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軍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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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刊第一一○期 

民國 110 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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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作家艾姬與 CIRILLA 希莉亞公司，親赴本院致贈醫護人員
菁植淨膚噴霧隨身瓶，感謝同仁因工作造成的雙手乾裂，本院
由處長謝明潔中校代表接受並致贈感謝狀，以感謝本次「送愛
心挺醫護」活動。 

[醫療專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對高齡長者恐慌症狀的因
應及建議。 

[醫師介紹]：楊皓名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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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對高齡長者恐慌症狀的因應及建議 
 醫療部 老人精神科 吳永富主任 

    2019年 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陸續出現不明原因的肺炎個案。2020

年 1 月 15 日，疾管署將此不明肺炎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定名為「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2020年 1月 20日，行政院開設三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隔日，臺灣出現首起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到了同年 2月，臺灣發現首例死亡個案。同

年 2月 27日，因應國際疫情危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到了 2021

年 1月，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爆發群聚感染事件，讓臺灣社會提升警覺。同年 4月，

桃園市諾富特飯店出現群聚感染；其後宜蘭縣、新北市蘆洲區以及臺北市萬華區先後

出現群聚感染，本土感染情況快速擴大。同年 5 月 19 日，臺灣宣布全面進入第三級

防疫警戒。截至 2021年 6月 24日，臺灣累計確診個案 14,389人（13,169例本土案

例、1,167 例境外移入案例、36 例敦睦遠航訓練支隊案例、2 例航空器案例、1 例不

明案例及 14例調查中），累計死亡個案 605人。而死亡個案中，發病病程平均 8.3天，

60歲以上比例高達 91.5%，發病後 8-14天死亡佔 40%，3天內死亡佔 18%……。 

    上述的疫情每天都在變化，唯一不變的就是疫情仍然持續惡化中。門診中許多高

齡年長者，在診間陳述著重複看著新聞播放的內容，常會焦慮到睡不著覺，嚴重時甚

至出現恐慌發作的情形。 

    恐慌症是一種不限定於特殊情境或場合，會重覆發作或突然發生，無預警地而產

生強烈緊張(焦慮)症狀的疾病。每次恐慌發作會有突如其來的感到極度恐懼、不安或

憂慮，合併心悸、胸痛、梗塞暈眩感、呼吸急促、失真感…等症狀。恐慌症的發作大

約會持續 10~20分鐘，但有時候則會持續達 1小時；並非每次恐慌發作都會表現出所

有症狀，有可能只表現其中幾個而已。患者在恐慌發作後的一個月後，可能會持續擔

心再次恐慌發作，並擔心因恐慌發作所導致的身體變化。臨床上，當同時有 4個或以

上的症狀發生時，就可能是恐慌發作： 

(1) 心跳加速 

(2) 流汗不止 

(3) 全身顫抖 

(4) 呼吸急促 

(5) 暈眩、輕微頭痛，或有昏厥的現象發生 

(6) 有分離感或感覺不真實 

(7) 害怕無法控制或趨近於瘋狂 

(8) 覺得呼吸困難 

(9) 噁心、胃痛 
圖片說明：作者細心看診與詳細回覆病患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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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害怕死亡 

(11) 麻木或刺痛感 

(12) 覺得寒冷或潮紅 

    恐慌症的診斷需有醫師與病患面談，進行完整的精神醫學評估來確認症狀；並以

疾病的嚴重度及對病患日常生活的影響程度為基礎，來決定治療計畫。治療方面，恐

慌症的病程有長期慢性化的傾向，但疾病可能呈現時好時壞的波動現象。其治療目前

尚無專一性療法，須視患者的病情狀況，藉由藥物治療及或非藥物治療而獲得改善。

藥物治療方面，早期藥物的治療選擇以三環抗鬱劑(TCA)及高效力焦慮劑(如

Alprazolam)等藥物。近年來則以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SRI)、血清素及正腎上腺素回

收抑制劑(SNRI)…等藥物治療取代之。非藥物治療，包括心理治療、認知行為治療…

等；放鬆技巧包括生理回饋和冥想，適度運動及均衡的營養，亦有助於患者控制其疾

病。總結：疫情當前，對於高齡長者身心狀態的影響，需要給予更多的關心和重視。

家屬除了定期的電話關心外，也應該瞭解這些高齡長者本身的身心科服藥狀況，才能

減少恐慌發作的身心不適。 

【醫師介紹】 

楊皓名醫師  

 
現職：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精神科主治醫師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科所博士候選人 
 
經歷：  
臺大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進修醫師 
台北榮總照會精神醫學進修醫師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總醫師、研究醫師 
衛福部金門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康寧醫院兼任精神科主治醫師 
培靈醫院兼任精神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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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關懷全人照顧，追求優質精神醫療，守護軍
民身心健康。 
 
門診時間：【後續視疫情情狀況再公佈週知】 
(中和街)：星期一上午及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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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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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家勉 

(家醫科)  
陳家勉 
(家醫科) 

身心科 

1F第一診間  李彥鋒 張復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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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永富 

牙科 2F牙科診間   杜濬清 杜濬清     

下午  
    

14：00 
 │ 

16：30 

家醫科 1F第一診間      

身心科 

1F第一診間 林明瑋 高廉程 朱軒德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含戒菸門診) 
李彥鋒 

2F第一診間 吳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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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廉程 王育琛 

2F第三診間 許崇智 馬靖超 曾裕庭 馬靖超 曾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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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葳 
(兒童青少年) 彭柏瑞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2F第二診間 林明瑋 朱軒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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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科 第二診間 楊皓名 高廉程 馬靖超 吳永富 梁志頌 

下午 
14：00 
 │ 

16：30 

身心科 第二診間 朱軒德 彭柏瑞 古世傑 曾裕庭 林明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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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7月因應 COVID-19視訊門診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吳永富 
楊蕙年 
彭柏瑞 

馬靖超 
鄭凱仁 

張廷碩  

下午 
戴月明 
黃仁弘 

曾志傑 張復舜 
楊立光 
許崇智 
吳永富 

高廉程 
李彥鋒 

★視訊診療就診說明： 
․診療前: 
1.預先下載 Google Meet軟體。每診次每位醫師限號 5人，預約專線(02)2895-0020。 
2.請牢記工作人員提供的 10 碼英文代碼。 
3.按時登入視訊診療，延遲登入超過 15分鐘恕無法提供該次診療，請改掛實體門診或另約其他視訊時
段。 

․診療中: 
請出示有照片之個人健保卡(無照片請出示雙證件)，由醫師拍照(截圖)以備健保署審查。 

․診療後: 
盡速(3日內)由本人或家屬持健保卡，至本院中和街 250號門診部過卡、批價及領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