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汗症並不是「疾病」，是一種超過調

節體溫所需的出汗異常增加的症狀。 雖然

主要是身體可負擔，但多汗症可能會從心理

上、情感上和社交工作上惡化生活品質，有

人稱為“沉默的障礙”。尤其當炎熱夏天來

臨時更嚴重，一忙碌起來或緊張時，便馬上

手心濕答答的，因此害怕與人握手，易弄濕

文件，書本常常皺皺的，打電腦彈鋼琴時不

方便，常常在鍵盤上留下一大片濕漉漉的水

分，考試時更為避免弄濕考卷頻頻拭汗或墊

著手帕，以致無法專心應試，造成社交或學

業上不便。此外，在職場中，多汗症更增添

了許多職業的困擾，如：音樂老師、畫家、

文書作業員、電腦作業員或手機包膜員、麵

包或壽司師傅(食物易發霉)…等。

淺談手部多汗症(原發性局部多汗症)

多汗症的種類

多汗症可分為原發局部性與續發全身性

兩種，應先區別出自己屬於哪一類。若是續

發全身性多汗症，大部分是因為其他病症所

引起的，只要把原發病症處理好，多汗症可

能就改善或不見了；而本文章之後著重於原

發性局部多汗症患者之診斷及治療，須依部

位與多汗嚴重程度，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治療

方式。

原發性局部多汗症：當局部過多出汗（如手

掌、腳掌、面部、腋下、頭皮）時，它被稱

為原發性局部多汗症。原發局部性多汗症可

進一步依受影響的區域來區分，例如掌蹠多

汗症（僅手或腳出現症狀性出汗）或味覺性

多汗症（吃某些食物後幾分鐘出汗或面部出

汗）。其發生原因是身體交感系統過度敏

感，引起出汗過剩。因為汗線排泄分泌是由

交感神經所控制，因此異常的交感神經活動

或敏感，就會造成原發性多汗症。

續發性全身多汗症：受到一些外在或內在因

素的影響，所導致的多汗症，稱之為續發性

全身多汗症，如：甲狀腺機能亢進、內分

泌失調或腦下垂體疾病、糖尿病、腫瘤、痛

風、藥物或汞中毒引起之出汗量較多；亦或

有精神方面疾病的患者，如躁鬱症、憂鬱

症、精神病等，受到情緒影響，使體內交感

神經活動異常所致；另外更年期停經婦女，

因荷爾蒙的改變，也可能造成汗液分泌量較

文/神經外科 蘇振興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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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這類病患，只要找出引發多汗症的病

