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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　　 週年院慶  
大會活動花絮

為慶祝建院 72 週年，本院於 107 年 6

月 28日上午 9點假西迴二樓大廳舉辦「72

週年院慶大會」，由軍醫局局長陳建同中

將蒞院主持慶祝大會，邀請歷任院長、國

防醫學院校長、政府機關、內湖區中小學

校長、松山慈祐宮、奉天宮、內湖區里長、

內湖消防分局、內湖安全社區等貴賓前來

分享三總院慶的喜悅。

本次院慶大會由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團以祥獅獻瑞舞獅表演揭開序幕。接下來邀請

蜚聲國際的知名聲樂家簡文秀教授親臨現場，為大家帶來「思慕的人」、

「月亮代表我的心」、「奇異恩典」等 6首燴灸人口的歌曲，她的歌

聲讓在座的來賓聽的如痴如醉，掌聲與安可聲不斷。此次大會三總

亦邀請臺北市內湖國際安全社區樂齡學園韻律班這群快樂的樂齡

長者帶來精彩的舞蹈表演，使醫院更貼近社區。

適逢八仙塵燃事件滿三週年，本院特別規劃舉辦一系列感恩紀

念活動，邀請劉嘉舜、林佑軒、洪淑卿、陳寧、陳威宇等 5 位傷友

回娘家與醫療團隊相見歡，會中由畢業生代表劉嘉舜及陳寧分享三年來

的心路歷程，並由傷友林佑軒演唱「讓我留在你身邊」，傷者最後還獻花給所有醫療團隊

表達感謝之意，場面溫馨感人。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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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蔡建松院長感性表示，三年前的八仙塵燃事件發生時，即擔任總指揮官，為積極

搶救傷患，防方立即啟動「收治病患無底線」原則，快速動員醫師、護理師近 300名醫療

人員，總共收治 65 名傷者，為全國收治八仙重度傷患最多且締造零死亡紀錄的醫院。今

天看到這些傷者積極復健，大家都恢復的很好，感到很欣慰，也期盼他們能持續保持正向

能量，揮別傷痛，勇往直前。 

活動尾聲，蔡院長邀請所有與會貴賓切慶生蛋糕及合影留念，並一同享用院方準備的

茶點蛋糕，院慶大會在一片歡送聲中圓滿落幕。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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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醫局局長陳建同中將
親臨基隆分院主持新孝
二門診揭幕典禮

▲ 全新孝二門診揭幕典禮

三總基隆分院  
全新孝二門診揭幕啟用

本院基隆分院於 107 年 5 月 24 日上午舉行新孝二門診揭幕儀

式，由軍醫局局長陳建同中將主持，現場與會貴賓有國策顧問童永先

生、基隆市林右昌市長、基隆市議會宋瑋莉議長、基隆市衛生局吳澤誠

局長、國防醫學院校長林石化少將、三軍總醫院院長蔡建松少將、前基

隆分院潘如瑜分院長以及地方各界仕紳參與。

基隆是北臺灣重要的貿易港口所在地，也是國軍重要的軍港之一，三總自民國 93年

11 月奉命承接國軍基隆醫院，經長年不斷提升醫療技術、環境與設備，其中最重要的孝

二門診重建案歷經多年籌備及各項硬體設施的完成才能蛻變成今日的全新面貌。

軍醫局陳局長肯定新孝二門診未來勢必會大幅提升基隆地區軍民醫療品質，並完成照

顧軍民的使命。基隆市林市長也表示非常感謝三總基隆分院承租市府閒置已久的財產加以

善用，如今煥然一新且空間明亮、寬敞，並讚揚基隆分院林分院長所率領的團隊非常用心。

許多民眾則表示看見基隆能有如此高品質的醫療環境，

讓病人就診時感到舒適，非常開心。

本院基隆分院林分院長表示，基隆分院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但麻雀已變成海洋之鷹一樣，翱翔於基隆

港，提供最優質的醫療環境給基隆地區的軍人 ( 眷 )

與在地鄉親！基隆分院不斷精進提升下，繼續守護著

軍民的健康，軍民同心創造未來新氣象。▲ 前基隆分院潘如瑜分院長
( 中 )、基隆分院林

永崇分院長 (右 )、基隆分院李明勇副院長
(左 )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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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幕儀式

▲ 揭幕儀式

▲ 孝二門診環境

▲ 與會來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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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與 87診所成立策略聯盟  
強化電子轉診平台

衛福部健保署為導引民眾就醫習慣改變，鼓勵醫院減少輕症服務並強化醫院與診所醫

療合作服務，本院於 107年 6月 13、14日由陳正榮副院長率醫務企劃管理室林聖雄主任、

民診處林永崇主任及家醫暨社區醫學部張耀文主任，與洪永祥診所、汐湖照護網吳振光眼

科等 10 家診所及財團法人生命連線基金會李佳孟執行長，辦理「三軍總醫院策略聯盟診

所」揭牌儀式，提供連續性照護、提升民眾自我照護知能，以期落實分級醫療政策。

三軍總醫院目前擔任家醫整合照護計畫8個社區醫療群共87家基層診所之責任醫院，

並與 119家醫療機構簽定策略聯盟，將特別保留門診名額給轉診病人，另當病人轉診到三

總時，皆會發送簡訊即時通知醫療群診所，以利診所醫師掌握病人就醫動態。住院時，安

排診所醫師至本院執行巡診及邀請參與住院病人共照會議之討論，有效連結轉診病人回到

社區診所之後續醫療照護。

本院透過全民健保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執行，主動下轉符合計畫個案至合適醫院進

行復健治療，建構雙向轉診管道，107 年迄今在 ｢ 創傷

性神經損傷」疾病項目下轉個案數更為雙北第一。

三軍總醫院定期與合作診所進行個案討論及提供教

育訓練，未來透過 ｢電子轉診資訊系統」協助民眾就醫

轉診；「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供醫院診所查詢

病患用藥情形、檢驗項目及檢查結果，發展 ｢整合醫學

科（hospitalist）試辦計畫 ｣，病人不經醫院門診直接住

院之模式，縮短病人就醫流程，帶動週邊地區醫療水準

提升，落實健保署分級醫療政策。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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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臨床藥學部 (UD UP圈 )、護理部
35病房 (3D圈 )、麻醉部 (醉安全圈 )  
榮獲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第 31 屆
全國團結圈北區區會長獎

第 31屆全國團結圈競賽自 107年 6月 4日至 6月 8日假桃園長庚紀念醫院辦理，為

涵蓋各行業之品質改善推動競賽，包含鋼鐵業、運輸業、保險業、電子業、化工業及醫療

業等，藉由各自的問題發想、團隊腦力激盪、策略執行解決、成效評估等步驟，在為期一

年內的時間，進行品質改善作業；此次競賽全國共計有 188個圈隊參加，除台積電、聯電、

東元電機等企業之外，衛生醫療機構院所包含台北榮民總醫院、國泰綜合醫院、聯合體系

醫院、林口長庚醫院、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等醫療同業。

本次競賽中本院臨床藥學部 (UD UP圈 )由邵婉婷及吳俊頤藥師進行主題為「降低病

房 on-line order藥品候藥時間」之改善成果發表、護理部 35病房 (3D圈 )由鐘婉甄護理師

及簡尹庭護理師進行主題為「降低加護病房護理人員逾時下班率」之改善成果發表、麻醉

部 (醉安全圈 )由陳品萱麻醉護理師及吳家旭麻醉護理師進行主題為「降低術後病人恢復

室佔床異常發生率」之改善成果發表，改善成果獲評審團一致肯定，並榮獲北區區會長獎 !

