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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檢驗科 王啟屏 副主任

中山附醫自民國93年申請通過「財團法

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器官勸募網絡，

目前與18家鄰近醫院簽約合作，近年大幅

提升器官捐贈率。為妥善保存摘取之器官及

組織，以供移植之用，移植成效良好嘉惠病

患，並遵循病人安全為中心理念，善用社會

資源，確保成功的移植手術，帶動醫療的進

步；原由各科室移植醫師執行摘取及獨立執

行器官處理及保存，如眼角膜、骨骼、羊膜

…等，整合至獨立劃分區域集中統一管理。

100年器官移植委員會決議通過啟動器

官保存庫設置，而後歷經設備儀器的管理架

構、程序、安排人員至已設置保存庫之醫院

觀摩學習，再重新規劃。向主管機關申請存

庫建置，最後終於106年3月通過核可設置人

體器官保存庫。

目前通過項目有硬骨/軟骨/韌帶/肌腱/眼

角膜/羊膜，將各科保存類別整合至獨立劃分

區域集中統一管理，進行器官摘取→保存→

運送，並設置醫學主管及品質主管，制定品

質及文件標準作業程序書。

完成設置「人體器官保存庫」後，醫院

對於器官捐贈個案之通報與勸募將更有效率

的服務。避免對捐贈者的愛心浪費，增加對

器官的有效運用。同時，可以共同研討提昇

捐贈與移植的知識與技術。

1、短期：建立及維持保存庫品質管理系

統。 

2、中期：訂定器官保存有關之醫學與技術

標準作業程序。

3、長期：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器官分

配機制，讓珍貴的器官能優先用於最緊

急、 最適合的患者，縮短患者等待器官

移植的時間，並協助國內各器官捐贈、

移植醫院器官勸募、器官捐贈、器官摘

取、器官移植手術等作業流程標準化，

增進捐贈器官有效運用，提升器官捐贈

率。

人體器官保存庫設置過程一路由觀摩學

習，相關課程進修，空間設計，設備建置，

環境監控，流程修改，外部專家指導，一次

又一次會議，修訂再修訂。在醫院相關團

隊，黃建寧院長，陳志毅副院長、曾志仁副

院長、骨科呂克修主任、骨科吳志隆醫師、

骨科林聖傑醫師、眼科張集武主任、婦產科

吳珮如醫師、器官移植中心林敏哲主任、總

務室、醫工室、開刀房、供應室、器官協調

師靜美、組織庫佩娟，大家竭盡所能的努力

下終於成立。期待未來提供臻善保存品質的

人體器官保存庫，佳惠更多需要的病患。

器官保存庫設立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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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人體器官保存庫？

簡單來說，器官保存庫就是將手術

過程中，殘餘但仍有使用價值的組織，諸

如骨骼、羊膜…等，經過適當處理後進行

保存；當有重建需求的病患需要這些組織

時，便可取出使用。

☆對於捐贈者會有何影響？

進行保存的組織，本來就是手術過程

中的多餘組織，所以對於捐贈者本身完全

沒有任何影響。由於之後組織會用來提供

重建，捐贈者不但能接受多項由器官保存

庫提供的免費血液篩檢，又可以幫助需要

的人，可謂百利而無一害。

☆甚麼人可以捐贈？

目前，當病人進行關節重建手術之

後，全髖或是全膝關節置換的手術過程之

文/骨科 林聖傑 主治醫師

 (器官保存庫 骨庫負責醫師)

中，都會切除部分的骨骼及關節面軟骨，

並重新置入金屬植入物。或是產婦生產，

當嬰兒出生後，除了部分臍帶血被收集

外，胎盤及羊膜則會被丟棄。

在上述的手術前，醫師會依照您的

過去病史，排除特定感染疾病史後，簽署

捐贈同意書，並且接受多項傳染性疾病的

血液篩檢，如果符合標準，這兩種手術過

程中的殘餘組織，都可以經過醫療處理之

後，成為拯救下一個病人的救命良方。

☆對於受贈者是否會有疾病感染的風險

呢？

在手術進行之前，本院都會進行多項

的傳染病血液學檢查，例如B型肝炎、C型

肝炎、梅毒、淋病、後天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等，待檢查出來並且經過專業醫檢師、

