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今天收到花了！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我們昨天發生了第一次的爭執，他說了很多殘忍的話來傷害我，

我知道他也很抱歉，他不是故意說那些話的，因為他今天送我花了。

我今天收到花了！

今天不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昨晚他把我往牆上丟並且掐我的脖子，感覺很不真實，就像一場惡夢一樣，

我今天早上從惡夢中醒來，發現我全身痠痛瘀青，

我知道他也很抱歉，因為他今天送我花了。

我今天收到花了！

今天不是情人節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昨晚他對我拳打腳踢並威脅要殺了我，

這次化妝與長袖的衣服也掩蓋不了我身上的傷痕，

今天我不想去上班，因為我不想讓大家發現，

我知道他也很抱歉，因為他今天送我花了。

我今天收到花了！

今天不是母親節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昨晚他又毆打我了，而且這次比之前幾次都更嚴重，

如果我離開他，我該怎麼辦 ? 我的小孩怎麼辦 ? 沒有錢怎麼辦 ?

我很怕他，但我也很怕離開，

我知道他也很抱歉，因為他今天送我花了。

我今天收到花了！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今天是我的葬禮，

昨晚他終於殺死我了，他把我打死了，

如果我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離開他，今天我就不會收到花了。

為家勇敢改變  認識 家庭暴力
文/社會服務組 宋宛怡 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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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是英國詩人Allen Dowdell在1991

年完成的詩，深刻的描繪出家庭暴力被害人

的心路歷程。負責急診業務多年，看過家庭

暴力的被害人，從同居時期就被男友打，後

來再看到她，男友已變老公；再看到她，兩

個人已經生了一個孩子。我問她，你有很多

次離開的機會，為什麼沒有選擇離開? 她默

默地說，我以為結婚後他就會改變，我以為

生了孩子後他就會改變。也看過五六十歲的

阿姨、或老人家來驗傷，憤恨地跟我說，我

忍受他的暴力三、四十年，就是要等到現在

孩子都成家立業，我要訴請離婚。每每看到

這些活在恐懼中的家庭暴力被害人，原本應

是避風港的家，卻變成另一個惡夢。但為著

家人懷抱的希望，默默地忍受，甚至還要面

對其他人異樣的眼光，不諒解的態度，給這

些被害人二度傷害，就覺得很心疼他們。我

們不管在醫院，生活的社區，或是認識的朋

友，都有可能會遇到家庭暴力的被害人，我

們可以為家庭暴力被害人做些什麼? 

1.保護生命安全

通常我都會提醒來驗傷的家暴被害人，

不管如何都要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不

幸在家中起爭執，盡量不要與加害人待在密

閉空間、浴室、廚房及樓梯間等更可能會危

害生命安全的地方，並且能夠往外跑就盡量

往外跑，身為鄰居的我們，也要積極地協助

報警。

2.保存證據

至醫院驗傷就是一個保存證據的方式，

另外事發當下的錄音、錄影及通訊軟體留下

的通聯資料都是可以佐證的證據，有些被害

人覺得蒐證會傷害對方，但蒐證只是一個保

護自己的方式，不一定要訴諸法律途徑。

3.尋求協助

110、113都是簡單容易可以得到幫助

及諮詢的方式，很多熱心的家人、民眾常常

會跟我們社工師說，誰很可憐被老公打，你

們要救救她，但如果家暴被害人不願意被幫

助，不願意離開，不願意自己尋求幫助，我

們網絡的專業人員也無法為他做些什麼。

家庭暴力對我們一般人來說是一件很遙

遠的事，但對這群受暴的被害人來說卻是每

天的夢靨，很多人覺得可恥、丟臉以及為了

孩子種種的原因不敢尋求協助，其實只要勇

敢了，會發現可以得到的幫助很多，希望這

些家暴被害人，多一點改變的勇氣。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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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飲食 提升睡眠品質

