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護病患 延續生命 肺臟移植手術
文‧醫療部 整理

中山附醫 器官移植新里程碑

107年對中山附醫器官移植來說是一個

很重要的年，首先在107年4月20日通過衛福

部審核成為具肺臟移植資格之醫學中心，二

來本院由外科部夏君毅主任領軍的器官移植

團隊，有幸在107年5月31日執行雙側肺臟移

植手術，且病患於107年8月27日順利出院；

這對中山附醫來說無疑是一項新的里程碑。

14歲的宜婷兩年前因罹患罕見疾病-卡斯

特曼病(Castlemans Disease)，導致肺部病變並

惡化到呼吸衰竭、插管、氣切使用呼吸器、

並等待肺臟移植，所幸透過一名年輕女性，

因車禍器官捐贈肺臟，讓宜婷接受雙肺移植

後終於脫離長達1年半依賴呼吸器的生活，喜

獲重生。

夏君毅主任表示，這起特殊病例，除了

感謝5月31日在中榮一位頭部外傷的病患大

愛器官捐贈，並在中榮移植團隊的協助下，

於當晚九點摘取雙側肺臟，至本院進行雙側

肺臟移植，還有宜婷全家人不離不棄的照

顧、術後宜婷堅毅的求生，都是令人動容。

宜婷接受雙側肺臟移植後，住院療養了

近3個月，但因已躺床2年，腿部肌肉萎縮無

力的她，仍盡全力站起來向醫療團隊致謝，

未來須復健及終身吃抗排斥藥的宜婷興奮告

別2年的住院生涯。她說最感謝「菩薩姊姊捐

肺」，她會好好珍惜第2人生。

宜婷展現生命韌性，術後1個月努力復

健坐起來，得知醫療團隊搶救她的歷程，恢

復元氣可以握筆後，第一件事就寫下對夏醫

師的感謝及手繪醫師人像表達謝意。

宜婷的阿嬤說，從小鮮少看醫生的健康

寶寶，小學時因課業、健康及體能綜合表現

優異，還獲選學校運動會聖火隊傳遞員，沒

想到這場大病讓她躺在病房這麼久，這場驚

險的大病，家人接過數次病危通知，非常感

謝大愛的器官捐贈者，還有中山附醫的醫療

團隊。

接受雙側肺臟移植手術的宜婷，親手繪製卡片感謝夏君毅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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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君毅主任說，宜婷罹患的罕見疾病

「卡斯特曼病」，世界僅約數十例，發病原

因不明，類似病人起初均靠免疫療法支持，

但最終僅能靠肺臟移植爭取到生機，宜婷的

移植成功可能是全球雙肺移植治療此罕病，

且成功出院的首例。

肺臟移植難度高，加上器捐者通常腦死

前經搶救插管過程，導致肺功能多已受損，

等到確定器捐時，僅約10%肺臟可用，尤其

能獲得情況良好的雙肺同時移植者更是少之

又少，另因肺移植後的感染機率相當高，移

植手術後20%病患無法活著出院，5年存活率

僅60%。

本次肺臟器官移植，動員了本院的胸腔

外科團隊、心臟血管外科團隊，歷經十個小

時的手術，術後經醫護團隊(外科加護病房、

核醫14樓病房)的細心照護，從控制感染、移

除呼吸器、拔除氣切管，積極復健到下床活

動，而今順利出院，也祝福宜婷未來活出不

一樣的人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積極投入器官勸

募及器官移植的發展，目前亦具備腎臟、肝

臟、心臟、肺臟及眼角膜之移植資格。此次

成功完成肺臟移植象徵本院已邁入器官移植

優質醫學中心的行列！

恭喜宜婷接受雙側肺臟移植成功，本院特準備蛋糕慶祝順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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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藥劑科 魏菀葶 藥師

一直以來，提升病人安全的照護，是

各家醫療院所的主要課題之一。但是，除

了仰賴醫療團隊的努力外，您知道身為病

人的您，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嗎?

