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見護理的聲音」

獨自踏進諾大的白色巨塔，面試的時候不是很熟練地介紹著自己

帶著忐忑又充滿希望的心情 開始了護理生活

刷卡機上班聲響代表著 準備好挑戰的聲音

上班前的準備點班的開關抽屜聲音代表著 習慣的聲音

夜深人靜小心翼翼查房的腳步聲代表的是 謹慎的聲音

即使你不認識我 總是會幫人蓋好溫暖棉被代表的是 關心的聲音

兩兩一組的交班聲囑咐著病人點點滴滴代表著 不放心的聲音 也是無聲的叮嚀

查看病人各種管路、傷口狀況時介紹自己的聲音代表著是 溫暖的聲音

向醫師說明病人狀況各種不同的主訴代表著 細心的聲音

不斷地說明著病人需要與特殊需求或變化時代表著 固執的聲音

急救的時候心無旁鶩數著壓胸節律代表著 堅定的聲音

工作車上核對藥物點滑鼠的按鍵聲和清脆的磨藥聲代表的是 專業的聲音

看著病人可以順利出院苦口婆心說著出院衛教的聲音代表著 喜悅的聲音

當面對一群評鑑委員等著自己說出答案仍可以面不改色代表的是  勇氣的聲音

等評鑑委員走了之後跟同事大肆討論自己當時有多害怕代表的是  純真的聲音

颳風、下雨、颱風天還是發動引擎無懼地往上班的目的地前進

擔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病人沒人顧、同事不能下班代表的是 無私的聲音

撐著疲憊的雙眼或唯一的放假還是努力的上完在職教育代表的是 配合的聲音

便當總是老闆熱騰騰的送到、聞到香噴噴的味道

吃到的時候也不知道到底是冷的還是常溫代表的是  吃苦的聲音

飲料加珍珠加粉條加QQ能加的都加只要好吞能止餓就好代表的是 耐操的聲音

在僅存的短短幾分鐘互聊著八卦代表的是  幼稚的聲音

幾度想離開大肆追夢卻又放不下代表的是  奉獻的聲音

文/中興復健病房  陳美如 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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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的日常少有人用心觀察

在病人眼中護理可能只是一個配角

在家屬眼中可能只是第二個感謝的人

不論結果 護理總是持續堅持著

一個人一個故事  一雙眼一個體驗  一顆心代表無數感動

一雙手奉獻 在臨床每個角落 數不盡的故事

不論你在哪裡 很謝謝護理有你

沒有你 沒有這些聲音

還有許多未收錄的聲音 等著你發掘

「引領發聲．邁向永續發展目標」

沒有這些無聲的聲音成就不了這篇護理樂章協奏曲

護理總是默默地卻非常有故事與畫面

還是會堅持一起演奏這一段又一段的動人音符

我們的聲音也許哪天可以被聽見 至少現在我們一直努力著

純真、唯美、溫馨、感動…這是我們引領發聲的起點

《本文為護理部護師節徵文比賽獲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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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師節慶祝活動
HAPPY NURSES DAY

5月12日是國際護師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大台中護理師護士公會與台中市護理師護士

公會於5月8日共同舉辦「106年國際護師節暨優良護理人員表揚大會」，本院護理部、護理同

仁受邀參加且多位護理人員接受林佳龍市長親自表揚，感謝他們在臨床上的用心與付出。

本院護理部李秋香副院長，同時也擔任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當天在大會活動上

也為每位辛勞的白衣天使們獻上最深的祝福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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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護理部辦理院內『護師節慶祝大會』，

由「南丁格爾」燭光相傳揭開序幕，象徵南丁

格爾的護理精神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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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師節攝影比賽
獲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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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護理人員 致詞
優良護理人員 致詞代表 復健科病房 高淑娟 護理師

