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號 
類型 新聞摘要 資料來源 

1 醫療 3 歲童罹腦瘤 睡眠手臂抽動 
中華日報 B2 12/19 

本院相關 

2 生活 戰勝食道癌 病友籲戒菸酒 
中華日報 B3 12/20  

本院相關 

3 生活 
臺中榮總 2020 好呷俱樂部 第十屆食道癌

病友會 

HOTMESSAGE12/22  

本院相關 

4 生活 自己的代誌!中榮攜手為預防癌症發聲! 
HOTMESSAGE12/22  

本院相關 

5 生活 
自己的代誌! 健康身體自己顧，生活健康自

己選! 

民生好報   12/21  

本院相關 

6 生活 
自己的代誌! 健康身體自己顧，生活健康自

己選! 

台灣電報   12/21  

本院相關 

7 生活 為訴低申訴率 產險各尋求「降率」策略  
中時    12/21  

本院相關 

8 生活 雨中高壓電作業 台電 1 工人觸電送醫  
中時   12/21  

本院相關 

9 生活 
車禍進加護病房一周 中市議員張玉嬿明開

刀：幫我祝禱吧 

Etoday   12/21  

本院相關 

10 醫療 止痛藥+顯影劑 恐傷腎 
世界新聞網   12/21  

本院相關 

 

 

 

 

 

 

 

 

 

 

 

  

臺中榮總每日新聞摘要 

           109 年 12 月 22 日 

製作單位: 社工室公關組  

 



中華日報 B2   12/19 

3 歲童罹腦瘤 睡眠手臂抽動 

記者陳金龍∕台中報導 

 

盧小弟（左 3）及其他罹患腦部血管瘤的李小妹（左 5）、寧寧（左 6）與感謝醫師周育誠（左

4）及黃芳亮（左 2）兒醫團隊。（記者陳金龍攝） 

 

3歲盧姓男童10個月大時被家人

發現睡眠時手臂偶爾會抽動，以

為是神經正在發育成長，後來觀

察每個月會發作一次，於是警覺

錄影就醫，診斷是左腦額葉長了

神經節膠質細胞瘤，刺激周邊神

經不正常放電導致癲癇，後來出

現發展遲緩、過動等症狀，今年

5 月接受開顱手術切除該腦瘤，

恢復良好，現在注意力和學習力

都變好。 

 

台中榮總兒童神經外科主任周育誠指出，小朋友癲癇原因多，可能腦瘤、發育異常、血管病

灶、腦部結構異常等，像盧小弟發生癲癇的症狀不明顯，其實腦部一直在異常放電，除了病

變範圍會擴大，長期慢性癲癇會嚴重傷害正在發育的腦部，影響神經發育、心智和學習力，

如果發現小朋友過動、發育遲緩或有不正常舉動，應警覺觀察，即早就醫檢查評估。 

盧姓男童睡眠時手部或肢體會偶爾抽動，雖然發作時間短暫，但家長警覺錄影，10 個月大時

診斷有肌陣攣，進一步檢查發現左腦額葉疑似鈣化或組織化血腫等慢性病灶，吃抗癲癇藥控

制、觀察。 

 

盧小弟持續回診，腦瘤約 1.5 公分未再長大，服用抗癲癇藥後肢體也不再出現癲癇動作，但

追蹤發現有發展遲緩、注意不集中及過動，做 24 小時錄影腦波圖發現腦部仍持續異常放電，

周育誠指出，兒童出現腦部異常放電如未控制，放電的病變範圍會擴大，盧小弟腦瘤位置在

額葉，未來恐影響情緒、人格、發育與學習等，於是決定開刀。 

盧小弟 5 月接受開顱手術切除腦瘤，術後已經 7 個月，癲癇不受發作，注意力和學習力都跟

上，坐得住也能好好聽媽媽說故事看書。 

   

 

 

 

 

 



中華日報 B3   12/20 

戰勝食道癌 病友籲戒菸酒 

記者陳金龍∕台中港報導 

 

張姓食道癌病友、郭姓食道癌病友分享抗癌

經驗，提醒民眾平時應避免菸、酒、檳榔，

多吃蔬果抗癌。（記者陳金龍攝） 

 