衛福部自2004年起委託醫策會標竿美

國的病人安全週，將每年十月第三週訂為

我國的病人安全週，舉辦至今年將邁入第

15年，全國醫療網及醫療機構積極共同響

應，各地也都有舉辦多元化推廣活動，搭

配各類文宣及媒體宣傳，以強化社會及民

眾對病人安全的認知及參與。 

2018年病人安全週日期為10月14日

至20日，其宣導主軸為「醫病溝通」，期

望建立民眾正確的就醫觀念與正確用藥觀

念 鼓勵病人回應醫療人員的提問與主動反

應自己或家人的特殊狀況，問清楚、講明

白，減少醫療人員與病人、家屬及民眾間

的溝通不良，拉近醫院與民眾間距離，進

而正向回饋提升醫病伙伴關係。 

一般民眾可以如何響應及參與?

化被動為主動，積極參與跟自己有關

用藥安全一起來

的醫療、用藥等過程，以及照護健康管理計

畫。不只是響應病人安全活動，如一些團體

用藥衛教、講座外，也應適時回應醫護人員

的問題，如：用藥(中西藥、保健品)、對什

麼藥品有過敏…等。當藥師或醫護人員詢問

姓名或相關問題時，能直接並完整的回答，

也能主動反應自己或家人的特殊健康狀況、

關於治療或用藥的疑問，若對於醫療人員說

明有任何疑問，都要主動提出，直到完全瞭

解。

正確用藥能「藥到病除」，錯誤用藥則

「藥到命除」。藥袋上都有醫師囑咐的用法

用量，若不清楚或有任何疑問，都可以再回

去問醫師或藥師；勿任意停藥，也不要在無

醫囑的情況下任意調整用法用量；當忘記服

用藥品或發生不舒服的情況，都可以電話或

直接到現場詢問藥師。

跨科別、跨醫院就診時，主動諮詢藥

師或醫師所服用的藥物是否重複或有交互作

用。建議可深入了解本院的「提供就醫紀錄

與結果資訊同意書」，在簽署同意的情況

下，本院會進行批次下載健保署健保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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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雲端就醫用藥紀錄與檢查檢驗結果資料，進一步結合院內系統以分析處方交互作用之比

對、藥物過敏史或不良反應紀錄之建置及查詢，除了降低藥品浪費，當然更重要的是您的用

藥安全！

當您拿到藥品時，應該多想一想、多注意自己的用藥，保障用藥安全，讓用藥更安心。

若有任何用藥上的問題，都可以撥打本院藥物諮詢專線04-24739595轉38005 (假日或夜間請

撥38216)

藥劑科關心您的用藥安全

參考資料:衛生福利部 台灣病人安全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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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趙佩君 營養師

107年新版「每日飲食指南」不但仍以

預防營養素缺乏為目標（70% DRIs），也

同時參考最新的流行病學研究成果，將降

低心臟血管代謝疾病及癌症風險的飲食原

則列入考量，建議以合宜的三大營養素比

例【蛋白質10-20%、脂質20-30%、醣類

（碳水化合物）50-60%】以實證營養學的

原則，試算多種飲食組成，最後提出適合

多數國人的飲食建議。

本版每日飲食指南涵蓋六大類食物：

全穀雜糧類、豆魚蛋肉類、乳品類、蔬菜

類、水果類、油脂與堅果種子類；並針對

7種熱量需求量分別提出建議份量。每日

由飲食中獲得足夠量的身體所需每種營養

素，且吃入與消耗的熱量達到平衡，就是

「均衡營養」，這是維持健康的基礎。

 107年最新版「每日飲食指南」，修

正重點包括：

107年新版「每日飲食指南」介紹

1.「全穀根莖類」用詞修正為「全榖雜糧

類」：改用「雜糧」的名稱取代「根

莖」，讓民眾對於「全榖雜糧類」能有

更廣泛的認知，全榖雜糧類除了民眾熟

悉的穀類，如稻米、大麥、玉米等，還

包括根莖類的薯類，食用其種子的豆類

和食用其果實的富含澱粉食物，如紅

豆、綠豆、皇帝豆、栗子、菱角等。

2.調整「蛋」在蛋白質食物來源的順序，由

「豆>魚>肉>蛋類」修正為「豆>魚>蛋>肉

類」：選擇蛋白質食物類時，為避免同

時吃入不利健康的脂肪，尤其是飽和脂

肪，選擇這類食物應有其優先順序，原

該類別為「豆魚肉蛋類」，表示建議選

擇的優先順序為豆類、魚類與海鮮、禽

肉、畜肉、蛋類，但近年研究顯示蛋的

攝取與血液中膽固醇濃度和罹患心血管

疾病風險較不具關聯性，加上蛋所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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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豐富，故建議選擇的優先順序修正為「豆魚蛋肉類」。

