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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醫院通訊心理諮商服務

臨床心理科 潘威富代主任撰

近年來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疫情徹底顛覆人們原本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呼籲民眾應戴口罩、保持手部清潔及社交距離，已內化為每個人的基本概念，然而，為避免相互感染
的社交距離使得人際交流顯得困難，封閉環境往往伴隨高度的心理壓力、恐懼及焦慮情緒，讓人思考
如何在這危機的環境下兼顧民眾的心理健康，因而促進了遠距心理諮商的發展。
隨著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通訊心理諮商早在疫情發生前就已於國際間發展，主要提供給難以尋
求協助的個案予以新的治療管道，特別是那些擔心因心理健康而受到污名化，或是疾病難以外出尋求
協助的民眾，通訊心理諮商提供便捷的服務，如同診間移到他們的面前，滿足心理健康之需求；國外
研究顯示民眾使用通訊心理諮商與實體諮商具有相同的成效。
台灣因健康促進與心理諮商概念之普及，民眾逐漸關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提高前往身心門診
及心理治療所的意願，據統計國內每年超過 230 萬人曾使用心理諮商服務，說明心理諮商領域的發展
需求，而類似通訊心理諮商的電話協談服務如『張老師 1980』
、
『生命線 1995』
、
『安心專線 1925』等，
其實早已行之有年，許多民間團體及政府機構提供的電話諮詢，提供協助舒緩民眾的情緒及各項生活
適應上的困擾。有鑑於遠距方式與心理諮商需求日益增加之趨勢，衛生福利部於 2019 年底通過《心
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對通訊心理諮商業務進行法規鬆綁，亦即相關
機構經過核准後，就可實施此業務，為我國遠距心理諮商領域開啟一扇大門。
升溫的疫情拉開了人際間彼此的距離，使得民眾心理健康因缺少社交活動而深受影響，更顯
示國人對通訊心理諮商的需求。國家發展委員會則針對疫情趨緩後的未來提出「後 COVID-19 臺
灣經濟發展對策」報告，其中「大健康產業」與「零接觸經濟」規劃，凸顯遠距心理諮商是我國
未來應重視之領域。本院配合國家政策制訂《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實施計畫》，提供民眾於
疫情期間，具有安全性、方便性及有效之心理諮商服務，目前該計畫已函送衛生局審查，歡迎有通訊
心理諮商需求的民眾至本院諮詢，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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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病如親 If the patient were you
or someone you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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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相關諮詢服務 3173

新光高中

※願景：健康幸福、永續經營、建立富而好禮的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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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回饋及生理回饋的應用

醫訊-2

臨床心理科 潘威富代主任撰

隨著社會的變遷，現代人往往面臨許多的壓力來源，如學業、工作、人際關係的維持、環境，甚
至是對內在的自我要求，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凡是要求效率，也使得社會大眾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
大多數的人每天都必須承受來自於自己與環境的多重壓力，但在長期累積之後，容易造成許多的身生
理問題，例如頭痛、肌肉酸痛、失眠、胃潰瘍、呼吸困難、高血壓、心臟病等，影響身體的免疫系統，
造成身體方面的損傷；至於心理及情緒層面則可能經歷到緊張、焦慮、心神不寧，無法集中注意力，
甚至記憶力減退的現象。
一般說來有效調適壓力及情緒的方式有許多種，在臨床上可發現患者可能因無法適時抒解壓力及
負向情緒而至醫院求診，透過藥物治療可以讓患者緩解其情緒、改善生理症狀外，其實亦可以搭配生
理回饋治療，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並增進對內在自我身體的覺察。當人體處於焦慮或憂鬱的狀態時，
腦波、神經、心跳、血壓、膚溫、肌肉緊張度等，都會產生變化，我們可利用神經及生理回饋儀器的
偵測，來瞭解當時人體各機能的狀況，進而學習控制自己身體的緊張程度，降低焦慮或憂鬱的情緒，
改善或減緩生理疾患，而學習如何自我調適將成為這樣時代的新課題。神經回饋為生理回饋的一種，
又稱為腦波生理回饋（electroencepja）或神經治療(neurotherapy)。神經回饋源自於 1960 年行為治
療盛行的時代，是一種非藥物、非侵入性的心理治療模式，以行為治療學派的操作制約理論為依據，
利用腦波儀將大腦活動狀況記錄下來，透過多媒體電腦輔助設備將腦波轉換為可辨識的數值或圖形，
個案透過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與自我調適（self-regulation）的學習歷程，改變疾病的病
理機制，進而緩解臨床症狀，包括：(1）改變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
；(2)調節網絡間與網絡
內的連結(connectivity)；以及(3)改變核心的神經認知網絡，包括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中央執行網路(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情感網絡(affect network)，與顯著網絡
(salience network)等。臨床上常見的神經回饋儀測量的生理指標包括肌肉活動電位(EMG)、體表溫度
(Thermal)、皮膚導電度(SC)、呼吸速率(Respiration rate)、末稍血液流量(BVP)、心電圖(ECG)、心
跳(HR)、腦波(EEG)及前額血流(HEG)等。
除了生理回饋外，臨床心理師能提供多樣的治療技術，如放鬆訓練、學習界定引發症狀的情境、
配合心理治療教導大眾如何避免或調適壓力情境、改變生活習慣、學習自我控制情緒等以獲得更大的
療效。生理回饋的療程平均是 8-12 次，如果我們想要繼續維持這種控制能力，在正式的治療訓練結束
後，仍須規律的做放鬆練習，以期能在面臨焦慮或緊張的情境時能透過自我放鬆的方式舒緩情緒。本
院今年添購新式的生理回饋儀，能夠提供單獨或團體的評估及學習，除了記錄分析個體的指溫、膚電、
心跳之外，亦搭配心智遊戲，訓練專注力、記憶力、反應速度等多項認知能力，相信必能帶給大家多
樣的學習效果。
若有任何問題，臨床心理科室的諮詢電話是(07)7030715 轉 3120 至 3122，3124 及 3125，歡迎來
院洽詢，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 健康存摺 ◆

