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過國家品質標章認證醫療機構

快樂的哺乳，幸福的開始-
為母乳哺育的媽媽們創造一個安全和支持的環境

關心產婦從心開始，快樂的哺乳，幸福

的開始-為母乳哺育的媽媽們創造一個安全

和支持的環境。

一、本院服務特色： 

1.完善之空間規劃，為全台少有之妥善空間

規劃，對孕產婦產前、產中、產後之照護

及母乳哺餵相關動線皆有完整考量，醫護

人員在照護上也能更臻完善。

2.醫學中心規模在母嬰照護上為第三級周產

期照護中心，主要接受中彰投等醫療院所

轉診，有完整的急診轉診制度及各專科專

業照護，形成其他院所有力之後盾。

3.本院成立針對哺乳困難產婦駐點服務照護

(婦產科病房內)，由院內國際泌乳顧問協

助解決哺乳相關問題，設立”中山附醫泌

乳諮詢小組”之臉書專頁，方便哺乳媽咪

能得到更立即的正確資訊與諮詢。

4.多項設計讓母乳哺餵更加分：如嬰兒運送

防護罩、乳頭牽引器、母乳解凍後保存標

示牌，並申請專利推廣至相關單位。

5.連續14年通過母嬰親善評鑑，並於103年

通過國健署母嬰親善醫療院所合格認證”

最優等”四年免評鑑。多位國際泌乳顧

問，定期為院內及院外人士提供教育課

程，肩負為其他院所母乳課程與帶領支持

團體之任務，推廣不遺餘力。

6.於103年通過及

104、105年完成續

審SNQ國家品質標

章，醫療院所類醫

院特色醫療組，快

樂的哺乳，幸福的

開始-為母乳哺育的

媽媽們創造一個安

全和支持的環境。

 二、結構面:

 文/護理部 盧瑛琪 督導

國際泌乳諮詢顧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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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母嬰親善推動委員會，持續推動母乳

哺餵政策。

 2.優質醫護照護人力結構，成員定期接受母

乳哺餵及高危險妊娠訓練。

 三、過程面：

持續監測母乳各項品管指標及改善102年至

106年期間：

1.住院期間母乳哺餵率約為41-43%，為維持

母哺餵率持續提升，住院期間提供友善哺

乳環境，增加護理人員探視，提供母乳哺

餵衛教，教導產婦手擠母乳方式。

2.產後即刻母嬰皮膚接觸率皆為100%，產後

立即在產檯上執行肌膚接觸，是可增加親

子依附關係，促進新生兒吸吮母乳，促進

子宮收縮。

3.24小時親子同室率：分自然產親子同室率

約為41-43%及剖腹產親子同室率6-10%，

親子同室就是讓母親與嬰兒住在一起，共

同生活，透過親子同室的生活模式，可讓

母親方便哺餵母乳，並可降低嬰兒來回嬰

兒室與病房的感染機率，增加親子相處的

時間；即開始學習寶寶的照顧方式，家人

也能與寶寶提前建立關係，提早適應家庭

式的生活環境。

4.剖腹產採半身麻醉率為92-95%，半身麻醉

可以促進親子依附關係之建立，及增加產

後哺餵母乳之成功率。

四、結果面：

1.服務質量：婦產部及兒童部102年-106年

醫療服務量持續提升，婦兒科相關病房，

新生兒加護病房佔床率有上升，持續提升

照護品質，以降低平均住院日。

2.病人滿意度:母嬰照護相關單位進行病人滿

意度調查，大部份單位顯示病人滿意度皆

有逐年提升。

3.國內與國際照護交流:婦兒科接受國內外代

訓包含: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衛生所、內

政部消防署、吐瓦魯及中國大陸醫療人員

之交流。 

本院在母乳哺餵的照護與推廣是由婦產

部、兒童部、護理部誇團隊組成，其服務目

的在於希望藉由醫療團隊合作讓母乳哺餵成

為全民運動，持續提升醫護照護高人力素質

及持續監測婦嬰照護相關指標並進行改善，

隨時監測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率，以維持零感

染率為目標，在母嬰相關之研究、社會服

務、服務質量、病人滿意度、社會評價及國

內與國際照護交流上成果豐碩，並鼓勵醫護

人員創新專利發明，運用中山附醫泌乳諮詢

小組臉書專頁以提高服務的即時性，期望持

續創造，快樂的哺乳，幸福的開始-為母乳

哺育的媽媽們創造一個安全和支持的環境，

協 助 提 供

母 嬰 照 顧

之 更 高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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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醫談