品質主管層層把關，才能於手術中採集殘

「餘骨療親，讓愛永續」 
人體器官保存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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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組織。另外，本院更領先全國，於手術

採集後，多增加一次的後天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的抽血檢驗，減少空窗期造成的感染

風險。

隨著人類壽命的增長，很多器官沒

有辦法一輩子跟著我們，許多手術會需要

替代組織來修補。器官保存庫，統包了幾

個不同組織的保存庫，其中骨骼庫也是最

為人所週知的骨骼銀行，負責收納硬骨、

軟骨、韌帶；羊膜庫則將產婦生產後的羊

膜，加以保存。

骨骼移植，是目前世界統計上第二多

的移植組織，僅次於血液移植。目前，台

灣各大醫學中心都有相關的保存及移植計

畫，而台灣統計出來的感染率，更是低於

國際一倍以上。骨骼庫，主要是透過極低

溫保存，將從捐贈者身上取下來的骨骼，

經過整理、包裝後，放置到零下80的極低

溫冰箱中保存。本院的異體骨處理模式，

便是參考台北榮總、台大醫院，經由手術

室現場移除軟骨、碎骨、加上無菌高壓沖

洗移除多餘雜質，依據高標準、最嚴格的

控管，來保障病人安全。而這些骨骼，大

多用來治療骨腫瘤大範圍切除之後，所必

需填補的空洞；或是關節置換術後、骨折

植入物脫位後造成的骨溶解，也是提供填

補跟相對的支撐力。在過去沒有骨骼銀行

的時代，利用產品化的異體骨，每3cc大

約要價5萬元左右，但是透過骨骼銀行的

保存後，可以大幅減輕病患的負擔，也有

更好的照顧。

「餘骨療親，讓愛永續」，中山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器官保存庫，領先全台的

兩次血液學檢查，讓捐贈者安心、更保證

受贈者安全。健全的移植管理輔以現今醫

療進步，可以讓各種疑難病症，順勢而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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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老師。」於是與原診療團隊討論接下來

的症狀控制方向、協助轉入安寧病房，也聯

繫了社工師與大哥說明大體捐贈的流程及相

關文件的簽署。

幾天後，在安寧病房遇見妹妹，她告訴

了我現在哥哥感到舒服很多，在這裡他受到

尊重及獲得有品質的生活，只是很可惜他想

捐贈大體的心願可能無法完成。原來大哥的

體重破百，大體的相關後續處理很難進行，

只好放棄。安寧團隊獲知此事，一度也很沮

喪，但周醫師提出了不同的建議：「捐贈眼

角膜也很好啊，這樣大哥的大愛就可以延

續。」這個提議對大哥更具吸引力，團隊肅

然起敬，畢竟器官捐贈的需求比起大體捐贈

更加嚴謹。

第一次見到『鐓鐓大哥』，就被他那瀟

灑的落腮鬍吸引了目光，因為大哥覺得這種

鬍子看起來像修行人，可以提醒他人生像修

道場。而大哥選擇的人生終點，透過器官捐

贈的方式，就如他所期待的—很精采也很有

價值。

「肝癌、持續下消化道出血引起貧

血、解血便，腹水、黃疸」是每次訪視病

人前的第一步驟—認識病人的疾病樣貌；

第二步—「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或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

書」是了解病人或家屬對於醫療期待的想

法。

那天，臥床虛弱的大哥，用著很認真

的眼神告訴我，他不想再輸血了，現在活

得不像人很痛苦。一旁陪伴的妹妹轉述著

昨天在家裡發生驚恐又無助的過程—大哥

在廁所昏倒，原本就碩壯的體型又腹水厲

害，5個大男人還搬不動、到醫院血管很難

找、一直解血便尿布更換不及弄得全身沾

滿排泄物…這夜的多災多難，累垮了這對

兄妹，現在的他們需要能舒適的休息。

於是我快速的自我介紹及說明安寧

療護後，也進行無效醫療及限時治療的討

論，同時說明「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

醫療抉擇意願書」，大哥很肯定的說：

「60歲的人生夠精采了，疾病折磨人，能

讓我活得像個人就好，如果可以我還想做

文/緩和醫療病房 黃瑜萍護理師、周希諴 主任

安寧病房內器官捐贈的心靈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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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民106年5月24日)。