記得還是新人時，我的反應老是比別人慢，護理長和單位學

姐會利用工作之餘關心我、鼓勵我，這樣的關心給了我很大的勇

氣，也讓我在而後的臨床工作上，提醒自己對待新人應有的態度。

在我踏入臨床工作時，永遠記得母親臨終前的叮嚀，她說：

『護理是一門良心事業，把該做的好好的做，不要愧對於自己的良

心，這件事做好，你的人生就成功一大半，你的存在就有價值』；

這句話對我影響很深，使我堅守承諾至今，而這些話也轉變為我對

孩子的叮嚀。

多年護理工作生涯中，時間常常會將工作的熱情澆熄，尤其

在與家庭因素衝突時，更容易失去工作動力。我曾經對護理失去興趣、熱情，這時的我會靜

下來想一想，想起踏入臨床工作時對護理的那股初衷到哪裡去了？

「初衷」可以讓心對任何事物都充滿動力與正面能量，感謝我的主管，總是在背後默默

支持鼓勵，讓我重新思考護理的定義，讓我勇於面對挑戰。隨著時間流逝，家庭因素也漸漸

尋找到解決的辦法，而我也繼續在臨床裡努力。

謝謝護理工作一路上的伙伴及好朋友們的陪伴，當我面臨工作瓶頸、對人與人之間熱情

減退時，在背後默默支持。我會持續以正面能量面對，用正面能量影響大家，優良護理人員

的光榮屬於仍努力在臨床工作的您們，向大家致上最高的謝意。

優良護理長 致詞代表 小兒科病房 陳倩芳 護理長

護理心  一世情
感恩的季節，感動的心情。記得前些日子，大學同學還在報

喜：結婚、生子..接著孩子們，小學、中學、大學，現在進入報憂

期。同學們相繼有人體弱、生病甚至死亡。而我，81年從中山護

理系畢業進入職場，輾轉過了24年，一定會有人問我，護理是妳

當初的選擇嗎？我可以很堅定的說：是的！

24年來雖然也曾有3年想換跑道，5年想換老闆，7年職業倦怠

的想法，但這些都熬過來了，因為我愛我的病童，病童也愛我。曾

幾何時，我的小病人已經輾轉變成父母的角色，帶著自己的小孩來

就醫。我成了小病童口中的阿嬤，那種悸動絕非發現自己變老的遺

憾，而是曾經照顧過的病人，他們生命的延續。

我把對護理的熱愛傳遞給我的同仁，給我的學生；把我在護理學習到的專業，應用在病

人身上，更分享給自己的親人，我享受護理帶給我的驕傲，因為護理，我得以傳承、學習與

盡孝道。

我認為護理是一個要靈活變通，堅忍而有耐性的行業，需要有像你、我一樣才華出眾、

魅力過人、朝氣蓬勃的條件，也因為這樣的性格，更加讓護理人耐人尋味。護理心，一世

情，護理是一個大家庭，謹以此文致給所有護理家庭的成員，並祝護師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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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食物的選擇