乳癌引起的疲倦
文/中西醫整合醫療科 温舜宇 醫師

49歲陳女士三年前診斷為乳癌第三

期，陸續接受了化療放療，並持續接受荷爾

蒙治療至今，走進中醫門診的時候表示自己

有嚴重的疲倦感跟身體沈重的感覺，不只日

常生活大受影響，以前喜歡的社交舞活動也

完全無法參加。在經過中醫調養後，精神跟

氣色越來越好，逐漸找回了自己的活力。

疲倦在乳癌患者是最常見也相當讓人困

擾的症狀之一，發生率高達58-94%，癌因

性疲倦跟一般疲倦是不同的，癌因性疲倦是

一種異常或過度的全身性疲倦，症狀持續超

過兩個禮拜甚至長達數月，而且無法透過休

息或是睡眠緩解，嚴重時往往會影響患者的

日常工作及生活品質。

癌因性疲憊症在中醫屬於”虛勞症”的

範疇，是因為腫瘤患者在臨床治療過程中，

化放療藥物及其他多種藥物作用於身體，引

起氣血陰陽失調，五臟功能因而虧損。氣

虛是最常見的原因，尤以肺、脾、腎虛所

造成，病人除表現疲倦乏力外，還有氣短

氣促、食慾不振、飯後胃脘脹滿、大便稀軟

散、腰膝痠軟等症狀。其中脾又是中醫所說

的“後天之本”，人體能量的生成、氣血的

化生都要透過脾來將食物消化吸收而產生。

當脾氣虛時便會對身體造成許多影響，特別

是接受化療的患者，化療藥物多屬於中醫的

清熱解毒藥屬性較為寒涼，更會損傷脾氣，

甚至造成體內濕氣堆積，患者可以看到舌苔

厚、口淡、身重、頭重的症狀；此外癌症患

者在惡性腫瘤前期治療大多經手術、化放療

等，治療的過程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能量來

修復被破壞的組織，正虛的情形更加顯著。

  

乳癌在中醫理論認為跟肝經有密切的關

係，古書記載「乳房屬胃，乳頭屬肝」，乳

房是肝經及胃經循行的器官之一，但主要受

肝經所影響，肝經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調

節情緒反應有關的大腦皮質及自律神經，所

以乳癌患者很多都有肝氣鬱滯引起的情緒低

落，嚴重的時候甚至會產生失眠、憂鬱等狀

況，心理與生理互相影響下，就會有很明顯

得疲倦感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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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醫的病理機轉來看，目前研究發現