因，並控制或避免，多半多汗症能得以改

善。

原發性局部多汗症的診斷：

目前尚無統一的診斷標準。根據2004

年美國皮膚科醫學會雜誌及多個專家會議，

制定了一個原發性局部多汗症的標準診斷參

考。局部的、可見的出汗過多持續6個月以

上，且無明顯原因，並符合以下條件的兩項

者即可確診：

（1） 雙側出汗部位對稱。

（2） 一周至少發作一次。

（3） 發病年齡小於25歲。

（4） 有陽性家族史。

（5） 睡眠時無多汗。

（6） 影響日常的工作生活。

手部多汗症為一種原因不明的功能性局

部異常多汗，屬於原發性局部多汗症中比例

最多的一種，男女比例差不多，且一般從幼

童時期就會發生，進入青春期後更嚴重，有

一部分的比例與遺傳相關，在台灣約有4.36%

的發生率，家族史則高達13%。病人大多數

還併有足底多汗或腋下多汗，少數併有臭汗

症。生活、課業或職場壓力越來越大時，就

容易誘發。局部多汗症症狀10~30歲時最糟，

隨年紀增長會緩慢改善；就分布位置來看，

局部多汗症60%在手掌及腳掌，30~40%在腋

下，臉部只佔10%。

治療方式

現今治療多汗症的方式很多，要選擇哪

一種，完全取決於患者本身多汗症嚴重程度

及想用什麼方式去處理自己的多汗症。不同

部位對藥物的反應亦不同。以下針對五種治

療方式作詳細介紹：

1.局部止汗劑：

這是用來解決惱人手汗問題的第一線方式，

優點是外用且非侵入性的治療。其成分為鋁

鹽或鋯鹽，在進入皮膚後會造成汗腺細胞膨

脹進而阻塞汗腺口。適合塗抹的患部為手上

或腋下。一般建議睡前、肌膚乾燥時使用，

以增加鋁鹽吸收的抑制出汗效果，更避免在

傷口處、大量流汗、刮毛後使用。

✽副作用&後遺症：副作用小，但須經常塗

抹，較麻煩，皮膚刺激、發癢、接觸性皮膚

炎；手部如果嚴重到會明顯滴水者，則不太

有效。

2.電泳離子導入法：

利用人體導電原理，將自來水電解成氫離

子，由汗管導入以干擾汗腺分泌、阻塞排

汗。此治療方式手掌需泡在水中，經由儀器

導入微量電流（15-20毫安培）通過皮膚，達

成止汗的效果，一般建議每周2-3次，每次治

療約半小時，需長期使用。

✽副作用&後遺症：副作用小，但是平均兩

天就要做一次，少部分皮膚炎。治療過程麻

煩或害怕觸電的感覺而易放棄治療。安裝心

臟節律器者禁用。

3.注射肉毒桿菌：

肉毒桿菌素經注射進入真皮層後，抑制交感

神經末梢釋放出乙醯膽鹼，減少汗水的分

泌。明顯減少多汗的程度，約可維持半年的

時間。不過此項治療自費費用相對較高，費

用依注射範圍大小而定。幾乎不會發生代償

性多汗的情況。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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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後遺症：體質敏感、對肉毒桿菌

