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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個嶄新突破的一年，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一次參與了醫療科技展的佈展

行列，在經歷一次次籌備會議的腦力激盪後，以「智慧醫療Smart Care」的口號於11月29日

正式於台北南港展覽館展區與大家見面。

      

這次中山附醫所呈現的展區結合了中山醫學大學、逢甲大學的產學合作，以及跨領

域的醫療產業合作，共分為六個區塊，在進入南港展覽館展區後跟著顯眼的中山附醫旗幟

與橘色偌大的氣球就會看見展場囉，隨著三個主題區塊映入眼簾，呈現「智慧門診區」、

「檢驗分析平台區」及「院史大事紀專區」。

「智慧門診區」擺設內容讓來訪者猶如置身於門診空間，體驗智慧門診的真面貌並且

透過專業人員的解說可以了解，「智慧門診」就是透過創新建構的電子病歷，再以病人為

中心的流程兼具醫病共享決策的精神，提供臨床作業數據化的系統環境，並提升為教學型

的創新架構。「檢驗分析平台區」的呈現包含環境汙染安全檢測、保健素材驗證設計、食

品安全檢測、毒物檢測及輔具開發測驗等項目；「院史大事記專區」則是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的60年來發展歷程。

   

文/達文西微創中心 陳孟皓 秘書

醫療科技展─智慧醫療Smart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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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走過了門診當然少不了病房的呈現，第四個區塊準備了「智慧病房」，在此藉由數位

監控照護智慧病房的陳列，可以看見智慧病房不再是冷冰冰的環境，隨著資訊系統的設置讓

病患及家屬得到更加安全的住院環境，並且隨時掌握與自身相關的就醫資訊；此外為了能夠

與來訪者有更多的互動，在智慧病房區裡同時提供了血糖檢測的醫療服務，而在四天的展期

裡吸引了不少關注自身健康的訪客呢！

   

除了血糖檢測，中山附醫於第五個區塊建構了一個體驗互動區─「VR體驗區」；相信對

多數的民眾而言，手術室是一個神祕的醫院領域，但來到VR體驗區裡，可以透過VR的環境

設置進入手術室環境並且透過模組的設置了解人體的生理構造。此外，VR體驗區裡也設置了

出血模擬組的體驗項目，讓參與者可以實際操作出血模擬組，更加感受腹腔鏡手術的真實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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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門診、病房、手術室後來到本展區的最後一個重點主題「精準醫療特色區：肺癌團

隊」，在這專區裡包含了中山附醫專為早期肺癌治療發明，可針對微小肺結節定位或進行肺

燒融，並榮獲國家新創獎之「雷射角度引導儀」，還有專業肺癌治療流程圖牆與影片、體驗

「肺功能檢測」及四場次的大師講座，精彩的講座內容帶領民眾認識肺癌治療與手術新進展

的醫學新知。

   

   

為期四天的展期中，看著一切從無到有的過程，以及工作人員與來訪的訪客對談時所流

露出的自信眼光，實在讓人倍感驕傲，也看見了在無形之中那份越加堅強的凝聚力，相信透

過這次的展出已經不單只是讓更多人看見中山附醫而已，還有讓更多的中山人認同自己、認

同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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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本院的能見度，展示臨床與產業