台中榮總「好呷俱樂部」第 10 屆食道癌病友

會 19 日登場，56 歲罹患食道癌張姓病友分享抗癌心得，靠平時爬山、騎單車等運動保養身

體；郭姓病友分享，他戒菸、酒、檳榔，飲食清淡、多蔬果抗癌，並感謝台中榮總胸腔外科

醫師莊政諺及醫療團隊的醫治。 

張姓病患說，他從事玻璃行業，長期跑工地，15 歲開始抽菸喝酒約 40 多年，直到 103 年 6

月吞嚥困難，就醫確診為食道癌；莊政諺詳細病情解釋後，因食道癌介於第 1～2 期，接受微

創手術，經由醫療團隊專業照護下出院。 

 

張男指出，術後至目前 6 年多門診定期追蹤，常見術後後遺症為食物逆流問題，因此須藉由

改變生活習慣如少量多餐、睡前 2～3 小時避免進食及睡前服用胃酸逆流藥物即可緩解不適，

抗癌過重新調整生活習慣還是可以正常生活，他戒菸酒等壞習慣，空閒時就爬山、騎腳踏車，

儘量保持心情愉快。 

 

50 歲郭姓病患表示，他菸檳酒壞習慣約 20 年，直到去年 10 月吞嚥困難，就醫確診為食道癌

第 3 期，他選擇相信醫師、醫療團隊，術後他飲食清淡、每天增加運動量，聽從醫師指示完

全戒除菸檳酒等不良習慣。 

 

莊政諺表示，食道癌多半初期無症狀不易早期發現，通常隨著腫瘤變大，病人出現喉嚨異物

感、吞嚥困難、體重減輕、頸部硬塊、聲音嘶啞等症狀，逾 70%患者發現時已癌症第 3 期（淋

巴轉移）。 

 

他提醒，民眾如有不適症狀時，應立即就醫檢查及早治療，平時應避免菸、酒、檳榔、減少

過燙食物、香腸及臘肉等含亞硝酸鹽食物，維持規律運動以增強自我免疫力，降低罹患食道

癌風險。 

 

莊政諺說，台中榮總每年收治食道癌病人數約 150 人，98 年成立食道癌診療團隊，提升病患

生活照護品質。100 年起成立食道癌病友座談會（好呷俱樂部），透過醫病互動、交流，以及

邀病友分享抗癌經驗，鼓勵更多病友勇於接受面對治療。 

   

 

 



HOTMESSAGE   12/22 

臺中榮總 2020 好呷俱樂部 第十屆食道癌病友會 

 文／台中榮總醫院 

 

臺中榮總 2020 好呷俱樂部活動合影 

 