◆減菸害 增健康，無菸檳資訊報你知◆
本院為無菸檳醫院，旨在主動關懷所能接觸到的患者、

中央健康保險署日前推動「健康存摺」系統，民
眾可透過網路通過身分驗證（健保卡或自然人憑
證）
，就可以查詢個人健保就醫相關資料，查詢的
資料內容包含保險費的計費及繳費情形和就醫資
料。
「健康存摺」協助民眾即時方便地取得個人的就
醫資訊，以便做好自我健康管理。也可以在就醫
時供醫師參考，提升醫療安全及效益。
（摘錄自中
央健保署網站）

家屬、員工及社區，從禁菸、戒菸、到無菸，打造無菸
害環境。讓來院的人，能得到無菸、戒菸相關的知識與
技巧，並可獲得醫療人員足夠的支持，培養醫院員工、
病人及社區民眾的無菸知識，建立醫院無菸的醫療文
化，讓醫院不只是治療疾病，還能促進健康！
本院設有戒菸專線 07-7030315 #3138，戒菸門診免掛號
費，提供戒菸吸入器和口嚼錠等服務協助勸戒，打造從
環境到個人的無菸害行動。歡迎掛號諮詢張志華、鍾偉
倫、謝金村、成毓賢、陳繹、塗崑喻、劉俊麟醫師門診。

※本院策略方針：尊重身心障礙患者權益、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照護

社工專欄

知己知彼，讓長照不再是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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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科 林育欣社工師撰

長期照顧其實不只有高齡者需要，E 世代的年輕人可能也會面臨需求，特別是幾次重大傷害事件
的發生(例如：八仙塵爆)，許多身體受到傷害的年輕人，同樣也有長照需求，所以，盡早準備、瞭解
長照，未來也許就不難面對。
隨著台灣人口老化的趨勢，台灣在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國家發展委
員會推估台灣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有鑑於此，政府在 2007 年推動長照 1.0 計畫，但由於當
時預算的極為有限，導致該服務相對限制多，因此政府在 2017 年又推出升級版—長照 2.0 計畫，至
今即將邁入第五個年頭，但就筆者實際與民眾及家屬接觸過程中，發現仍有許多人不清楚該服務計畫，
本篇期能以深入淺出之方式，使更多人能更瞭解長照內容，進而善用這些資源。
(一) 什麼人可以使用長照服務：①65 歲以上身體衰弱之老人、②55 歲以上失去自理生活能力之原
住民、③50 歲以上之失智症患者、以及④不分年齡之失能身心障礙者，當然還有「辛苦的家庭
照顧者」，千萬別獨自苦撐，也讓長照資源可以陪伴一起走過。
(二) 長照可以提供哪些服務：基本上可分為四大類—①照顧及專業服務、②交通接送服務、③輔具
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以及④喘息服務，舉例來說，李婆婆罹患失智症，長期由大女兒
照顧，但大女兒近期感到身心疲憊，經申請長照服務，由專員到府評估並與家屬擬定照顧計畫，
之後有居家服務員定期至家中幫忙李婆婆清潔身體，另有職能師及營養師分別提供李婆婆肢體
功能訓練以及飲食指導，大女兒可預約復康巴士陪伴李婆婆回診拿藥，再者，李婆婆因病情致
行走功能退化而需電動輪椅協助，可向政府特約廠商承租。有時候，大女兒想出去旅遊散心，
則可以將李婆婆暫時安排到住宿機構小住幾天，又或者大女兒想紓壓，也可以參與家庭照顧者
協會之相關活動，當然，李婆婆病情惡化而須住院治療時，醫療院所也能提供出院準備之無縫
接軌長照服務，而當李婆婆即將面臨人生終點時，大女兒也可考慮是否使用居家安寧之服務，
讓李婆婆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中走完最後一程…。
(三) 聘請外籍看護可否使用長照服務：答案是肯定的，且在 109 年 12 月 1 日更放寬申請條件以及
使用服務項目，也就是家中的外籍看護短期休假期間，也能有喘息服務及其他長照服務提供協
助，讓照顧不中斷。
其實長期照顧如同字面上的含意是一個長遠的規劃，內容不但五花八門，同時也需因應時代變化
而推陳出新，因此，想要快速瞭解長照及提出申請，只要記住四個數字「1966」，拿起家用電話或手
機直接撥打即可，當然如果不嫌麻煩，也可親洽住家附近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最終希望這些服務能
夠幫忙到每一個家有失能(智)者以及照顧者，別讓壓力與責任壓垮照顧者，造成家庭悲劇不斷發生，
當然也希望照顧者可以嘗試尋求協助，讓自己有機會放鬆，讓心也能透透氣。
職能專欄