素過敏者，會有過敏的反應，注射疼痛、可

能小血腫及暫時手部小肌群無力(注射劑量沒

控制好，或注射到深部肌肉)，手部肌無力

雖然可以完全恢復，但有時造成部分生活不

便，可能長達4週。

4.口服藥物：

包含抗膽鹼藥物、α2交感神經阻斷劑、麥

角生物鹼衍生物、抗焦慮劑等藥物，以抑制

汗腺分泌。

✽副作用&後遺症：可能伴隨口乾舌燥、視

力模糊、嗜睡等副作用，臨床上較少長期使

用。

5.內視鏡交感神經阻斷或夾閉手術：

目前較常使用的神經阻斷手術，以內視鏡破

壞部分胸椎交感神經節，使手部汗腺分泌降

低。交感神經阻斷手術的成功率很高，但有

少數會出現如氣胸、血胸、皮下氣腫、感

染及神經學方面的併發症。最困擾的是術後

「代償性流汗」問題，造成腳部、背部、胸

腹部、臀部等部位排汗增加。

手術治療過程病人須全身麻醉，醫師會

從兩邊腋下各開一個0.5公分左右的傷口，再

用置入胸腔內視鏡到胸腔內，把第2、3節胸

部的交感神經燒灼破壞或夾閉的動作，術後

手部多汗症狀立即消失。不過此手術只適合

手部、手掌多汗的人；若是腳部多汗者則不

可接受腳部交感神經燒除。通常術後隔天即

可出院返家；亦可為門診手術，術後休息2

～3小時，術後觀察狀況及胸部X光沒問題即

可返家。

✽副作用&後遺症：

1.代償性出汗與反射性出汗：集中於身體特

定部位，如前胸、後背、腋下、胯下、雙

腿、足部，汗量可能高過於出汗總量。而胸

腺及乳頭連線以上，喪失排汗功能，導致易

中暑、暈眩、電解質不平衡、心情煩躁、臉

發燒疼痛，無法長時戶外工作。

2.病理性髓性多汗症(pathologic medullary 

hyperhidrosis)：又稱病理性、味覺性多汗

症，可見於胸交感神經切除後的患者，患者

常在進食或吞嚥後出現面、頸、軀幹和上肢

的出汗反應。辛辣食物、酸性食物、酒精、

含維生素C水果等易刺激。

3.導致心臟心率降低、血壓偏低，造成極限

運動耐受值降低，易疲勞、體力變差。

4.下半身失溫，上半身與下半身溫度差距最

多可達8~10度。

5.承受壓力的能力降低，性格敏感，可能造

成憂鬱傾向。

6.荷納氏症候群：術後瞳孔縮小、眼皮下

垂、大小眼、乾眼症，目前已相當少見。

7.麻醉時風險、傷口感染、血胸、氣胸、肋

間神經痛等手術後遺症，目前已相當少見。

8.多汗易引起各項皮膚病、香港腳。

術前一定要告知病患，術後可能會出

現「代償性出汗」之後遺症，使出汗部位轉

移至前胸、後背、小腹或大腿內側、腳底。

根據國外報導，在國外出現代償性出汗的比

例約為40～75%，但因為台灣氣候濕度的關

係，有高達近九成的患者會有代償性多汗，

其中約超過三分之一的患者術後出現中度或

嚴重的代償性出汗，而且有部份患者代償性

多汗的困擾，遠勝於原本的手汗症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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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之選擇

一般多汗症患者，建議可先嘗試使用非

手術方式。腋下多汗症患者，可先用市售的

止汗劑，若無效則可嘗試肉毒桿菌素或手術

刮除術，內視鏡切除術本人不建議，既有代

償性出汗後遺症且效果又不明確。

手部多汗症患者，什麼情況需要動手

術，則視出汗嚴重程度、病人年齡與影響生

活、工作程度及範圍而論。衛生署於民國93

年9月通過法律規定，未滿20歲者，不可進行

此手術，原因在於青春期體質可能會改變，

青春期後多汗症可能會好轉。且為尊重其

自主權，因此建議手部多汗症患者，則可先

用強效的止汗劑，無效則考慮電泳離子導入

法，再無效才考慮肉毒桿菌素治療或內視鏡

交感神經阻斷或夾閉手術治療。

另外，民國95年1月開始，衛生署規定，

進行多汗症手術前，須先經過健保署的核

准。以此監督醫師於手術前先將手術併發症

與各治療方式的比較告知病患，以期達到最

公平的治療。開刀的成功率高達98%以上，復

發率不到1%，且由健保給付。如果患者多汗

症狀嚴重，一年四季受擾，或因工作問題不

得不面對，就可考慮採用開刀的方式治療，

但伴隨許多後遺症，手術前必須考量清楚利

弊得失。

因為內視鏡交感神經切除手術之代償性

出汗及相關後遺症問題，且已成立相關手術

受害者協會，多位醫師同事皆建議我於此不

宜書寫有關內視鏡交感神經阻斷或夾閉手術

相關報導。

但我本身也為重度手汗症患者，20多年

前便接受過手汗症手術，開刀前總因為手汗

多不好意思拉女生的小手，術後得到大幅改

善，於社交場合需握手時較有自信，雖也不

至於到處握女生小手。開刀後覺得身為外科

醫師在為病患手術工作上變得較方便，不會

在手術手套裡充滿頗有份量的汗水，但上述

手術後遺症我大多都有，對於工作時在手術

室內穿著厚重鉛衣執行完脊椎手術之後，常

於胸腺及乳頭連線以下手術衣濕透而頭頸部

不出汗，便得趕緊去更衣室換一套新的手術

服；而吃辛辣食物、酸性食物或吃富含維生

素C水果時，反而易刺激於頭頸部出汗而胸

腺及乳頭連線以下不出汗。緊張時腳汗會增

多，在家常要一邊腳踩著毛巾，一邊雙眼盯

著電視幫Live中華棒球隊或戴資穎加油，但非

Live時則無腳汗增多情形。

但我沒後悔做過手汗症手術並感謝當

初幫我手術的醫師，並與術後後遺症和平相

處。因每個患者術後幾乎都會有代償性出

汗，只是嚴重程度不同，關於手部多汗症無

論手術或不手術，皆有各自後續不同情況造

成生活或工作上的影響需去面對及調適，所

以重要的是醫師手術前需確實告知術後後遺

症，尤其是代償性出汗之相關問題，術後後

遺症不可逆，再由患者自己依據自身多汗嚴

重度及不同工作性質考量自己的選擇。

結論

原發性局部多汗症雖然目前臨床上有許

多有效治療方式可選擇，卻往往伴隨難熬之

副作用。醫師在面對此一疾病時，要先了解

患者之治療目標及期望，並仔細告知患者現

有之治療方法，解釋其限制及併發症，才能

協助病患選擇出最適切之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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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藥劑科 巫櫻桃 藥師