依據國民健康署最新癌症登記資料和衛生

福利部死因統計，每年食道癌新發生個案

約有 2,700 人，好發群為 50~70 歲，死亡

人數約 1,800 名，其中高達 9 成以上為男

性，於 107 年全國癌症中，食道癌死亡率

排名第 9 位、男性癌症中發生率為第 6 位、

男性癌症死因第 5 位，顯示已嚴重威脅國人的健康與生命。食道癌屬於極高度惡性之癌症，

多半病人初期無症狀不易早期發現，通常隨著腫瘤變大，病人才出現漸進性喉嚨異物感、吞

嚥困難、體重減輕、頸部硬塊、聲音嘶啞等症狀，當發生明顯症狀而確診時，超過 70%患者

已癌症第三期(淋巴轉移)，因此提醒民眾如有不適症狀時，應立即就醫檢查及早治療，平時

也應建立良好健康生活型態如避免菸、酒、檳榔、減少過燙食物、香腸及臘肉等含亞硝酸鹽

食物，維持規律運動以增強自我免疫力，以降低罹患食道癌之風險亦可達到防疫之效果。 

臺中榮民總醫院為中部醫學中心，本院每年收治食道癌病人數約 120~150 人，於 98 年開始成

立食道癌診療團隊，成員包含胸腔外科、腸胃科、放射腫瘤科、核醫科、放射線部、病理部、

血液腫瘤科、安寧緩和、專科護理師、腫瘤個案管理護理師、營養師、社工師及諮商心理師

等，分別於病人接受治療前中後期，協助患者及家屬面對各種身心靈社會及經濟等問題，期

望減輕其痛苦、壓力及困難，進而提昇病患生活照護品質。 

而本院除了提供病人上述全人照護之外，自 100 年起更成立食道癌病友座談會（好呷俱樂

部），期望藉由座談會方式，讓更多病友及家屬能獲得正確照護知識，並建立食道癌家庭面對

癌症的各項能力，以改善疾病之適應，也藉由活動讓醫病關係得以互動、交流，亦特別邀請

病友上台分享寶貴抗癌經驗，進而鼓勵更多病友勇於接受面對治療，增進彼此自信心！如今

活動舉辦已邁入十載，恰巧今年遇到新冠肺炎之攪局使活動延期，擔心無法順利舉行之餘，

所幸本國疫情逐漸趨緩受控，終於在歲末年終溫馨的聖誕節前夕順利邀請大家齊聚一堂平安

歡慶十週年，因此活動除了邀請治療中病友參與外，也特別邀請治療後 5 年以上病友共同參

與分享更多抗癌經驗，也邀請食道癌醫療團隊分享「食道癌手術介紹」、「要怎麼吃營養才足

夠？」、「認識癌症相關的社會資源」、「努力做運動生活好活動」等課程，以提升更多照護知

識，也藉由活動的參與讓更多病友及家屬增進互動，得到更多鼓勵與慰藉，帶給彼此信心與

希望，也促使醫病關係更加親近，形成良好支持網絡，讓病友及家屬有生病不孤單之感受！ 

當天也特別感謝許惠恒院長、前外科部徐中平部長(現任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胸腔外科診

療醫護團隊、癌症防治中心、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榮興醫學

發展基金會、乳癌病友及胡雅雯老師所率領的愛笛生樂團公益演出，及當天蒞臨的每位食道

癌病友及家屬，感謝活動因大家參與而更加圓滿、順利及溫馨~好呷俱樂部 2021 年再見！ 

病友故事 1 



個案郭先生 50 歲，菸檳酒壞習慣約 20 年，直到 108 年 10 月開始感覺吞嚥困難，先至診所行

胃鏡切片檢查，回診看報告時確定為食道惡性腫瘤，經由診所醫師轉診至臺中榮總胸腔外科

莊政諺主任門診就醫，莊主任安排住院接受完整檢查後確診為食道癌第 3 期，當下雖然是晴

天霹靂，但還好當時有太太及家人的陪伴讓我心境能夠舒緩，且經由莊主任耐心及細心的病

情解釋及說明治療計畫後，讓我更加感到安心。 

開始接受化放療過程中，最明顯的副作用為噁心感，服用止吐藥及施打止吐劑後有明顯改善，

而飲食方面則是正常少量多餐進食，偶由灌食管灌食補充營養品，第一階段治療後（化放療），

確定手術時間前的心情是緊張、天馬行空及常常胡思亂想，但當下只要發正念：相信醫師、

相信團隊就比較安心，且此時家人的陪伴顯得格外重要！ 

手術前莊主任建議加入「速復康」計畫，此計畫使得我在術後快速康復及甦醒，並且減少了

疼痛感，術後約二週後即可喝水，四週後恢復到正常進食，而飲食方面則採天然無刺激性為

主，每天增加運動量，聽從醫師指示完全戒除菸檳酒等不良習慣。 

在治療這段期間非常感謝莊政諺主任、陳薏文醫師、黃昱哲醫師、陳顥勻醫師、朱玉平個案

管理護理師及所有醫療團隊細心的呵護及照料，更要感謝我親愛的妻子 趙惠錚小姐、敬愛的

大哥郭孝忠先生，及三位寶貝孩子不眼不休的陪伴與關懷，讓我有重生的機會！想要給病友

的話～輸了健康贏了世界又如何？人~有了健康可以有 100 個夢想，失去健康只有一個夢想~

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切的根本，失去健康一切等於 0，什麼山珍海味、榮華富貴，失去健康

