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者天下，愛無國界
文/國際醫療中心 林月春 秘書

「醫者天下，愛無國界、熱心奉獻、

中山之榮」，中山附醫的白袍之愛，除救人

的天職外，如同醫師誓言「要奉獻一切為人

類服務」，秉持人道醫療精神的情懷，多年

來以私立醫院有限的資源，積極投入國際醫

療援助服務及人道救助，展現醫療大愛，為

國家盡一份心力。今年獲外交部頒發「外交

之友貢獻獎」並入圍第三屆「國際醫療典範

獎」，肯定本院多年來在友邦吐瓦魯的耕

耘。

吐瓦魯，一個遠在南太平洋的島國，醫

療資源嚴重缺乏，長期接受各國與國際衛生

組織援助，在美麗的島嶼上，有我們蓽路藍

縷的足跡。本院於2006年與吐瓦魯中央醫

院―瑪格麗特公主醫院締結姊妹醫院，開始

每年派遣行動醫療團提供醫療援助，進行醫

療服務及醫事人員教育訓練。2011年與吐

瓦魯衛生部共同簽屬「醫療合作工作層級備

忘錄」，開始執行「台灣醫療計畫」。從一

開始的國際醫療援助轉化成與當地中央醫院

合作的過程中，重點從單純看診、手術，進

而著墨於公衛及醫療教育訓練領域，協助提

升當地臨床醫療服務品質，也積極參與WHO

在吐國舉辦的各項活動，提升台灣國際曝光

率，展現醫療軟實力。

■醫療資訊系統

吐瓦魯屬海洋性熱帶氣候，既潮溼又炎

熱，瑪格麗特公主醫院病歷與檢驗報告仰賴

手寫紙本留存，易筆誤、遺失與損毀。為改

善其管理與效能，2012年開始協助建置醫療

資訊系統 (HIS)。目前門診病歷、掛號系統、

藥品管理、檢驗檢查系統、統計系統、微生

物系統、住院、護理、慢性病個案管理系統

都已電子化，逐步建構完整醫療資訊系統，

盼瑪格麗特公主醫院與世界接軌。

外交部吳釗燮部長頒獎，國際醫療中心王紹全主任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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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醫療團&專科醫師駐診