根據台灣睡眠醫學會2013年的最新調

查：全台慢性失眠症盛行率為19.3%，其結

果顯示，台灣慢性失眠比例約在1/5 左右，

即每5位民眾就有一人有睡眠的問題，依據

該學會的調查發現，年齡越大失眠的比率

也越高，老年人失眠的比率更高達27%。因

此，對許多人來說，要睡得好似乎是一件很

困難的事，睡不好不僅影響生活品質、無法

專心工作，而且長期睡眠不足，更造成疲

勞、免疫力下降、情緒焦躁，甚至會引發高

血壓、心血管疾病等。

因此，充足的睡眠對我們每日的生活

非常重要，該如何才能一夜好眠呢？最重要

的是了解原因、解決問題、吃對的食物、避

免錯誤的飲食習慣，如此才能幫助我們睡好

覺，尤其是晚餐食物正確吃更能助我們一夜

好眠。

吃哪些食物可以幫助睡眠呢?

一、富含色胺酸的食物：

此類食物包括全麥相關製品、大豆製

品、香蕉、牛奶、優酪乳、堅果類(腰果、核

桃、葵瓜子、芝麻、南瓜子、開心果等)，動

物性的來源則為肉類、鱈魚、鮭魚等。以上

這些食物富含色胺酸，色胺酸在體內會轉化

成與調節睡眠有關的神經傳導物質血清張力

素(Serotonin)，使人感到飽足、放鬆，進而

誘發睡眠。

二、富含維生素B的食物：

身體內的維生素B群一起分工合作以維

持我們身體正常的代謝，同時，使神經系統

正常運轉及穩定，因而減輕了身體的壓力與

疲勞。尤其是維生素B1及B6對人體神經系統

的功能與穩定情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含麩

質的食物大都富含維生素B群，此類食物如

全麥麵包、糙米、燕麥片、薏仁等。另外牛

奶、蛋、海鮮、酵母粉和堅果類也都富含維

生素B群，可以幫助穩定神經與情緒。

文/營養科 姜秋月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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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含鈣、鎂、鐵等礦物質的食物：