一切都是枉費，奉勸各位：珍惜健康、愛惜生命～做自己的寶貝！一起共勉之。 

病友故事 2 

個案為 56 歲張先生，15 歲開始抽煙喝酒約 40 多年，直到 103 年 6 月開始吞嚥困難，朋友介

紹至中部某地區醫院行健康檢查，做胃鏡時發現食道有異物，因此順便做了切片，報告出來

確診為食道癌，當時心情可說相當複雜，言語無法形容，頭腦一片空白，當下醫師建議用舊

式傳統剖開方式手術，聽起來非常可怕，後來經由朋友們一致推薦至臺中榮總胸腔外科莊政

諺醫師門診（現任胸腔外科主任），安排完整檢查後，醫師詳細病情解釋後表示為食道癌介於

第 1~2 期，建議行微創手術，當下覺得不懂，也只能全依靠相信醫師，終於順利完成手術後

（所幸術後病理分期為第 1 期早期癌），經由醫療團隊們細心專業的照護下順利出院。 

術後至目前 6 年多門診定期追蹤，常見術後後遺症為食物逆流問題，因此須藉由改變生活習

慣如少量多餐、睡前 2~3 小時避免進食及睡前服用胃酸逆流藥物即可緩解不適，因此重新調

整生活習慣還是可以正常生活！另外，當然更重要的是術後立即戒煙酒等壞習慣，空閒時就

去爬山、騎腳踏車，儘量保持心情愉快，遇到不舒服的事當下適度表達，不要選擇壓抑情緒，

抗癌期間也非常感謝妻子及家人的陪伴與鼓勵，更感謝我的貴人莊政諺主任，他是我最親密

的人，因他看過我的五臟六腑、幫我重建了食道，讓我可以順利由口進食！也提醒大家身體

有問題應及早就醫檢查治療，最後感謝臺中榮總醫療團隊盡心盡力照護病人！ 

  

 

 

 

 

 

 



HOTMESSAGE   12/22 

自己的代誌!中榮攜手為預防癌症發聲! 

由 編輯部 - 

 

中榮攜手為預防癌症發聲活動合影 

文／台中榮總醫院 

癌症的治療伴隨著昂貴的醫療費用與親

友的傷痛。因此臺中榮民總醫院癌症防治

中心李旭東主任發起了「自己的代誌」系

列活動，除了邀請各科醫師，攜手為癌症

預防發聲外，更安排了連續三天健康促進

講座，希望讓民眾了解各種疾病及癌症預

防的方法，並且重視自己的健康! 

中榮癌症防治中心邀請民眾共同為健康把關，減少遺憾再發生 

臺中榮民總醫院癌症防治中心致力於整合院內各專科團隊，提供癌友及其照護者全方面專業

醫療資源及心靈支持。服務中發現，在這凡事追求效率的快速時代，民眾往往容易忽視自己

的健康，大多人都是罹病後才開始注重身體、重新調整生活步調，因此，建議從篩檢做起，

包含 HPV。癌症防治中心婦癌個管師鍾季純，分享臨床遇到的一位 30 歲出頭的女性，從沒

有做過子宮頸抹片檢查。因為身體不適到醫院就診，就確診為子宮頸癌末期，深入了解後發

現她並不曉得自己符合免費子宮頸癌篩檢的條件，而當她知道後，難過的表示「如果我能早

點知道可以定期做抹片，或許我就能夠早一點發現了」。 

為減少此類憾事再次發生，癌症防治中心李旭東主任舉辦了「自己的代誌」系列活動，12 月

21 日(週一)開幕活動，「自己的代誌」記者會上也召集外科部、家庭醫學部、婦女醫學部、耳

鼻喉頭頸部、兒童醫學中心、感染管制中心、大腸直腸外科、泌尿外科及癌症防治中心等相

關部科，共同為預防篩檢及 HPV 發聲。現場更邀請婦女醫學部許世典主任為現場的民眾說明

HPV 相關疾病與預防。中榮「自己的代誌」 健康身體自己顧，生活健康自己選，喚醒民眾

健康意識!臺中榮民總醫院癌症防治中心李旭東主任指出全球約有 4%的癌症與HPV的感染有

關，而不論男女，人的一生中感染 HPV 的機率高達 8 成，當持續感染時，就可能引發相關疾

病，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其實因 HPV 引起的癌症不只子宮頸癌，近年發現肛門癌、外陰癌、

陰道癌等疾病也與 HPV 有關。除了可能引發癌症外，令許多人困擾的菜花也是因為 HPV 所

引起的。除此之外，根據美國研究結果發現，男性生殖器感染 HPV 的風險比女性高！因此，

積極預防 HPV 不僅是女性的課題，而是男性與女性都要重視的議題。因此也呼籲民眾可與醫

師討論，定期做子宮頸抹片檢查，依醫囑接種 HPV 疫苗，達到雙重防癌保護，遠離 HPV 感

染風險！癌症發生率年年上升，隨著醫療水準進步，陸續有探討致癌原因，但準確造成癌症

因素多仍是未知。因此癌症防治中心除了 12 月 21 日(週一)的 HPV 預防宣導外，於 22 日至

24 日更安排連續三天的衛教講座，針對每日不同的主題「健康促進，自己做起」、「健康身體，

自己把關」及「健康生活，自己選擇」，邀請專業醫療人員為民眾宣導運動復健、慢性病預防

與照護、癌症篩檢、健康檢查、健康飲食及病人自主權立法(ACP)，期盼藉此推廣提升民眾自

我健康意識、建立健康促進觀念。 

https://hotmessage.co/archives/author/hedit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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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代誌! 健康身體自己顧，生活健康自己選! 