本院12年來已派遣18團行動醫療團至吐

國進行任務，逾百位專業醫事人員投入，

包含泌尿科、皮膚科、骨科、耳鼻喉科、牙

科、身心科、麻醉科、婦產科、兒科、心臟

科、眼科、整型外科、腎臟科、家醫科、檢

驗科、病理科、藥劑科、護理部、醫工、資

訊等。也為彌補吐瓦魯專科醫師缺乏的難

題，每年派遣專科醫師駐診4-5個月，提供長

期醫療支援，保障吐國病患的健康。

■醫療人員臨床技能教學&代訓

為使當地醫護人員有在職教育的機會，

於當地舉辦各項臨床技能訓練與專題演講，

並每年代訓中央醫院派至本院的醫事人員，

以增強醫療人員醫療照護知識技能。

■公共衛生計畫與教育

「台灣醫療計畫」是以友邦需求為導

向，協助友邦國家進行長、短期公衛及醫療

合作計畫。2013年迄今本院在吐國推動各大

型計畫：全國婦女子宮頸抹片篩檢、慢性病

防治計畫、全國學童健檢、首都成人健檢與

減重計畫。也編製各式衛教手冊，學校與社

區衛教同步啟動。由於各界反應熱烈，深獲

吐國政府與地方好評，電台多次採訪報導，

表達對我們的肯定。衛生部馬努業部長讚揚

本院協助吐國大型醫療計畫補助吐國的不

足，是其他國家無法做到的，因此在105年

WHA會議特地大力支持，為我國加入WHA發

聲。

去年以「吐瓦魯全國學童健檢」為題參

賽國際醫院聯盟第41屆世界醫院大會，24

國90家醫療機構的131件參賽作品中，獲得

「IHF and Bionexo Excellence Award」亞軍殊

榮。學童健檢是吐國第一次執行的大規模全

國性健檢活動，本院克服萬難，與吐國衛生

部和WHO共同合作，得到國際的肯定，倍感

殊榮。

跨越南北半球的距離，十多年來投入的

醫療援助的成果已與吐瓦魯搭建起友誼與信

任橋樑。我們提供的專業醫療照護、技術支

援與執行的公衛項目，對吐瓦魯人民已產生

巨大效益。無數同仁的盡心付出正是本院海

外醫療援助最寶貴的資產，我們持續奉獻的

精神將永不止息，對協助外交、鞏固邦誼盡

一份心力。

蔡明哲副院長向蔡英文總統和林靜儀委員介紹醫療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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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藥劑科 陳怡伶 藥師

含類固醇成分的外用藥膏在皮膚科很

常見，許多民眾只要一聽到類固醇便很害

怕，甚至不敢使用，但其實只要對類固醇

有正確的認知、使用得當，類固醇一點都

不可怕。

類固醇主要有四種作用：抗發炎、血

管收縮、抑制增生和免疫抑制。治療上，

我們取其抗發炎的作用來抑制皮膚發炎現

象；血管收縮和抑制增生可以減少紅斑生

成和用於治療苔癬化的皮膚。但若不洽當

的使用，造成免疫抑制時，除了惡化原先

的皮膚病症，還有可能加重細菌、黴菌或

病毒性的感染，這個時候，相對應的副作

用就會出現。

『外用類固醇怎麼用?怎麼選?』最簡

單的方式，可以從下列四個方向來評估：

1.藥物劑型

外用類固醇，大致分為油性基劑較多

的軟膏(Ointment)、油性基劑較少的乳膏

(Cream)、含有酒精或丙二醇的凝膠(gel)和

水性洗劑(Lotion)。油性基劑越多，穿透角

質的能力越好、黏稠度高，可以增加藥物

在皮膚上的吸收，以相同成分相同濃度的

外用類固醇相比較，其強度為軟膏>乳膏>

凝膠>洗劑。雖然軟膏效價強但容易有油

膩感，所以患者反而對乳膏的接受度比較

高；凝膠和洗劑容易塗布，適用在大面積

病灶，如頭皮、毛髮，但因為不容易控制

正確使用外用類固醇

用量，可能滴落沾染衣物，加上含有酒精，

容易造成皮膚刺激。

目前最新的劑型為Thermolabile Foam(

溫控泡沫劑型)，因其獨特的結構，使得藥

物一碰到皮膚後就會溶解成液體，且能均勻

分佈於皮膚表面，同時具備固態劑型和液態

劑型優點，加上減少每日塗抹次數、患者較

容易接受的質地，藥物遵從性也比較高。

2.藥物強度

醫界將外用類固醇，根據它們收縮血管

的能力分為七個等級，第一級最強、依序遞

減，第七級最弱；即使是相同成分，不同濃

度或劑型也可能使外用類固醇有不同等級的

強度。弱效的藥膏相對安全，用於治療輕微

的皮膚炎症，但是有些急性病灶需要盡快治

療時，或是因為發炎部位角質層太厚而吸收

不好時，皮膚科醫師也會斟酌使用較強效的

藥膏。(如表一)

3.病灶部位

身體各部位因為角質層厚度的不同，對

於藥物的吸收效果也有差異。例如臉部的皮

膚薄，不但容易吸收外用藥物，還容易使藥

物進入身體影響其他部位，而產生較大的副

作用，所以臉上一般不建議使用超強效、或

強效的外用類固醇。另外，黏膜處(如生殖

部位)一般藥物穿透性較好，加上類固醇成

分可能會影響生育能力，因此，此類藥物不

建議使用在生殖部位。簡單來說，身體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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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吸收能力：眼週、生殖部位＞臉部＞頭

