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院訊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Beitou Branch 

復刊第一○九期 

民國 110 年 6月 1 日 

發行人：楊斯年    審查：江國棟     總編：蔡文勳      編輯：歐素雯 

地址：112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 60 號 電話：(02)2895-9808 網址：http://818h.mnd.gov.tw 

 

圖片說明：本院院長楊斯年上校日前完成新冠疫苗施打，除提升個人防

護力，並希望藉此鼓勵本院醫護團隊提升施打意願，以建立

住院官兵與民眾優質服務之安全性。 
[本院專欄]：心理師專欄：情緒過敏了嗎？  
[活動花絮]：110 年護師節慶祝大會。  
[本院醫師介紹]：黃旭瑩醫師。 
[宣導事項] 

★本院為無菸檳醫院，院區內全面禁菸禁檳，請來賓勿於院內吸菸， 

  謝謝您的配合! 戒菸專線：02-28935869。 

★本院防疫期間會客規定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

調整，相關會客規定，於本院院網及 Facebook 

即時更新。 FACEBOOK 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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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專欄：情緒過敏了嗎？ 
 心理科 陳怡甄臨床心理師 

    「你好暴躁」、「你是吃了炸藥嗎？」、「你最近怎麼脾氣這麼差」，您曾經聽過別

人這樣對您說嗎？或者您曾經己覺得有一陣子特別地容易生氣、難過或焦慮不安呢？ 

    我們的身體會藉免疫反應來對抗外來具傷害的物質，在對抗過程中雖然往往會出

現流鼻水、起疹子或呼吸急促等諸多不適，但卻能夠藉此保護且修復身體的健康，而

平時常說的過敏則是當身體將生活中正常、無害的東西(過敏原)都辨識成了有害物質

而引起的免疫反應，因此在空氣中的髒污、灰塵或動物毛髮等都可能頻繁引起身體過

度的不適；而如同開頭所提到的情形，有時我們會發現自己對生活中瑣事變得特別敏

感、容易經驗內在劇烈的情緒起伏，甚至覺得強烈感受總是來得很突然、難以控制，

彷彿就像情緒「過敏」了一般，往常可以接受或容忍的人事物都變成了「過敏原」、

引發難以忍受的不適，在這個時期不僅自己感到不舒服，也常會影響到與他人互動關

係、工作效率或生活品質等，造成許多苦惱或麻煩。 

    然而，就像平時身體的過敏反應常會被建議透過良好生活習慣來減少影響，我們

也可以藉由一些方法來保養或減少「情緒過敏」對我們的影響，進而擁有比較健康的

情緒體質： 

1.規律、適量且均衡的飲食，避免會引起情緒起伏的食物，如過量的酒精或毒品等。 

2.至少保持感覺舒服且適當的睡眠時間、不睡得過多或過少，特別在有睡眠困難時保

持固定的睡眠時間將有助於生理時鐘的穩定。 

3.規律的有氧運動不僅可以減少低落情緒，也幫助建立或增加對自我的掌控感。 

4.當不舒服時給予身體妥善的照顧和治療，在必要時看醫師並按照指示服用藥物，減

少生病對負向情緒抵抗力的影響。 

5.透過每天至少做一件有些難度、但又有可能達成的事情來建立自我掌控和成就感，

並隨著時間和執行結果適時調整難度，提升自信心和自尊。 

6.面對將發生的挑戰或阻礙試著具體寫下可能會遇到的困難或會有的情緒和衝動，先

在心中有效的演練如何面對這些情形，並在預先因應困難後立即練習適當的放鬆並

肯定自己。 

7.每天從事一件簡單的正向活動，像是下班回家、享受寧靜夜晚等，過程中全心地投

入感受，且試著在分心到其他想法時調整注意力回到正在進行

的活動體驗，累積正向情緒經驗。 

8.列下符合自己所重視價值觀或目標的行動步驟，執行現在可嘗

試的步驟並避免自己的迴避行為，往所嚮往或認同的生活狀態

邁進。 

    下次經歷情緒的過敏期，別忘了從上述方法中選擇能夠嘗試

的幾項來做做看，一起培養健康的情緒體質、減少情緒脆弱性帶

來的困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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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護師節慶祝大會 