這類患者體內的促發炎細胞激素較一般人還

高，影響患者的免疫系統，甚至改變神經傳

導物質的代謝；另外國外的研究還指出癌症

細胞與正常細胞產生能量的方式不同，傾向

於使用無氧呼吸的方式分解葡萄糖，造成乳

糖在體內堆積，產生疲倦的感覺。

目前國內外許多醫學期刊都十分重視中

醫對癌因性疲倦的幫助，可從中藥、針灸及

導引幾個部分來處理。以中藥來說，常使用

的藥物如黃耆，屬於補氣的藥物，除了中醫

師臨床上常使用，患者也可以泡成茶飲平時

保健飲用。

針刺治療運用於癌因性疲倦近年來也

得到了國外研究者的認可與重視，常用穴位

有合谷、足三里、三陰交、陽陵泉、陰陵泉

等穴道，達到健脾補氣、調養氣血的功效，

患者也可以每天自行按摩，一天揉按兩到三

次，每次約一分鐘左右，持之以恆可有效降

低疲倦程度；另外上述的穴位也可以配合艾

條溫灸治療，使用艾條在上述穴位距離約五

厘米處燻烤，直到皮膚有輕微潮紅暖和，對

於陽虛怕冷型患者可以有更好的治療效果。

耳穴壓貼也是常常使用的中醫治療方

法，透過經絡的循行耳朵跟臟腑之間有密切

的關係，在耳廓上特定穴位貼上磁珠或王不

留行籽，可刺激經絡推動臟腑氣血運行，進

而改善疲倦的狀態。

除了藥物及針灸以外，還可以配合養

生導引術，導引也就是“導氣令和，引體而

柔”，是一項以肢體運動為主，配合呼吸吐

納的養生方式，包括八段錦、太極拳、五禽

戲等，具有舒筋通絡，調理臟腑和氣血的功

效，也可以作為癌因性疲倦患者安全又有效

的有氧運動方式。

平時飲食上可以注意避免一些較寒涼的

食物，瓜果類、橘子、奇異果、小白菜、蘿

蔔等，寒性的食物容易損傷脾氣，影響腸胃

消化狀態，另外如芡實、蓮子肉等有健脾生

津的功能，可以保健食用幫忙體能的恢復。

隨著癌症分期的不同，不同階段的治

療狀態，疲勞的嚴重程度和其他各式各樣的

伴隨因素，每個患者的證型與體質會有所不

同，建議需由專業中醫師辨證論治下開立處

方，才能達到最佳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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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部腫瘤治療 

最新達文西Xi手術系統
文/耳鼻喉科 莊俊義 醫師

本院致力於尖端醫療，年初將達文西手

術系統升級為全世界最新機種da Vinci Xi 

System。本系統擁有更輕巧、薄型的手臂

設計，對於空間狹小的頭頸部腫瘤手術，提

供了微創器械前所未有的寬廣又靈活的操控

移動範圍。圖為本院達文西Xi手術系統機種 

現今頭頸部腫瘤的治療方式，良性腫

瘤以手術切除為主，而惡性腫瘤(頭頸癌)治

療方式主要有三種：手術、放射與化療，因

腫瘤的病理分類、部位、分期及大小不同。

口腔癌以手術為主，術後視病理結果再輔助

化放療；鼻咽癌以化放療為主；咽喉癌早期

可選擇手術方式，術後視病理結果再輔助化

放療，或以化放療為主；部分咽喉癌因腫瘤

過大或位置太深，經常只能用化放療以保留

咽喉器官或全咽喉切除；而淋巴癌則主以化

學治療。

傳統咽喉腫瘤手術，如舌根、扁桃腺

的口咽癌、下咽癌及喉癌，常需要由頸部或

下巴切開進行手術，鋸開下頷骨和切開周圍

組織，深入咽喉部摘除腫瘤，造成較大的傷

口，出血、感染等風險也相對升高，有時還

需暫時氣切保護呼吸道，術後可能有吞嚥困

難、咬合功能不良、顏面缺損、傷口持續麻

痺或骨頭癒合不良等後遺症，造成病人極大

壓力，聞之生懼、望之卻步。

顯微鏡或內視鏡咽喉腫瘤雷射手術，以

喉頭鏡到達咽喉部較深處切除腫瘤，但因侷

限光學顯微鏡直視的視野，且雷射只能直射

無法轉彎，有些腫瘤的切除有受限之處。

達文西經口咽喉腫瘤手術(Transora l 
robotic surgery, TORS)精準切除腫瘤，止血
功能佳，免除鋸開下頷骨。早期咽喉癌如舌

根癌、扁桃腺癌、下咽癌及喉癌等患者，在

張口器輔助下，高解析度的3D立體內視鏡

及微創器械經口深入咽喉部，在狹窄的手術

空間裡依手術部位的需求選擇直視、向上或

向下等合適的視線，使用多角度旋轉的微創

器械，精準切除腫瘤，避免大量出血。此手

術方式縮小傷口、減輕疼痛，降低感染及併

發症等問題發生，同時有機會保留咽喉的功

能，縮短住院天數，使病患擁有較佳的生活

品質1。本圖為舌根癌經口之達文西微創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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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頸部腫瘤手術如甲狀腺腫瘤、唾液