我眼睛裡好像有砂子很不舒服，眼睛紅

紅熱熱的，又酸又澀，視力很模糊，有時會

黏黏的睜不開，感覺整天都很疲倦，這是乾

眼症的典型抱怨。

我怎麼確定有乾眼症呢?

1.臨床症狀：眼睛乾澀、疲倦、刺痛、畏光

或灼熱感、視力模糊等不適感。

2.淚液分泌試驗(Schirmer tear test)：為最快

速且最直接的診斷。眼睛點上麻藥後，

放上試紙，5分鐘後觀察，結果正常值在

10mm以上，若小於5mm，則判定有乾眼

症。 

3.角膜結膜染色試驗：觀察角膜上皮是否破

皮及角膜結膜上皮細胞的狀況。

4.淚液層瓦解時間：正常為大於15秒，若少

於10秒，則表示黏液素層有問題。

5.實驗室檢查：淚腺及結膜切片。 

乾眼症的原因有那些呢?

(一)、油脂層分泌不健全

1.眼瞼緣結疤：如砂眼、外傷。

2.瞼板腺功能異常。

3.眼瞼炎：脂漏性或細菌性感染。

(二)、水液層分泌不足：是乾眼症最常見之

        原因。

1.先天性：如先天無淚腺症，家族性

自主神經機能障礙等。

眼睛鬧水荒－乾眼症

2.後天性：如自體免疫疾病 (全身性

紅斑狼瘡、類風濕性關節炎)，血液疾

病 (淋巴瘤、白血病)，內分泌失調，

感染、受傷、藥物，長期戴隱形眼鏡

等。

(三)、黏液層分泌不足

1.維生素A缺乏。

2.放射線治療。

3.慢性結膜炎。

4.藥物：高血壓藥、感冒藥、鎮定劑、 

  抗憂鬱藥。

5.化學藥品灼傷：結膜結疤導致淚腺

  分泌小管阻塞。

(四)、淚液過度蒸發

1.眨眼次數減少：因工作或娛樂而減

   少眨眼次數。

2.長期處於冷氣房或戶外強風燥熱之

   工作環境。

3.眼瞼疾病造成閉眼不良。

乾眼症的常見症狀：眼睛乾澀、有異物感、

有灼熱感、怕風、畏光、眼睛的分泌物黏

稠、短暫視力模糊、眼皮緊繃沉重、結膜水

腫、充血。

圖一、乾眼症的階梯式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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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眼症的治療：可採用階梯式治療(圖一)