文/營養科 陳珮瑩 營養師

炎炎的夏季即將來臨，隨著溫度不斷的

上升，燥熱的天氣常讓人食慾不振。此時最

快樂應該是選擇冰涼的冷飲，可洗淨ㄧ身的

煩燥。當您正想以多汁新鮮水果及輕食當正

餐，心想吃這些食物熱量較低，而身體就能

輕盈吧。

但實際上這些食物可能因保存不當，導

致細菌大量的繁殖，引發嘔吐、腹瀉、食物

中毒…而有體重減輕的結果，但這樣的結果

不是最初所想要的吧。

炎熱的氣溫造成許多病菌大量繁殖。一

般較常見的病菌有幾種：

★ 腸炎弧菌：容易污染生鮮的魚貝類

及海鮮食品，造成頭痛、絞痛、嘔吐與腹瀉

等症狀，因為生魚片及涼拌海鮮比較容易感

染，在購買時須注意食材的新鮮。

★ 沙門氏桿菌：容易污染肉類、蛋類及

牛奶及其乳製品，如果不小心吃到受污染且

未煮熟的食物，會有噁心、嘔吐、腹痛、腹

瀉、血便的情形，所以夏天吃這類的食物最

好充分加熱。

★ 金黃色葡萄球菌：主要因烹調者手上

有化膿的傷口而污染食物，故需注意個人衛

生並將食物加熱至100℃以上才安全。若食物

當餐未攝食完畢，應該馬上放入冰箱冷藏。

★ 仙人掌桿菌：此菌較易感染澱粉類

食物（如米飯、馬鈴薯等），引發嘔吐、腹

瀉，所以這類食物烹調後應馬上食用，避免

在室溫中放置過久。

相信最近不穩定的天氣，已經讓大家食

慾下降。因此體積小的輕食，便深受大家的

喜愛，一般輕食的選擇有哪些呢？常見有沙

拉、飲品、涼麵、壽司、水果…而食材要如

何挑選才能吃的健康又安心呢？

提供大家一些選購的注意事項：

馬鈴薯—選擇質地結實、表皮完整、不長芽

眼。

洋蔥—選擇表皮完整光滑、乾硬、不發芽。

生菜—選擇葉片完整、青脆、水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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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椰菜—梗需為淡青色、花珠小者較優，不

建議買花梗厚或花已變成黃色。

木耳—分大小二種，小的為銀耳，口感較

脆，大的較肥厚，膠質較豐富。

蛋—選擇蛋殼粗糙、無光澤，搖盪時無聲。

香瓜—選擇結實、網紋明顯者較好。

至於保鮮上也有小技巧：

1. 食物新鮮：所有食品及調味料皆選擇有

GMP、CAS國家品質認證標章，妥善處理

並於保存期限內吃完。鮮肉最好在2天內

食用完，若要冷凍，則冷凍前先切成料理

的大小，方便烹煮。購買魚類先用大量清

水沖洗，去除魚鰓、內臟及血水再烹調或

保存。夏天青菜容易腐敗，所以購買時盡

量選擇乾淨的，可用微濕的廚房紙巾將蔬

菜包好，再放入塑膠袋中，可延長保存期

限，不過最好盡快吃完。

2. 分裝：買回來的食材應馬上清理並加以分

裝成適合份量，最好在1至2天內食用完，

並避免購買太多。

3. 生熟食分開：生熟食不管製作或存放皆須

分開，其中使用的刀具、砧板皆要分開，

避免交叉污染。建議熟食放冷藏室上層，

生鮮魚肉放下層。

4. 溫度：隨時注意冰箱的溫度，冷藏室溫須

7℃以下，冷凍室維持-18℃以下。加熱食

物的中心溫度至少須70℃以上才能避免細

菌孳生。

5. 冰箱：出風口儘量不要放置食物，讓冷空

氣均勻循環，食物儘可能不要塞滿，至少

須保留30%-40%的空間並定期整理除霜。

6. 洗手：夏季細菌非常多，需加強手部清

潔，避免“禍從口入”。

相信平常多花一些心思，一定能愉快又

健康地度過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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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過敏該怎麼辦？
文/藥劑科 魏莞葶 藥師