【記者 玉女 台中 報導】 

 

癌症的治療伴隨著昂貴的醫療費用與

個人及親友的傷痛。因此臺中榮民總

醫院癌症防治中心李旭東主任發起了

「自己的代誌」系列活動，除了邀請

各科醫師，攜手為癌症預防發聲外，

更安排了連續三天健康促進講座，希

望讓民眾了解各種疾病及癌症預防的

方法，並且重視自己的健康! 

中榮癌症防治中心邀請民眾共同為健

康把關，減少遺憾再發生 

臺中榮民總醫院癌症防治中心致力於

整合院內各專科團隊，提供癌友及其

照護者全方面專業醫療資源及心靈支

持。服務中發現，在這凡事追求效率

的快速時代，民眾往往容易忽視自己

的健康，大多人都是罹病後才開始注

重身體、重新調整生活步調，因此，

建議照顧身體要從日常生活及篩檢做

起。 

癌症防治中心婦癌個管師鍾季純，分

享臨床遇到的一位 30 歲出頭的女性，

從來沒有做過子宮頸抹片檢查。因為

身體不適到醫院就診，就確診為子宮頸癌末期，深入了解後發現她並不曉得自己符合免費子

宮頸癌篩檢的條件，而當她知道後，難過的表示「如果我能早點知道可以定期做抹片，或許

我就能夠早一點發現了」。 

為減少此類憾事再次發生，癌症防治中心李旭東主任舉辦了「自己的代誌」系列活動，12 月

21 日(週一)開幕活動，「自己的代誌」記者會上也召集外科部、家庭醫學部、婦女醫學部、耳

鼻喉頭頸部、兒童醫學中心、感染管制中心、大腸直腸外科、泌尿外科及癌症防治中心等相

關部科，共同為癌症預防、篩檢發聲。現場更邀請婦女醫學部許世典主任為現場的民眾說明

人類乳突病毒(HPV)相關疾病與預防。 

中榮「自己的代誌」 健康身體自己顧，生活健康自己選，喚醒民眾健康意識! 

李旭東主任也指出全球目前約有 4%的癌症與 HPV 的感染有關，而不論男女，人的一生中感

染 HPV 的機率高達 8 成，當持續感染時，就可能引發相關疾病，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其實

因 HPV 引起的癌症不只子宮頸癌，近年發現肛門癌、外陰癌、陰道癌等疾病也與 HPV 有關。

除了可能引發癌症外，令許多人困擾的菜花也是因為 HPV 所引起的。除此之外，根據美國研



究結果發現，男性生殖器感染 HPV 的風險比女性高！因此，積極預防 HPV 不僅是女性的課

題，而是男性與女性都要重視的議題。因此也呼籲民眾可與醫師討論，定期做子宮頸抹片檢

查，依醫囑接種 HPV 疫苗，達到雙重防癌保護，遠離 HPV 感染風險！ 

癌症發生率年年上升，隨著醫療水準進步，陸續有探討致癌原因，但準確造成癌症因素多仍

是未知。因此癌症防治中心除了 12 月 21 日(週一)的 HPV 預防宣導外，於 22 日至 24 日更安

排連續三天的衛教講座，針對每日不同的主題「健康促進，自己做起」、「健康身體，自己把

關」及「健康生活，自己選擇」，邀請專業醫療人員為民眾宣導運動復健、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癌症篩檢、健康檢查、健康飲食及病人自主權立法(ACP)，期盼藉此推廣提升民眾自我健康意

識、建立健康促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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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代誌! 健康身體自己顧，生活健康自己選! 

【記者 玉女 台中 報導】 

 

癌症的治療伴隨著昂貴的醫療費用與

個人及親友的傷痛。因此臺中榮民總

醫院癌症防治中心李旭東主任發起了

「自己的代誌」系列活動，除了邀請

各科醫師，攜手為癌症預防發聲外，

更安排了連續三天健康促進講座，希

望讓民眾了解各種疾病及癌症預防的

方法，並且重視自己的健康! 