合作的創新醫療，今年護理部選定了智慧病

房為台灣醫療科技展展示重心。

猶記得2016年中起，本院核醫大樓病房

逐樓改建，董事長與院長高層大力推動智慧

病房的建置。資訊室與護理部開始著手規劃

智慧病房的硬體設備與軟體功能需求，期間

與資訊廠商經歷無數次的會議討論、現場查

核、重複驗證系統功能，迄今已完成12樓到

17樓共6層樓智慧病房的建置。嶄新的護理

站與病房、完善的置物空間、安全的環境、

明亮的照明，最重要的不分病房等級全數配

有智慧設備，讓病患及家屬享受高規格的服

務。

本院智慧病房以病人安全為最重視的目

標，其定位為病患及家屬可自行查詢此次就

醫資料，如：用藥資訊、衛教資訊、診療計

劃...。設備計有護理站控台、護理站電子白

文/護理部 孫郁菁 資訊護理師

醫療科技展 智慧病房

板、數位房門卡、數位床頭卡、病人床邊照護

資訊系統、護理人員公務手機，各項設備皆

有其專屬的軟體功能。另一功能為輔助醫療人

員臨床實務的工具，並創新開發本院獨有三大

功能：護理功能、數位房門卡需求圖示、離院

清床功能。目的除了維護病人安全、提升醫療

照護品質外，還能便捷醫療人員的臨床實務流

程，縮短工作時數、節省成本。護理部並以

「人性化與智慧化的護理照護」主題，參加第

19屆醫療品質獎（HQIC）智慧醫療類-智慧解

決方案組，獲得智慧標章的肯定。

故此次醫療科技展，期望將現行智慧病

房的所有設備與軟體功能原封不動搬到展區，

讓參觀者可完整感受我們的智慧病房。智慧病

房展區包含：醫療院所使用的上傳型血糖機與

自動藥櫃，所有的資訊因牽涉病人隱私、資訊

安全的考量，資訊室協助建立單機版主機、匯

入去辨識化的病歷資料，各資訊廠商再配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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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程式讓資料可順利介接。行前來來回回花

了許多的時間、人力建置與測試，終於到了

出發上戰場的日子。

開幕當天，總統親臨本院電子病歷展

區，聽取黃建寧總院長簡報時，本院90%的工

作人員都衝過去該展區一睹總統的風采，本

人自願留守空蕩蕩的智慧病房區。沒想到過

沒幾分鐘，智慧病房區竟開始萬頭鑽動，媒

體的攝影機、大砲相機蜂擁而至。原來，是

台北市長柯P蒞臨本區，由黃總院長為他介紹

設備與功能。

醫療科技對於相關的專業人員來說，

不只是一座遊樂園，可說是一座博物館。展

示各類的新科技、新技術、新設備，需要參

觀者深入挖掘、互相交流、啟發想法。所以

參觀者到我們的展區，都會先詢問對方職業

類別，這樣介紹系統功能的面向就會不同，

使用的專有名詞也不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某位醫療專業人士就一針見血的提問，

本院系統與其他家醫院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這樣有目地的參觀者，說明起功能與建置構想

也能更深入，更能互相交流。

歷經九個月的籌畫、10次的籌備會議，

但四天的展期一溜煙就落幕了。展後我昏睡了

一天、喉嚨沙啞了一個星期，但心中收獲滿滿

的成就感，畢竟完成了一項大型的專案，就像

重溫大學企劃社團活動，那埋頭苦幹與不眠不

休的過往。參展時各部門的同仁都全力投入，

同心介紹本院的醫療特色，各展區的參觀人群

更是絡繹不絕，外院還驚訝我們竟有能力動員

到醫師常駐展區呢!這就是我們院級高層的管

理魅力，讓大家歡樂的參與一場醫療科技展嘉

年華。

最後，感謝資訊室諸位工程師在展前對智

慧病房區所有軟體功能的準備，以及展期間協

助護理部解決網路問題、醫令的開立、程式與

資料的即時修改。感激智慧病房區協力廠商於

此次展覽的所有支援；最後護理部的活動支援

主管們，有您們的支持與奧援，讓我們的智慧

病房區的活動可以獲得廣大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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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楊宜瑱醫師下診的時間已經來到

下午一點二十分，待在門外等候時觀察到，

楊宜瑱醫師的病人有八成以上都是上了年紀

的阿公阿嬤，大家都很有耐心的等著護理師

叫號，能讓上了年紀的病患們耐心等候的，

就是長相甜美、笑容可掬，與患者完全零距

離的楊宜瑱醫師!

