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軍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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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刊第一一五期 

民國 110 年 12月 1 日 

發行人：楊斯年    審查：江國棟     總編：柯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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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疾管署為感謝本院於 10 月 18-31 日承接中崙接種站新
冠肺炎疫苗接種任務，期間支援 150 人次，共施打 5935 人，
特由急性傳染病組劉惠蓉副組長致贈加菜金，由院長楊斯年上
校代表接受。楊院長表示守護民眾身心健康，為本院醫護同仁
共同使命，將賡續配合中央政策，協助疫苗施打任務。 

[醫療專欄]：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動機式晤談法)。 
[特別門診]：多元性別門診開設。 
[醫師介紹]：蔡楚葳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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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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專欄】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動機式晤談法) 
醫療部 王育琛 醫師 

★激發改變動機(William R. Miller)的理論基礎及觀念 

    濫用藥物人士因為對戒除藥物表現猶豫不決，甚至以逃避態度面對，很多人認為要使用

強硬對質手法去迫使他們作出改變；可惜，並非出自於內心而被迫改變的未必有持久成效，

結果，恢復濫用藥物的情況很快出現，濫用藥物人士就更加被認定為抗拒改變，無可救藥。 

    激發改變動機理論是針對那些身受濫用藥物問題行為之苦，但無法改變或仍拖拖拉拉的

案主，設法幫助他們建立改變的動機，再做出承諾，採取行動去面對問題。它有別於傳統

將濫用藥物行為視為病態成癮性格，要採用強烈對質(Confrontation)的策略觀點，反而建議

將矛盾心理視為正常、可接受、可理解的。治療並不急於要案主接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也

不急於說服他們跟隨工作員的指示去改變，工作員要以高度耐性和容忍去瞭解案主正身處於

兩難當中，並不要以為他們是故意否認和逃避問題，不想改變。 

    新一代濫用藥物人士普遍相信他們可以控制藥物，不認為濫用藥物對他們有不良的影

響，根本不認為要去作出任何改變；在朋友影響下、深信用藥可達到自己預期效果，例如，

快速瘦身等，令他們未有放棄用藥之意。對於已有藥癮的濫藥人士，他們雖知濫藥後果，卻

懼怕清醒後要重新面對昔日生活上未能解決的問題，未有能力和信心去面對。總結來說，新

一代濫用藥物人士或是已有藥癮的濫藥人士都呈現出低度改變的型態。 

    有什麼方法去增強濫用藥物人士尋求改變的動機？動機式晤談法(W. Miller, 1980)是特

別設計來幫助案主建立改變的動機，它會採用多種理論與治療模式，如當事人中心治療法、

認知治療、系統理論、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等。工作員主要是協助濫用藥物人士認識到

目前潛在的問題，消減矛盾掙扎，邁向改變路程，所以，工作員並非擔任權威型角色，而是

以同理心去明瞭他們的處境，肯定他們是一個有能力者，營造一個對改變有正面效果的氣

氛。米勒(Miller 1983)提出五種基本原則，引領工作人員去締造這種氣氛： 

1. 表達同理心－多用反映式聆聽表現接納的態度。 

2. 創造不一致－尋找出目前行為與未來目標矛盾之處。(如：濫藥不能提昇賺錢能力。)  

3. 避免發生爭辯－不要強迫案主做決定，這是有損無益。 

4. 與抗拒纏鬥－「是的，但是.....」方式把案主的問題、擔憂拋回去。 

5. 支持自我有能感－增加案主克服障礙取得成功的認知。 

    動機式晤談法中，有八種由 A 排列至 H 的晤談技術策略，工作員按濫用藥物人士身處

之改變階段去選取合適的策略，分別如下： 

․A 給予提議(Giving ADVICE) 

․B 移走障礙(Removing BARRIERS) 

․C 提供選擇(Providing CHOICE) 

․D 降低渴求(Decreasing DESIRABILITY(可取)) 

․E 施以同理(Practicing EMPATHY) 

․F 提出回饋(Providing FEEDBACK) 

․G 澄清目的(Clarifying GOALS) 