中榮癌症防治中心邀請民眾共同為健

康把關，減少遺憾再發生 

臺中榮民總醫院癌症防治中心致力於

整合院內各專科團隊，提供癌友及其

照護者全方面專業醫療資源及心靈支

持。服務中發現，在這凡事追求效率

的快速時代，民眾往往容易忽視自己

的健康，大多人都是罹病後才開始注

重身體、重新調整生活步調，因此，

建議照顧身體要從日常生活及篩檢做

起。 

癌症防治中心婦癌個管師鍾季純，分

享臨床遇到的一位 30 歲出頭的女性，

從來沒有做過子宮頸抹片檢查。因為

身體不適到醫院就診，就確診為子宮頸癌末期，深入了解後發現她並不曉得自己符合免費子

宮頸癌篩檢的條件，而當她知道後，難過的表示「如果我能早點知道可以定期做抹片，或許

我就能夠早一點發現了」。 

為減少此類憾事再次發生，癌症防治中心李旭東主任舉辦了「自己的代誌」系列活動，12 月

21 日(週一)開幕活動，「自己的代誌」記者會上也召集外科部、家庭醫學部、婦女醫學部、耳

鼻喉頭頸部、兒童醫學中心、感染管制中心、大腸直腸外科、泌尿外科及癌症防治中心等相

關部科，共同為癌症預防、篩檢發聲。現場更邀請婦女醫學部許世典主任為現場的民眾說明

人類乳突病毒(HPV)相關疾病與預防。 

中榮「自己的代誌」 健康身體自己顧，生活健康自己選，喚醒民眾健康意識! 

李旭東主任也指出全球目前約有 4%的癌症與 HPV 的感染有關，而不論男女，人的一生中感

染 HPV 的機率高達 8 成，當持續感染時，就可能引發相關疾病，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其實

因 HPV 引起的癌症不只子宮頸癌，近年發現肛門癌、外陰癌、陰道癌等疾病也與 HPV 有關。

除了可能引發癌症外，令許多人困擾的菜花也是因為 HPV 所引起的。除此之外，根據美國研



究結果發現，男性生殖器感染 HPV 的風險比女性高！因此，積極預防 HPV 不僅是女性的課

題，而是男性與女性都要重視的議題。因此也呼籲民眾可與醫師討論，定期做子宮頸抹片檢

查，依醫囑接種 HPV 疫苗，達到雙重防癌保護，遠離 HPV 感染風險！ 

癌症發生率年年上升，隨著醫療水準進步，陸續有探討致癌原因，但準確造成癌症因素多仍

是未知。因此癌症防治中心除了 12 月 21 日(週一)的 HPV 預防宣導外，於 22 日至 24 日更安

排連續三天的衛教講座，針對每日不同的主題「健康促進，自己做起」、「健康身體，自己把

關」及「健康生活，自己選擇」，邀請專業醫療人員為民眾宣導運動復健、慢性病預防與照護、

癌症篩檢、健康檢查、健康飲食及病人自主權立法(ACP)，期盼藉此推廣提升民眾自我健康意

識、建立健康促進觀念。 

 

 

 

 

 

 

 

 

 

 

 

 

 

 

 

 

 

 

 

 

 

 

 

 

 

 

 

 

 

 

 



中時    12/21 

為訴低申訴率 產險各尋求「降率」策略  

黃惠聆 

 

由於產險業客訴及申訴率今年每季緩步上升，為訴低申訴率，各產險公司為了降低申訴率，

正研擬降申訴率策略。 

 

旺旺友聯產險指出，為提升保戶服務，該公司將理賠處劃分為理賠及事務兩科，理賠人員專

責勘車、調查、和解，事務人員負責理算、結案等文書工作，希望藉由理賠事務分流，能加

快付款時效，提升結案效率，降低申訴比率。明台產險則指出，針對企業最在乎的「理賠服

務」，萬一發生需要申請理賠的狀況，明台產險會指派專人協助企業保戶辦理各項理賠申請、

定期追蹤，並主動居中協助企業保戶與第三人進行協調。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公布各保險公司遭申訴比率，統計第三季，遭保戶申訴件數共 521

件。在簽單契約總件(人)數達 3 萬以上的產險公司，國泰產險申訴率萬分之 0.034，則是本土

產險公司中申訴率最低，國泰產險表示，除了用心待客提供專業服務外，該公司則結合數位

科技，讓服務變得更便利。 

 

國泰產說，為讓客戶申請理賠更加方便，能夠更加貼近保險服務，即在網站與 Line 推出「理

賠自助服務平台」，讓民眾只要透過電腦或手機，就能輕鬆提出理賠申請，大大降低申請理賠

所需的時間。另外在官方網站上建置 24HR 的智能客服「阿發」，透過大量題庫的建置，以及

數位智能訓練，讓「阿發」能夠即時解答民眾的保險疑難，讓民眾即使深夜遇到保險的疑難

雜症，也能即時獲得解答。 

 

