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好醫師

文/林家揚 住院醫師 

中山最優秀的教學型主治醫師  黃昭硯 醫師 

感謝我的醫學生涯有您的指導 

教學型主治醫師？在醫學中心的主治醫師大

多要肩負多種任務，其中教學型主治醫師就是肩

負著教育下一代醫師的重責大任，把知識與經驗

傳遞給下一代，讓醫學教育能夠薪火相傳。 

台灣的醫學教育中，醫學生會有機會到不同

的醫院、不同的醫學中心見習、實習，不同的地

區、不同的醫院有不同的文化。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的黃昭硯醫師，是我經歷過最有衝勁且最

熱忱的教學型主治醫師！ 

我是在輪訓急診時認識昭硯醫師的，當時需要負責一個昏厥病例的報告。醫學訓練過程

中，除了臨床照護病患，也需要大量的閱讀最新的知識與治療準則，透過大大小小的報告，讓

每位醫師在有限的時間內得到大量整理過的內容。 

而昭硯醫師並沒有在指定題目後丟下我一人在茫茫的病歷海與論文中找尋，他先客氣地與

我約定討論時間，然後跟我討論他為何想要研究這個題目，且分享他當時面對這位病人時的想

法，清晰、準確地還原當時的情景，彷彿討論的個案就在眼前那般，歷歷在目。 

此外，他也分享不同的專科醫師所看到的觀點，教我們分析判斷，告知我容易忽略或犯錯

的小細節，這個分享尤其重要；醫學養成教育中除了書本上的知識，更需要一個富有經驗的臨

床醫師教導我們書本上不會有的眉眉角角。 

讓我更驚訝於昭硯醫師對教學的熱忱。不久前，有學生反應對「中央靜脈導管的置入」感

到棘手，過往通常會得到跟學長姐多學多看就會了的答案，但昭硯醫師不滿足於這樣的回覆。 

兩個月後，我們接到醫學教育部的通知，昭硯醫師將開設超音波導引中央靜脈導管置入術

工作坊，後來這個工作坊佳評如潮，所有與會者都獲益良多。因為工作坊除了邀請院內優秀的

醫師學長，更邀請外院富有經驗的主治醫師，一起分享討論不同醫院的見聞與習慣，讓醫學生

學習到來自全台各地英雄好漢的武功。 

我相信醫師中有很多人願意分享自己所學給後輩，也相信有很多醫師樂意傳授多年的寶貴

經驗，但醫療臨床事務繁雜，這些熱情與衝勁容易被壓縮地喘不過氣。還好有昭硯醫師，願意

燃燒自己照亮學生的老師，讓我也對醫學教育燃起了熱情，希望往後我也能接續昭硯醫師傳承

醫學教育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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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醫療部 

從事醫療工作的醫師，您所認識的分成

不同科別的醫師：內科、外科、急診科醫師

…，但在大型醫院裡面，除了臨床專科業務

之外，醫師還身兼教學職責及醫學研究的任

務唷！ 

 今天介紹這位黃昭硯醫師，在2019年

度中山好醫師活動中，被票選為最優秀的教

學型主治醫師。身為急診專科醫師的他，同

時志於醫學教育，在醫學生進入臨床學習階

段，諄諄教導，悉心如母教子，期望醫學生

除了當個稱職的救人醫師，也能了解醫師該

帶給自己及所遇到的民眾教育的責任。 

 

台下十年功 功力來自於對每段生涯的體悟 

黃昭硯醫師在醫療業務十年的行醫過

程，待過許多不同縣市（台北市、新北市、

台中市、台東縣、南投縣）、不同層級的醫

院（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觀

察到醫病關係的緊繃，這份緊繃已悄然改變

著醫療環境生態，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像是

醫療糾紛導致防衛性醫療所築起的高牆、醫

療決策不再是父權式的權威專橫、還有健保

給付制度影響醫師看診模式、及病患等待時

間長而實際看診時間短…等問題。 

而這些問題影響著新一代年輕醫師對

於醫師這份職業的專業態度。醫病關係間不

應該存在互相攻防的不信任，而應該是醫病

共享共同決策的互信關係，但又該如何改變

呢？黃昭硯醫師選擇行醫除了喜歡醫療是助

人的志業之外，更希望透過『教育』去改變

這個社會，而第一步從醫學教育深耕開始。 

 