1.行為治療：找出原因對症治療，排除或改

善環境因素。

A.保存淚水：降低室內溫度，增加空間溼

度，戴擋風眼鏡或眼瞼緣縫合術以減少

淚水蒸發和排除。 

B.利用按摩或熱敷等，刺激淚腺的分泌。

2.藥物治療

A.人工淚液、凝膠、藥膏，這是治療乾眼

症的主要方式。

B.局部皮質類固醇。

C.局部cyclosporine。

D.促進淚液分泌的藥物。

3.淚管栓塞：淚點栓塞法及淚小管電燒法來

阻斷淚水的排泄通道，減少淚水排除。

4.減少眼球表面及淚腺發炎。

眼藥使用方法：

1.點眼藥前要先洗手，防止手指接觸傳染。

2.平躺或頭部儘量後仰。

3.將下眼瞼往下拉與眼球分開。

4.將眼藥點在結膜穹窿內。

5.眼藥水點一至二滴即可，眼藥膏約擠出一

公分長，請注意眼藥瓶嘴不可以接觸到睫

毛或眼睛，以防藥瓶受污染。

6.閉上眼睛至少五分鐘，或輕按壓內眼角處

的上、下淚小管至少兩分鐘。

7.將眼睛周圍之眼藥或淚水擦拭乾淨。

8.若需點兩種以上眼藥水時，請間隔五分鐘

以上。

9.若需點眼藥水和眼藥膏時，請先點藥水，

間隔五分鐘以上再點眼藥膏。

10.點完眼藥後再洗手。

眼藥使用注意事項：

1. 隱形眼鏡戴用者：請使用不含防腐劑的人

工淚液，點過藥水後，至少要過15分鐘，

才戴隱形眼鏡。

2. 請置於陰涼處避免直接陽光曝曬，開瓶後

請於一個月內使用完畢。

3. 若內容物明顯變色或產生沉澱及異物懸浮

請捨棄勿用。

4. 存放於兒童不可觸及處。

5. 本藥須經醫師指示使用。

如何預防乾眼症？

(1)正常之生活型態：睡眠充足、不熬

夜。(2)均衡之飲食：多吃含維他命Ａ、Ｃ、

Ｅ之蔬菜及水果，不偏食少吃油炸食物。(3)

讓眼睛充分適當的休息、避免讓眼睛過度疲

勞。(4)熱敷或按摩來減輕眼睛疲勞並增加淚

液分泌。(5)戴隱形眼鏡時間不要過長，有

不舒服即應取下。(6)有任何眼睛不適請找眼

科醫師治療，千萬不要自行購買成藥長期點

用。

結論

乾眼症先了解誘發的原因，可依不同嚴

重程度接受適當治療與定期追蹤，藉由生活

習慣調整，乾眼症的情形就能改善。若無法

改善則應治療眼睛的疾病，並使用人工淚液

來緩解症狀，嚴重一點就做淚管栓塞或藥物

治療，太過嚴重則採用手術，若有其他身體

病變引起的乾眼症患者則需要合併其他全身

性治療，讓眼睛不再鬧水荒喔！

1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藥您健康



文/營養科 林杏純 營養師

最近意外搭上台北市長選舉而火紅的

蜂蜜檸檬水，因為吳蕚洋候選人的推崇而

引發民眾熱議，它究竟具有什麼神奇療效

呢？真的能改善臉上小瘤與手掌汗斑疹？

其功效則有待更多的研究實驗來證實。

而蜂蜜最早記載於《神農本草經》，能安

五臟，益氣補中，止痛解毒，久服強志輕

身，延年益壽。

蜂蜜的品質會依據不同的花源，其

色、香、味和成分也會跟著有所差異，目

前市面上常見的蜂蜜種類有：百花蜜、龍

眼蜜、荔枝蜜、棗花蜜、枸杞蜜…等，功

效當然也有所差別。

由於蜂蜜為葡萄糖和果糖所構成，可

直接被人體直接吸收，成分除了上述單糖

外，還有各種維生素、礦物質、胺基酸和

酵素。而檸檬是芸香科植物的果實，含有

豐富的維生素B1、B2、C、菸鹼酸、鉀、

鈣、磷等營養成分，其中果皮上更富含檸

檬苦素及豐富的類黃酮、多酚等，有助於

體內自由基的清除。

蜂蜜檸檬水正夯，我能喝嗎 ?!

若搞錯養生關鍵反而可能增加身體負

擔，「蜂蜜檸檬水」雖可潤喉、養顏美容跟

幫助消化，但還是要搭配熱量控制的概念，

否則累積下來的糖份熱量、同樣會被身體

吸收轉換成為體脂肪，一樣不能貪杯哦！另

外，糖尿病、肌瘤與痛風患者宜謹慎食用蜂

蜜，因蜂蜜仍會造成糖尿病患者血糖上升，

且蜂蜜中含有一些激素也會造成肌瘤增生。

還有，大量攝入果糖也會干擾尿酸排出，導

致人體內的血尿酸濃度升高。此外，未滿1

歲的嬰幼兒及對花粉與蜜蜂相關製品（如蜂

王乳、蜂膠）過敏者更應該避免食用，因可

能引發肉毒桿菌中毒與誘發過敏反應。

另外，製備溫度也很重要，蜂蜜最好以

40℃以下溫開水或冰水稀釋後服用，最高溫

度不能超過60℃。高溫除了會破壞蜂蜜中

的營養素外，也會造成蜂蜜中的酵素失去活

性，甚至影響顏色，香味，與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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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家製備好喝的「蜂蜜檸檬水」，其作法如下:

◆簡易版：一杯溫水，放入一勺有機蜂蜜和1、2片檸檬即可

◆蜜漬檸檬：

食材：檸檬1∼2顆、蜂蜜

步驟: 

1.將檸檬確實清洗乾淨後，擦乾並切成薄片。

2.置入準備好的空玻璃罐(切記使用玻璃容器，

  且需擦乾)，邊放入檸檬片進去邊加蜂蜜，在

  放入最後一片檸檬時加入適量蜂蜜至完全蓋

  過檸檬，關上瓶蓋，冰2∼3天。

3.要喝時再拿出來稀釋，依個人喜好酌量加綠

  茶或溫(冰)水，一般一杯水（200ml）放2-4片

   即可。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營養與健康



文/閒來喝茶

每次到醫院看診，免不了排隊等候

掛號，好不容易看完診，醫院繳費櫃檯卻

大排長龍，大廳櫃檯前總擠滿了人，等候

付費、領藥。從前是一個個站著排隊，須

等上好長一段時間，連想上化妝室都得忍

住，深怕離開後須重新排隊，這樣也成為

身體不舒服就醫的民眾的負擔。

現在大部分醫療院所改先抽號碼牌，

等待叫號再批價領藥，民眾可以不用一直

站在那兒排隊，但仍免不了等候…。

家中父母上了年紀，一生病就得往醫

院跑，陪同父母就醫盡孝心不嫌累，但讓

生病的父母挺著身子一起等待，令人心疼

也增添不耐煩。醫院現在多接受刷卡繳付

醫療費用，但萬一批價領藥時發現錢帶不

夠，又忘了帶提款卡/信用卡，可就糟糕

了，除心情極差外，免不了非得再多跑一

趟不可。

如今行動支付新時代，很多行動APP取

代人工收費作業，讓支付更便利。

醫療也跟上行動支付潮流，衛福部於

2017年響應行動支付並鼓勵國內醫療院所

接受多元付款，推出醫療行動支付服務，

醫療行動支付平台「醫指付」正式啟用，

民眾看病用手機App就能付費，提供更簡

易、更安全的醫療費用支付服務，讓民眾

就醫越來越便利。

各醫療院所配合推動批價免排隊「醫

指付App」送上服務，現在只要下載「醫指

『醫指付』

指尖服務力，
就醫付費，一指稿定

付」APP，於看診後輸入看診者(您自己或親

友的資料)，APP就會顯示「應繳醫療費用金

額」，再選擇「確定繳費」，就完成繳費手

續，便可以直接至藥局拿藥，不論是門診、

急診、住院或自費醫療費用都可支付，讓您

不用帶現金，透過醫指付一指搞定醫療大小

事，省去到批價櫃檯排隊的時間。

民眾不只可以輸入自己的身份資料支付

看病費用，也能輸入家人的身份資料，幫就

醫親人付款。即使消費者人在國外，透過手

機APP，一指就可以讓您不用親自到醫院，

也能顧好家人。

『醫指付』就醫付費，安全又便利，少

了等待，多了貼心，引領著我們邁向美好便

利的醫療服務，以提升醫療服務滿意度，促

進醫療產業創新。

小編回饋

本院為了民眾就醫安全與便利，持續不

斷改善軟硬體設施。在這部份的醫指付APP

付款上，我們也有同步跟進，歡迎就醫民眾

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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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生殖醫學中心 