富邦產險同樣透過流程改善及保險科技創新提供客戶快速便捷的理賠服務，例如當客戶發生

交通事故時立即指派理賠人員前往現場處理，若事故雙方當事人適格且達成和解，理賠金於

1 萬元內可現場完成給付。除了車險外，富邦產險也將科技創新運用於傷害健康險理賠場景，

自今年起與台中榮總及奇美醫療機構三家分院異業結盟，推出「醫起安心-理賠金代墊醫療費

用」專案，免除客戶籌措住院醫療費用的壓力並簡化醫院作業，目前仍持續與北中南教學醫

院級醫療機構洽談合作機會，以求擴大此優質理賠服務範圍。 

 

新光產險則表示，為加速理賠效率，公司除優化理賠系統，也投入 AI 智能的研發，並應用投

保理賠等作業之中。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08


中時   12/21 

雨中高壓電作業 台電 1 工人觸電送醫  

黃國峰 

 

台電南投區處工作人員，21 日在大里進行高壓電輸

送線路維護作業時，一位林姓工作人員，不慎觸電

受傷，其安全頭盔，可見焦黑痕跡。（中市消防局第

三大隊提供／黃國峰台中傳真） 

 

台電南投區處工作人員，21 日在大里進行高壓電輸

送線路維護作業時，一位林姓工作人員，不慎觸電

受傷。（中市消防局第三大隊提供／黃國峰台中傳真） 

 

台電南投區處 4 名台電人員，21 日上午在中市大里區西柳街

進行高壓電輸送線路量測作業時，一名 32 歲林姓工作人員，

不慎遭到電擊，消防人員到場，發現林姓工作人員，意識清

楚，但頭部、右肩、右腋下，全身約有 18％二度電擊燒燙傷，

立即送往大慶中山醫急救。 

 

據悉，台電南投區處 4 名台電人員，21 日上午 9 點多，搭乘

2 輛工程車，在大里區西柳街進行高壓電輸送線路作業，當

時下著雨，林姓工作人員搭乘升降車，上升至電線桿上頭，

進行量測作業時，不慎觸電受傷，頭髮及工作服都被燒得焦

黑。 

 

台中市消防局霧峰分隊接獲報案後，立即到場搶救，發現林姓工作人員，意識清楚，但因遭

電擊，臉上有明顯燒傷，頭髮、衣服、頭盔也都有燒焦痕跡，經詳細檢傷，頭部、右肩、右

腋下，全身約有 18％二度電擊燒燙傷，現場緊急處置後，緊急送往中山醫院大慶院區救治，

至於事發原因，仍須調查中。 

 

台電南投區處電務副處長張毓哲表示，對於員工在工作中受傷，台電將盡力提供家屬及同仁

協助，希望受傷同仁能早日康復，該事件是視巡尋修課針對饋線加入系統，所進行的量測工

作，不慎引起高壓短路，造成電弧灼傷，該員工目前已轉送台中榮民總醫院，直至傍晚仍進

行清創工作後，將轉至燒燙傷中心，做進一步的治療。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119


Etoday   12/21 

車禍進加護病房一周 中市議員張玉嬿明開刀：幫我祝

禱吧 

記者徐愷昕／台中報導 

 

▲台中市議員張玉嬿 15 日出跑行程時出車禍，今

日再次於臉書發文與大家分享治療進度。（圖／翻

攝臉書） 

台中市議員張玉嬿日前騎機車跑行程發生車禍，

造成右鎖骨及右骨盆骨折、輕微腦震盪蜘蛛膜下

腔出血，幾日來她都透過妹妹在臉書上報平安。今天她再度發文表示，這是她住在加護病房

的第 7 天，目前腦震盪的血塊都已自行吸收，明（22 日）將進手術房動刀，治療右側的二處

骨折，除了希望大家能替她祝禱外，也祝福大家冬至快樂。 

[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 

 

▲▼台中市議員張玉嬿 15 日跑行程時發生車

禍。（圖／記者鄧木卿翻攝） 

 

民進黨台中市議張玉嬿 15 日上午騎機車行經精

武路、東南街口時，被吳姓婦人所騎機車衝出撞

上，張當場被撞飛數公尺遠，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經送醫搶救，張右鎖骨骨折、右骨盆骨骨折、輕