鈣質是人體必需的礦物質，少量以鈣

離子的形式存在於血液和組織裡，其對身體

的功能之一是維持正常的神經傳導功能，所

以鈣離子能安神幫助睡眠，晚餐可以加入高

鈣食物輔助睡眠，例如牛奶、芝麻、紫菜、

海帶、豆腐等都是高鈣食物的來源，芝麻

牛奶、香蕉牛奶都是好的助眠食物。鎂，一

般民眾比較不容易缺乏，普遍存在於各種食

物中，尤其是深綠色蔬菜含量豐富。另外，

堅果類、全穀類、海鮮類等食物含量也很豐

富。鐵是造血所需的礦物質，具有安神鎮靜

的作用，尤其是女性及銀髮族較容易缺乏鐵

質，故平日應攝取富含鐵質之食物，尤其女

性於生理期間更需要補充，才能獲得充足之

休息與睡眠，富含鐵的食物包括紅肉(牛肉

)、瘦肉、蛋等，這些食物搭配富含維生素C

的蔬菜水果一起吃，鐵質的吸收效果更好。

那些食物或飲食習慣不良會影響睡眠品質，

晚餐應該盡量避免呢？

一、晚餐應避免難消化的高脂肪高熱量食物

高脂肪高熱量的食物較難消化，尤其

是高蛋白質的油炸肉類，加重了腸、胃、

肝、膽和胰的工作負擔，刺激中樞神經持續

工作，無法讓身體正常休息。肉類中蛋白質

的酪胺酸同時也會促使大腦合成神經傳遞物

多巴胺及正腎上腺素，使血壓上升，精神亢

奮，間接的影響了睡意。另外，吃太飽，睡

覺平躺易引起胃酸逆流影響睡眠，故晚餐七

分飽，睡眠沒煩惱。

二、晚餐應避免辛辣及容易脹氣的食物

辛辣的食物會使腸胃道緊張，影響睡

眠，故晚餐宜進食清淡，簡單烹調之食物，

避免辣椒、大蒜、洋蔥及醬料過多的食物。

另外易脹氣之食物例如豆類、地瓜、碳酸飲

料、發酵食品，如麵包等應該避免在晚餐

吃。

三、睡前應避免刺激性之飲料：

包括各種茶類飲料、可樂及咖啡，這

些提神飲料不僅讓神經亢奮睡不著，同時有

利尿效果，造成夜間睡眠斷斷續續，也應避

免。另，有些人夜間飲酒甚至酗酒更大大影

響了睡眠，晚上肝臟仍需持續運作以代謝酒

精，身體無法正常修復，無法恢復疲勞，故

有些人一覺醒來仍覺得疲憊不堪。

另外，生理狀況、生活習慣、壓力等皆

是干擾睡眠的原因，故去除原因才是良好睡

眠品質的根本之道。以上對助眠有幫助的食

物應該平時即要落實，均衡飲食和良好的生

活習慣是開啟改善睡眠品質的第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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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用藥 
「正確使用指示藥與成藥」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為增進一般

民眾正確用藥的知能，自民國98年起開始

推動校園正確用藥教育計畫，協助各級學

校強化正確用藥教育，以結合社區藥師資

源，透過一校一藥師的方式，增進師生正

確用藥知能，進而擴展至家庭與社區，建

立學校藥師與家庭藥師服務模式。105年度

委辦醫策會於全國北、中、南、東及離島

設置至少22個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本

院是其中一員，負責中部地區社區民眾之

用藥安全教育模式開發及相關推廣計畫。

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提供可近性的

藥事照護服務，讓民眾瞭解藥事人員的專

業及藥事照護服務的重要性，並深入社區

及學校關懷據點，教導民眾如何正確使用

藥物。本院「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

設置於本院汝川大樓一樓發藥處旁的藥物

諮詢室，提供各項藥物諮詢服務，包括特

殊劑型操作指導、藥物注意事項及特殊病

人用藥指導，並備有各項藥品衛教單張、

正確用藥教育宣導等供民眾索取。亦設置

藥物查詢機供民眾查詢藥品外觀、用途、

注意事項。民眾有任何用藥問題，現場都

有專業藥師提供諮詢服務，另外也可透過本

院網站-藥物諮詢或24小時藥物諮詢專線：

（04）2473-9595轉38005或20160，歡迎

民眾踴躍洽詢。

今年主題為「正確使用指示藥與成藥」-

藥品分三級 用藥看標示。所謂藥品分三級是

指我國藥品的分級制度，其按照使用風險性

高低分成三級-「處方藥、指示藥、成藥」。

了解藥品分級制度，確認藥品是屬於指示藥

或成藥，而處方藥必須由醫師處方才可使

用。能讓我們在使用藥品上更安心，也能方

便政府的藥品管理。

藥品分級： 

(一)「處方藥」：處方藥通常具有較大的毒

性與副作用，必須由醫師診斷病情找出病

因，再開立處方箋由藥師調劑後，交由病患

使用，病患是不應該也不能自行到藥局購買

的，如：高血壓用藥、糖尿病用藥、降血脂

用藥、抗生素…等。大部分病患都可安心地

使用處方藥來治療疾病，僅有極少部分的病

患可能因具有特殊體質，會對藥品的敏感性

較高而容易產生副作用，此時應立即停止使

用該項處方藥品，若有必要請回診。

文/藥劑科 魏菀葶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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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示藥」：使用的風險性較處方