2020 年職能科業務回顧 職能治療科 徐宏元代主任撰

今年是個充滿挑戰的一年，COVID-19 (2019 年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的出現，對我們生活方式與習
慣，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因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以直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分泌物或飛沫傳染為主，
衛生福利部對於人與人互動的社交距離訂定相關規定，維持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之社交距離。
因此職能治療科同仁在提供醫療服務上，配合分艙分流感染管制政策，降低交互傳染風險的原則下，
進行相關調整：
(1)病房團體活動：採取活動分區、移動分流規劃，將活動區域(男女病房、籃球場、禪修庭園草地)
做出區隔，各病房活動時間進行間隔調整。
(2)學員工作訓練：各工作訓練場所同工作時段，以相同病房學員為主。
(3)公文輸送：由一專任學員負責公文輸送，以行動公文轉送站方式，於早上與下午固定時段，完成
附院各科室與院長室、精神部、護理部的公文交換。
(4)大型活動：中秋節烤肉活動，以各病房分不同日期方式舉辦；院外旅遊活動、母親節等活動，今
年則暫停舉辦；尾牙活動以病友用餐時間增加餐點，並贈送禮品慰勞工作訓練學員方式進行，時
間預計於 2021 年 2 月份舉辦。
以上是職能科於今年在病房各項業務，所進行的回顧報告，希望在這新的規劃下，能夠讓住院病友得
到妥善的醫療照顧服務。

※目標：發揮專科教學醫院角色與功能、推廣精障患者社區治療與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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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羅冠玟 護理師

門診服務及衛教專區

跌倒的危險因子：

門診自費服務項目

本院臨床心理科特約自費心
理諮商門診

★兒青心理諮商/網路成癮
服務時間：預約
服務地點：心理治療室
★營養諮詢：蕭勺茵營養師
服務時間：每週二下午
服務地點：門診區第五診間

★潘威富 主任(週一晚上)
★胡欣玫心理師(週二晚上)
★蘇俊賢心理師(週四晚上)
★林瓊芬心理師(週六上午)
★粘晶菁心理師(週五晚上)

◆掛號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1：00
13：00-16：00
星期六
08：00-11：00
特別門診、自費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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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診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12：00
14：00-17：00
星期六
09：00-12：00

特別門診
教學門診
藥癮特別門診
W2 張志華 W5 陳繹
酒癮特別門診 陳繹
青少年藥、酒癮戒治特
別門診
W2 陳繹

藥物作用及副作用：
頭暈、血壓變化、 虛
弱、肢體僵硬…等
燈光昏暗，照明不足
視力障礙
未正確使用輔具
地板濕滑
不恰當的衣著
床太高及未固定
通道堆疊障礙物
高齡及有高跌倒危險
之診斷
搖桿未放回正確位置