3.不再強調乳品需選用低脂或脫脂為佳的說法，將「低脂乳品類」名稱改成「乳品類」：過

去低脂乳品被認為有減少脂肪攝取之好處，但近年來許多研究發現，並不會因為攝取全脂

乳品，而提升慢性病風險或造成體重增加。全脂與低脂乳品好處相同，建議每日攝取1.5-2

杯乳品類，增進鈣質攝取，保持骨質健康。

依性別、年齡與生活活動強度查出自己的熱量需求:

依熱量需求，查出自己的六大類飲食建議份數:

飲食搭配，應依據每日飲食指南建議，依照個人年齡、性別和活動強度，找出合適的熱量需

求及建議份數，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才能得到均衡的營養，維持健康。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營養與健康



社工？志工？傻傻分不清楚
文/小小社工

 每當有人問起我的職業，通常在我回答「社工」後，接著就會是「這樣有薪水

嗎？」、「好有愛心喔」、「社工是做什麼的？」、「跟志工不一樣嗎？」…等等之類的反

應。其實在一般人的觀念裡，社工與志工的確時常被混為一談，大多數的人有非常多機會可

以接觸到志工，例如醫院、公所、圖書館…等，都可以發現有熱心的志工提供協助與服務，

因此「志工」這名稱比「社工」更廣為人知好像也就合理多了。

志願服務者簡稱志工(volunteer)，依據民國90年01月20日公布「志願服務法」的定義，

「志願服務」是指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

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

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志工雖然是義務性質，卻是社會相當重要的角色與力量，許

多人在行有餘力之時，付出自己的心力回饋社會，除了幫助他人，更能充實自我。    

而社會工作(social work)或是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是個專有名詞，無論是稱社工、

社工師都是受過專業助人訓練的工作者，社會工作是以科學知識做為基礎，透過專業的技能

訓練與方法，連結或轉介資源並與不同專業體系合作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恢復其社會參

與及生活品質，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的統計資料(截至民國106年底)，全國公

醫院志工服務：協助患者上下車及測量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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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師提供家屬及患者社會福利資源諮詢

私部門社福領域社會工作專職人員(含社工師及社工員)共有15,000人，在台灣必須經過大學

系所四年、至少超過120個以上學分的專業課程訓練，才能成為社工，或通過國家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合格成為社會工作師，並受社會工作師法(民國86年4月2日公布)的保障

與約束。

許多社工默默穿梭在社會角落協助弱勢族群重新擁有希望，在醫院裡也有一群社工師以

專業的工作方法，結合醫療團隊、運用社會資源，來協助病患和家屬處理及面對與疾病有關

的社會、心理、家庭、經濟等問題。

一晃眼當了12年的社工，每天接觸的都是社會底層的悲歌，曾經在與家屬會談完轉身離

開病房才靠著牆壁宣洩自己的情緒，因為同理的心情，所以也累積了不少負面的能量，需要

不斷的吸收與消化，然而曾經碰過病人的老父親激動的下跪表達感謝，或是家屬(可愛的小女

生)在聖誕節寄來的感謝卡片，好多好多的回饋是當我覺得身心沉重時努力走下去的力量，或

許有時候受限於社會福利資源的不足無法盡如人意，仍期望自己的小小力量能讓社會底層多

點希望與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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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函

感謝
設身處地為病患與家屬著想的

小兒外科 謝明諭 主任
文/家屬 很放心

孩子是上天恩賜的禮物，高齡45歲的我，意外的懷孕了。

這一路懷孕過程沒有甚麼孕吐，體力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都陪伴喜愛爬山的先生，所以懷孕後沒有甚

