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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篩
護一生
大林慈院健檢癌篩有成

一位五十多歲的女性來到大林慈院

時，醫生也會立刻做切片檢查、不用改

當志工，聽到有免費癌症的篩檢後，她

天跑一趟回診等報告，同時所有篩檢都

也來檢查一下，想不到糞便篩檢的反應

是單一窗口、單一診間，方便又迅速。

卻是「陽性」；進一步再做大腸鏡的檢

民眾只要來到醫院做篩檢，都可透過健

查，診斷出罹患了第二期的大腸癌。幸

康管理中心的護理師協助安排，包括是

好接受開刀把腫瘤切除後，目前狀況相

否符合篩檢資格、甚至篩檢後若呈現陽

當好，定期回門診做追蹤。另有一位口

性反應，也會進行電話通知回診。

腔癌病人，因符合篩檢資格，於是醫院

根據衛生署估計，全面推動早期癌症

開了檢驗單給他進行大腸癌糞便潛血篩

篩檢，在全臺灣每年可以篩出一至二萬

檢，結果是陽性，意外發現他的口腔腫

個癌症個案，將醫療資源運用於處理早

瘤已轉移到大腸部位。醫師表示這種情

期癌症或癌前病變，而不要等到癌症末

況相當罕見，因為一般口腔癌很少會遠

期再來治療。國民健康局推動「乳癌、

處轉移，病人現在仍回診持續追蹤。

子宮頸癌、口腔癌、大腸癌」四大癌症

癌篩挽救性命

大林防癌績優

篩檢後，大林慈院全力投入品質提升計
畫及癌症防治，從二○一○年度統計數

血液腫瘤科蘇裕傑主任說：「就是要

據中發現，將近三萬人次接受篩檢中，

沒有任何症狀才去做篩檢！」以大腸癌

有九十五人篩檢出罹患早期癌症，大約

與乳癌為例，癌症第一期與第四期的預

每一千個受檢者中就有三人發現癌症，

後就差很多；而針對乳癌及口腔癌，在

及時挽救九十五條寶貴的生命。其中包

大林慈院當天做篩檢的民眾如果有問題

括五位子宮頸癌、十六位乳癌、六十位

文／江珮如、黃小娟

二○一一年三月，大林慈濟醫院簡守信院長（右一）在頒獎典禮代表接受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對
於癌症防治績優醫院的表揚。攝影／江欣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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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及十四位大腸癌，都是屬於早期