皮、腋下＞背部＞手掌腳掌，越容易吸收藥

物的部位，越要小心處理。

4.患者年紀

嬰幼兒相較於成人，體表面積大，加上

皮質薄，宜選用弱效的外用類固醇。而使用

在老人族群上，也因其皮膚相對較薄，同樣

以弱效類固醇為首選，並需注意皮膚老化及

變薄等副作用發生。所以病灶部位吸收度越

高、體表面積越高的族群，在選擇外用類固

醇時，更需謹慎。

副作用方面，最常見的就是皮膚萎縮

或血管擴張，一旦皮膚變薄，若受傷就容易

出血，於是形成紫斑。比較少見的副作用則

包括多毛症、色素沉澱、傷口延遲癒合和皮

膚感染惡化等。塗抹時，需依指示使用適當

的用量，薄薄的一層塗抹在患部即可，就不

容易影響正常的皮膚，如果用手指塗抹，使

用後應以清水洗手。如果長期使用病症仍未

改善，有可能是合併黴菌或其他的感染，

因為類固醇導致的免疫抑制而造成其他感

染伺機擴大，建議回診與皮膚科醫師討論

後續的治療方針，而不是自行加重用量使

用，使得感染越發惡化；一般建議，每天

至多塗抹一至兩次就好，即可達到治療的

效果。多數的副作用通常會在停用藥物後

逐漸恢復。因此，隨著病情配合醫師的診

療調整藥物，就顯得非常重要。

類固醇就像是一把雙面刃，正確使

用可救人無數，錯誤運用，就無法理解它

的好。對於含類固醇成份的外用藥膏，應

有的正確使用觀念：此藥物不是一種可以

適用於全身所有部位、所有症狀的美國仙

丹，正確地評估皮膚實際的問題，選用低

效度至中效度之類固醇維持治療，需長期

使用時，務必遵從醫師指示，正確合理的

使用，了解藥物什麼時候該停，怎麼停，

與之和平共處，就能理解它的好。

強度 成分/濃度/劑型 商 品 名

第一級 Clobetasol propionate 0.05% oint/cream/foam Clobetasol、Vimax
第二級 Flucinonide 0.05% oint/cream/lotion Topsym
第三級 Betamethason dipropionate 0.05% cream Diprosone

第四級

Betamethasone valerate 0.06% cream 
Mometasone furoate 0.1% cream 
Fluocinolone acetonide 0.1% cream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0.1% cream

Rinderon-
VMetsoneFlucortMycomb

第五級
Fluticasone propionate 0.05 cream
Betamethason valerate 0.1% cream CutivateBetaderm

第六級
Betamethason valerate 0.0.5% lotion
Fluocinolone acetonide 0.01% solution

第七級 Hydrocortisone acetate 1% oint C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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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陳盈汝 營養師

依據國際失智症協會（ADI）資料或衛

福部委託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流

行病學調查結果，全球及台灣的失智症人

口皆在持續攀升中。

然而目前尚未有任何藥物可以完全治

癒失智症，因此如何預防失智症一直是個

熱門的議題。目前大多採以下方式進行預

防，如地中海飲食、多運動、維持健康體

重、多社會參與的習慣、做好自我的健康

管理，遠離三高疾病和肥胖、戒菸等。

美國洛許大學醫學中心在2015年提出

一種新的飲食型態―麥得飲食，研究960名

老年人經過平均4.7年的追蹤，發現偏向麥

得飲食型態的老年人，其認知功能退化速

度較慢，而麥得飲食得分較高的族群在相

同年齡層，認知功能年輕7.5歲。且雖然地

中海飲食和得舒飲食都有預防失智症的效

果，但麥得飲食的成效是明顯優於其他2種

飲食型態的！

什麼是麥得飲食?