藥低，不需要醫師處方，但必須在醫師、

藥師或藥劑生指示下使用的藥品，如：綜

合維他命、普拿疼、綜合感冒藥…等。指

示藥雖不需要醫師處方箋，但若是使用不

當，仍可能無法達到預期的療效或對身體

產生副作用，因此購買指示藥時，請務必

確認使用方法及可能產生的不良反應。

(三)「成藥」：藥性弱，作用緩和，民眾可

以自行購買使用。風險性較指示藥低，藥

理作用緩和，不需要醫藥專業人員指示，

但民眾使用前需自行閱讀藥品說明書與標

示，如：綠油精等。若使用1～2次之後，

病況不見好轉，應立即就醫，以免延誤病

情。 

最後在此強調，不用或過期藥物處

理之觀念與原則：沒吃完的剩餘藥品，絕

對不可隨意丟棄或倒入水槽或馬桶沖走，

一來會造成環境污染，也會透過環境反

饋，危害人體健康。那麼應該怎麼做呢？

首先，若家中有剩餘藥品屬於「還在使用

中」，請於回診時，讓醫師減少該藥品處

方數量，珍惜藥品資源；若反之，則將不

再使用或不能使用之藥品做適當的處理：

1.一般固體藥品，如錠狀、膠囊藥品：將

藥品與外包裝分開，外包裝需回收，而

藥品倒入可封口的塑膠袋，置於一般垃

圾，隨垃圾車丟棄 。

2.一般液體藥品，如糖漿、藥水：需將液體

倒入塑膠袋(袋內放入一些可吸附藥水的

物質，如衛生紙，協助吸收液體) 隨垃圾

車丟棄。將空瓶交由資源回收車回收。

3.化療藥品及管制藥品：此類藥物含劇毒或

有濫用之危險性，建議拿到居家附近的

廢棄藥品檢收站或藥局回收，由專業藥

事人員協助處理。

本院藥師至何厝國小做正確用藥衛教宣導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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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全馬記
上感受到名古屋的蓄勢待發，而我想完成全馬

的決心，悄悄發酵，等待明天大賽中揮灑。

名古屋起跑時間訂於早上九點十分，

起跑前半小時，主持人開始帶領暖身操。伸

展動作搭配著音樂的節奏，緩和了緊張的情

緒，漸漸地讓我陶醉在壯觀的萬人女子運動

會氣氛中。由於我被分配到L組，起跑時間

較晚，自認前半馬必須加緊趕路，剛開始即

不停穿梭超越其他跑友，深怕自己會被回收

關門，但同時心情是熱鬧興奮的。日本民眾

於賽道兩旁夾道加油和擊掌，濃濃的人情無

疑是跑者最結實的肩膀，沿途也可見輪椅跑

友、盲人參賽者，由伴跑員領跑下奮力往前

邁進，大會也安排醫師跑者，隨時觀察每位

跑者的身體狀態；在名馬起跑不久後，接著

另一賽事－名古屋城市半馬的男子組也開始

起跑，好幾位飛毛腿選手從身旁飛越，大伙

驚嘆著同時，也激起奮力邁進的動力；但隨

著時間過去，難免出現了無力感，試想著什

麼辦法讓自己撐過，或嘗試轉念讓自己輕鬆

一點。因為跑馬的路途多為來回折返跑，當

去年八月立下志願，想征服全馬，為大

七畢業留些回憶，但回顧我的路跑經歷一點

都不光彩，只是個跑馬素人。在名古屋路跑

前，從未參與全馬或是半馬賽事，目前最長

遠跑程僅15公里，要達成目標實在困難，但

我相信每件事情總有起步時，抱著躍躍欲試

的心情，踏上了這次的旅途。 

我隻身飛往名古屋！但在機上不孤單，

班機上充滿著跑馬的女生，可說是跑馬專

機！載著一群穿著步鞋的台灣女生，滿懷忐

忑的心情一起出發。坐在我旁邊的女生－凱

西介紹著自己並興奮地和我聊起她的跑馬史

和大阪馬相識的現任男友！就這樣來自不同

地方、不同領域，卻帶著一樣的夢想，一起

感受42.195公里的風光。

第一天的室友也是一位來自台灣的女

生，素昧平生卻睡在同張semi-double雙人床

上，第一次跟陌生人躺同一張床，感覺有些

不自在，卻因為共同的目標而備感溫馨。隔

天再一起搭乘地鐵前往報到會場和場勘，並

逛逛各馬拉松攤位，買些補給和紀念衫，一路

心靈點滴

文/中山醫學大學 吳欣儀 實習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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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點滴