於次級預防，它可在症狀前期時及早治

尚無症狀的患者。一對同時發現罹患乳

療，對疾病後續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癌的母女，也在早期篩檢後獲得妥善治

臺灣每年有七萬五千人罹癌、奪走四萬

療。

條生命，在二○○九年僅醫療支出就高

大林慈院防癌篩檢成果良好，不僅

達四百八十一億元，其中大腸癌、口腔

榮獲「二○一○年度癌症醫療品質提升

癌、乳癌、子宮頸癌占所有發生癌症的

計畫癌症防治績優醫院」，在同等級的

百分之三十三。這四項癌症在多方研究

醫療院所裡，「疑癌追緝王」（陽性個

之下，證實可經由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案追蹤完成率）的乳癌項目更榮獲第一

來降低死亡率，因此癌症篩檢的執行是

名，整體四癌的部分也得到第三名的好

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成績。

大林慈院健康管理中心於院內推動癌篩，也針對檢
查結果異常民眾持續追蹤，確保民眾健康。攝影／
江珮如

近幾年來，大林慈院在癌症篩檢方面

疫法、敏感度高，若發現有潛血反應，

在乳癌手術之後，母女倆隨即轉往血

異常民眾，需要持續追蹤篩檢。大林慈

做了許多努力，如配合政府補助四十五

將安排大腸鏡等進一步檢查、治療，費

液腫瘤科接受後續的治療。黃女士說：

院健康管理中心護理長江欣虹表示，針

歲以上未滿七十歲的女性、以及四十歲

用均由健保給付。大林慈院健康管理中

「不知是巧合或是怎麼樣，我也好奇地

對二○一○年度整個癌症篩檢執行的結

以上且其二親等以內血親曾患有乳癌之

心特別新增個案管理師，針對檢查結果

問醫生這個問題，想說怎麼會兩個人幾

果及分析，在各醫院篩檢數及癌症發生

婦女，每兩年一次的乳房攝影篩檢費

有異常的民眾，將持續以電話追蹤到病

乎是同時？醫生回答是基因問題。我真

率，遠較二○○九年成長二點三倍，二

用；並開設快速乳房篩檢門診，當天檢

患回院接受進一步檢查為止，確保民眾

的是很幸運，托我媽媽的福啦！」血液

○一○年已成功拯救兩萬六千多人。

查完即可由醫師說明檢查結果，免除受

健康。

腫瘤科蘇裕傑主任表示，這對母女很幸

而 在 二 ○ 一 一 年， 也 篩 檢 了

運、在早期就診斷出乳癌，只要經過適

一 萬 八 千 六 百 九 十 九 人 次， 發 現

當的治療就可以獲得很好的效果。黃女

一千四百八十一個異常個案，其中確診
罹癌總數為七十三位。

四種篩檢

陰性即健康

檢婦女來回奔波、等待報告的煎熬。
在口腔癌篩檢方面，凡三十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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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大林慈院共有近三萬人次

雲林縣衛生局與大林慈院合作舉辦癌症篩檢活動，
深入古坑鄉草嶺村為當地鄉親進行篩檢。攝影／沈
秀雲

早期發現

勇敢面對早治療

接受四項癌症篩檢，其中九十五人因此
發現罹癌，另外還有兩千一百多位發現

有嚼食檳榔或吸菸習慣的民眾，政府補

七十多歲的黃媽媽及女兒擔任慈濟

士說：「蘇醫師真的很平易近人，不會

助每兩年一次口腔黏膜檢查，大林慈院

香積志工，母女倆一向感情良好、做什

讓你覺得有壓力，看診時心裡真的很放

在臺灣，女性所罹患的十大癌症當

設有特別篩檢門診，由耳鼻喉科醫師看

麼事都在一起，卻沒想到連疾病也都同

鬆；我們對他是一種信賴，就像是朋友

中，乳癌年齡層有逐漸降低的趨勢。然

診。此外還有子宮頸抹片快速門診，凡

時 來 襲。 女 兒 說：「 某 天 媽 媽 做 完 香

之間的一種信賴感。有發現到腫瘤的

而一般婦女過了三十歲後卻疏於檢查，

三十歲以上婦女，政府補助每年一次子

積之後，回去累的時候坐在按摩椅上，

話，不要說是因為女生的關係而不好意

加上雲嘉地區目前仍有不少女性受傳統

宮頸抹片檢查，醫院並設有主動提示系

突然覺得身體癢癢的，然後無意間摸到

思，還是要勇敢地去面對、接受治療，

保守觀念所影響，往往導致乳癌嚴重拖

統，提醒來院看診婦女定期接受檢查。

乳房有硬塊，才去醫院做檢查。」為了

把身體交給醫生；醫生怎麼說，我們就

延到變成末期，因此定期的乳房篩檢是

二○一一年三月起，配合政府政策

安撫媽媽，黃女士陪同一起接受乳房檢

怎麼去配合。」

不能忽視、也是可以避免乳癌侵襲婦女

新增大腸癌糞便潛血篩檢，凡是五十至

查，竟意外發現原來自己也罹患乳癌，

癌症篩檢是目前各大醫院積極在推廣

健康的最好方法。大林慈院一般外科醫

六十九歲的民眾，每兩年可接受一次免

確診之後，大林慈院一般外科主任魏昌

的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措施之一，在

師林俊宏指出，乳癌的十年存活率平均

費糞便潛血檢查。新的檢查方式採用免

國很快為兩人安排進行腫瘤切除手術。

三級預防中，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是屬

達百分之六十，第一期乳癌治療後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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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率達百分之八十，零期乳癌治療後的