是一種以得舒飲食與地中海型飲食

為基礎發展出來的飲食型態。研究已發現

得舒及地中海飲食皆有助於減緩認知功能

退化，而「麥得飲食」是結合了這兩種飲

食型態中有益大腦健康的食物，且麥得飲

食更點出了十大益腦食物及五大害腦食物

喔！

益腦食物好處看這邊！

‧綠葉蔬菜：富含膳食纖維，鉀、鈣、

益腦飲食 麥得飲食
您值得一試的飲食型態

鐵、鎂等礦物質及葉酸、胡蘿蔔素、維生

素C、E是具抗氧化作用之營養素，如芥藍

菜、菠菜、萵苣等。

‧其他蔬菜類：各式蔬菜種類顏色繽紛，不

同顏色富含不同的植化素，有抗氧化、預

防失智的功效。如：青椒、紅椒、紅蘿

蔔、青花菜、芹菜、大番茄、四季豆、茄

子等。

‧莓果類：強調莓果攝取，而非所有水果

類。草莓、藍莓、蔓越莓、桑椹、黑醋栗

等含有豐富的類黃酮、花青素等與減緩認

知功能下降有正相關。但須注意莓果常製

成果醬或甜點通常加入了大量精緻糖，故

建議仍以原態莓果攝取或加入低糖低脂優

格或牛奶食用較佳。另外，在台灣草莓產

季時，大家總會害怕農藥問題，切記不管

是清洗蔬果或草莓，皆重複沖洗3次再以

不間斷的流水浸泡10-15分鐘，即可降低

蔬果農藥殘留量！

‧堅果類：富含維生素E、膳食纖維，且堅

果的油脂，主要來自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對預防心血管疾病有正面成效。

‧全穀類：麥得飲食建議每日至少攝取3份

全穀類。根據2018新版每日飲食指南強

調攝取營養素密度高之原態食物，以提高

微量營養素與有益健康之植化素攝取量。

因此，將原本分類中之全穀根莖類，修訂

為「全穀雜糧類」。且建議三餐應以原態

的全穀雜糧為主食，或至少有1/3未精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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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穀雜糧。全穀類的攝取不單是預防失智

症的關鍵營養素亦是均衡飲食不可或缺的

重要一環！

‧魚類：富含ω-3脂肪酸，可促進智力發

育、預防大腦中類澱粉蛋白沉積，以減緩

認知功能退化，但須注意烹調方式以不油

炸為原則。

‧豆類：富含異黃酮素、不飽和脂肪酸、纖

維、磷等多種維生素礦物質，有助降低心

血管疾病罹患之風險。而磷是合成卵磷脂

和腦磷脂的重要成分，可增強記憶力、延

緩腦功能衰退等。如：黃豆、豆漿、豆腐

等。

‧禽類：地中海飲食強調適量食用魚、海

鮮、蛋、家禽類作為蛋白質之飲食來源減

少紅肉攝取；得舒飲食則強調以白肉取代

紅肉。WHO將加工肉品，如培根、香腸、

火腿跟熱狗列為1級致癌物，紅肉(牛肉、

豬肉、羊肉)列為2A級的可能致癌物。想

當然而麥得飲食也強調一週至少吃兩次非

油炸之雞肉及至少一次的魚肉且紅肉攝

取每週不超過四次。

‧適量紅酒：主要是為了裡面的多酚類、

白藜蘆醇等植化素，減緩認知功能退化

及降低阿茲海默症的發生。每日建議量

為1杯。

‧橄欖油：從得舒飲食的用好油到地中海

飲食及麥得飲食皆強調以橄欖油作為主

要用油，日常中的油品選擇對於疾病影

響占很重要的一環，橄欖油富含單元不

飽和脂肪酸、酚類化合物，具抗氧化作

用、保護心腦血管等功能，可預防認知

能力衰退，進而減少失智症的發生。

害腦食物有哪些？

除了益腦食物，麥得飲食也提出了對

大腦有害食物：少吃奶油、起司、紅肉及

其製品、速食、蛋糕、甜食。

失智症是一種複雜且多重因素造成的

疾病，遠離失智，除注意飲食外也要多動

腦、多運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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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牽一世 醫世情緣
外科部 胡庭碩 住院醫師 口述 │ 醫療部 撰文