    本院日前舉辦 110 年國際護師節大會，院長楊上校致詞時特表示：在面對

當今嚴峻的疫情考驗下，醫護同仁仍無所畏懼、各司其職的堅守工作崗位，且

持恆努力提升本院醫療品質，非常感謝各位同仁的辛勤認真與犧牲奉獻。 

    本次活動除頒發優良護理人員及績優護理佐理員外，另設置打卡牆提供同

仁拍照打卡上傳，即可獲得紓壓小物，同仁們紛

紛響應，讓活動增添不少樂趣，最後一同享用茶

點，在歡笑聲中，活動圓滿結束。 

【本院醫師介紹】 

黃旭瑩醫師  

 
現職：  
三總北投分院兼任醫師 
 
學歷：  
國防醫學院流行病學碩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經歷：  
總統府專任醫師 
國軍桃園總醫院小兒科總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小兒部小兒感染科臨床研究員 
國軍桃園總醫院小兒科主任 
 
專長： 
一般兒科、小兒感染症、過敏性鼻炎、氣喘、
兒童預防保健與疫苗注射。 
 
勵志嘉言： 
常保喜樂，處處感恩，慾望少，煩惱少，飲
食七分飽，運動不可少，擁有健康就擁有財
寶。 
 
門診時間：(視疫情情狀況再公佈週知) 

【本院交通資訊】 
◎門診部地址：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250 號 

捷運轉乘路線：搭乘淡水信義路線於北投

站下車，轉搭新北投支線，於新北投站下

車後， 步行約 5分鐘即可到達，或於北投

捷運站搭乘 216、218、223、266 公車，於

中和街站下車。(如圖示)  

◎院本部門診、急診及住院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 60 號 

捷運轉乘路線：搭乘淡水信義路線於北投

站下車，轉搭新北投支線，於新北投站下

車後，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或於新北

投捷運站對面公園搭乘小 22、小 9 公車，

於北投醫院站下車。(如圖示) 

本院院本部附有停車場，歡迎開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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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6月門診時刻表 
（6月 1日-6 月 14 日） 

門診部(中和街) 
時間 科別 診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09：00 
│ 

11：30 

家醫科 1F第一診間 
陳家勉 
(家醫科)   陳家勉 

(家醫科)  
陳家勉 
(家醫科) 

身心科 

1F第一診間      

2F第一診間 彭柏瑞 楊皓名 曾志傑  鄭凱仁 黃仁弘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李添浚  李添浚 曾志傑 

2F第三診間 
楊蕙年 

(兒童青少年)  梁志頌 古世傑  楊蕙年 張復舜 

牙科 2F牙科診間   杜濬清 杜濬清     

 家醫科 1F第一診間      

  1F第一診間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含戒菸門診) 
  

下午 
   

14：00 
 │ 

16：30 

身心科 

2F第一診間  楊皓名 許崇智 江國棟 
鄭凱仁       

(兒童青少年)  
（嚴重情緒行為特別門診)          

2F第二診間 
古世傑          

(含戒菸門診) 
黃仁弘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 

（網路成癮門診) 
（嚴重情緒行為特別門診) 

  王育琛 

2F第三診間 許崇智 馬靖超  馬靖超   

3F第四診間     心理/放鬆減壓門診/
家庭評估/家族治療    

3F第五診間       自律神經訓練 家族治療 

牙 科 2F牙科診間   杜濬清 杜濬清     

晚上 
   

18：30 
 │ 

21：00 

家醫科 1F第一診間   陳家勉 
(家醫科) 

  

身心科 

1F第一診間     
張廷碩 

(兒童青少年) 
（網路成癮門診) 

2F第一診間 王育琛 楊立光/林明瑋 
(兒童青少年) 彭柏瑞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2F第二診間      

2F第三診間      

牙  科 2F牙科診間     杜濬清     

院本部(新民路) 
時間 科別 診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09：00 
│ 

11：30 

家醫科 第二診間      

身心科 

第一診間      

第二診間      

第三診間      

第四診間      

第五診間 
(急掛區) 

     

牙科 第四診間      

下午  
 

14：00 
│ 

16：30 

內科 第二診間      

身心科 

第一診間      

第二診間      

第三診間      

第四診間      

心理科      

替代療法
科 

第一診間 王育琛      李添浚 

   ※院本部門診自 5月 18 日已停診，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疫情解除後，再行公告開診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