是急診主治醫師也是教學型主治醫師 

黃昭硯醫師聲聲感謝著初為實習醫師

進入臨床時，遇到樂於分享心路歷程的學長

姐，讓他像汪洋中迷途的小船見到燈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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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病人而教 志於醫療教育的教學型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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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僅獲得醫學知識，更安定了缺乏自信

帶來的不安，這些美好讓黃醫師想要傳承下

去。 

 1999年美國醫學研究所指出「犯錯是

天性，但要從中找到改進的方法」是病人安

全的濫觴。黃昭硯醫師站在醫學生的角度，

透過臨床案例點出，書本中知識轉為臨床工

作勝任能力時可能遭遇的陷阱，減少醫學生

落入類似的臨床誤謬的風險，藉此提升醫療

品質與病人安全。黃昭硯醫師也表示，在教

學的過程中他自己也獲得反思的機會，不僅

醫學生減少犯錯，自己的臨床決策也同樣獲

得精進，所謂教學相長就是這一層意義。 

 

而決心投身教育的他認為，教學是改善

醫療品質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如同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南非總統曼德拉曾說過『教育是

最強大的武器，可以改變這個世界』。在艾

德加戴爾（Edgar Dale）的學習金字塔理論

中，強調『模擬實際情境』的學習方式，

相較於聆聽大堂講述、閱讀書籍、小組討論

...等方式，模擬醫學教育強調實作的刻意練

習，能有最好的學習成效。 

為病人而教 換位思考互相尊重 

透過模擬臨床的學習過程，不僅可以

習得醫學的知識、技術，更可以從實際演練

『團隊資源管理』的技巧而改變態度，也讓

錯誤留在模擬醫學中心之中，讓更好的醫療

服務品質在醫院裡實踐。在模擬醫學教育中

設計高度擬真的臨床情境教案，不同職類的

醫事人員各自分工完成其醫療任務，參與的

學員們透過相互觀摩，幫助彼此了解不同

職類之間的辛苦及專業，讓同理心不只是口

號。當醫護之間是互相尊重的，病患及家屬

也會同樣地重視醫師以外醫事人員的專業。

如此善的循環可以減緩醫療人員的流失，

讓醫院有更多正能量來幫助需要的病患，

『團隊資源管理』就是『模擬醫學-為病人

而教』的第一元素。 

 

和黃昭硯醫師淺談一個小時的時光裡，

視病猶親時時掛在他遇到的每段生命故事

中，相信在現今的醫療困境中，他能培育出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師，一個重視團隊、尊敬

每一個人、樂於聆聽溝通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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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營養科 洪雅菱 營養師 

聰明吃早午餐 輕盈無負擔 
近年來吹起了早午餐的風潮，各種風

格的早午餐店林立各大街小巷，每到休假

日，人們起床時間較晚，吃早餐時間延後

而成了早午餐。早午餐的種類其實非常的

多樣化，但大多是高糖、高鹽又高油的菜

色，如此吃下肚，真的可以充滿活力地展

開新的一天嗎？以下就讓營養師來一一破

解早午餐的潛在危機。 

早午餐的危害 

早午餐可溯源至19世紀的英國，起初

為了早起的獵人狩獵後準備的餐食；到了

1930年代，迅速的在美國流行，因起源自

西方國家，常見的菜色大多屬於西方文化

的飲食： 

1.火腿、熱狗、德國香腸等加工肉品，口

味上屬於鹹度較高的食物，因加工過程

添加了鹽巴、硝酸鹽等合法的食品添加

物，除了調味外，也具有延長保存及抑

菌的效果，但加工肉品吃下肚，同時也

吃下了過多的鹽份，以及不必要的化學

添加物，這樣真的健康嗎？ 

2.美味的蛋類料理一向廣受喜愛，也是常見

的早午餐菜色，如：滑嫩的起士炒蛋、

厚實的煎蛋捲或是班尼迪克蛋等，在

烹調時往往使用了大量的油脂，通常肉

眼無法辨識是否過油，其實「蛋」是很

容易吸附油脂的，所以在選擇蛋類料理

時，絕對不容忽視其中含油量的這個重

點；此外，在製作蛋類料理，往往會使

用2~3顆全蛋，對於高膽固醇血症患者來

說，已經把一週建議攝取的蛋食用量，

一次吃下肚了，這樣隱性的危害很容易

被忽視。 

 