婚紗照，對每對新人來說，就是留下最

幸福、最美好時刻的最佳寫照。它記錄

了熱情的情懷，將最甜蜜的一面永遠定

格，是一輩子最重要的回憶。

胡庭碩醫師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與他美麗的妻子相識在這座學

府裡，兩人從學生時代，愛情長跑至今

已過十載，校園內的每一處幾乎都有兩

人的足跡，無處不是回憶。醫學系的養成

不易，陪伴他走過辛苦的七年時光，除了

溫柔的另一伴，就是這一幢幢舊舊地、有

故事地教室，和一棵一棵可愛的椰子樹。

當兩人決定攜手共度未來時，心中唯一想到的婚紗拍攝景點，就是回來母校和附設

醫院取景，合作的攝影師更是躍躍欲試。

初次看到本院外科住院醫師胡庭碩醫師的婚紗照，很感動也很驚艷。他們並未選擇

在夢幻的島嶼或是在美麗莊嚴的教堂裡，而是在充滿兩人回憶的中山醫學大學裡拍攝。

2011年落成的汝川大樓，建築外

觀是帶點溫暖的粉色系，一樓的大廳寬

敞，讓就醫民眾走進來不會有過去老式

醫院建築的壓迫，還有學校正心樓周邊

綠蔭與廣場、實驗大樓旋轉梯，新舊交

織間，彷彿在提醒著眾人莫忘過去初衷

同時，也應展望新的未來。婚紗拍攝當

天，攝影師說原本以為承載了這麼多生

老病死的醫院建築物應該會令人感到冷

冽，沒想到這麼有溫度、這麼好拍，快

門聲不斷的迴盪在醫院及校園間。

1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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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在去年改頭換面，拆去

了圖書館，擬於原址興建停車場大樓，過去

的圖書館對莘莘學子來說，除了有著臥薪嘗

膽、煎熬讀書的痛苦回憶外，更有許多愛情

悄悄在此處萌芽。現在為了安全，工地周圍

搭上灰色的鐵圍籬，但學校這群富有創意的

孩子們，在煞風景的工程圍籬上，彩繪了溫

暖的色塊與Love文字，重新賦予此地新的生

命與溫度。就如同人生因為過去種種的坎坷

磨練而成熟，但不能一直原地踏步，不可執著於回憶過去，人要往前走，開創新的道路。

醫學知識浩瀚，不僅止是一本一本厚達一千多頁解剖學、外科學而已。每天面對臨床上

病患病情的快速變化，以及手術房內生死拔河，身心壓力不言可喻。胡醫師所珍惜的她，主

修心理學，個性上一動一靜的互補，讓兩人更是默契十足，雖然各在醫學上不同的領域，但

彼此明白醫療工作環境上的癥結，只要你懂得我、我理解妳，兩人相互扶持及鼓勵，提醒彼

此莫忘我倆選擇醫學之路的初衷，未來一同為病患服務，也如同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宗

旨「醫人、醫病、醫心」。

今後我會牽著妳的手，走我們一起的路，

未來的路很漫長，未來的路不一定會一路順

遂，但相信有妳陪伴，我會更勇敢更堅強，生

命會更精采。

於此恭喜胡庭碩醫師賢伉儷，

永浴愛河、幸福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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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點滴