․H 主動協助(Active HEL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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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門診】-多元性別門診開設 
★什麼是性別友善門診？                                        醫療部 蔡楚葳 醫師 

雖然美國精神醫學會在 1973 年已經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中除名，但 48 年後的
今天，我們又走了多遠了呢？ 

我一直清晰的記得，幾年前去參加美國精神醫學年會時，一位白髮蒼蒼的醫師分享，
1981 年的醫學年會，他以「已出櫃同志」的身份，獨排眾議的發表了一些意見；雖然不記
得當下那些提案怎麼了，但幾週後，他收到了一封信，一位來自奧克拉荷馬鄉下農場的男孩，
在信上大致上寫道：「親愛的某某醫師，出生在極度保守的奧克拉荷馬、我每一天都因為察
覺到自己的性向而感覺到罪惡、恐懼，無法見人、無法面對教會，總是不知道活著有什麼意
義；前幾天我本來想好，要用家裡的獵槍結束這痛苦的一生，但那天早上我看到報紙，寫著
「同性戀」醫師(您)在會議中的發言，我突然看到希望，我可以活下去，原來同性戀可以當
醫師，原來同性戀是可以公開在報紙上被提起的，謝謝您，我要活下去… 我要努力活下去，
去到一個像我這樣的同性戀也可以活得很好的地方。」 

講完這段話，會場裡許多人都哭了，老醫生明顯的也情緒激動了起來，他帶著哽咽的語
氣繼續說：「我每次想到這位來信少年，就會想到除了他以外、那些真的拿了槍出去解決自
己的孩子們。」 

性別友善門診只是一個開端，三總北投分院於 12 月起由陳泰宇醫師、蔡楚葳醫師
開設性別友善門診，我們也想延續那位老醫生的精神：只有當
我們努力先撐出了空間，讓不被理解的人、想被理解的人、或想
理解自己身邊這些人的親友，有一個可以放心談論的空間、當我
們願意一起大聲說出來：同性戀、跨性別、各種光譜的性傾向或
自我認同，都不是疾病！只有這些聲音足夠大聲，才可以讓更多
的孩子放下獵槍、放下各種可能會傷害自己的東西，然後就像看
一般感冒一樣的、就樣談論天氣一樣的，好好地展開愛自己的路。 

【醫師介紹】 

蔡楚葳 醫師  

 

現職：  
三總北投分院精神科醫師 
三總北投分院兒童及青少
年精神科研究醫師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 
經歷：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住院醫師及總醫師、精神科
專科醫師 
獲獎事蹟： 
108年臺北市醫師公會青年杏林獎 
專長： 
1.一般精神疾病：思覺失調症、憂鬱症、躁鬱症、  
焦慮症、強迫症。 

2.婦女身心醫學：女性精神疾病、經前症候群、
產後憂鬱症、懷孕相關身心問題、更年期身心
調適、女性疾病身心照護等問題。 

3.性別友善門診：多元性別精神健康。 
門診時間：  
(中和街)：星期二晚上、星期三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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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門診時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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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檢) 
 (軍人體檢複檢門診) 

 
陳家勉 

(家醫科/類流感門診 
/勞工健檢) 

（軍人體檢複檢門診） 

方文輝 
(家醫科) 

陳家勉 
(家醫科/勞工健檢) 
 (軍人體檢複檢門診) 

身心科 

2F第一診間 
彭柏瑞 

(護生教學診) 
梁志頌 

(新冠疫情身心療癒特別門診) 
蔡楚葳 

(性別友善門診) 鄭凱仁 
陳泰宇 

(性別友善門診)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李添浚 謝定宏 李添浚 
(護生教學診) 

曾志傑 
(護生教學診) 

(新冠疫情身心療癒特別門診) 

2F第三診間 
楊蕙年 

(兒童青少年)  朱軒德 古世傑 楊蕙年 
(護生教學診)   

吳永富 
(護生教學診) 

3F第四診間  林明瑋 
(嚴重情緒行為特別門診) 

   