▲上圖為煎蛋捲，一份蛋捲，往往使用2~3顆

蛋烹調而成。 

 

 

3.裹上雪白的糖粉、或是塗上香甜果醬的吐

司和鬆餅，還有擠上香濃焦糖醬的咖啡都

含有過多的精緻糖。攝取過量的「糖」除

了會使血糖升高，根據研究顯示過多糖分

攝取，雖在腸胃道快速被吸收並且獲得了

能量，但血流集中在腸胃道，而腦部血流

量減少，便容易感到疲勞，嚴重者可能出

現頭痛或情緒起伏過大的情況，甜蜜的滋

味通常使人流連忘返，卻不知道背後隱藏

著巨大的危害。 

4.一份看來營養均衡的早午餐，往往少不了

生菜沙拉和水果，但蔬菜水果又是哪邊有

問題呢？就是旁邊所附的「醬料」！一直

以來，生菜沙拉搭配著沙拉醬是亙古不變

的道理，但沙拉醬主要含有大量的油脂，

不管是千島醬、凱薩醬或者蜂蜜芥末醬，

都是使用含有過多油脂的美奶滋調製而

成，所以生菜沙拉的醬料，建議要酌量攝

取，或者以和風醬或優格作為替代品，這

樣搭配才是健康又無負擔的組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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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均衡的早午餐，建議選擇蔬菜水果量多

的，但附的醬料建議酌量使用。 

 

如何正確吃早午餐 

1.若真的比平常用早餐的時間來得晚，建議可

先喝杯鮮奶或豆漿，墊墊胃，因為一整晚未

進食，可能會有低血糖的危險，同時也避免

太餓吃下過量的食物。 

2.選擇原態食物的菜色，意指未經加工、過多

的調味，看得到原先樣子的食物。 

3.麵包選擇全穀雜糧類的，若是可以帶點堅果

更好喔，避免使用沾有過多糖漿、醬料的吐

司麵包。 

4.肉類的部分，以海鮮、瘦肉為主，避免選擇

培根、火腿、德國香腸等加工肉品。 

5.蛋品選擇不使用油脂烹調而成的溏心蛋、或

水波蛋，若是怕太生可請店家調整熟度，變

成水煮蛋也是很好的選擇。 

6.生菜沙拉的醬料可選擇清爽的和風醬，若是

無法選擇，建議酌量使用，可避免攝取過多

的油脂。 

7.若是水果帶皮，有助於增加膳食纖維的攝

取。通常外食族較不容易天天吃到水果，所

以早午餐裡有出現水果，會使這餐營養更加

的均衡。 

8.飲品的部分，盡量避免含糖飲料，可選

擇黑咖啡或無糖茶，可以消除油膩，促

進新陳代謝；抑或是無加糖的新鮮現榨

果汁，作為當天沒有吃到水果的替代方

案，當然，選擇不過濾有助於營養素和

纖維的保留。 

 

以上幾點是針對如何健康吃早午餐的

建議，希望大家即便是在休假日也可以吃的

健康又營養，活力滿滿的度過美好的假期。 

▲上圖為雜糧堅果吐司，搭配瘦肉、溏心蛋

及豐富的生菜沙拉及水果。 

 

▲上圖為雜糧漢堡麵包搭配新鮮蔬果，使用

和風醬作為沙拉沾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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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療癌症過程中最折磨到肉體或心

靈上的就屬疼痛了。如何控制疼痛，不只是

醫師需要了解的事，病患自身亦須學會如何

與疼痛和平共處，並適時與醫護人員進行良

好的溝通。 

 

癌症疼痛的種類 

1.體感性疼痛：原因為體表或骨骼受損，可

明確指出疼痛的部位。通常以一般止痛

藥(如普拿疼、克他服寧)治療即可。 

2.內臟性疼痛：原因有內臟受損或平滑肌痙

攣，定位上較困難。通常須接受類鴉片

止痛藥物(如可待因、嗎啡)治療。 

3.神經病變性疼痛：由神經受損引發的劇烈

疼痛。除了上述藥物，常需合併其他輔

助性藥物(如抗憂鬱藥、抗痙攣藥)才能達

到最佳止痛效果。 

 

