，而母親忙於工作，因此星宇從

小是由爺爺照顧他長大，對於父親的印

象，仍然停留在孩提時代。突然接到父

親的死訊，雖然傷心、難過，卻仍強打

著精神，北上處理父親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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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音膚傷痛  施與受同歡喜

就在臺北慈院處理父親後事期間，星

宇憂傷的心被陽光大廳音樂志工的琴音

給吸引了！他靜靜的在陽光大廳一角聆

聽音樂志工演奏著鋼琴，聽著聽著，他

悲傷的心情，也隨著音樂的旋律，漸漸

撫平。他突然覺得音樂可以如此撫慰他

的悲傷，也一定可以安撫其他病苦人的

心靈，學音樂的他，當下就發願，要來

臺北慈濟醫院當音樂志工，用音樂膚慰

病患的心。

這次的紀念音樂會所演奏的曲目，

除了星宇擅長的鋼琴演奏之外，他還

特別邀請一位主修大提琴的學妹，與

他一同演奏電影「送行者」的主題曲

──Memory。因為他覺得，這部電影

講述主角接到父親死訊的劇情，與他現

實人生幾乎一模一樣，而男主角在河堤

上用大提琴演奏這首曲子的心境與他相

似，因此，他想藉由演奏這首曲子，紀

念他的父親，也讓觀眾能透過音樂旋

律，體會他思念父親的心。(文、攝影

／馬順德)

▌就讀音樂系的黃星宇與學妹在臺北慈院大廳舉辦音樂會，用深情的音樂饗宴紀念父親，也膚慰其他病患與

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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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六月二十一日

院局首合作  攜手護健康

臺中慈院與縣衛生局合辦「整合式健

康篩檢」，首場於廿一日在潭子鄉潭陽

活動中心鳴槍起跑，雖然輕颱蓮花選在

周末報到攪局，幸好天公作美，清晨的

小雨洗滌後，太陽公公接著露臉，共有

一百四十五人參與成人健檢、八十二名

婦女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 
臺中縣衛生局今年首度與地方醫院

合辦「整合式健康篩檢」，全縣共舉辦

四十場，衛生單位事前針對符合資格的

潭子鄉民發出二千張通知明信片；對象

分三類，包括：卅歲以上、三年未做子

宮頸抹片的婦女、三年內未接受成人健

康檢查的四十歲到六十四歲民眾，以及

六十五歲以上，今年未接受健康檢查的

老人。

健康大調查  中慈總動員

這項免費的全身健康檢查項目內容

有：身高、體重、腰圍、口腔黏膜篩

檢、肝功能檢查、飯前血糖、總膽固

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另有

視力檢查、尿液檢查、肝癌篩檢、大腸

直腸篩檢、乳房攝影轉介與女性子宮頸

抹片檢查。

臺中慈院包辦其中八場，主打其中的

成人健檢、子宮頸抹片項目，場數之多

在全縣各醫院中數一數二。潭陽活動中

心是重要的第一場，主辦的社區健康中

心動員醫護與行政、志工超過六十人，

檢查報告定七月十一日在同一地點說

明。其它七場除了潭子鄉還有一場外，

分別是豐原市四場、后里鄉與石岡鄉各

一場。

除了社區志工廿三人外，參與活動

的同仁包括：預防醫學中心七人、護理

人員廿一人與醫事、資訊及人資等多位

行政人員，並有蕭德武、陳聰榮、李彥

明、陳敬之與王慈慧等五位大醫王。大

夥兒分工合作，放棄假期為守護民眾健

康而奉獻心力。

三高太普遍  健康走樣

王慈慧醫師從花蓮調到臺中慈院上班

後，第一次參與整合式篩檢活動，她以

雙手細心觸摸每位受檢者的淋巴結、聆

聽心音。她發現，檢測數據符合血糖、

血脂與血壓「三高」的人十分普遍，顯

示新陳代謝症侯群已成為民眾健康的一

▌接受健康篩檢的民眾在志工協助下完成每個檢查

步驟。圖為民眾正接受視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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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威脅。大多數民眾都「太胖」了，可

能是平時吃得太好太油，身體吸收不

了，全成了脂肪。

陳聰榮醫師也表示，體重超重的問題

在女性身上特別明顯，超過理想體重廿

公斤以上的女性比比皆是，可能是產後

不注意保養，不只是外表身材走樣，連

健康都跟著每下愈況。

多數民眾  缺乏自保意識

他更發現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十

個高血壓的人中，有將近二點五個人根

本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壓，建議民眾平時

就要注意自己的血壓與血糖值，及早防

範並控制飲食，才是最好的保健之道。

口腔黏膜檢查站前總是長長的人龍，

那是因為這一站只有陳敬之醫師一個

人，而且他又做得十分仔細。他說大致

上都沒有明顯疑似口腔癌的症狀，但不

知道是不是金融風暴引發的經濟危機，

很多民眾的缺牙、蛀牙與殘根都沒有做

處理，還有一些阻生齒、有問題的假牙

也都擺著不理會。

「這顯示這些民眾的自我健康照護意

識仍不夠強烈」，陳敬之指出，牙齒的

問題愈早處理愈簡單，長久不治療，最

後賠上的是自己的健康，要知道擁有一

口好牙齒才能有健康的身體。

子宮頸抹片檢查站設在潭子鄉衛生

所，李彥明、蕭德武醫師都是一早進駐

就忙得停不了手。預防醫學部副主任蕭

德武說，原本預計子宮頸抹片至少有

一百人、參與成人健檢有二百人，三個

小時統計結果，人數只有差不多八成左

右，分析原因除了氣候不穩定作祟，加

上以衛生單位為主的宣導，仍有不足，

以致於參與人數不如預期，建議未來還

是結合社區志工加強宣傳，以確實為民

眾健康把關。（文、攝影／曾秀英）

▌臺中慈院與衛生局合辦的第一場「整合式健康篩檢」湧入許多民眾，王慈慧醫師（前右一）細心的為民眾

做理學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