後續各圈隊也將針對評審給予的建議，持續修正問題，並在實地審查及年終發表中持

續精進，為本院爭取佳績榮譽 !!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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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年7月23、24日
　　　上午9時30分至17時
地點：三軍總醫院 內湖院區
　　　急診旁人行步道

時間：107年7月23、24日
　　　上午9時30分至17時
地點：三軍總醫院 內湖院區
　　　急診旁人行步道

不僅是一個口號，更需要您挽起
衣袖一起身體力行，

誠摯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不僅是一個口號，更需要您挽起
衣袖一起身體力行，

誠摯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三總 Line 醫療服務對話機器人
於 6月 1日上線囉～

三軍總醫院的 Line 醫療服務對話機器人已於 6 月 1 日

上線了，民眾可以在三軍總醫院官方網頁下方或是在 Line

官方帳號 (@tsgh) 搜尋找到它。目前提供給民眾掛號、查

詢掛號、看診進度查詢⋯等功能，方便民眾使用。

三總 107年度第三季捐血活動，
誠摯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本院自 105 年 9 月起與台北捐血定期於內湖總院舉辦捐血活動，捐血中心是一個公

益性的民間組織，所肩負的責任在於供應雙北、基隆、宜蘭以及金馬地區的醫院醫療用血，

在充份供應卻又不浪費社會資源的情形下募集血源，以維護醫院病患不致有缺血之虞；而

本院肩負著國軍體系

醫院北區唯一醫學中

心的責任，不僅提供

優質及細心的醫療服

務，對於社會公益活

動更是不遺餘力，希

望透過更多的管道讓

內湖地區的好鄰居們

更瞭解捐血對社會的

重要性。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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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便解不乾淨真困擾

台灣已邁入高齡社會，當人們的夀命延長時，生活品質就成了大家所重視的健康指

標。當排尿的功能出了問題，往往會大大地影響了生活品質，很多長者因此無法好好享受

退休生活。有很多銀髮族朋友會覺得小便解不乾淨，可能因此要常跑廁所，有時候用力也

會覺得解不出來，覺得相當困擾。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談一談為什麼小便會解不乾淨？

造成小便解不乾淨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膀胱的出口阻塞，第二是膀胱沒有力。以

男性來說，特別是超過五十歲以後，最常造成小便解不乾淨的原因是良性攝護腺肥大。攝

護腺肥大會造成膀胱出口的阻塞，這時膀胱必須要比較費力的擠壓以將小便排出，阻塞嚴

重時，小便就沒有辦法排乾淨。女性沒有攝護腺且尿道比較短，比較不會有阻塞的現象，

但是也有少數女性因為神經的控制出了問題，造成尿道括約肌放鬆不良，也可能使膀胱出

口阻力升高。

男性良性攝護腺肥大可以先藉由口服藥物改善排尿症狀，若是藥物治療效果不佳，或

是嚴重併發症出現，例如急性尿滯留、反覆尿路感染、血尿等，則考慮以手術治療。傳統

的攝護腺肥大的手術，是經由尿道用電刀刮除肥大的攝護腺組織。近年來發展出以雷射來

切除或汽化攝護腺組織，效果與傳統手術不相上下，且手術過程中幾乎不出血。

膀胱逼尿肌收縮不良，就是所謂的膀胱無力，也會使小便解不乾淨。最常造

成膀胱無力的原因是膀胱神經的病變，例如糖尿病、脊椎損傷或是老年

人的神經退化等。由於膀胱無力和膀胱出口阻塞（如攝護腺肥大）

的症狀常不容易分辨，所以醫師會安排尿路動力學檢查來確立診

斷。藥物治療膀胱無力的效果有限，若是排尿的狀況不理想，餘

尿量很多，則要考慮自我導尿。

當您覺得小便總是解不乾淨，很可能是下泌尿道功能已經出

現問題，最好儘快就醫，免得進一步產生如急慢性尿滯留和尿路

感染等併發症，進而導致上泌尿道腎臟的損傷。

鞏固男性的健康—攝護腺疾病的整合性治療 ( 一 )

 █ 泌尿外科 蒙恩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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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男性的健康—攝護腺疾病的整合性治療 ( 二 )

攝護腺肥大的治療方式
疾病介紹

攝護腺（前列腺）是男性生殖系統特有的器官，位於膀胱之出口，尿道的起始端。

男性剛出生時，攝護腺小如豌豆，成年後則漸漸成長至核桃般大小，重約 20 公克。正常

的攝護腺功能包括 (1) 束緊膀胱口以調節排尿

功能；(2) 分泌部分的精液及激素；(3) 導引精

液射出的方向及力量。隨著年齡增長，男性 40

歲之後攝護腺會開始增生並擠壓到尿道造成排

尿困難。國民健康署統計資料顯示 60 歲以上

的男性約一半有良性攝護腺肥大，80歲的男性

更高達 8成有這方面的問題。

臨床症狀
攝護腺肥大常見的症狀群有 1. 頻尿 2. 夜尿 ( 夜晚會不斷的起床上廁所 ) 3. 尿急 ( 有

尿意時就得馬上去排尿 ) 4.排尿困難 5.上廁所時間很久卻無法將尿液排空 6.急性尿阻塞。

可以用 IPSS症狀評分加以區分為三個嚴重程度 (0-7 輕度、8-19 中度、20-35 重度 ) 。攝

護腺肥大會嚴重影響生活品質，尤其是在夜晚，大多數的老年人會因必須起床上廁所而無

法有持續性的睡眠。有些患者進而產生反覆血尿、尿滯留 (完全無法解尿需要插導尿管 )、

腎水腫、腎功能衰退、膀胱因為餘尿量大產生結石、因為長期必須用力解尿而產生疝氣等

等嚴重的併發症。

診斷與治療方式
病人臨床上評估工具包括肛門指診、尿液檢驗、血液檢查 (PSA排除癌症、腎功能 )、

尿流速檢查、超音波檢查 (確認攝護腺體積與病灶 )。

良性攝護腺肥大的第一線治療多數為口服藥物治療，然而不是所有病人的症狀都可以

獲得改善，某些病人持續有嚴重的排尿症狀 (IPSS 評分為中度或嚴重 )。攝護腺肥大的治

療目前有藥物治療、經尿道電刀攝護腺切除術、經尿道雷射攝護腺汽化手術等。

( 一 ) 藥物治療：

藥物治療的主流有兩類藥物，第一類藥物是舒緩攝護腺平滑肌的甲型交感神經阻斷

劑（本院常用藥物為 Doxaben, Harnalidge, Lafuzo, Hytrin, Urief 等等），這類藥物對攝

 █ 泌尿外科 高建璋醫師

▲ 良性攝護腺增生症，俗稱攝護腺肥大，是許多老年
男性常見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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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腺體積無影響力，主要針對症狀控制。第二類藥物是可以縮小攝護腺體積的男性賀爾

蒙抑制劑，這類藥物服用半年後通常可以使體積下降百分之 20 左右 ( 本院常用藥物為

Proscar, Avodart)。另外病人可併用一些頻尿用的抗膽鹼劑來控制頻尿與尿失禁的狀況。

使用藥物治療攝護腺肥大可能產生一些因為藥理特性而對應的副作用，常見者為姿態性低

血壓、暈眩、腰背痛、性功能衰退、逆行性射精等。

( 二 ) 手術治療：

良性的攝護腺肥大以開腹方式進行攝護腺切除現代已經很少使用，取而代之的是經尿

道內試鏡的手術，這個手術因為科技的發展，患者可以選擇的工具可以是傳統電刀或使用

雷射來進行攝護腺的刮除或蒸發汽化。

經尿道攝護腺手術的方法介紹：

1. 經尿道電刀攝護腺切除手術：此為目前最常被使用來治療中重度

攝護腺肥大的外科術式，醫師以內視鏡電刀將攝護腺的組織一片

一片刮除疏通被阻塞的尿道。術後大約２至３天拔除尿管後，病

人可以立即感受到解尿症狀的改善，因此是目前主流

的做法。住院大約３至４天，手術的相關併發症包括

術後出血、電解質不平衡、感染、逆行性射精等等，

大約 1%的病人會發生術後的尿失禁。 (適意圖如右 )

2. 內視鏡雷射攝護腺汽化手術：　在科技的進步之下，發展出新的

治療方式經尿道雷射攝護腺汽化手術。此種手術方式是利用高能

量的雷射，將阻塞住尿道的攝護腺組織瞬間汽化而疏通尿道。雷

射手術後的症狀改善效果及併發症和傳統手術相當。但相較於傳

統的電刀手術，雷射手術的術中出血量較少、

發生電解質不平衡的機率較低，且所需的住院

天數較短（2至 3天）。因其止血效果較好，也

可用於治療過去風險較高的高血壓、心臟病或

凝血功能異常的病人。

結語
台灣已邁入高齡化國家，對於中老年男人的照護議題，如何能讓他們的生活更有品

質、有尊嚴，已是當前醫療發展的新趨勢。當我們在面對一個必然會發生的疾病時，病患

更需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瞭解面對，並與醫師善加討論，瞭解自己適合的治療方式，以達

到最佳的治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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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護腺疾病的整合性治療

攝護腺又稱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器官，緊接著膀胱下方，包圍著尿道，受到男性賀

爾蒙刺激生長，其分泌的液體佔精液約百分之三十，與精子活動力有關，而平滑肌組織則

可幫助射精。常見攝護腺相關疾病包含良性攝護腺肥大、攝護腺癌及慢性攝護腺炎。

超過 50 歲的男性過半都有攝護腺肥大的現象 ( 良性之細胞增生 )，超過 80 歲的男性

更是高達 8成。肥大的攝護腺壓迫尿道進而產生排尿症狀 (排尿中斷、尿很久、頻尿、夜

尿等 )。如症狀藥物控制效果不佳或產生相關合併症時 (血尿、反覆泌尿道感染、膀胱結石、

尿滯留等 )，即可考慮接受手術治療，「經尿道攝護腺刮除」(TURP)為最常使用之開刀方

式，經由尿道內視鏡直視下以電刀刮除肥大的攝護腺組織，讓尿道管路恢復寬闊暢通。另

一個手術選擇是「經尿道攝護腺雷射切除 /氣化手術」，能達到電刀受術之效果，但減少

出血，適用於服用抗凝血劑及有心肺功能疾患之高危險群病患 (需自費約 15-18萬元 )。

攝護腺癌為男性好發癌症之第五名，男性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七位，早期通常沒有任何