自己往回跑的時候，看到對向的跑者號碼布

上的區號是提早出發的B.C.D組等，而自己

卻後來居上的時候，自信心油然而生，似乎

又增加一點前進的動力，陶醉在與假想敵對

抗的平衡中。

另外，跑馬沿途美味的補給是最好的

能量，炸蓮藕片、鹽味香菇巧克力、十勝麵

包，還有來自民眾的私人補給，都讓跑友們

不會挨餓，但我因此不小心吃太多而在29

公里處肚子疼痛得受不了。偏偏廁所大排長

龍，如廁浪費了不少時間，往後的十多公里

賽程迷茫焦慮的心情，讓我想起曾經挑戰山

徑越野賽，在開跑不久，因為坡度變化，引

發一陣噁心而開始嘔吐，事後又是一名小女

漢子，六小時完賽記憶給了我現在的力量，

相信毅力是可以訓練的，讓自己更有勇氣面

對生命中的挑戰。

來到30公里處後，每踏出一步，雙腳

都是酷刑般的忍耐。印象很深刻後半馬不僅

是持續跑著，而且停下來後要準備重新啟

動，即便只是經過補水站休息3分鐘，身體

就強烈抗議、反抗僅存的意志和腳力。而這

麼多女生一起伴跑、一起努力，忍著痛，想

要完成心中的夢想。我們都不是風光的優勝

者，或許有人成功完賽、有人不幸被回收車

截停，但追求夢想的心是一樣的。

有人說: 如果只想要運動，只需要跑一

公里；但如果想要體驗人生，非要跑一場馬

拉松。跑馬後，名古屋地鐵裡充斥著跛行的

腳，我想這些病患的診斷肯定都是”Nagoya 

foot”，可是每個參賽者仍然拖著跛腳遍跡

名古屋景點，我的雙腳和關節也不例外，拖

著疲憊的雙腳，一拐一拐地也要吃到名古屋

的鰻魚飯和夢幻雞翅，食物便顯得更珍貴、

美味。  

初馬有如初戀，是曾經也是永遠。這

種經歷刻骨銘心，沿途上美麗的風景、熱鬧

的人群、帶著汗水、淚水和掙扎；醫學如同

馬拉松式長跑，路途很遠、未來很長，任重

而道遠。從運動中，我學習到和自己相處對

話，解決和順應沿途遇到的變化，這是馬拉松

教我的事，運動讓我更了解也更喜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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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點滴