腺腫瘤、頸淋巴腫瘤、囊腫或血管瘤等，術

後容易在頸部留下明顯疤痕，尤其有蟹足腫

體質者。

達文西輔助甲狀腺、頸部腫瘤手術，可

不經由頸部開刀，依腫瘤位置切口可改自經

由口腔、腋下或耳後髮際線，微創器械從切

口直達頸部腫瘤部位，精準切除病灶，也將

手術傷口藏起來，術後疤痕被遮蔽而維持頭

頸部外觀，使頸部「無痕」2。

最新da Vinci Xi System強化了達文西手

術系統原有的核心特點，包括微腕型器械、

3D-HD的鏡頭、直覺的操作與符合人體工

學的設計。與前幾代機種比較，da Vinci Xi 
System的關鍵特點如下3：

1. 全新設計的懸吊式機械手臂，更容易以

各種角度、不同解剖位置進入體腔。

2. 全新數位式內視鏡鏡頭設計，比原來的

更加輕巧靈活，大幅提升影像品質，使

影像系統精緻的成像。

3. 內視鏡能夠架設於任一個手臂上，提供

手術部位更有彈性的視野範圖。

4. 更輕巧手臂設計，搭配全新設計的關節

手腕，使機械手臂有了前所未有的寬廣

移動範圍。

5. 較長器械的設計，使醫師在有更大及更

深的手術範圍內操作。

鑑於放射化學治療有長期毒性的潛力，

如吞嚥困難，影響生活品質，因此以手術作

為頭頸癌的主要治療方式已經引起醫界很大

的興趣，尤其是人類乳突病毒(HPV)陽性口

咽癌年輕患者。有研究顯示其患者治療的存

活率雖然高，但放射線的劑量越高，產生

吞嚥困難的長期副作用愈大，影響生活品

質也愈嚴重。相關研究(phase II data (ECOG 

1308))已顯示患者接受經口顯微手術或經口

達文西手術，再輔助以較低劑量的放射線

照射對於疾病治療是足夠的。因此目前歐

(PATHOS)美(ECOG 3311)都持續積極進行大

規模臨床試驗，來證實經口微創手術的HPV

陽性口咽癌患者是否因降低放射線劑量而有

長期較好的吞嚥功能與生活品質4。

達文西手術的醫療科技讓頭頸部腫瘤

患者多了一種治療選擇，最新達文西手術系

統，更是用於頭頸部腫瘤手術的好幫手。

但並不是取代傳統開放式手術，也不是所有

腫瘤患者都適用，建議頭頸癌患者想了解治

療方式，都應與主治醫師諮詢討論。最後也

要提醒民眾平時要多關心自己身體，早期發

現、早期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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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role of transoral robotic surgery in the management of oropharyngeal cance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Dowthwaite SA, Franklin JH, Palma 

DA, Fung K, Yoo J, Nichols AC ISRN Oncol. 2012; 2012():945162.
2. Robot-Assisted Neck Dissection Through a Modified Facelift Incision. WG Albergotti, JK Byrd, M Nance, EC Choi, et al. Annals of Otology, 

Rhinology & Laryngology 2016, Vol. 125(2) 123–129
3. Unison Surgicals. http://www.unisonsrg.com.tw/product/detail/29a5f260-302e-11e5-9c5e-90b11c2a992
4.PATHOS: a phase II/III trial of risk-stratified, reduced intensity adjuvant treatment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oral surgery for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positive oropharyngeal cancer. Waheeda Owadally, Chris Hurt, Hayley Timmins, et al. BMC Cancer. 2015; 15: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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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護理部黃麗華副主任
當選台灣護理管理學會理事