症狀或類似良性攝護腺肥大相同之非特異排尿症狀。前期之攝護腺癌以攝護腺根除手術治

療為主，需切除完整攝護腺及儲精囊。傳統開腹手術須在下腹部切開一個大約十幾公分的

傷口，術中常因失血而需要輸血，術後則可能有尿失禁及勃起功能障礙等併發症。本院於

2003年購置全台首部達文西機器手臂系統，並利用該機器手臂執行微創攝護腺根除手術，

迄今已完成超過 600 例，相較於傳統開腹手術，僅須 6 個小洞口就能達到同樣的腫瘤治

療效果，減少手術中的出血量，在術後控尿及性功能的恢復，更有明顯的優勢。

術前 
肥大組織阻塞尿道

術中 
幾乎不出血，視野清晰

術後 
尿道暢通

▲ 攝護腺雷射汽化手術實例

鞏固男性的健康—攝護腺疾病的整合性治療 ( 三 )

 █ 泌尿外科 丁慧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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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護腺癌根除手術比較

術式 傳統開復法 機械手臂輔助腹腔鏡法

術式 傳統開復法 機械手臂輔助腹腔鏡法

傷口 肚臍至恥骨上方；約 15-20公分傷口 6個約 1公分左右傷口

費用 健保給付 自費約 20-25萬

手術時間 2-4小時 2-4小時

出血 平均 500-2000c.c. 平均 50-200c.c.

輸血比率 17-67% 1-2%

術後一年；保有勃起功能 26-63% 55-81%

術後一年；無尿失禁 80-97% 89-100%

膀胱尿道接合處狹窄 4-16% 0.3-1.2%

慢性攝護腺炎 /慢性骨盆疼

痛症候群（chronic prostatitis/

chronic pelvic pain syndrome）

為另一男性常見之攝護腺疾病，

文獻報告其盛行率為 5-8%。臨

床上表現主要以頻尿、排尿疼

痛不適以及骨盆或會陰部疼痛

為主。針對此一疾病，除傳統

藥物外，現可使用骨盆底磁波

治療儀治療 (俗稱「磁波椅」)，

利用座椅下方的磁場改變產生

的微電流來刺激骨盆底和膀胱

的神經和肌肉。單次療程約20分鐘，每周進行二至三次，僅須坐在磁波椅上，不具侵入性，

又不會暴露隱私。攝護腺手術後之尿失禁也可使用此一治療獲得改善。

本院泌尿外科針對各類攝護腺疾病有最新的治療儀器及團隊專業豐富的治療經驗，能

依據各種病患之病況提供客製化、完整的治療，為男性攝護腺的健康把關。

▲ 骨盆底磁波治療儀實體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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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索靜脈曲張的顯微治療
精索靜脈曲張是男性常見的泌尿疾病，一般年輕男性約 15% 有此症狀。由於精索靜

脈曲張也是男性不孕的主因，醫界建議年輕未婚男性，若發現有精索靜脈曲張的情形，不

宜輕忽，應定期做追蹤檢查，嚴重者及早手術治療。

精索靜脈曲張為男性精索靜脈產生不正常的腫脹，90% 發生於左側，兩側皆發生的

病患占 10%，單純發生於右側的病患極少。在精索靜脈曲張病患，陰囊可摸到或看到如
蚯蚓般的腫脹血管，稱之為「包在袋子裡的蟲」，患者會感覺睪丸脹痛或鼠蹊部墜痛，且

久站或腹部用力時症狀更為明顯，但平躺後腫脹的血管會自動消失。我們可依檢查大略將

它分為三個等級：

　　1. 第一級：在用力後才能觸摸得出來有靜脈曲張。 
　　2. 第二級：用力後肉眼即可檢視出來。
　　3. 第三級：病人於站立時，即可清楚看到靜脈曲張。

在症狀不明顯或和其它疾病混淆時，可利用都卜勒超音波來確定診斷，測量睪丸大小有

無萎縮現象，這可作為治療的依據。近年來醫學文獻及研究報告發現，肥胖程度及身高與精

索靜脈曲張有關，高瘦的人比較容易罹患此症，雖然其真正相關機轉及原理尚未經醫學證實，

但可能是因為精索靜脈回流至左腎靜脈時呈直角形，而影響了睪丸血液的回流；另一可能機

轉是左側腎靜脈可能受到上腸繫膜動脈（S.M.A）的壓破，形成〝胡桃鉗現像〞（nutcracker 
phenomenon），使得內精索靜脈內壓力增加，因而造成同側陰囊精索靜脈曲張。

一般精索靜脈曲張症狀好發於年輕男性，尤其在長時間站立或激烈運動後抱怨陰囊下

墜疼痛，嚴重者甚至在青少年時期發現睪丸萎縮狀況，但老年人如果發現有精索靜脈曲張

現象，則應考慮是否有後腹腔腫瘤間接壓迫腎靜脈或下腔靜脈所導致。罹患精索靜脈曲張

會因血液淤積使得睪丸溫度上升，而影響睪丸產生精子的能力，或造成睪丸缺氧，或腎上腺

的代謝物逆流入睪丸，及整個內分泌功能的改變，也可能是精索靜脈曲張造成不孕的原因。

根據統計，在男性不孕症患者中，約 30% 患有程度不同的精索靜脈曲張，這也是在

男性不孕症中最常見可以用手術矯正的病因，70% 左右的患者在手術後，精子的品質會

有進步，但只有 40-50%的人有懷孕的機會；而有精索靜脈曲張的患者，如果精液檢查正

常，也不必過度擔心不孕問題，但須定期做追蹤檢查。檢查時，一般採觸診方式，患者採

站立姿勢，檢查睪丸上方是否有腫脹的血管。

目前公認手術治療精索靜脈曲張療效最完整且併發症最低的方式，乃是採用腹股溝下

顯微鏡輔助精索靜脈結紮手術，對於術後精子活動力的提升及受孕率均有顯著的改善。手

術治療可阻止精子品質持續變差，愈早接受治療，其造精功能恢復的機會較大，小疾病可

以造成大問題，所以不可以掉以輕心。

 █ 泌尿外科 曹智惟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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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外科簡介
泌尿外科醫療範圍包含「泌尿系統」及「男性生殖系統」，泌尿系統涵括腎臟、輸尿

管、膀胱及尿道等器官。而男性生殖系統則包括睪丸、輸精管、精索、攝護腺、陰莖及陰

囊。此外，腎上腺以及後腹腔也屬於泌尿科的範圍。本科以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及設備治療

各種泌尿及生殖系統疾病，常見的疾病有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結石、泌尿道腫瘤（如腎臟

腫瘤、輸尿管腫瘤、膀胱腫瘤及攝護腺癌等）、男性生殖系統腫瘤（睪丸癌、陰莖癌）、

攝護腺疾病（攝護腺肥大）、性病、男性性功能異常丶男女排尿功能障礙及尿失禁丶腎臟

移植。其他如腎上腺及後腹腔腫瘤丶包皮過長及包莖、男性不孕症、男性結紮、輸精管重

接手術丶精索靜脈曲張、疝氣、陰囊積水、睪丸扭轉、泌尿生殖器創傷等病症亦在本科治

療範圍。

本科在醫療環境瞬息萬變的現代潮流中，在服務、教學、研究方面均有長足的發展。

醫療服務方面，本科致力於發展新一代機器手臂輔助手術丶微創及腎臟移植手術，並積極

培育人才，發展新穎及先進的外科手術造福病人。曾於去年獲得 SNQ 國家品質標章。在

研究方面，本科於腫瘤轉譯醫學研究成果卓著，屢次發表在重要國外期刊上。在教學方面，

本院為衛福部認證訓練泌尿科專科醫師之重要教學醫院。本科未來將秉持以病人為中心的

精神及親切專業的態度，持續朝著關懷、品質、紀律、創新的核心價值及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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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外科醫師陣容

現　職： 泌尿外科主任、內視
鏡外科主任、手術
室主任、國防醫學
院外科學科副教授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美國加州
大學爾灣分校進修

吳勝堂 主任

專　長： 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泌尿道微創手術、
攝護腺肥大雷射手術、腎臟移植

現　職： 泌尿外科主治醫
師、慈濟醫療體系
策略長、國防醫學
院外科學科教授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美國杜
蘭大學醫務管理碩

張聖原 醫師

士、三軍總醫院副院長、國防醫學院副院
長兼三軍總醫院院長、國防醫學院院長、
國防部軍醫局局長、台北市內湖康寧醫院
院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院長