  取自https://www.torsc.org.tw/index.jsp

2.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民106年5月24日)。

   死後器官捐贈者基準，取自

   https://www.torsc.org.tw/transplant/transplant_05c.jsp

3.聯合影音新聞網(民105年9月21日)。

  中市這一家人 大體器捐全簽了！

  https://video.udn.com/news/563379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統

計全台灣地區目前登錄等待移植病人資料，

截至106.05.24止，共計9,062名，而每年腦

死捐贈人數卻只有300人左右，所捐贈的器

官及組織約在千例，捐贈者雖然有逐年增加

的情形，但供需比例仍然相差極大。

在安寧病房中收治的病人都是末期疾

病患者，其中以癌症病人佔80%居多，依據

《死後器官捐贈者基準》，除原發性腦腫瘤

之外，一般癌症病人並不適合捐贈器官、

骨骼和皮膚，因為可能會有儀器未檢查出來

的癌細胞潛伏，又或者因癌細胞侵犯器官或

組織，導致受捐贈者罹患癌症；且癌症病人

經過漫長辛苦的化學治療，可能會影響其肝

臟與腎臟器官功能，因而造成無法捐贈的遺

憾。

事實上除了白血病、淋巴癌和眼睛惡性

腫瘤以外的癌症患者，死後仍可以捐贈「眼

角膜」遺愛人間。(特別說明，如果除了癌

症外還有B、C型肝炎疾病，一樣可以捐贈眼

角膜，只是受贈者必須也是B、C型肝炎的患

者)。

本院近年積極推廣器官捐贈，105年實

際器官組織捐贈個案共有四位，而其中安

寧病房住院的病人就有3位成功完成眼角膜

捐贈共6枚。我們發現，病人及家屬對於自

主權利想法的改變，以及利人利己的大愛

精神，接受健保卡註記安寧緩和療護意願

的同時，對於器官捐贈也表現出強烈的探

詢意願。

每一條生命都是珍貴的，但醫療與

生命總有其終點，本院安寧療護團隊藉由

四全照護（全人、全家、全隊、全程）陪

伴病人與家屬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的路

程，達到家屬善生、病人善終的理念，是

安寧療護的最高目標。也許面對死亡總有

那麼多的哀傷與不捨，但把有限的生命化

為無限的大愛，透過器官捐贈的延續，發

揮生命的意義，對病人本身而言，除了擁

有尊嚴更有人生價值昇華之意、對家屬而

言，家人的生命幫助了另一個生命重新出

發，也感到十分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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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假日的清晨，我來到一間不曾來過的醫院參加研習會。