痛，一面疲於奔命投醫。現在除了藥

存活率更接近百分之百，乳房攝影是目

物進步之外，還配合了內科、外科、

前乳癌篩檢中最有效率的方法，非侵入

放射腫瘤科及其他科別的醫師，一起

性、準確率接近百分之九十。

為病患擬定一套治療方向與計劃，接

加強轉介篩檢

下來在整合式治療的門診再做計劃的

全院各科配合

執行。

除了深入社區推動篩檢活動，大林

整合性癌症治療的好處，除了讓癌

慈院在院內也針對各不同科別的轉介，

症病患免於在治療過程中的奔波辛苦，

透過各式宣傳管道讓民眾獲得癌症篩檢

另一方面因為醫學進步、門診科別分

的訊息與重要性；面對篩檢龐大的業務

得細，能一次結合多科醫生共同為患

量，是需要各科室全力配合。蘇裕傑主

者做治療。像目前許多新的化學治療

任說：「簡院長不斷地透過院務會議上

藥物，對於藥物的選擇上以內科或是

宣導、各科團隊會議布達，甚至全院廁
所的門板上也張貼癌症篩檢的相關訊
息。」他感恩各單位的配合，包括牙科、

腫瘤科的醫生較為專業；若是以開刀
除了在醫院推動癌症篩檢之外，大林慈院更深入鄰
近的鄉鎮社區進行推廣。圖為醫護人員在嘉義縣大
埔鄉進行複合式篩檢。攝影／黃小娟

喜歡撰寫電腦程式的蘇裕傑主任，協助醫院開發了
一套癌症病人個案管理及追蹤系統，方便又有效
率。攝影／江珮如

耳鼻喉科、家醫科等熱烈加入，更重要

病患來說，想知道的是多方面的資訊，
患者對病情的了解程度及配合度上，

的是腫瘤中心團隊的努力；同時陳金城

讓醫療團隊在各種癌症治療的品質上獲

也比傳統治療方式要好得多。癌症患

副院長也針對外科加強轉介篩檢率，讓

得改善而提升，再輔以個案管理師給予

者可能因為一個完善的控制治療而延

癌症篩檢在院內形成一股風氣。

病人直接的關懷與衛教，將可提供雲嘉

長 生 命， 活 得 更 久、 更好。 大 林 慈 院

地區癌症病人最精緻化的治療，讓病人

腫瘤中心除了配合中醫與安寧病房的

不再手足無措、視治療為畏途。

醫師看診，在病人的臨終照顧上也都

在推動篩檢的過程中，除了個案管理
師負責篩檢後的陽性反應個案管理與追
蹤外，還包括發現陽性個案時，個案管
理師主動聯繫個案回院確診，以及進一
步的篩檢和切片檢查，確定罹患癌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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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上，必然是外科醫生專業。對

能設想到；中醫科的醫師能在食療、

以人為本整合治療
預先篩檢最佳方案

針灸和穴道按摩上給門診及住院病人
相當大的幫助，提供給病人一個更好

轉至腫瘤中心；若無罹癌者，管理師以

現代的癌症治療，為結合多科醫師

諮詢與衛教方式教導民眾平時的保養。

的整合性醫療，提供患者計劃性的治

雖然罹癌會有完備的醫療團隊照顧，

同時透過「個案管理系統」作個案登

療，讓病人能夠安心，有效提升治療

但醫療團隊最衷心的希望，還是民眾

錄、掌握並追蹤病人的情況，給予病人

與生活的品質。

能夠抽空參加四癌篩檢，只要花一點

的治療品質保障。

最及時且無微不至的協助。醫師也可以

蘇 裕 傑 主 任 表 示， 整 合 性 的 癌 症

點時間，就能檢查出這四種危險病症

透過這套系統獲得各種治療統計數字，

治療，就是改變傳統的治療模式。過

與自己的距離，如果發現了，就能及

作為治療與研究的資訊。兼任腫瘤中心

去的治療方法不是開刀就是做化學治

主任的蘇裕傑指出，不只是藉由癌症篩

療，而且僅單一醫生面對病患，若是

檢，從醫療品質監控指標的執行中，能

醫院又離家遠，病患必須一面承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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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治癒，避免惡化。
大林慈院腫瘤中心邀請中醫科醫師共同會診，
提供食療、針灸和穴道按摩等醫療服務，提升
癌症治療品質。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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