李宗賢主任

文/民眾  卓小姐

對於一個新婚夫妻，想要為家增添新成員的心是多麼

地期待，經過數月仍未盼到新成員的到來，因此，經朋友

的建議，鼓起勇氣掛了婦產科李宗賢醫師的門診諮詢，在

李醫師的建議之下做了一系列的生育檢查，經確診後，竟

是「不孕症」，這猶如晴天霹靂般的審判，重重打擊我。

羨慕別人能夠自然受孕，孩子自然地到來，我只能在

心裡默默地流淚，因為無法這樣的受孕，內心承受莫大地

壓力；在李宗賢醫師的建議下，倘若想要懷孕，只有兩種

辦法，一種將輸卵管疏通，把握受孕黃金期，自然受孕，

但輸卵管還是有一定的機會堵塞，導致無法受孕；另外一種方法為「試管嬰兒」，雖然辛苦且費

用高，但相對來說，提高懷孕機率。

經我們夫妻討論之後，決定「試管嬰兒」，也許過程辛苦，但為了擁有自己的孩子，我們

夫妻要勇敢往前；在這過程中，李宗賢醫師和不孕症的醫療團隊，都給了我很多支持與鼓勵，讓

我有勇氣將針往肚子裡扎，我不得不說，平常都是由醫護人員將針往自己的身上打，但在試管嬰

兒的療程中，自己要拿針往肚子裡扎，是真的需要很多的勇氣和信心；雖然第一次失敗，但醫護

人員總是告訴我別灰心，或許上天將安排孩子在下次到來，讓我能夠再嘗試做第二次「試管嬰

兒」，而在這次，孩子終於來了！謝謝不孕症的醫療團隊！

說起李宗賢醫師，他是一位話不多且總是帶著靦腆笑容的醫師，甚至，在做「試管嬰兒」

的期間，醫師都親自為我做陰道超音波檢查，我問過李宗賢醫師，其他醫療院所似乎都由其他醫

療人員來做檢查，為何您親自做？李宗賢醫師回答我說：「為了確保醫療品質及是否符合能進入

下一個療程，自己親自操刀檢查比較安心。」我心裡想，也是！如果總是經由另外一個醫療人員

檢查，如稍有疏忽，可能影響到後面的結果。

也因為這樣，這位話不多的李宗賢醫師，成為我的產科醫師，沒有太多話，每每做產檢，

一進診間，做完超音波檢查，都直接問我：「你有沒有什麼不舒服呢？」我都回答：「沒

有唷！」李宗賢醫師就會說：「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約下次產檢囉！下次見！」也

因為李宗賢醫師的話少及靦腆，也沒有其他醫療院所的醫師推銷自費項目，讓我

得以安心地將懷孕期間交給他，也因為他及不孕症的醫療團隊和產科醫療

團隊，我們的家能更完整！謝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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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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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108年01月-108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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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對
外開放
聽講

108/01/02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腫瘤內科
呂學儒

主治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1/02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外科部

夏君毅主任
行政六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
科醫學
會繼續
教育學
分5分

可

108/01/08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腫瘤內科

吳銘芳主任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
科醫師
積分

可

108/01/08 14:00-16:00 兒童部
台灣小兒神經科醫學會

中部地區聯合病例討論會
中部各

醫療院所
汝川大樓1703

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台灣兒
科醫學
會積分

可

108/01/09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

夏君毅主任
行政六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01/16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Morbidity
林玟宇

住院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1/16 07:30-08:30 外科部 研究教學演講
整形外科

陳俊嘉主任
行政六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01/18 12:30-14:00
醫教部/

解剖病理科
全院性臨床病理討論會(CPC)

解剖病理科
趙婉如醫師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顏嫚姍/
李雪旖

無 可

108/01/23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高醫腎臟科
黃道揚主任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
科醫師
積分

可

108/01/23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

夏君毅主任
行政六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01/30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Morbidity
朱軒緯

住院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1/30 07:30-08:30 外科部 臨床倫理病例討論教學
外科部

夏君毅主任
行政六樓4606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02/13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內分泌科
王威傑

主治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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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