專　長： 泌尿道腫瘤、一般泌尿系統疾病

現　職： 泌尿外科主治醫師、
長榮大學健康科學
院院長及教授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 學 士、 美 國 杜
蘭大學醫務管理碩
士、台大EMBA 碩

陳宏一 醫師

士、英國牛津大學藥理學系哲學博士、
三軍總醫院院長、國防部軍醫局局長、
台灣醫療品質學會理事長

專　長： 神經生理泌尿學、一般泌尿系統疾病

現　職： 泌尿外科主治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美國杜蘭
大學碩士、國軍金
門醫院院長、國軍
高雄醫院副院長、
國防部軍醫局衛勤

范保羅 醫師

整備處處長及醫務計劃處處長、國軍高
雄總醫院院長、國防部軍醫局局長

專　長： 一般泌尿系統疾病

現　職： 泌尿外科主治醫
師、國防醫學院外
科學科教授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國防醫學
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美國杜蘭大

于大雄 醫師

學醫務管理碩士、三軍總醫院外科部主
任、三軍總醫院執行官、三軍總醫院院
長、國防醫學院院長

專　長： 泌尿腫瘤學、外科學

現　職： 泌尿外科主治醫
師、國防醫學院外
科學科教授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國防醫學
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三、三軍總

孫光煥 醫師

醫院外科部主任、國防醫學院教育長、軍
醫局醫保處處長 、三軍總醫院執行官 、
國軍桃園總醫院院長、三軍總醫院院長

專　長： 生殖泌尿學、男性學、攝護腺肥大雷射
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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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陸軍後勤指揮部軍
醫處處長、泌尿外
科主治醫師、國防
醫學院外科學科教
授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美國德州

查岱龍 醫師

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分子細胞腫瘤系博
士、三軍總醫院教學副院長兼國防醫學
院醫學系系主任、三軍總醫院執行官

專　長： 泌尿道腫瘤、分子生物學

現　職： 泌尿外科主治醫
師、門診手術室主
任、國防醫學院外
科學科副教授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英國牛津
大學藥理學博士

蒙恩 醫師

專　長： 排尿障礙、尿失禁及婦女泌尿疾病

現　職： 泌尿外科主治醫師、
45 病房主任、國防
醫學院外科學科副
教授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台北醫學

曹智惟 醫師

大學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博士
專　長： 性功能障礙、男性不孕症、攝護腺肥大

雷射手術

現　職： 泌尿外科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外科學
系講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英國牛津
大學博士班進修中

楊明昕 醫師

專　長： 泌尿道腫瘤、分子生物

現　職： 泌尿外科主治醫
師、國防醫學院外
科學系講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國防醫學
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班進修中

高建璋 醫師

專　長： 泌尿道腫瘤、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泌
尿道內視鏡微創手術、腎臟移植

現　職： 泌尿外科主治醫
師、國防醫學院外
科學系講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國防醫學
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班進修中

陳進利 醫師

專　長： 一般泌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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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精進，勇於突破的泌尿科醫師  
泌尿外科  陳進利  醫師 

當醫師是個機緣
在求學的路上，很幸運能夠有機會選擇兼具照顧

長輩健康與從事助人的工作，因此選擇醫生做為志業。 

進入外科領域的陳醫師表示，外科能透過手術直接解決問

題，立即改善病人的疼痛，而選擇泌尿科，緣自於老師們和學長姐的傑出成就。在擔任住

院醫師五年中的前兩年，外科醫師需熟悉各個外科的病症和解決方法，才能知道發生什麼

狀況是屬於哪一類的外科。第三年後，讓他毅然決然投入泌尿專科，因為看到教導的老師

們手術技術優秀還做了許多研究，更能將所長教學給學生們，令學長姐跟著老師的腳步有

著卓越的研究和傑出醫術，令陳醫師為之嚮往泌尿科。

兩次駐外經驗奠定獨自完成難題基礎
花蓮的國軍醫院，醫療資源明顯不足，在陳醫師進駐時，就只有他一位泌尿科醫生。

然而遇到泌尿道相關的疾病，牽扯治療範圍廣，常需要一個團隊才能完成整個手術和療程。

現職：�三軍總醫院泌尿外科主治醫師

學歷：�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經歷：�中華民國外科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泌尿科專科醫師

專長：�外科、一般泌尿學科

 █ 特約記者 蘇純琪

每月醫星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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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醫師接到一名 60歲女性病患，該名病患的腎臟處發炎，檢查後腎臟長膿包，

嚴重的是，膿包破裂已感染到其它地方。陳醫師加上兩名護理師，就這麼動用手術將膿包

清除，沒有別的泌尿專科醫師協助，僅有陳醫師獨自完成這項手術。

術後，因膿液流出需做清創手術，一次又一次，考驗著陳醫師用藥的精準和術後的照

顧，足足有一個月的時間，由陳醫師全權處理完畢。

帶著上述的經驗，在多年後來到中亞一個小國—吉爾吉斯。該國的醫療設備落後，連

科系也僅簡單分為內科和外科，更別提有所謂的泌尿專科醫師。於是陳醫師在當地，就是

名外科醫師，與創傷科洪醫師一同為當地醫生示範如何用腹腔鏡做手術，並且協助門診，

就地取材當地醫療設備，治療前來就醫的病患。

往專業移植腎臟醫師前進
陳醫師從醫的前三年是負責急診室的工作，期間較少處理慢性泌尿專科問題，不過在

急診室較常遇到的急性病患，如腎、泌尿道、膀胱、尿道等結石，引發的劇烈疼痛常考驗

著醫師如何在最短時間內做出準確判斷、緊急處置的訓練；回憶起那段急診室的時間，陳

醫師表示獲益良多。

「可能是自己待在醫學中心，學習到不只是疾病的專業知識，還能夠深入鑽研，找出

真正解決病灶的原因。」陳醫師表示。現階段不僅服務於病人，更學習精進腎臟移植的專

業領域，是目前的主要目標。

身為泌尿科醫師認為預防勝於治療，特別不忘提醒民眾每日補充 2500CC 水分很重

要，尤其是老人家，千萬別等到長期尿不出來，使膀胱失去彈性後再來就醫，如此一來，

即便手術後也無法根除泌尿系統失靈的問題，不可不慎。

每月醫星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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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復健醫學部 蔣尚霖醫師

預防醫學創新發展～  
三總研發智慧衣遠端監控生理訊號 
掌握病患運動成效

本院復健醫學部主任陳良城副教授所領導

蔣尚霖主治醫師等醫療暨研究團隊，在「預防

醫學」有了重大的創新發展。因應精準醫療時

代的來臨，本院復健醫學部蔣尚霖助理教授、

林佳慧助理教授等研究團隊與財團法人紡織產

業研究所合作，在 106 年通過人體試驗同意申
請後，已完成智慧衣心率感測器的信效度測試，

確認其安全性及具備高度良好的信效度，更發

展全世界首創之居家運動教練與心率監測功能

之智慧醫療系統（APP）。

本院自 106 年開始針對社區慢性病患者進行臨床隨機試驗，透過此前驅可行性臨床
試驗，醫院端開發人工智慧軟體，使患者在居家或社區執行運動訓練過程，可以隨時且連

續的測量病人的生理訊號，再利用手機接收訊號、App軟體的運用，讓病人在家即可完成
訓練，達到方便、及時、連續、互動、雲端及客製化等特性的居家照護。

蔣尚霖醫師表示，病人使用智慧衣執行居家運動訓練與控制組經追蹤比較後，顯示透

過該系統介入 3個月後，心肺耐力功能指標顯著提升，身體活動量亦呈現顯著提升。病人
的血壓在智慧衣介入訓練後顯著降低，個案管理的即時回饋與安全性掌握效率提升，達到

無縫的醫療照護，並真實了解多重慢性疾病患者執行居家運動訓練的合適性與安全性。

蔣尚霖醫師也表示，期望將此模式推廣至全國多重慢性疾病病患族群，以迎接超高齡

的時代來臨，透過本計畫除有效達到多重慢性疾病個案管理，改善患者健康生理指標，更

可作為各類特定需要健康生活型態的疾病群之個案管理追蹤參考模式。

結合智慧衣，透過遠距運動訓練生理數據回饋，可以確保罹患多重慢性疾病之老年長

者的運動安全與運動效益，將是值得政府大力投入與支持推廣之模式，蔣尚霖醫師醫療研

究團隊希望透過此機會能拋磚引玉，讓政府機關及各產業、學界可看到積極推動運動訓練

的預防醫學、營造全民健康之企圖心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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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形外科認識燒燙傷
一般民眾最常遇到的燒燙傷為熱液燙傷及接觸性燙傷（鍋子、排氣管），雖然是小面