中山附醫與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合作

推動「南山慈善基金-醫療關懷計畫」，該

計畫的主要精神為協助弱勢病患，在陷入

就醫急難困境時，能及時獲得醫療救助，

幫助其安心就醫，以溫暖的關懷，安頓其

身心。

以今年4月協助中山附醫弱勢病患為

例，小英(化名)，1歲小朋友，早產兒，出

生體重僅718克，且因早產兒併發症，其雙

眼接受雷射手術，併有水腦裝置引流管；

又因巨結腸症需開刀進行人工造口，然後

執行腸造口接合手術，歷經多次手術，目

前仍仰賴鼻胃管餵食，需長期進行復健。

因小英住院近一年，醫療費用累積數

萬元，王母暫停工作專心照顧小英與尚就

讀小學的姊姊，家中經濟來源靠王父每月

約2萬元的收入來支撐，故無力全額負擔

小英的醫療費用。此案例經醫院社工熱心

整合各項社會資源與協助，在王家陷入困

頓時，由南山慈善基金提供部分的醫療費

用補助，讓小英得安心接受治療，度過危

難。

「南山慈善基金-醫療關懷計畫」為

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與醫院共同協助弱勢

病患安心就醫的關懷計畫，當醫院醫護或

社工人員獲知有急需看病，受經濟困頓而

無力繳納醫療費用的弱勢病患，經醫院社

工專業評估，確實符合協助標準及此計畫

補助資格，可透過社工申請「南山慈善基

「南山慈善基金-醫療關懷計畫」

協助弱勢走出困境  為台灣挹注更多幸福
文/南山慈善基金會

大揚通訊處團隊至中山附醫宣導「器捐」、「安寧療護」之服務照片

金」取得醫療照護相關費用之協助。自103年

起合作至今，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已捐助醫

院208萬元，並協助156位弱勢病患獲得醫療

費、看護費、醫療衛材/耗材、膳食營養、短

期安置…等補助，為有需要的民眾解決就醫

的困境、度過難關。

除了提供弱勢病患醫療救助外，南山人

壽慈善基金會更號召南山人壽的大揚通訊處

團隊，投入中山醫大之義工行列，協助醫院

之「拒絕無效醫療」、「器捐」、「安寧療

護」宣導與護理之家住民的關懷活動，以實

際行動長期服務有需要的民眾。

中山附醫以積極關懷社群、促進中部民

眾健康生活為己任，透過南山人壽慈善基金

會的支持，讓醫院與企業資源互相結合，共

同關注弱勢醫療救助及社區醫療照護議題，

將為社會挹注更多能量，為民眾打造更健

康、更幸福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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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9-10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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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05 09:00~12:00 臨床試驗中心

人體臨床試驗「倫理、
科學、法規與GCP
 (七)」-大數據應用與

AI人工智慧

曾育裕 教授
張詠淳 教授
曾新穆 教授

口腔醫學大樓
B1-D05演講廳

尤心汝
56228

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積分「西
醫師」、「護
理師/士」學會
申請中；院內
醫學倫理分、
中山醫學大學
教師成長中心
專業成長積點
申請中

107/09/07 12:30-13:30 內科部 特別演講
高雄長庚醫院
林孟志副院長

行政大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師
積分感控積分
申請中

107/09/07 13:00~16:00 臨床試驗中心

人體臨床試驗「倫理、
科學、法規與GCP
 (八)」-醫療器材法規

及實務相關

陳德軒 審查員
張印本 博士
李子偉 主任

口腔醫學大樓
B1-D05演講廳

尤心汝
56228

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積分「西
醫師」、「護
理師/士」學會
申請中；院內
醫學倫理分、
中山醫學大學
教師成長中心
專業成長積點
申請中

107/09/08 08:00-16:00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實証健康照護研習會
張慧瑾組長、
王采芷教授
等4位

正心樓6樓
0628電腦教室

宋怡憓督導
34974

護理人員繼續
教育積分
申請中

107/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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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報告

義大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8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107/09/15 08:00-17:30
台灣胸腔及

心臟血管外科學會、
外科部

第一屆亞洲食道癌
高峰論壇

中山附醫
陳志毅
副院長、
胸心外學會
李章銘
理事長等人

行政12樓
會議廳

楊采蒨
34612

申請中

107/09/17 12:30-13:30 醫學研究部
如何提高在

國際知名審稿期刊上
發表論文的機會

呂銘方 博士
行政12樓會議
廳

陳以恩
34116

院內醫教1積分

107/09/19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高醫大附醫
吳登強教授/
副院長

行政大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師
積分
院內醫教積分

107/09/19 16:30-17:30 解剖病理科 外科病理討論會(SPC)
解剖病理科
趙婉如醫師

行政大樓6樓
4605會議室

顏嫚姍
32552
李雪旖
11647

無

107/09/20 09:00-17:00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智慧病房研討會
藥劑科
黃鏡樺藥師等

行政12樓
會議室

蔡淑美督導
34975

10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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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回覆

奇美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
38538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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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報告

新樓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
38538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7/10/17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義大醫院感染
科賴重旭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師
積分感控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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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