校長、院長、老師、同學及遠道而來的

家長，大家好：

首先恭喜在座畢業生，明天過後我們即

將卸下「大學生」這個身分，不知道大家現

在的心情是惶恐？期待？還是不捨？現在的

我想到更多的是「感恩」；感恩這個曾讓我

們挑戰深夜壓底線生出報告、讓我們喊出生

命自然會找到出路、讓我們體會人生酸甜苦

辣的身分，還有一路走來的同學跟師長陪伴

我們成長；劉真(師大校長)曾說：教育就是奉

獻；不只是教育，身為中山醫大的我們是否

乘載老師教育的奉獻精神？

我們，在大眾社會中90後的一代，有人

稱為「水蜜桃族」，在內地興起口號稱我們

為「玩的酷靠得住」的成功一代。然而面對

畢業的這天，不禁要反問自己：「我們準備

好了嗎？」要讓這些名詞來定義我們嗎？我

們的未來在哪裡？

在我們當中有的人可以選擇工作、有的

人被工作選擇、有的人可能會失業，不管當

下的境遇如何，不要忘記：人生的深度由我

們的態度來定義！當我們離開這裏，外面給

了我們另一個稱呼「高知識分子」。但親愛

的同學，這個社會不缺乏高知識分子，真正

缺少的是用愛來實現知識、正義的社會人。

明天過後我們會有甚麼樣的身分？有著甚麼

樣的機會？全靠我們的態度去爭取；尼爾‧

唐納‧沃許說：「你若想得到這個世界最好

的東西，先提供這個世界最好的你。」那我

想最好的我們是在感恩及奉獻的心當中展現

出來的！

一提及中山醫不免想到共同的回憶：旋

轉樓梯、手扶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校園

的大小；不過我想沒有人會將校園大小視為

自己成就高低的原因，也沒有人會用校園大

小來判斷老師的價值。在這裡老師允許我們

有失敗的機會，每個人或許成長速度不同，

他們耐心的等我們成長，但社會、時間不會

等我們！不過我有把握地說，隨著四年時間

我們都成長了。我很喜歡聖經一句經文：

「我不是已經完全了，我乃是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如今我們仍在人

生道路上跑著，當用對的態度面對生活，

這樣的路不一定是最好走的；同樣堅持對的

事不一定會讓我們成為有錢的人、有權勢的

人，但堅持對的事讓我們成為值得敬重的

人。

中華職棒在2015年6月一場義大與兄弟

的比賽中，許基宏在第二局敲出一支全壘

打，卻被主審判出局，原因是他沒有踩本壘

壘包；我想擊出人生的全壘打、別讓自己輸

在起跑點固然重要，但若因最基本的態度輸

在終點線才是最可惜的！

今天在此準備進入人生新的階段，當我

們離開這扇門，帶走滿滿的回憶、收穫、帶

走老師的祝福期許、帶走文憑、同時也請將

我們的態度帶入另一個里程碑。

感謝所有參與在我們人生中的師長、父

母，謝謝你們的付出、栽培，我是104學年

度畢業生致詞代表   周宜

將一切榮耀歸給上帝，祝福所有畢業

生，活出自己生命的高度！謝謝！

中山醫大畢業生代表致詞稿

人生深度由態度定義  
文/周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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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徵求! 期待醫療更安全的你!

「病人安全」是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重視的議題之一，希望透過徵

文，瞭解民眾、病人或家屬對病人安全之想法，藉由互相交流及分享

之方式，提升本院病人安全。投稿內容以病人安全為主，舉凡用藥、手

術、檢查、照護或其他事件均可，亦可分享對病人安全的相關想法。

文長八百字以內為宜，本刊編輯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來

稿請email至cshp731@csh.org.tw，並註明真實姓名、年齡、身分證

字號、聯絡電話、筆名。文稿一經採用，均酬稿費。

105年08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星

期
時間

會議名稱/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105.08.02 二 13:00-15:00
台灣兒童胸腔醫學會

中區月會
陳家玉教授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簡小姐

21728

兒童胸腔醫學會

/兒科醫學會

105.08.03 三 12:30-13:30
一趟豐碩之旅-

美國史丹佛大學進修記

蕭玉屏

皮膚科醫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昱佑

34536
無

105.08.10 三 12:30-13:30
非小細胞肺癌的

治療新進展

三總醫院血腫科

何景良主任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5學分

105.08.11 四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南投醫院

安寧團隊

內科大樓五樓

諮詢討論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5積分

105.08.13 六 14:00-17:00
105年兒童安寧

緩和療護課程(中區)

翁益強、勞萱之、

呂立、沈青青、

賴維淑、彭純芝、

江東和、黃曉峰、

趙可式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王銘雄

38536

安寧照顧協會

繼續認證4小時

105.08.13 六 08:30-12:00
腸病毒71型

繼續教育訓練

江國梁、馬瑞衫、

林建亨、許績男等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簡小姐

21728

兒科醫學會/護理師

/專科護理師

105.08.15 一 12:30-13:30 骨盆保健運動
賴郁芬

物理治療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詹秋霜

34162
無

105.08.22 一 14:00-15:30 X光教學
楊思標

教授

行政7樓4706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105.08.25 四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高雄長庚醫院

安寧團隊

內科大樓五樓

諮詢討論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5積分

105.08.31 三 12:30-13:30 學術演講
張浤榮

主任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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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院區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39595

■文心院區 (口腔醫學研究中心)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1866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電話：04-22621652

醫療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