向楊宜瑱醫師說明來意之後，只見她

靦腆微笑的告訴我：「都是我的團隊優秀，

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對得到中山好醫師的看法？

楊宜瑱醫師一貫靦腆微笑的說著:「其

實很感謝中山附醫給我們一個良好的從醫環

境，全力支持我們，讓我們當醫師的可以盡

心盡力的照護病患。」

楊宜瑱醫師除了門診忙碌以外，同時

2018中山好醫師 第一名 楊宜瑱 醫師

還發表了許多文章也做了很多研究，楊宜瑱

醫師覺得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的疾病跟我們

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如血壓、血脂、血糖

這類的疾病，朝這個方向鑽研，將學習到的

專業知識運用在生活中，同時也能夠幫助到

更多的人。

當中山好醫師應當具備的條件？

我問楊宜瑱醫師:「您認為當一位好醫

師應當具備什麼條件? 」只見楊宜瑱醫師思

索了一會兒說道：「當一位好醫師應當真誠

聆聽病人的聲音，對病患不只是看病拿藥如

此而已，也要用心的了解病人生活點滴。」

楊宜瑱醫師雖然是一位瘦弱纖細的女醫師，

但是在她專業領域是卻充滿自信，言談中，

他把每一位病患都當成自己家人般重視的看

待著。

◎現職

   中山附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主任

◎經歷

   中山附醫 內科部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主任

   中山附醫 內科部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

   中山附醫 老人醫學專科醫師

   台大醫院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臨床研究醫師

   中山附醫 內科部總醫師

◎學歷

   中山醫大 醫研所博士班

   中山醫大 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畢

   中山醫大 醫學系畢

訪問/撰寫‧楊蕙芳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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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過程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麽

呢？

在診治病患當中是什麼事情能讓楊宜

瑱醫師覺得深刻?楊宜瑱醫師告訴我:「我的

病患雖然很多，但是每次看到這些病友的努

力，而且如此認真對待自己的健康，對我而

言就是最深刻的事。」楊宜瑱醫師覺得，或

許在這個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的疾病這麼普

遍的社會，可以把每位病患都照顧好，乖乖

的配合醫師控制疾病，就是她最在意的事

情。

最想跟病患說什麼？

我好奇的問了楊宜瑱醫師，有沒有什

麼最想跟病患說的話呢?楊宜瑱醫師微笑著

說：「希望透過本醫院的糖尿病照護團隊，

共同照護患者，讓糖尿病病友在控糖之路不

孤單。」楊宜瑱醫師充滿自信的告訴我:「我

們的糖尿病照護團隊很棒、很優秀喔，中山

附醫有這個團隊真的是病患的福氣，也讓我

更有信心把病患照護得更完善。」楊宜瑱醫

師總是設身處地站在病患的角度替病患著

想，細心的看診，耐心的叮囑，不僅如此楊

宜瑱醫師還是一位高顏值的醫師呢，我想這

對慢性病的病患而言無疑是可遇不求的福祉

吧！
糖尿病照護團隊

秉持著『三心二意』的信念做好衛教服務的工作,「三心」用心、熱心、同理心、
「二意」留意、誠意。糖尿病患不孤單，讓我們與您一起並肩作戰。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醫師專訪