積燒傷沒有生命危險，但是若沒有妥善處理傷口，常常會留下難以抹滅的疤痕。若民眾有

合併慢性病，甚至有可能合併感染的可能。其他如火焰燒傷︑化學燒傷及電燒傷都是會導

致較深度傷口的原因。

決定燒燙傷嚴重度的因素主要是深度和面積。一度燒燙傷僅傷及表皮層 (例如曬傷 )，

二度燒燙傷達到部份真皮層 ( 起水泡 )，三度燒燙傷則傷及真全皮層，甚至可深及皮下組

織及肌肉骨骼，此時皮膚完全壞死必須後續接受清創植皮重建。

二度燒傷，燒傷面積成人大

於全身 20%，兒童大於 10%；或

三度燒傷，燒傷面積成人大於全

身 10%，兒童大於 5%，需住入

燒傷加護病房，其餘較輕微之傷

害可住於燒傷病房或門診治療。

近年火災頻傳，從住家火警、

瓦斯氣爆、到工廠大火，在嚴重

的燒燙傷情況下，病患一進入急

診室，就必須馬上進行一系列的

檢查及治療。

大面積燒傷在前兩天需要大量且及時的液體復甦治療，全世界主要以 Parkland 

formula幫助臨床照護人員確定第一個 24小時所需要的靜脈輸液量，該公式是以被燒傷人

的體表總面積和重量為基礎。依照 Parkland formula計算第一天液體復甦量，根據病人每

個小時尿液量及醫師的個人經驗來調整病人每個小時點滴給液量，往往造成給液過多合併

症產生，如肺水腫、腔室症候群、急性腎衰竭，嚴重甚至死亡。

三軍總醫院燒傷中心於 2014年率先將臨床進階血流動力學的監測儀器導入燒傷輸液

治療，透過數據及流程化輸液調整，提供快速、明確的指標，使醫護人員達成照護一致性；

並可降低醫療團隊決策過程的不確定感，病人得以調整最理想的輸液量，進而避免輸液過

多的併發症，也才能達成八仙塵燃所有病患零死亡率的優異成果，今年我們將與新加坡燒

傷中心共同合作， 期待能提供大面積燒傷病患更好的預後。

▲ 燒燙傷面積計算四肢軀幹九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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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頭痛
兒科的門診常會遇到小朋友因為頭痛而來求診，家長常很不解的問「小孩子也會頭

痛？」要不然，就是很擔心小朋友的頭痛，是不是因為「腦部的問題引起的？」。根據統計，

有半數的青少年曾有頭痛的經驗，所以頭痛在小兒科算是常見，真正因為是腦部有腫瘤，

或是有其他重大病變所占的比例並不高，家長先不必太擔心。而小兒科醫師的職責就是找

出病人腦部是否有重大問題如腦瘤、腦膜炎、水腦、腦血管病變等，並給予適當之治療。

小孩和大人不同，尤其是嬰幼兒和學齡前兒童，因為表達與溝通上的困難，有時在診

斷與處理有立即性的困難與盲點，常見的症狀是躁動不安、噁心、嘔吐和揉觸前額的動作

而已，必須小心鑑別診斷。腦部問題引起的反覆頭痛有可能是顱內壓升高的第一表徵，通

常此種頭痛在早晨起來或病人睡醒起來時最痛，因為壓力太高壓到腦內的血管，此種頭痛

通常在前額和枕部最痛，原因包括腦瘤（特別是後顱窩腦瘤）、水腦、腦膜炎、腦炎、腦

膿瘍、硬膈膜下腔血腫塊、慢性鉛中毒、假性腦瘤（食性顱內壓高）；其他原因如：動靜

脈血管畸型、動脈瘤、膠原性疾病、高血壓腦病變、蜘蛛膜下腔出血、中風等。詳細的檢

查，從身體、神經系統、眼底檢查、抽血與尿液、脊髓液的實驗室檢查、影像學的檢查如

電腦斷層及核磁共振其他相關是有必要的。

會引起小兒頭痛的常見病因如下：
1. 壓力性頭痛　2. 偏頭痛　3. 叢發性頭痛　4. 與藥物、

食物、化學物質有關之頭痛　5. 腦炎、腦膜炎引起頭痛　

6.頭部外傷引起頭痛　7.腦血管異常引起頭痛　8.感染

所引起之頭痛 (如感冒 )　9.頭顱、頸部、眼、耳、鼻、

牙、口相關之頭痛 ( 如中耳炎、鼻竇炎等 )　10. 顱神

經痛 ( 如三叉神經痛 )　11. 腦瘤　12. 代謝疾病相關之

頭痛。

 █ 小兒科部  李逢卿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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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情況下需至醫院求診？
有些情況是需要緊急的處置，因為可能會危及生命。若有以下現象，請家長要儘快將

小朋友送醫治療，以免延誤病情。

1. 持續且越來越嚴重的頭痛。　2. 頭痛合併意識不清或痙攣。　3. 頭痛合併嚴重嘔

吐及發燒 (有可能中樞神經感染 ) 。　4.頭痛合併嚴重哭鬧。　5.以前未有如此嚴重之頭

痛。　6. 頭痛合併脖子僵硬。　7. 頭痛合併語言不清，走路不穩。　8. 頭痛頻率及程度

愈來愈厲害。　9.頭痛到晚上會醒過來。

診斷及治療
家長在門診常會要求醫師幫小孩子做腦部掃描，其實電腦斷層檢查並不能完全解決

小孩子的頭痛問題，只是讓父母安心說小孩子有照過電腦斷層而報告沒問題如此而已，但

小孩子的頭痛並不會因此改善。唯有詳細而正確的頭痛病史，適當的理學檢查及神經學檢

查，醫師才會得到初步的診斷，之後可能會建議病人做抽血、脊髓液檢查、X光、腦波、

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檢查來確定，有正確的診斷，才會有適當正確的治療。

藥物治療包括急性和預防型的治療，急性的治療像普拿疼及馬蓋先等止痛劑，嚴重者

可投於血管收縮劑、止吐劑。偏頭痛非常嚴重者，或持續發作4∼72小時以上才需用5-HT

接受器致效劑等特殊用藥，一般小朋友很少用。至於預防性的治療，是當患者每個月有2∼

4次以上嚴重的偏頭痛，且影響到日常生活時才考慮使用。其他有一些研究顯示有一定的

療效：像行為治療、生物回饋，及自我催眠療法等還在評估中。

其他應注意事項？
頭痛的原因很多，須根據病因作適當的治療，尤其有致命的頭痛時，更需馬上處理，

隨便給予止痛藥有時會延誤治療的時機。家長應仔細觀察小孩頭痛的特徵，儘速尋求專科

醫師診治，才是正確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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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病介紹

威爾森氏症
威爾森氏症 (Wilson’s Disease) 是一種自體隱

性遺傳疾病，大部分的患者沒有家族史，患者從父

母親身上各遺傳到一條有問題基因 ( 圖示中的白色

基因 )，而父母親只有一個有問題的基因是不會發

病的，這種人稱為帶原者 (carrier)。而威爾森氏症

其病因乃是第十三對染色體上的兩個基因 (ATP7B)

異常，造成血漿中攜帶銅離子的血漿銅藍蛋白

(ceruloplasmin) 缺乏，使得銅離子代謝產生異常導

致從膽汁排出的銅離子減少，讓過多的銅離子在肝，

腦、角膜等處沉澱，從而造成全身性的症狀，常見

的臨床表現包括肝臟、神經、精神以及血液方面的

疾病。其在新生兒的盛行率約為 1/30,000。威爾森

氏症屬於可以治療的遺傳性疾病，這對眾多的遺傳

性疾病而言是較少見的。但遺憾的是，它常被忽略

而延誤了診斷與治療。

大部分的威爾森氏症患者在 5-35歲診斷；較年輕發病的族群約在 9-13歲間，其表現

為無症狀的肝功能酵素上昇、脂肪肝、慢性肝炎、肝硬化、急性肝炎及肝衰竭等。而較晚

發病的族群約在 15-21歲，以神經方面的疾病表現居多，可能會造成言語困難、吞嚥、流

口水、顫抖、寫字問題、步伐不穩、及其他精神疾病，如憂鬱、人格改變、不合宜的行為

表現及易怒等。一旦急性精神症狀出現，死亡率相當高。若銅沉積在眼睛的角膜上，會形

成棕色的色素沉著，稱之為 Kayser-Fleischer環，但其他的肝臟疾病也可發現此環。通常

嚴重時肉眼即可見，輕微時需要眼科醫師透過裂隙燈來檢查。血液方面會有貧血的現象產

生，因為在血液中過多的銅會使得紅血球細胞膜氧化而受損，形成溶血性貧血。

於其他器官的表現較少見，腎臟方面，可見到遠端的腎小管性酸中毒造成的腎結石。

內分泌方面可能會有副甲狀腺機能低下的表現。骨骼及肌肉方面為肌肉或心肌的病變，若

有關節的病變則主要發生於膝蓋，表現為關節炎，有時則會有軟骨鈣質沉著症。

 █ 胃腸肝膽科 陳思齊 /黃天祐醫師

▲  Source: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
wiki/Dominance_(ge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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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森氏病的評估包含許多面向，包括血漿中的血漿銅藍蛋白濃度下降、神經學症狀