45歲的陳女士反應前兩天因為感冒看

診，吃了醫師開立的藥品後，上臂開始感覺

到癢且有局部紅疹，怎麼會這樣呢?經過藥

師的查詢後發現，原來陳女士可能是對解熱

鎮痛的藥物cataflam過敏了，因此藥師建議

先停藥，而且如果症狀未好轉甚至惡化，就

需立即就醫。

藥物過敏，簡單的說就是使用藥物後

所引起的過敏反應，其症狀可以從輕微到嚴

重，甚至導致死亡，而像陳女士的皮膚反應

就是屬於輕微的藥物過敏。藥物為什麼會

引起過敏？其實，任何人都可能對任何藥物

產生過敏症狀，由於遺傳、性別、年齡等的

不同，服藥之後發生過敏的機會或嚴重情況

亦隨個人而有所不同。一般常見的藥物過敏

症狀早期包含6大症狀：疹、破、痛、紅、

腫、燒－「皮膚紅疹」、「口腔潰破」、「喉

嚨痛、「眼睛紅腫」、「嘴唇腫」、「發

燒」；常被民眾誤認為是感冒症狀而疏忽。

較嚴重的過敏症狀則可能引起急性腎

臟、肝臟發炎或衰竭，休克或引起眼結膜、

口腔、氣管、支氣管與腸胃道及生殖器等黏

膜的充血、起水泡或潰爛的情形－史帝文生

－強生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都有可能。

藥物過敏反應可能是立即型：發生在

服用或接觸藥物後約一小時，即有過敏的症

狀產生；

也可能是延遲型：通常是在持續用藥3~10天

後，才開始有過敏的症狀產生。藥物過敏與

使用多少藥品劑量不一定有相關，大多見於

少數特異體質患者。

當您懷疑自己可能藥物過敏時，可以先

行停藥，且立刻打電話詢問醫師或藥師處理

方式，若症狀嚴重時就應儘速就醫；若只是

輕微的藥物過敏，可以利用一些物理性處理

像是冷敷、穿不會刺激皮膚的衣服、將所需

日常活動減至最低，以及使用非處方藥止癢

等方式進行居家自我照護，待症狀解除。

由於個人特異體質所引起的藥物過敏，

是無法事先預防的，但是可以透過積極的方

式避免再次發生。在本院的醫令系統中對於

就診的患者，醫師會主動詢問是否曾有服藥

後過敏或其他不良反應的狀況，在您下次就

醫，醫師在處方疑似過敏藥物時，電腦系統

會立即提醒處方醫師。而在藥局作業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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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核對門診病患所有處方藥物時，也能同