達文西微創中心於3月11日辦理2017年單孔腹腔鏡及
達文西微創手術研討會，各方參與踴躍、盛況空前。

中山媽媽教室定期開課，專為懷孕媽媽設計結合
皮拉提斯、有氧、瑜珈、核心、脊椎螺旋等運動。

達文西微創中心結合中西醫整合醫療科、放射腫瘤
科、肝膽腸胃內科及營養科辦理肝癌手術病友會。

乳房外科葉名焮主任與台中市陽光葉綠素關懷協
會共同辦理第二屆城市盃路跑賽活動。

社區健康照護中心與皮膚科蕭玉屏主任主講
美白保濕抗痘講座。

院長、家醫科、社工室及同仁們參與健保署「走
過22邁向未來 珍愛健保台中跑」活動並推行器
捐與安寧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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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醫科 全民健保西醫巡迴醫療服務
由本院家醫科及衛福部中央健保署承辦
社區：彰化縣芬園鄉同安村、圳墘村、嘉興村、進芬村
         彰化縣伸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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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醫師群超專業、好認真
‧病人賴先生讚美李原地醫師對病人關懷備至，治療期間執行各項檢查以求找出病因，對症下藥免其痛苦。
‧病人陳先生讚美李原地醫師的認真治療病人
‧王先生讚美李麗雅護理師服務非常認真、溫和，態度良好。
‧病人李先生讚美體貼照顧讓病情好轉；病人劉小姐謝謝妳的安慰、待人親切及認真關心病友。
‧病人謝先生讚美心臟內科林中生醫師是位好醫師，病情告知詳細。
‧病人(石先生)太太來信感謝神經內科范英琦醫師搶救病人。
‧病人(石先生)太太來信感謝復健科王培任醫師積極幫助病患復健。
‧病人(李先生)太太陸小姐表示當別家大醫院因病人有氣切，堅持不肯讓病人排床時，復健科黃玉慧醫師非
   常有慈悲心，不但接受病人且訓練病人脫離氣切，並成功脫離氣切。
‧病人許小姐感謝骨科林聖傑醫師溫暖清楚、仁醫仁術。
‧病人陳先生感謝胸腔內科曹世明醫師用心照顧。
‧病人陶小姐讚美神經外科醫療團隊很棒，讓病人有平安的感覺。
謝謝護理之家，無微不至、細心呵護、親切溫馨
‧住民(郭陳女士)家屬誠摯感謝附設護理之家的悉心照護，讚美林淑琴主任帶領工作團隊「視病猶親」，精
確掌握病情動態，關注住民細微變化，隨時和家屬分享，讓家屬清楚了解病情發展，安撫了忐忑不安情緒，
消除對機構不確定感，護理人員親切可掬，讓住民及家屬感受到「家」的溫度。更值得稱道的是透過醫療聯
繫網絡，隨時與院內醫療團隊會診處置；床邊物理復健活動顯著改善昏迷臥床的住民自行咳痰及肌肉萎縮狀
態，大大地消弭往返醫院舟車勞頓之苦，更加減少進出醫院感染風險。
感謝護理師、醫療團隊耐心、細心、用心照顧
‧病人莊小姐讚美汝川九樓黃麗華副護理長照顧細心、有耐心，能及時處理病人不適並具有專業知識細心
   解說，安撫病人情緒。
‧病人莊小姐讚汝川九樓美詹佳樺護理師、吳嘉玲護理師、陳香吟護理師及陳孟宣護理師照顧細心、有耐
   心，能及時處理病人不適並具有專業知識細心解說，安撫病人情緒。
‧病人家屬方小姐讚美汝川九樓黃韻如護理師無微不至的照顧及關心。
‧病人家屬方小姐讚美汝川九樓林珊妤護理師不持辛勞更換床單及病人衣服。
‧病人家屬方小姐讚美汝川九樓林靜儀護理師提供用心、貼心的服務，讓病人舒服。
‧病人(石先生)太太來信感謝汝川十三樓何菁惠專科護理師關懷幫忙。
‧病人陶小姐讚美核醫十一樓蕭詠瑜專科護理師很棒，讓病人有平安的感覺。
‧病人陳小姐讚美核醫十一樓李捷凱護理師、黃湘靈護理師服務親切、態度耐心。
‧病人林小姐讚美核醫十二樓全體護理同仁都很溫柔、有耐心，說話輕聲細語。
‧病人陳先生感謝汝川十二樓全體醫護同仁細心照顧；病人陳小姐讚美汝川十二樓全體醫護同仁給予病人
   用心的建議。
‧病人蘇小姐讚美骨科全體醫護同仁的細心照顧，讓病人身體能順利康復。
‧病人陳先生讚美第三加護病房全體護理同仁，每日辛苦照護病人，非常認真。
‧病人家屬蔡先生讚美急診周貞蓉護理師能耐心傾聽病人家屬的需求並予以回應，友善及熱忱的態度讓病
   人家屬感到安心及溫馨。
‧病人賴先生及病人陳先生讚美內科九樓曾瓊誼護理長、蔡雅婷護理師、邱苡禎護理師、廖淑怡護理師、
   陳昱均護理師、郭雅萍護理師用心體貼的照顧，會適時詢問病人的需求、細心照顧。
‧病人陳先生讚美內科九樓周貞秀護理師的細心照顧。
‧病人呂先生讚美第二加護病房羅詩婷護理師態度良好及細心照護。
‧病人賴廖女士讚美第二加護病房林汭蓁護理師服務態度親切。
‧病人韓賴女士感謝核醫十七樓顏雅貞護理師、李姮君護理師、張宜萱護理師、劉雅玲護理師、黃燕芬護
   理師、張靖蘭護理師、姚淑芬護理師、陳明秀護理師、許慧瑜護理師、潘毓瑩護理師、楊婷婷護理師、
   李佩娟護理師視病猶親、悉心照顧。
‧病人韓賴女士感謝出院準備李佩燁護理師視病猶親、悉心照顧。