文/藥劑科 王芷翎、田育瑋、王群惠、吳政廷 藥劑實習生

藥您熱血廢疼——
   麻醉止痛藥物介紹 

止痛用藥原則 

根據WHO的止痛用藥指引，建議輕度疼

痛的病患優先使用一般止痛藥物；而中重度

疼痛的病患，則使用適當劑量的強效類鴉片

止痛藥物(如：嗎啡、吩坦尼)或合併輔助性

藥物。 

若能遵循藥物治療基本原則(如下圖)，

估計70-90%的癌症疼痛將可獲得控制，而主

要藥物使用原則如下： 

‧口服給藥：除非病患無法口服，才會考慮

針劑給藥。 

‧按時給藥：須維持藥物血中濃度，不可痛

起來才服藥。 

‧依階梯給藥：須階梯式調整用藥種類和劑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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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麻醉止痛藥物簡介 

壹、口服劑型麻醉止痛藥物 貳、非口服劑型麻醉止痛藥物 

參、麻醉止痛藥物常見副作用與處理方式 

1.便秘：可藉由多喝水、多攝取蔬菜水

果等調整飲食習慣方式改善。若改善

狀況不佳，建議於回診時與醫師說明

便秘狀況，醫師可能開立軟便劑協助

改善便秘副作用。 

2.噁心嘔吐及暈眩疲倦：通常在服藥初

期較為明顯，規律服用藥物一段時間

後會改善。建議患者在服藥後可先稍

作休息，若此類副作用較容易產生，

則應避免於服藥後從事駕駛或操作危

險器械等活動。 

3.皮膚症狀：初次使用時偶有紅點、搔

癢症狀，若覺得不適，可將貼片改貼

在皮膚較不敏感處，如上臂外側。當

過敏狀況較為嚴重時，可先將貼片取

下，並儘速尋求醫護人員協助。廢棄

貼片須繳回藥局不可隨意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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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麻醉止痛藥物使用相關注意事項 

1.有些麻醉止痛藥物做成特殊劑型，

若擅自拆開膠囊或剝半、磨粉可能

會影響到藥物的作用。若有鼻胃管

灌食或其他磨粉需求，務必於看診

時告知醫師。 

2.使用高劑量麻醉止痛藥物時，少數

情況下可能產生呼吸抑制副作用。

服用藥物後若發現有呼吸困難、呼

吸緩慢症狀，請立即停藥，並尋求

協助。 

麻醉止痛貼片使用與回收方式 

壹、口頰溶片 

一.平舒疼是一種超速效的藥物，使用

後5-15分鐘即有效果。 

二.注意事項： 

1.黏貼5分鐘後，即可飲用液體，但

在貼片溶散前，不可食用任何食

物。 

2.不可將平舒疼吞下或咀嚼。 

3.兩個劑量間應至少間隔2小時。 

4.因效果良好，較易被濫用，所以健

保規範僅限用於已接受過至少一星

期之口服或貼片劑型類鴉片止痛藥

物之18歲以上突發性疼痛的癌症患

者。 

三.使用方式(根據仿單建議)： 

貳、穿皮貼片 

一.穿皮貼片為藥物經由皮膚吸收，用

貼的方式來達到效果。本院根據不同

的劑量分為以下三種藥品。 

二.注意事項： 

1.使用貼片前，不可用肥皂清洗或塗抹

乳液在要貼上的皮膚部位。 

2.貼片不可剪半使用。 

3.使用貼片時應避免泡熱水澡、溫泉，

或將貼片黏貼部位暴露於外部熱源(

如：熱水袋、電毯)，正常的洗澡或

游泳是可以的。 2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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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方式(根據仿單建議)： 迷思 

雖然麻醉止痛藥品能控制疼痛，但一些

錯誤的觀念導致疼痛狀況控制不佳，接下來

幫各位打破迷思吧! 

迷思一：使用麻醉止痛藥品，表示病情加

重，或疾病到達末期了嗎？ 

解答：麻醉止痛藥品主要是為了疼痛控制，

除了能夠控制疼痛，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品

質。如果使用一段時間依然疼痛時，醫師會

根據患者情況調整藥品或劑量，和病患生命

的長短無關。 

 

迷思二：使用麻醉止痛藥品會造成成癮嗎？ 

解答：通常使用麻醉止痛藥品成癮，主因在

沒有醫師的囑咐下，私自使用過高劑量。依

照醫師囑咐的劑量正確使用，成癮的機率很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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