特別門診
身心特診、rTMS 門診
W5 鍾偉倫
網路成癮特別門診
W3 成毓賢
兒童青少年門診
W5 成毓賢
W5(2.4 週)周文君

口腔健康
護理部 陳鳳玉護理師
根據統計顯示口腔衛生易被人們所忽略，且近年來人口老化，發現精神疾患口腔健康問題普通嚴重，需做預防性改善措施
的需要。然而影響口腔健康狀況的因素很多，包括遺傳因素、生活方式、社會和環境因素等，需要制定一定的目標和採取相應
措施。
很多人會提出為什麼要刷牙疑慮，其實在刷牙期間，配合牙膏可有效去除口腔異味和異物的殘留，減少細菌及其營養物質，
預防齲齒和牙周病，並通過刷牙可幫助牙齦按摩作用，達到促進血液循環，增強牙齦上皮組織的角化程度，提高牙齦組織的健
康性，其目的主要在徹底清潔牙齒，將黏附在牙齒、假牙、矯正器上的牙菌斑清除掉，而避免牙菌斑聚集導致蛀牙及牙周病的
發生。
在預防保健上我們可以做到飯後漱口，這是清潔口腔的有效也是最簡單的方法，不需要任何工具就可以達到，再來是每天
堅持刷牙至少兩次，並且選擇適合自己口腔的牙刷，其特點是牙刷頭小，刷毛軟而有彈性，刷柄容易握住，不容易滑脫，才能
確保牙刷能完全貼進牙面，牙膏最好選用含氟牙膏。據衛生福利部推廣，食鹽中含氟可以有效預防根面齲齒，且刷牙時間不要
過短，以睡前刷牙為主，每次 3-5 分鐘為宜，刷牙方式目前仍以貝氏刷牙法為主，其方式由上排、下排單邊牙齒的最內側開始，
把牙刷放在牙齦邊緣的位置，刷毛要傾斜 45 度，沿著牙齦（牙肉）與牙齒外側邊緣，以三顆牙齒為一組，輕柔地由上往下清
潔每顆牙齒的牙齦（牙肉）與牙齒邊緣，確保每一顆都要刷到。
衛生福利部建議每位國人定期每半年檢查一次口腔衛生，如果可以最好三個月檢查一次，若有發現問題，可及時處理，在
網路上有提供相關資料以便國人查詢，教導國人預防齲齒之正確潔牙方式，以利提升口腔健康之目標。
認識電子菸 職能治療科 陳冠臻職能治療師
許多人認為：「電子煙不是菸品、不會上癮，可幫助戒菸，為吸菸者減害的選擇。」，然而，世界衛生組織提出：
「沒有證
據證明電子煙是安全且有助戒菸。」研究指出，每天使用電子煙，會提高心肌梗塞風險，且對敏感族群(如：孩童)易造成呼吸
道傷害。當吸菸者改吸電子煙時，大部分只會造成紙菸和電子煙同時使用，導致兩種危害雪上加霜。電子煙係以電能加熱煙油
產生煙霧，其與傳統紙煙皆含有多種致癌及毒性物質。以下為電子煙中所含的 7 種有害健康物質：
1.尼古丁：霧狀，係由肺部吸收，為高度成癮物質。
2.甲醛/乙醛：刺激眼部及呼吸道，引起喘鳴、胸痛及支氣管炎，長期吸入可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
3.丙二醇：會刺激皮膚及黏膜，過度使用造成接觸性皮膚炎、落髮、知覺異常、腎臟及肝臟損害。
4.二甘醇：攝取過量可損害肝臟和腎臟，嚴重者可引致死亡。
5.可丁寧：會誘發血管平滑肌細胞過度增生，為動脈粥狀硬化與血管再阻塞的重要因子。
6.菸草生物鹼：可能引起男性生殖荷爾蒙失調，並可能增加攝護腺組織增生、發炎及癌化風險。
7.毒藜鹼：可產生誘發癌細胞生成之亞硝胺物質。
而電子煙中的添加物，多半是為了使其帶有特殊風味或香味，例如：糖類可使電子煙具甜味或焦糖香味，減少難聞的氣味。其
包裝、香味等設計，皆為青少年偏愛的風格，可能吸引青少年吸菸。對學齡前幼童而言，更有可能被誤認為糖果零食，導致誤
食中毒，對青少年及兒童發展危害極大。
除內容物危害健康外，美國聯邦緊急事務處理總署 (FEMA) 亦指出，電子煙存放的環境、周圍的溫濕度、充電環境、不當使用，
以及載具安全性，都有可能具潛在危險，如：電池爆炸導致灼傷、失明等。
總結以上，電子煙具多重危害物質，不僅無法幫助戒菸，還會對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與生命安全造成更大的傷害，為了大家的健
康，本院鼓勵利用戒菸門診，透過科學證實有效的戒菸藥品，降低戒菸時的不適與吸菸慾望，並增加戒菸成功率，擺脫菸癮束
縛的生活，重拾康健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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