‧病人及其家屬江先生讚美核醫十樓黃雅琪護理師、廖佩珊護理師、王亭崴護理師、蔡鵑竹護理師提供病人
   無微不至的照顧，不因病人無理取鬧而生氣，仍細心照顧病人。
‧病人王先生讚美核醫十樓陳巧欣護理師為病人著想，在半夜進出病房動作很輕，講話音量也放很低，盡
   量不吵到病人。
‧病人張小姐讚美呼吸照護中心林碧嵐護理師、蘇瑋琳護理師及鍾怡珣護理師熱忱、細心及感同身受。
‧病人蘇小姐謝謝復健治療科廖怡絢物理治療實習生教導病人復健運動，才會好得特別快。
‧病人蘇小姐讚美復健治療科劉宗儒物理治療實習生在幫別人服務還會照顧病人。
謝謝中山附醫的看護大姐們，視病如親的照顧病人，讓人安心託付
‧病人陳先生讚美天心看護中心看護鄭鋼云女士態度親切、熱心，且認真服務病人。
‧病人陳小姐讚美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看護張春枝女士服務認真、注重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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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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05-106年06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

人

學分

106.05.02 14:00~16:00
台灣小兒
神經醫學會

台灣小兒神經醫
學會中區聯合病

例討論會

小兒神經科
李英齊主任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簡小姐
21728

小兒神經醫學會
/兒科醫學會

106.05.02 12:30~13:30 醫品中心
AV shunt評估
錯誤事件根本原

因分析

血液透析室
黃千郁護理長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106.05.05 12:30~13:30 感控 結核病概述
胸腔內科

王耀東醫師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106.05.10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心臟內科

蔡青峰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106.05.11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協
會、台灣安寧緩
和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
距視訊研討會-

專題案報告

安寧照顧協會
講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6.05.17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內分泌科

羅世昌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106.05.21 13:00~17:00 兒科醫學會

兒科醫學會中區
聯合病例討論會
及兒童重症醫學
會中區聯合病例

討論會

孫海倫教授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簡小姐
21728

兒科醫學會積分

106.06.08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協
會、台灣安寧緩
和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
距視訊研討會-

專題案報告

門諾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6.06.14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神經內科

孔勝琳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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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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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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