麼影響。這場意外的懷孕讓我和先生感受到很多美好，也覺得這孩子將會圓滿我們的人生。

但沒想到，從即將臨盆時，卻開始了這麼多考驗。

最後一次產檢，胎兒突然心跳減慢，懷疑臍帶繞頸而緊急剖腹產，孩子一出生就胎便吸入，住進新

生兒加護病房觀察，數日都還未能進食又發現有疝氣，會診小兒外科謝明諭主任，發現有雙側疝

氣，且觸診腹部有不明腫塊…

謝主任人很親切，總是面帶微笑，看到我們很緊張的模樣，除了說明檢查狀況，也會安慰我們不用

擔心，很快的隔日就安排開刀。雖然我也知道疝氣不是甚麼大問題，但看到剛出生的寶貝這麼嬌小

的身軀，就要面臨這麼多醫療，也管不了做月子期間不能哭的禁忌，心疼地忍不住以淚洗面。

手術中，謝主任一度出來向我們家屬解釋，開刀後發現腹部不明腫塊是孩子疝氣合併隱睪症，因此

得再做隱睪症的手術，百忙中不忘安撫我們說至少不是不良的腫塊，不用擔心了。

後來，孩子嬌嫩的肌膚引發紅臀問題，出院後幾次回診，謝主任也教我們怎麼照護紅臀，照著他的

方式，紅臀真的好的特別快。

感謝上蒼讓孩子遇到一個這麼有愛心、很有耐心，設身處地為病患及家屬著想的好醫師。謝明諭主

任總是能把疾病、檢查或治療的過程解釋的很詳細，讓身為家屬的放心也知道該怎麼照顧孩子，這

一點讓我們由衷地感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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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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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10-107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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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05 08:30-17:00
社團法人

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長照LEVEL 2
視訊研討會

黃惠玲副主任、
郭雅雯主任

行政十樓
會議室

蔡淑美督導
34975

107/10/06 08:30-17:00
社團法人

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長照LEVEL 2
視訊研討會

朱翠萍主任等4位
行政十樓
會議室

蔡淑美督導
34975

107/10/07 09:00-12:30 台灣兒科醫學會

107年度 兒科繼續 
教育 「兒科醫師

對童體重管理的基
本認知」

各醫院醫師
正心樓

0112教室
許倖慈
2172

兒科專醫師學
分 3分(執業
照 3分)青少
年課程時數 
3小時 (須簽

到、退，始發
給時數證明 )

107/10/07 13:10-17:30 台灣兒科醫學會
中區基層兒科醫師

學術聯誼活動
各醫院醫師

正心樓0112教
室

許倖慈
21728

兒科專醫師學
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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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2 08:30-17:00
社團法人

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長照LEVEL 2
視訊研討會

蔡宜蓉教授等3位
行政12樓
會議室

蔡淑美督導
34975

107/10/13 08:30-17:00
社團法人

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長照LEVEL 2
視訊研討會

蘇歆惠督導等4位
行政12樓
會議室

蔡淑美督導
3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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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9 15:20~17:00
中山醫大醫學系醫學

人文科
中山附醫醫學教育部

被壓迫者劇場：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巴西被壓迫者劇場學
會GESTO亞洲區代表

謝如欣博士
實驗大樓二樓

蔣維宜
34537

CFD、醫教專
題演講積分

107/10/20 08:00-18:00
達文西

微創手術中心

2018 International 
Thyroid Surgery 
Symposium ─ 
Endoscopic and 

Robotic Approach

達文西
微創手術中心
彭正明醫師等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孟皓
34936

各相關學分
申請中

107/10/24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腎臟內科

蔡博宇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107/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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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醫大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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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01 08:00-17:00 台灣護理學會
兒科照護研討會

(視訊主場)
楊文傑醫師

等4位
行政12樓
會議廳

盧瑛琪督導
34952

本課程申請
護理師(士)

及助產師(士)
積分

107/11/07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神經內科

林瑞榮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107/11/22 08:00-1700
台中市護理師

護士公會
身心障礙者

之權益與支援
邀請中

行政12樓
會議室              

蔡淑美督導
34975

107/11/28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北榮

臨床試驗中心
江晨恩教授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醫院消息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