微腦震盪、蜘蛛膜下腔出血，當日馬上被送至台

中榮總加護病房觀察。 

張玉嬿臉書今（21）日寫道，「加護病房的第七

天。前二晚電腦斷層掃瞄報告出爐，小嬿腦震盪

的血塊都已自行吸收，準備開始治療右側的二處

骨折。家人說，我的氣色略有紅潤，不再那麼蒼

白了；可是，仍痛；這裡的醫護照護非常好，我

很感謝他們」。 

接著她再言，「這幾天有做了幾次檢查，床位移

轉時，護士雖然小心謹慎，我還是痛到冒冷汗，

心裡甚至痛到想要罵髒話來宣洩情緒」，覺得現

在對她來講「健康真好」特別重要。 

最後，她也提及自己明天要進手術房動刀治療，「如果您方便的話，幫我祝禱吧！雖然，我相

信一切會順利，但若有您們的祝福，我會更平安吉祥」，並祝福大家在冬至都能幸福吃湯圓，

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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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藥+顯影劑 恐傷腎 

吳明儒／台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主任、台灣腎臟醫學會常務理事 

 

吃止痛藥又使用顯影劑做電腦斷層檢查，可能發生急性腎臟損傷的機率大增。（本報資料照片） 

 

劉媽媽三年前退休後，常和好友遊山玩水，但

最近出遊卻很累，走快了有點喘，坐或站久一

點還會腳腫。經診所檢查發現，她的腎功能竟

剩下不到 40%；轉介到台中榮總腎臟科進一步

診察，其實她的腎功能只剩下 29%。 

查詢她近幾個月的用藥，找到她腎臟功能變壞

的元凶和共犯了。原來在診所抽血檢查一周

前，劉媽媽出遊回來腳不舒服，曾吃了幾天的

止痛藥；後來她和先生一起做全身健檢，有使

用顯影劑做電腦斷層檢查，因此可能發生急性

腎臟損傷的機率大增。 

 

●吃止痛藥 小心副作用   

止痛藥可能會傷腎、傷胃和傷心，因此腰痠背痛或關節痛、甚至痛風發作時，想要使用止痛

藥之前，一定要小心。 

 

尤其 NSAID（非固醇類消炎藥）類的止痛藥，還有 COX2 抑制劑止痛藥，可能比較不傷胃，

但要留心傷腎的副作用。如果併用會影響腎臟血流的藥物，包括電腦斷層和心導管檢查使用

的顯影劑、利尿劑和部分降血壓藥等，會讓傷腎的機率升高。 

 

若腎臟病人在使用 NSAID 止痛藥期間，又發生其他會加重腎臟傷害的因素，就可能會出現急

性腎損傷。例如誤用會傷腎的中西草藥。 

 

「別人的補藥可能是您的毒」，吃藥以前一定要詢問醫師或藥師。「藥用錯了就是毒」，即使是

健康食品或是中西草藥，都可能有副作用。尤其慢性腎臟病的病人，更是急性腎損傷的高危

險群，用藥務必謹慎小心。 

 

食品安全也是民眾會擔心的事，最佳護腎的自保方法，建議盡可能使用當季新鮮少加工的食

材，最好是在烹煮後還可以看到食物原型，同時採用新鮮的調味料。 

 

●腎病初期 通常沒症狀 

腎臟病越早期發現越容易治療，抽血和驗尿檢查是早期診斷腎臟病最好的方式。腎臟病的初

期，通常沒有症狀，甚至到中度腎臟病，如果不是有嚴重蛋白尿造成的水腫，可能只會出現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9%80%80%E4%BC%91
https://www.worldjournal.com/search/tagging/8877/%E8%A1%80%E5%A3%93


非特異性的症狀，例如容易累而已。 

 

因此，有嚴重水腫和惡心嘔吐等症狀才接受檢查的病人，常已是重度腎臟病，快要洗腎了。 

超過半數老年人都有兩到三種常見的慢性病，尤其有三高問題及尿酸高，常會合併有慢性腎

臟病，因此，除了控制好各種慢性病，更要每三至六個月抽血檢查腎臟功能、是否出現尿蛋

白，才能及早偵測到腎臟功能的變化，並且設法用藥治療和避免急性腎損傷，進而延緩腎臟

惡化。 

 

此外，減少肉魚豆蛋奶等蛋白質的攝取，能幫助慢性腎臟病患者減少腎臟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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