從大門走入，右邊的牆上寫著四個大字「遺愛人間」，牆上寫著這麼一段文字：「捐贈

遺體或眼角膜、腎臟、肝臟等器官以供研究或移植，對醫學之貢獻甚鉅且澤遺病痛同胞，其

崇高襟懷令人肅敬，爰以立碑誌蹟以資旌表，使其愛心仁德傳頌人間。」

我不經意地看到牆上有一個熟悉的名字，這和國小啟蒙老師的名字完全相同。「是老師

嗎？」名字底下寫的籍貫和出生年月日，也幾乎相符。

幾年前，我從醫學系畢業後，便入伍服役，被派遣到海軍艦艇擔任醫官。某一日，接到

好久不見的國小同學訊息，他說我們的老師得到癌症，已經是末期了，他問我：「要不要一

起去看老師？她在○○醫院的安寧病房……」。

那時，我人處在離島無法和同學一起去看老師。我手寫了一張卡片，卡片裡寫著我對老

師的感謝與祝福，謝謝老師一直以來這麼照顧我們、關心我們，小時候還自掏腰包買了好多

全新的課外讀物以及世界名著放在教室供我們閱讀。「閱讀，是世間最美好的事情。」印象

中老師總是面帶微笑地這麼鼓勵我們。因為老師的啟蒙，讓我從小就養成對閱讀的喜好。

我想起那時候同學跟我說，他們到醫院的安寧病房去看老師，其實老師已經非常虛弱，

說話和拿東西都沒有力氣，卻還是強打起精神，想要看看大家、聽大家的聲音。同學跟我

說，因為老師太虛弱了，於是他大聲朗誦著我寫的卡片給老師聽。沒隔多久，就傳來老師過

世的消息。

生命，是如此的無常。

幾年後，我已退伍，再回到母校的附設醫院服務。因為參加研習會的機緣，我踏入一間

不曾到過的醫院，因為這樣的機緣，再次的和「老師」重逢，我沒想到竟是以這樣的形式…

文/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張肇烜 醫師

遺愛人間的大愛

生命有限，大愛的精神卻是無涯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心靈點滴



“總有一天，我會躺在醫院的白色被單下。

  總有一個時候，醫生會認定我的腦功能已經停止。

  那表示，我的生命已經結束了。

那時候，請千萬不要稱呼那是死亡之床，而應該稱為生命之床。

因為我要將我的身體器官拿出來，幫助別人延續他們的生命……

讓我的眼睛，給一位從來沒有見過人世的人；

將我的心，給一位面臨心臟衰竭、飽受病痛折磨的人；

把我的腎，交給那老是去洗腎的人；

用我的筋骨、神經，讓跛腳的孩童行走；

燒去我的殘骸，變成可綻放美麗花朵的肥料。

如果必須埋葬什麼，請埋葬我的過錯、軟弱及偏見。

將我的罪歸還魔鬼；將我的靈交給神。

如果你要懷念我，請與我一樣：讓我們都永生不死……”

~~如果你要懷念我 譯自 Robert N. Test　所寫“To Remember Me”

讀著這段文字，我想起生前作育英才、熱心教學的老師，身後還是一樣的熱心。我們社

會受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儒家思想影響，「死留全屍」的觀念

根深柢固，連帶使得死後願意「器官捐贈」與「大體捐贈」的民眾少之又少。

作下這個抉擇如千斤之重，捐贈者和家屬「敦厚寬闊」的勇毅大願及「無我之愛」的奉

獻大愛，是世間最動人的善舉。

老師捐出身體可用的器官，遺愛人間，讓大愛能夠繼續在世間流傳著、讓溫暖能夠繼續

在社會蔓延著、讓生命得以用另外一種方式繼續延續。

生命有限，大愛的精神卻是無涯！老師以個人有限的生命，將大愛遺愛人間，他在生命

將熄的最後一刻，在人世點起一盞善念之燈。生命雖然死去，器官移植到受贈者身上得以獲

得重生，薪火相傳成就了光明世界，也使生命作了無限無限的延伸。

這是人世間最無私，最動人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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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原主治醫師正式宣判死亡後，再由移植