牙科 2F牙科診間 陳人豪 杜濬清 杜濬清 陳人豪   

下午  
    

14：00 
 │ 

16：30 

家醫科 1F第一診間   林晉賢 
(家醫科)   

身心科 

2F第一診間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戒菸門診)         

吳永富 
(老人特別門診) 彭嘉和 羅時茂 江國棟 

鄭凱仁 
(兒童青少年)  

（嚴重情緒行為特別門診) 
（護生教學診)                

2F第二診間 
古世傑            

(含戒菸門診) 
（護生教學診) 

楊皓名 
(護生教學診)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 

（網路成癮門診) 
（嚴重情緒行為特別門診) 

(護生教學診) 

 
王育琛 

(護生教學診) 

2F第三診間 許崇智 馬靖超  馬靖超 
(護生教學診)  

3F第四診間     心理/放鬆減壓門診/
家庭評估/家族治療   李彥鋒 

3F第五診間       自律神經訓練 家族治療 
牙 科 2F牙科診間 陳人豪 杜濬清 杜濬清 陳人豪   

晚上  
    

18：30 
 │ 

21：00 

家醫科/ 
身心科 

1F第一診間  
黃旭瑩                
(小兒科) 

陳家勉 
(家醫科/勞工健檢) 
 (軍人體檢複檢門診) 

 
張廷碩 

(兒童青少年) 
（網路成癮門診) 

身心科 

2F第一診間 王育琛 楊立光/蔡楚葳 
(兒童青少年) 彭柏瑞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張復舜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朱軒德   李彥鋒   

2F第三診間 
楊蕙年 

(嚴重情緒行為特別門診) 吳永富 曾裕庭 高廉程 張國榮 

牙  科 2F牙科診間 陳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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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上午  
 

09：00 
│ 

11：30 

家醫科 第二診間   林晉賢 
(家醫科) 

劉崢偉 
(心臟內科) 
(特約診) 

  陳家勉 
(家醫科) 

身心科 

第一診間 
周銘坤 

(神經內科)  

曾志傑 
(含戒菸門診) 

(教學門診) 
(新冠疫情身心
療癒特別門診) 

曾裕庭 江國棟 曾裕庭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嚴重情緒行為特別門診) 

第二診間 
馬靖超 

(含戒菸門診) 
(疼痛及睡眠評估特約門診)       

楊皓名     

馬靖超 
(含戒菸門診) 

(疼痛及睡眠評估特約門診) 
(新冠疫情身心療癒特別門

診) 

  

第三診間 
楊皓名 
(新冠疫情 

身心療癒特別門診) 

鄭宇明 
(12/7) 李彥鋒 

陳家勉 
(家醫科/類流感門診 

/勞工健檢) 
（軍人體檢複檢門診） 

黃耀進 
(老人特別門診) 

(12/3、12/17) 

林明瑋 
（嚴重情緒行為特別門診) 

(新冠疫情身心療癒特別門診) 

第四診間 許崇智 鄒輝穎 

曾志傑 
(含失眠門診、戒菸門診) 

(新冠疫情 
身心療癒特別門診) 

吳永富 
(含戒菸門診/ 
心理治療晤談) 
(新冠疫情 

身心療癒特別門診) 

   

第六診間 
(急掛區) 

朱軒德 
(rTMS)      

牙科 第四診間         杜濬清   

下午 
  

14：00 
│ 

16：30 

內科 第二診間      劉崢偉 
(心臟內科) 

  

身心科 

第一診間  許崇智 
鄭凱仁 

(兒童青少年) 
(教學門診)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戒菸門診)   

第二診間 
林明瑋 

（嚴重情緒行為特別門診) 高廉程 彭柏瑞     

第三診間 
高廉程 

(護生教學診)       
黃仁弘

(12/14、12/28) 楊斯年  古世傑  

第四診間 
戴月明 

(護生教學診)   張復舜 邱勝博 
（新陳代謝科）  

心理科     放鬆減壓門診  
替代療
法科 第一診間 

王育琛 
(含身心科/戒菸門診)      李添浚 

(含身心科/含戒菸門診)  

   ※國軍官兵年度體檢異常須回診者，請預約軍人體檢複檢門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