表現、Kayser-Fleischer rings的表現與否等等。可參考下圖 :

▲  (左 ) Kayser-Fleischer rings、
(右 ) 正常人   
Source: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Kayser-
Fleischer rings-images in 
clinical medicine  
(https://www.nejm.org/doi/
full/10.1056/nejmicm1101534)

若得分大於四分即可診斷為威爾森氏症，一旦診斷出威爾森氏病，則病患的所有兄弟

姊妹應該接受檢查，以早期發現未發病的威爾森氏病。

治療威爾森氏病原則有二，第一是移除已經存在的銅離子沉積，以服用銅螫合劑

來降低血清中過多的銅，第一線以 penicillamine 合併維他命 B6(pyridoxine) 為主，因

penicillamine 會去活化 pyridoxine，需要合併使用以避免產生維他命缺乏症狀。如果對此

有不良反應，可改以 trientine 進行治療。第二是防止銅離子再沉積，主要以 zinc acetate

來治療，其可以阻礙銅離子的吸收。治療期間不可停藥，一旦停藥病情可能加重，藥物再

治療的效果可能變差。若治療效果不彰，以致產生肝衰竭，或是猛暴性肝炎，則需要進行

肝臟移植。在飲食方面則應避免銅含量高的食品，譬如巧克力、核果、蘑菇、脫水的果類、

動物肝臟、有殼類海鮮等等。

▲  Source: uptodate, Wilson disease, Leipzig scoring system for Wilson disease  
(https://www.uptodate.com/contents/image?topicKey=83837&search=Wilson%20disease&source=outline_
link&imageKey=GAST%2F105282)

三軍醫訊 174 期罕病淺談 X 染色體脆折病
介紹，因作業疏失將婦產科林啟唐醫師誤植為新
陳代謝科林啟康醫師，在此更正並致深切歉意。

錯誤
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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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分院

小兒科徐萬夫醫師  
整合性健檢活動吉貝行

澎湖分院於 107 年 5 月 16 日上午舉辦
「兒童整合性社區篩檢」活動，小兒科徐萬

夫醫師不畏烈日搭船前往吉貝島，為吉貝

國小及白沙鄉立托兒所共 50 位小朋友，逐
一實施口腔、聽診身體檢查等整合性篩檢

服務，徐主任如小朋友的大玩偶般，利用

醫師袍、聽診器吸引托兒所幼童的駐足圍

觀，降低了托兒所小朋友對醫師的恐懼感，

周詳的各項檢查，為澎湖的下一代健康把

關，獲得吉貝島師長及家長的肯定。

本院小兒科徐萬夫醫師自今年元月到任後，除了在門診的專業醫療服務受到家長肯定，

詳細而有耐心的病情說明，更受到地區諸多家長網路好評。為了掌握地區兒童的身體健康狀

況，更主動出擊大力推動「兒童整合性社區篩檢」活動，希望在少子化時代，及早發現兒童

需要追蹤的健康問題，積極正視疾病治療避免衍生成重大疾病前給予適當處置，提升學齡前

兒童健康篩檢率及異常兒童的追蹤與轉介，把握黃金治療期。 

張芳維院長表示，澎湖分院「兒童整合性社區篩檢」活動已在地區辦理 3 場次，為
了落實地區兒童預防保健工作，後續已排定湖西、竹灣、外垵等場次，接力為澎湖地區的

兒童提供這項健康檢查服務，期

待能夠及早發現兒童需要進一步

追蹤的身體狀況。兒童整合性社

區篩檢結果顯示，由醫療機構至

幼稚園（所）篩檢異常個案，再

至醫療機構確診之創舉，比直接

到醫療機構檢查符合成本效益，

更可提高篩檢的涵蓋率。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Newsletter



分院報導 Report

26

歡笑包粽慶端節
「粽飄香賽龍舟」，進入炎炎夏季的同時，就是迎接端陽佳節。澎湖分院為凝聚員工

向心，同時推動院內正向文康活動，提前在 107年 6月 12日上午 10:30舉辦「歡樂包粽比
賽」，賽前開放報名組隊踴躍，共計有 15隊報名參賽，比賽過程歡笑聲不斷，讓員工提前
歡慶端午佳節，感受到濃濃的過節氣氛。

澎湖分院對地方長期以來致力於醫療責任的承擔，對內就是照顧每一位員工，營造健

康的和樂家庭氛圍。因此，醫院不定期辦理員工文康活動，如包水餃、包湯圓、配合清明

節吃潤餅及母親節贈花活動，讓員工深深感受到醫院並非冷冰冰的醫療院所，而是最溫馨

的友善職場。

活動一開放報名，短短三天即達到15隊，而各種活潑有創意的隊名不禁令人莞爾一笑，

例如有「屈原累了」、「粽、中、重」、「端香特攻隊」、「PG腫指隊」等詼諧而亟具創

意的隊名。包粽子對於不少人而言都是初體驗的新手，對於粽子的製作更是完全陌生，本

次比賽透過同仁間的團隊合作，能在短時間內完成 10顆粽子，還有創意壽司粽，雖然型狀
未能一致，但是已逹到團隊合作創造歡樂的目的。

最後，比賽由「端午奇蹟」勇奪第一名殊榮，「屈原累了」獲得第二名，「粽香美人」

獲得第三名，除了前三名獲得醫院所提供的禮券外，為鼓勵同仁盛情參加，只要參加均發

給獎勵品，讓同仁不禁大呼讚啦 !

同日不僅有包粽比賽，下午 3點再由張芳維院長率陳俊吉副院長及一級主管，逐一到
各科室親手贈送醫院精心準備的粽子，當同仁接到院長送上熱騰騰的粽子時，更加體會到

醫院溫馨體貼的一面。

澎湖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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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生病了，我該怪誰

剛打完球，心情不因剛剛輸球仍愉悅的我，看到家人打來的電話，「爸爸，我跟你說，

剛剛我帶小朋友去看感冒，結果檢查後，醫生說好像沒有摸到她的囟 (音同信 )門，他跟

我說，他建議我們立刻去大醫院做檢查，看看狀態如何。他同時也說，這個部分之前的健

康檢查都沒看到，我跟他說之前的醫生也都沒有說，我們也就認為一切都好」，我太太在

另一頭用著刻意壓抑著自己緊張、害怕的情緒說著。

我當下腦袋“轟”的一聲，頓時全身發麻，回話的聲音也開始變得有點顫抖，問到接

下來該如何處理，「我剛剛查了一下資料，也掛好了神經科，明天就有診，我已經請好假，

就帶他去看醫生，你明天就不用從出差的地方趕回來，繼續上班好了」，電話另一頭傳來

了這樣的訊息，我坐在球場旁的長椅，不知發呆了多久，感受到自已逐漸高升的情緒，那

種緊張、害怕、焦慮、不安、默默地開始也開始出現了憤怒，身體也因為過度的張力開始

冷卻下來，手開始平穩、呼吸變慢、眼神也慢慢的變得銳利，有一種隨時都可以衝出去攻

擊的感覺，突然我告訴自己現在還不是去感受身體及情緒狀態的時候，我要先把工作的事

情交代一下，立刻趕回家。

行走在高速公路的我，油門隨著心情的急促而慢慢的踩了下去，兩旁的燈光呼嘯而過

的感覺好像在提醒要做些甚麼，我便隨著這些歷程開始想，孩子出生到現在，總共經過多

少檢查，有哪幾個醫療人員接觸過孩子，那這些人

為什麼都沒有看出來，還是有看出來不敢講，我

一個一個的將這些醫護人員的姓名與臉孔逐漸的

對上去，腦袋裡面萌生了許多相當惡意的念頭去

推估他們做事的目的及手段，慢慢的我開始憎恨

起他們來，直到我突然看到旁邊的限速標誌，我

在低頭看看我的時速表，指針定速在 100公里的

位置，慢慢的我的心好像也被定在這個速度，也

開始想到有關健康心理學中有關壓力的部分。

北投分院

 █ 北投分院臨床心理科 賴世華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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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分院

孩子生病了是一件急性的壓力，我好像在這當下沒有任何可以因應解決的策略，所以

也只能對我自己做情緒上的因應，對於那些跑出來的憤怒、焦躁、不安及害怕，都要讓自

己找到一個出口，所以我就將矛頭對向了那些曾經接觸過孩子的醫療人員，從中也忘了自

己也是這一份子，彷彿將這些事情怪到他們，就可以讓自己變得舒服，不用去面對原來孩

子是繼承著我的基因，其實這些事情的發生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的因素造成的。

想到這裡，我突然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受，原來我也想要從攻擊他人的方式去找到免