醫療團隊進行器官摘取。

死後捐贈肝臟摘取乃經中央靜脈給予肝

素後，移植醫師進行腹部主動脈和下腸繫膜

靜脈插管以備灌注。待夾住腹腔動脈以上之

主動脈阻斷血流後，同步放開主動脈與下腸

繫膜靜脈插管夾，以4℃冷保存液灌注動脈

與門脈系統，同時以冰花覆蓋腹腔肝臟。等

保存液灌注肝臟均勻完成後，開始冷保存液

狀態下之剝離，摘取肝臟及相連的膽管、肝

動脈、門靜脈、下腔靜脈及腹腔主動脈，盡

可能保留總肝管血液供應和注意是否有動脈

血管變異情況。取下的捐贈肝臟經處理後，

暫時置於冷保存液中存放(冷保存肝臟的黃

金期限約十二小時)。

( 二 ) 受 贈 者 全 部 肝 臟 切 除

(Hepatectomy)：目前多以保留肝後下腔靜脈

方式進行，將已硬化及失償的肝臟摘除，範

圍包括部份與病肝相連的肝動脈、肝門靜

脈、總肝管與膽囊。末期肝臟疾病的肝硬化

患者多伴隨有血小板缺乏和凝血功能病變，

尤其沾黏度和疾病嚴重度高的受贈者術中出

血多又不易凝集，因應此一需求須藉自體血

液回收系統、快速加溫輸液管理系統、旋轉

式血栓彈力儀、多參數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

一、前言

肝臟為位於人體右上腹腔的重要器

官，職司人體代謝、合成、儲存、分泌、

過濾等功能。當肝臟罹患末期疾病，且無

法以一般傳統治療方法控制病情時，須考

慮以移植肝臟來延續生命。若以移植肝臟

來源區分，肝臟移植手術可分為死後捐贈

肝臟和活體捐贈肝臟兩種。人類史上第一

例成功的肝臟移植為1967年美國的 Thomas 

E. Starzl 醫師所執行的死後捐贈肝臟移植

手術，至今正好滿五十年，而該先驅醫師

也已於今年三月在匹茲堡辭世。至於世界

第一例成功的活體捐贈肝臟移植手術則等

到1989年。本院於去年十二月獲得衛福部

核准通過死後捐贈肝臟移植醫院資格，本

文僅以死後捐贈肝臟移植手術部分做一簡

介，以提供末期肝臟疾病患者的參考。

二、死後捐贈肝臟移植手術過程

死後捐贈肝臟移植手術依流程可分三

部分：

(一) 死後捐贈肝臟摘取(Procurement)：

死後捐贈器官可分為腦死後捐贈(Donation 

a f t e r  b r a i n  d e a t h )  和心臟死後捐贈 

(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兩者都

文/器官移植中心 林敏哲 主任

死後捐贈肝臟移植手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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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儀器設備輔助，以降低術中輸血、麻醉和

術後加護照顧的風險，目前上述儀器本院均

已建置完成使用中。

(三) 捐贈者肝臟植入(Implantation)：

將冷保存液中的捐贈肝臟取出，依序吻合受

贈者對應的下腔靜脈、肝門靜脈，待吻合完

成後給予靜脈注射免疫抑制劑， 重新灌流

血液到植入的捐贈肝臟內。無論是手術中箝

夾肝門靜脈後的 ”無肝期”，及重新灌流

血液到植入肝臟的 ”重灌流期”，都須仰

賴麻醉醫師的專業來維持病患生命徵象之穩

定。待受贈者血流動力穩定後，續吻合捐贈

肝臟之肝動脈血管，此項吻合十分重要，因

為攸關膽管血流供應順暢，可謂行百里半

九十。血管吻合如有需要可以其他部位血管

或人工血管做銜接，及心臟血管外科、整形

外科等多團隊的專業技術支援。最後將所植

入肝臟的膽管視情況與受贈者的膽管或小

腸吻合，重建排放膽汁的通道而完成全部手

術。

三、死後捐贈肝臟移植手術的預後和前瞻

和所有移植手術一樣，死後捐贈肝臟移

植手術為了避免新肝受到免疫系統攻擊引發

排斥反應，必須服用免疫抑制劑控制可能發

生的排斥。移植術後其他的風險包括感染、

肝臟失能及外科手術併發症等。文獻報告

死後捐贈肝臟移植手術後一年存活率約80-

85%，五年存活率約60-65%。相較於活體捐

贈肝臟移植，死後捐贈肝臟移植手術可免除

活體捐贈者的安全疑慮及倫理考量，但受限

於若死後器官捐贈者稀少將無法對嚴重度高

與緊急病患適時治療。

西方歐美國家因器官捐贈風氣已開，捐

贈肝臟來源相對眾多，仍以死後捐贈肝臟移

植手術為多數；反觀亞洲各國包括台灣，等

待肝臟移植者眾、而死後器官捐贈者稀少，

不得不求助於活體捐贈肝臟移植，但仍有許

多末期肝臟疾病患者因無適合的捐贈親屬而

只能等待死後捐贈肝臟。

以台灣為例，每年等待肝臟移植名單

始終超過千人，而死後捐贈肝臟案數每年約

近百例還不到需求的十分之一。前瞻因應之

道，唯有致力提高國人死後大愛器官捐贈的

風氣，讓等待肝臟移植名單上的末期肝臟疾

病患者能有一線生機，不再望眼欲穿徒留遺

憾。

四、結語

死後捐贈肝臟移植手術歷經五十多年發

展，現已臻常規化手術，雖仍屬高風險與多

團隊合作之大手術，但移植手術後存活患者

得以重新自理生活仿若重生， 三成以上可能

重回職場貢獻社會。期盼政府、社會和醫院

攜手共同致力於提高國人死後大愛器官捐贈

的風氣，勸募捐贈更多重生的新肝，讓死後

捐贈肝臟移植手術能挽救更多罹患末期肝臟

疾病國人寶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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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根廷國母艾薇塔裴隆1952年因子宮頸癌