醫師，我的兒子白天都嘴巴開開，晚

上睡覺翻來覆去、常常尿床，而且打鼾很大

聲！是不是遺傳到他爸爸？」來門診就醫

的孩子-倫倫的媽媽問。「遺傳？通常不是

喔。」我心裡打了個問號，因為造成大人、

小孩打鼾的原因可大不相同。幫倫倫做完鼻

咽內視鏡檢查後，我告訴倫倫的媽媽，他的

扁桃腺與腺樣體肥大，幾乎已經完全阻塞呼

吸道了。

扁桃腺跟腺樣體是什麼？會造成甚麼影響？

扁桃腺(顎扁桃體)嘴巴張開就看的到，

而腺樣體(咽扁桃體或稱增殖體)位於鼻腔的

最深處，無法從外觀看出，因此常常被忽

略。它們都是由一團淋巴組織所構成，反覆

扁桃腺與腺樣體肥大

孩子打鼾、嘴開開，當心暴牙、馬臉、學業差

文/耳鼻喉科 溫惟昇 主治醫師

的病原體感染發炎會使扁桃腺與腺樣體變得

腫大，阻塞呼吸通道，導致孩子白天因鼻塞

而張口呼吸、吃飯慢吞吞，而晚上睡覺時常

處於缺氧狀態，造成打鼾、夜驚或夜尿、尿

床。

此外，腺體的表面有許多凹窩，會成為

細菌躲藏的溫床，引起鼻竇炎或中耳炎反覆

發作。更重要的是，因扁桃腺及腺樣體肥大

引起的兒童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對於生

長發育以及學習表現有重大的影響，包括：

1.專注力與學習能力下降、反應遲鈍，甚至

被認為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2.白天嗜睡或脾氣暴躁，嚴重時可能有侵略

攻擊性的行為。

3.因缺氧無法進入深度睡眠，使生長激素分

泌不足，發育遲緩。

4.暴牙，常有齒列不正的小朋友，無論怎麼

矯正都效果不彰，最後才發現是長期張口

呼吸所導致的個案。

5.顏面骨生長異常：臉部拉長，嘴唇厚而上

翹，形成特有的外觀：「腺樣體面容」，

俗稱阿呆臉。

此外，若未妥善治療，還可能演變成慢

性腺樣體炎、慢性扁桃腺炎，造成長期鼻涕

倒流、反覆發燒、喉嚨痛的問題，甚至潛藏

在其中的鏈球菌，若引起自體抗體反應，甚

至可能造成關節炎、風濕性心臟病與腎絲球

腎炎等嚴重併發症。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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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扁桃腺不會降低免疫力嗎？

醫師會先採用藥物治療以消腫；然而，

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對於兒童阻塞性睡眠呼吸

終止症的治療指引，第一線治療方式即是扁

桃腺與腺樣體切除術。人體除了顎扁桃體

外，另有舌扁桃、耳咽管扁桃、咽部淋巴組

織等，都有同等免疫功能。扁桃腺切除後，

其他的腺體會很快地取代他的功能。已有非

常充足而強烈的文獻證實，切除扁桃腺與腺

樣體的三歲以上兒童，其免疫力和未曾手術

的同齡健康兒童沒有任何差別。而採取微創

手術部分切除的方式，也能保留部分正常的

腺體，故無需擔憂免疫力降低的問題。

麻醉和手術有什麼危險？

手術前會進行完整術前檢查，並由麻醉

科醫師加以評估並給予諮詢，因採取微型吸

絞器搭配內視鏡輔助，可精準地針對造成阻

塞的部位進行去除，保留部分正常的腺體，

因此傷口小、出血量少而疼痛輕微，術後仍

可經口進食。而手術時間縮短至一小時內，

降低麻醉的負擔與風險。可有效避免以往傳

統手術採取全腺體切除，並因器械與視野受

限，較容易傷及深部肌肉層所造成的劇烈疼

痛與出血。

結語

1. 兒童打鼾與睡眠呼吸中止症最主要的原因

是扁桃腺與腺樣體肥大，第一線治療為扁

桃腺與腺樣體切除術。

2. 妥善治療可改善睡眠品質與夜尿、尿床情

形，回復原有學習、記憶與專注力，改善

過動或其他行為問題，並遏止相關的生長

遲緩及顏面發育異常。

3. 利用微創手術進行扁桃腺與腺樣體切除，

可減少出血、降低疼痛、縮短手術及麻醉

時間，較快回到正常的生活。

扁桃腺及腺樣體微創手術

與傳統手術之比較

微創手術 VS 傳統切除

微型吸絞器 手術器械 手術刀/刮杓

內視鏡

直接看

無死角

手術視野 反射鏡

間接看

有死角

較短 手術時間 較長

較少 術後出血 較多

較輕微 術後疼痛 較疼痛

較低 併發症風險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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