時依系統或藥單上的不良反應註記判斷醫師

處方是否有開立到疑似過敏藥物，進而確保

您的用藥安全。

目前，疑似引起過敏的藥物仍是有可

能被其它不同醫療機構的醫師開入處方，因

此，本院正積極開發系統，始能將患者疑似

有過敏反應的藥物註記入健保卡，以避免相

同情況發生。

食藥署建議，醫療從事人員可善用簡

單易懂圖示化「藥物過敏早期症狀自我檢視

表」（如圖）作為溝通工具，加強用藥前

衛教。而一般民眾一旦於本院就醫服藥後發

生藥物過敏，可撥打電話詢問藥師或直接至

本院汝川大樓藥物諮詢室由諮詢藥師給予專

業的建議，也可於診間告知醫師由醫師確認

為是否因藥物而引起，並由醫師為您註記，

避免本院其他醫師再次處方。若已經確認對

於某些藥物過敏的患者，本院還有提供一張

『藥物過敏卡』，可在汝川大樓藥物諮詢室

領取，請藥師協助將藥品名稱填入卡中，不

管到哪裡就醫看病，請務必出示這張藥物過

敏卡，方便讓醫師知道您曾對何種藥物過

敏，以避免再次處方相同的藥物。這也是對

自己用藥安全與健康的最大保障哦！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您與我們聯絡，藥劑科關

心您的健康。

藥物諮詢聯絡電話：（04）24739595分機

38005

參考資料：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藥您健康



呵護女人的私密處
迎接寶寶的第一步

文/生殖醫學中心 李宗賢 主任

婦女的私密處聚集了多種細菌的聚落，

正常的狀態下，是以乳酸菌為主的好菌菌

落。這些乳酸菌可以維持私密處的酸鹼值，

避免壞菌的侵入，也可以避免霉菌的滋生。

但是如果受到外力的干擾，造成免疫

力下降或酸鹼值的改變，壞菌就有可能趁虛

而入。壞菌大量增生所造成的私密處菌落

異常，輕微的話會造成私密處發炎、搔癢、

白帶或黃帶增加；嚴重的話則會影響受孕機

率，甚至造成流產及胎兒早產的機率增加。

根據2013年權威期刊《人類生殖》

(Human Reproduction）綜合分析報告指出，

私密處菌落異常可見於19%的不孕症患者，

大約是一般正常受孕婦女的3.3倍。尤其常見

於輸卵管不通的不孕症患者，發生的比例更

是其他不明原因不孕症患者的2.77倍。

2012年也有一篇論文指出，胚胎植入當

天，如果私密處的菌落異常，將會影響懷孕

的成功機會。私密處菌落異常，不但會影響

試管嬰兒懷孕的成功機率，還會造成非常早

期的懷孕（抽血顯示懷孕指數上升，但超音

波尚未看到）流產，這樣流產的機率會提高

2.36倍。

這些研究報告都指出，私密處菌落異常

很可能與不容易受孕有關，還會造成早期流

產或者胎兒早產的機率增加，因此為了順利

生下健康的寶寶，婦女們有必要謹慎的維護

私密處的正常菌落。

要維護私密處的正常菌落，主要有兩

個大原則必須注意。第一個大原則是維持良

好的衛生習慣，但也不可以過度清潔。一般

洗澡的時候，不要洗太熱的熱水澡，尤其不

可以往私密處裡面拚命地沖洗，因為這樣會

破壞好菌的聚落，也會提高酸鹼值。而市面

上的清潔用品，最好也不要太頻繁地使用，

因為這些用品經常是好菌與壞菌同時一網打

盡，壞菌清除掉了，好菌也不見了，常常需

要好一段時間才能夠重新產生好菌的聚落。

第二個大原則，可以利用益生菌促進

好菌菌落的產生。好菌菌落的主成分就是乳

酸菌。以乳酸菌為主的益生菌可以調整私密

處的酸鹼值，有利於好菌的生存。因此，必

要的時候，可以利用益生菌來維護好菌的聚

落，如此就可以避免壞菌菌落的不良影響，

從而迎接健康的寶寶。

2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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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06-106年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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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6.07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
中國附醫胸腔科

杭良文醫師
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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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 round 神經內科陳安芝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申請中

106.06.17 13:30~17:30 血液腫瘤科 老人癌症治療研討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家庭醫學科/
老年醫學科林志學等

正心樓
0221教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專科護
理師學分癌症學

會學分

106.06.17 13:30~17:30 胸腔內科
台灣結核暨肺部疾病
醫學會106年 6月

中區醫師學術研討會

疾管署
朱柏威科員等

實驗大樓1樓
張秀齡
34711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

醫學會、台灣內科醫

學會、台灣家庭醫學

醫學會、台灣感染症醫

學會、中華民國醫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結核病

個案管理師、台灣感染

管制學會、中華民國護

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

會、台灣專科護理師學

會相關學分等

106.06.20 13:00~15:00 兒童部
新生兒科醫學會

中區聯合病例討論會
兒童部陳家玉教授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簡小姐
21728

新生兒科醫學會/
兒科醫學會積分

10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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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5積分

106.06.24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106年度特殊需求者牙
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獎
勵計畫/特殊需求者牙
科醫療服務牙醫師、照

護人員培訓課程

李育賢醫師/
楊博喻醫師/
邱惟雅醫師/
陳亮宇醫師

口腔醫學部B1
樓層D05教室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繼續教育
學分、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學分

申請中

106.06.28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腎臟科蔡博宇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申請中

106.07.05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
中山附醫中醫科

許世源醫師
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106.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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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榮民總醫院
桃園分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6.07.30 08:30~17:30
中華民國癌症

醫學會
2017 The best of 
ASCO 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癌症醫學會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范雅婷
中華民國癌症

醫學會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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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