去世時年僅33歲，還有知名藝人梅艷芳也是

沒有及時治療而送命。

子宮頸癌是感染人類乳突病毒(HPV)而

引發的。病毒會先導致子宮頸表層的正常細

胞演變為癌前病變，若不加以處置會進展為

子宮頸癌，致癌型HPV持續感染是造成子宮

頸癌的必要條件。

甚至近十年研究者們越加懷疑，HPV病

毒可以通過口交傳播來導致口腔癌。基礎研

究表明，口腔癌患者更多地沉溺於口交，而

忽視了安全問題。根據2007年發表於新英格

蘭醫學雜誌的研究發現，擁有的口交夥伴越

多，罹患咽喉癌的幾率越大。

但好消息是，子宮頸癌已能透過疫苗

預防，女性若能接種HPV疫苗（俗稱子宮頸

癌疫苗），至少有7成的機率可預防子宮頸

癌，再搭配每年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子宮頸癌對女性的殺傷力

就可望降低。

在今年母親節週末，本院為了響應

國健署政策，給媽咪不一樣的母親節，特

別舉辦了「奶查骨健康，一抹永安康」的

癌篩活動，內容精彩萬分。除了四癌篩檢

外，還有骨質密度、血壓血糖檢測、營養

衛教、骨質疏鬆保養講座、強身保健的中

醫八段錦，更有有機蔬菜及田中寶等健康

食品試吃，讓媽咪們渡過一個難忘又不忘

自己健康的母親節。我很榮幸參與這次活

動幫各位偉大的婦女分享婦癌衛教，也感

謝民眾的耐心聆聽及響應子宮頸抹片檢

查。

全世界每年都有50萬名婦女診斷為新

病例，並超過25萬人因子宮頸癌而死亡。

發生率在世界各地的差異相當大，篩檢率

高的國家發生率較低，如歐美；開發中國

家的發生率最高。在台灣也高居不下的女

性癌症，每年約有6000人診斷為新病例(包

括原位癌及侵襲癌)，並有近900人死於子

宮頸癌，造成相當大的醫療負擔，是個對

婦女威脅極大的疾病。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故事中永遠

文/婦產科 劉慧瑩 主治醫師

母親節健康活動 談子宮頸癌與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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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種類：

CERVARIX，兩價的
HPV疫苗

GARDASIL，四價的
HPV疫苗

GARDASIL，九價的
HPV疫苗

藥廠 葛蘭素史克藥廠 默沙東藥廠 默沙東藥廠

涵蓋類別 16、18型 6、11、16、18型
6、11、16、18，31、

33、45、52、58型

適應症

子宮頸癌及癌前病變
子宮頸原位癌
外陰癌前病變
陰道癌前病變
>26歲CIN1第一級上皮
內贅瘤

子宮頸癌及癌前病變
子宮頸原位癌
外陰癌前病變
陰道癌前病變
生殖器疣(尖狀濕疣或
菜花)

外陰癌前病變
子宮頸原位癌
陰道癌前病變
生殖器疣(尖狀濕疣或
菜花)

適應年齡
9－25歲
9－14歲 可施打2－3劑

9-26歲
9－14歲 可施打2劑

9-26歲
9－14歲 可施打2劑

接種時程 第0,1,6個月 第0,2,6個月 第0,2,6個月

孕婦用藥等級 B B B

目前抗體
追蹤研究

9.4年 9年 7個月(上市未滿一年)

推估降低罹子
宮頸癌風險率

90％ 60－70％ 90％

院內價格 3900元 3500元 4800元

圖解子宮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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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瑩醫師整理

＊劉慧瑩醫師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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