於自己責任的定位，這雖然不會讓真實的狀態有所改善，卻會讓自己好受些，但真的是這

樣嗎？有了這一層發現，我開始試著告訴自己，不管如何，所有醫療從業人員大家都盡力

了，他們在協助我們的歷程中，那些認真、努力及看到個案及家屬的表情中一再都展現出

他們對於人的關懷，對於醫療工作的一份熱誠，想到這裡，我決定放過我自己也放下了怨

懟，開始用感謝的心態去謝謝所有曾經協助過的醫療人員，因為有了他們，孩子在每個階

段都有著相當專業及關心他的醫療人員協助，也因為如此，在這個階段他被診斷出有囟門

早閉的可能性，而我也因為如此，便解開了速限，讓心情隨著油門慢慢地降了下來，我知

道自己開始有了一些些其他的能量與空間，可以去面對明天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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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分院

慢性硬腦膜下腔出血
慢性硬腦膜下腔出血常好發於 50 歲以上的中老年人，一般是指出現在硬腦膜下腔，

存在時間大於三個星期的血塊或血水，常見發生的成因是大腦表面的一些靜脈血管，在外

傷的時候出血，先是造成急性的硬腦膜下腔出血，正常的情況會被自體吸收，然而有少數

的病人，因為特異體質等目前尚無法了解的病因，使得這些血塊無法被完全吸收，慢慢的

這些血塊經過溶解過程變成血水，同時在它的內外形成內膜和外膜，隨著時間過去，這一

層濃稠的血水就會好像吸水泡棉一樣，不斷的累積水分於這個空間，內外膜之間的血水越

積越多，體積越來越大，逐漸的壓迫到大腦，而造成臨床症狀。

 在臨床症狀的表現方面，有些患者會出現頭痛、嘔吐、食慾減退、視力模糊等症狀；

有些患者是以記憶力喪失，行動遲緩來表現；有些人會有失眠，精神異常表現；有些患者

則會表現出單側肢體乏力，步履不穩、頭暈失衡，很像是中風；少數患者甚至會嚴重到意

識不清、呈現昏迷狀態，因為慢性硬腦膜下腔出血是逐漸變大的，所以它的臨床表現也常

是緩慢進展的，呈現相當的多樣化，因此它又被稱作是「大模仿家」。

一般來說臨床診斷並不困難，只需臨床醫師仔細詢問病史及神經學檢查，再加上頭部

電腦斷層掃描就可以對慢性硬腦膜下腔出血做出迅速而正確的診斷。

一般來說慢性硬腦膜下腔出血需要神經外科手術治療。神經外科醫師會使用顱骨鑽洞

術在頭骨上面鑽一至二個洞，然後切開硬腦膜而引流下面的慢性硬腦膜下腔出血。這些引

流出來的液體，外表看起來像是黑褐色的機油或醬油一般，而在手術結束後，有些患者需

要視情況放置引流管。在統計資料上，97％的病人經由顱骨鑽孔引流手術就可痊癒，而3％

左右的病人會發生復發的現象。反覆復發的患者則需要進一步做開顱手術，將慢性硬腦膜

下腔出血的內膜打開來，使大腦能夠膨脹起來，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現　職：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三軍總醫院神經外部住院醫師、
總醫師︑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台灣外科醫學

會外科專科醫師

基隆分院神經外科 馮紹瑋 醫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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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突發性耳聾
現年 50 歲的王女士（化名），平時身體健康，並無特殊疾病史。某日早晨

起床後感覺右耳悶悶的，還出現「嗡嗡嗡⋯」的聲音。起初她並不在意，想說

過一陣子自己會好。但後來和朋友通電話時卻意外發現，左耳聽手機很清楚，

可是換到右耳聲音卻很小聲，於是前往就醫。王女士原本以為是耳垢塞住的緣

故，沒想到經過醫師檢查後，診斷是『突發性耳聾』。

常見會導致聽力損失的原因包括老年性聽障、噪音性聽損或發炎導致的聽損，造成聽

力障礙的病程進展通常是漸進式的。突發性耳聾（sudden deafness）的定義是：「3 天
內，連續 3 個頻率，超過 30 分貝以上的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通常發生於單耳，僅約
1∼ 2%的病例是雙耳發作。根據統計顯示，每年發生率約為 10萬分之 5∼ 20，男女發
生的比率相當。突發性耳聾最常發生於 40∼ 54 歲的年紀，老年人次之，兒童則較罕見。
有些人會把突發性耳聾俗稱為「耳中風」，使得民眾把突發性耳聾和中風聯想在一起。但

是「耳中風」這個的外號可能不太適當，因為此疾病的臨床症狀和中風實在差異很大。臺

灣耳鼻喉科醫學會前理事長曾經發表論文探討突發性耳聾與中風兩者的關係，發現臺灣人

中風的年發生率約 0.3%~0.6%，而罹患突發性耳聾的病患在 5 年內，發生中風的年發生
率約 0.6%。因此，統計資料顯示突發性耳聾的病患並不會增加日後中風的機率。

大多數突發性耳聾的病患不會感到耳朵極度不適，只有約 1/4的病患會出現頭暈的症
狀，因此常常造成延誤就醫的情形。目前醫學上對於突發性耳聾的發病原因尚無定論，學

者專家提出的理論包括：病毒感染、內耳血管病變、內耳淋巴水腫內膜破裂，以及免疫性

疾病等。臨床上僅少數案例可以找到確切的病因，譬如說約有 0.8∼ 4%的可能性是聽神

經瘤或小腦橋腦角腫瘤所造成的。因此，臨床上可視病情需要，必要時得安排核磁共振或

其他影像學檢查來做進一步的評估。

突發性耳聾算是耳鼻喉科的急症，雖然部分病患沒有就醫也能自癒，但是現今醫界仍

普遍認為早期診斷早期治療，聽力恢復的機會較高。所謂的「黃金治療期」通常指發作後

的一週內；超過兩週後再治療，復原的機率就大大降低了。目前第一線治療的藥物以短期
（約一週）高劑量的口服類固醇治療的方式為主，額外可搭配注射血漿擴張劑 (Dextran)
促進內耳血液循環的輔助性治療，以提高治癒

機會。對於糖尿病的病患，口服類固醇的劑量

則建議減量調整，或是改採用耳內類固醇注射

方式或是高壓氧治療，能減輕對血糖的影響。

除了藥物治療之外，充分適當的休息以及正常

的作息，對於病情的恢復也很重要。治療期間

病患最好能舒鬆心情，遠離壓力源，才能達到

最好的療效。

 █ 松山分院耳鼻喉科 陳世銘醫師

松山分院

1. Bailey BJ & Johnson JT. Head 

& Neck Surgery–Otolaryngology 

5th Edi.

2. 台灣耳鳴醫學會耳鳴教室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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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7 月三總心國醫情健康系列講座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地點

07/21(六 ) 09:30-10:30 不明原因的水腫 腎臟科楊松昇醫師 內湖院區

B1第 2演講廳07/21(六 ) 10:30-11:30 認識巴金森症候群 神經內科周中興醫師

07/11(三 ) 14:00-15:00 代謝症候群 新陳代謝科劉智軒醫師
汀州院區

綜合大樓二樓會議室

107 年 7 月團體護理指導時間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地點

07/03(二 ) 11:30-12:00 認識氣胸 邴仙蓉護理師

內湖院區

門診藥局候藥區

07/10(二 ) 11:00-11:30 認識漏斗胸 邴仙蓉護理師

07/17(二 ) 11:30-12:00 中暑之介紹 劉于甄護理師

07/24(二 ) 11:30-12:00 認識更年期 古千艾護理師

07/13(五 ) 10:30-11:00 登革熱的介紹 孟蘇真護理師
 汀州院區門診藥局大廳

07/27(五 ) 10:30-11:00 糖尿病之足部護理 簡如君護理師

107 年 7 月用藥安全講座 
日期 主題 主講者 地點

07/10(二 ) 14:30-15:00 痛風用藥及衛教 凃允睿藥師  汀州院區門診藥局大廳

07/18(三 ) 10:30-11:30 肺結核及相關治療用藥介紹 田育效藥師 內湖院區門診藥局候藥區

07/85(三 ) 10:30-11:30 糖尿病相關治療藥物的介紹 薛宇良藥師 內湖院區門診藥局候藥區

107 年 7 月辣媽酷爸俱樂部 
日 期 課 程 內 容 授 課 人 員 地    點

07/14(六 )
10:00-12:00

1.孕媽咪拉梅茲結合生產球放鬆技巧練習
2.生產方式介紹
3.從新生兒需求談母乳哺餵
4.參觀產房

護理系趙詩瑾講師
婦產部蘇國銘醫師
護理部李瑞芬護理長
產房及嬰兒房護理師

內湖院區
B1

第 2演講廳

07/28(六 )
10:00-12:00

1.珍愛媽咪產後疫苗
2.產科超音波面面觀
3.芳香療法與寶寶按摩
4.參觀產房

專業講師狄育勤護理師
婦產科林啟康醫師
林欣俞護理師

產房及嬰兒房護理師

內湖院區
醫師大樓

5樓婦產部
503會議室

★ 現場參加報名，免費活動，歡迎踴躍參加！
★ 參與對象 : 懷孕 3個月以上的孕婦
★ 為鼓勵準爸爸進產房陪產，完成課程者，可進產房陪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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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5月醫療急難補助專戶
捐款名冊

編號 捐款日期 捐款人 (團體 )名稱 捐款金額

1 107.05.01 吳以崇、王耀姍、 
吳庭毓、吳妮瑾、吳昀瑾

1,000 

2 107.05.02 林鳳蘭 300 

3 107.05.02 黃余嘴娥、林勵秦、 
林仙蒂、黃淑娟

2,000 

4 107.05.04 張吳建妹 5,000 
5 107.05.04 張國興 10,000 
6 107.05.09 闕睿騰 50,000 
7 107.05.09 林藍勲 1,000 
8 107.05.11 張孫煦、張陳琴 1,200 
9 107.05.15 無名氏 400 

10 107.05.15 張秀愛 5,000 
11 107.05.17 呂傳鎮 6,000 
12 107.05.18 劉維欣 2,000 
13 107.05.21 蔡松伯 730 
14 107.05.31 林進達 20,000 

捐款合計 104,630元整

107年 5月醫療急難補助專戶
補助名冊

編號 補助日期 補助金額 (元 ) 補助項目

1 107.05.03 22,100 醫療補助

2 107.05.07 21,000 急難補助

3 107.05.07 4,500 醫療補助

4 107.05.22 14,924 醫療補助

5 107.05.31 27,000 急難補助

共計 5人次 合計 89,524元整

107年 5月南山慈善基金 
醫療救助專戶補助名冊

編號 補助日期 補助金額 (元 ) 補助項目

1 107.05.21 33,695 醫療補助及 
看護補助

共計 1人次 合計 33,695元整

107年 5月安寧捐款名冊
編號 捐款日期 捐款人 (團體 )名稱 捐款金額

1 107.05.04 高連成 1,200 
2 107.05.07 黃鳳儀 1,000 
3 107.05.07 羅樹蘭 3,000 
4 107.05.15 杜寶鳳 2,000 
5 107.05.15 郭瓊文 50,000 
6 107.05.17 陳展榮 100 
7 107.05.30 林金妹 1,000 

捐款合計 58,300元整

107年 5月行天宮 
醫療急難濟助專款捐款名冊
人次 補助日期 補助金額 (元 ) 補助項目

1 107.05.23 16,087 醫療補助
共計 1人次 合計 16,087元整

107年 5月 財團法人台北市素
香慈善事業基金會捐款芳名錄
編號 捐款人 (團體 )名稱 捐款金額

1 曾明月 500 
2 黃威迪 500 
3 王惠重 1,000 
4 李思儀 1,000 
5 楊耀傑 1,000 
6 于保珍 1,000 
7 謝冠生 2,000 
8 高文儀 3,000 

捐款合計 10,000元整

捐款郵政劃撥帳號：1496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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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眼科簡克鴻醫師
106年 10月 19日因眼疾接受簡克鴻簡醫師安排住進內湖院區 22病房，並於次日接

受眼手術治療。經數日觀察休養，恢復情況穩定，於 10月 26日出院。 誰料三日後頭、眼

莫名劇痛，於是快快回院急診。難以形容的劇烈疼痛，起因於病毒快速蔓延感染，簡醫師

10月 30日清晨到院經斷層檢查後立即推我進開刀房做引流手術處理，續輔以抗生素治療，

並於當天傍晚再做減壓手術。次日會診耳鼻喉科，再次斷層檢查後，朱永祥主任立即決定

當晚協助清理同受病毒感染且壓迫視神經的鼻竇囊腫。待病情漸趨穩定，簡醫師於 11月

6日再開刀將我眼眶引流管取出。為防再度感染，之後以抗生素治療直至病況穩定，11月

18日出院。 

11月 29復因劇烈頭痛急診，次日又因眼腫視力模糊，簡醫師再次為我進行減壓手術，

頑強的病毒讓我住院兩週，抗生素伺候，12月 14日出院。 一連串混亂急切的開刀治療，

惶恐集中在一團模糊的恐懼中。緊急刀後簡醫師查房時語重心長說：「情況緊急，我們得

先保命，再保眼⋯」，「先保眼」我插了個嘴，「都很重要」醫生說。隱約理解醫者強烈

救人的堅毅意志與醫治過程的艱澀，不容遲疑的當機立斷。復原路迢迢，然住院期間，感

謝所有醫療團隊的診治與照護：敬愛的主治簡克鴻醫師；幫忙開緊急刀的耳鼻喉科朱永祥

主任；總是即時參與治療討論的神經外科鐘子超醫師；眼科團隊—特別是態度十分和氣謙

遜，換藥及做檢查非常細心謹慎，貼心推著病患輪椅穿梭診間的住院李榮基醫師；22病房

悉心照料的護理人員，感謝！

說起主治簡克鴻簡醫師，除有相當醫學能耐外，更是個頗具人文素養，態度樂觀正面

的好醫生。兩年多前初看簡醫師的診便從開刀治療開始， 猶記當時醫生果斷決定開刀清除

我增生於眼眶的漿液瘤，術後有了令人雀躍的清明，解除我長期以來視力模糊的不安與恐

懼。之後不定時的眼科追蹤，更熟悉簡醫師的診療態度，方覺此遇不啻是個運氣。 一般病

患對己身的症狀，容易無限上綱不適感而耽溺於憂心焦慮，對本科有相當熟悉程度與理解

的醫生想必視之如家常便飯。即便如此，簡醫師面對我三番五次、神經質的病狀詢問，總

不改認真、耐心傾聽，詳細解說之態度，偶爾為了緩和低迷的憂慮氣氛，還會以輕鬆語氣

給個鼓舞，態度和煦，從來不厭其煩。一位盡責的醫者，不但能與病患共同面對疾病，理

當更懂得重視整個治療過程，醫生的打氣與言詞安慰，即使無法根治頑疾，對患者心裡層

面的支持有時勝過靈丹妙藥。以前總聽人說「先生緣，主人福」，我以為，任何病患遇到

簡醫師應該都有因為彼此溝通良好、互動順暢而感覺欣慰，只因他對病患不變的耐心、厚

道，與同理心。 簡醫師，謝謝！

病人　鍾＊瑜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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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汀州院區呼吸照護病房四樓全體醫護同仁
家父為黃埔中央軍校第十七期在台學生校友會成員，因年事已高，身體健康不佳，原

曾經常進出貴院內湖院區胸腔內科就診治療，並曾施行氣切手術，年前術後轉入汀州院區

呼吸照護病房四樓第 531號房床，在相關醫護同仁專業良好妥善的照料下，日見轉機，病

況穩定，令家屬十分安心與放心，值此端午佳節，謹特此函，表達我們家屬對汀州院區呼

吸照護病房四樓全體醫護同仁致以十二萬分的敬意與謝意，耑此 順頌 ~

家屬代表　王＊乾敬謝

感謝胃腸肝膽科３樓超音波室邱小姐
家父因故至貴院胃腸肝膽科就醫，因長期未服用肝病藥物，至醫院看診時，已有肝衰

竭現象，幸經胃腸肝膽科３樓超音波室邱小姐之熱心協助與提醒，讓家父能迅速積極進行

治療。

看病期間數次想確認其姓名，以感謝其協助但皆無所獲，待病人病情穩定，本人準備

一份小禮物要贈送給她，但皆被其婉拒並表示為份內之事，亦再次細心教導我相關照護家

父病症之細節，貴院能有此員工，實為貴院及病人之福，敬請貴院能在適當時機，向邱小

姐轉達病人及家屬的感激之意，並表揚其服務之熱忱。

家屬　許＊棟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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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口舌，懲口袋」
壹、案例摘要 (事實改編 )
一、 「阿童」係某單位上士政戰士，某日收視莒光園地時，因承辦人下士政戰士「小寧」

未準備簽到表及宣教資料，遂命其即刻回辦公室影印，然小寧竟回答說：「長官都沒

講話了！你是在急什麼！」，阿童心覺領導威信竟被質疑，脫口罵出「我叫你去就給

我去，三八雞意見這麼多是怎樣」、「對！臭鬼怪最有意見」，遭小寧提告公然悔辱。

全案後經法院審理判決拘役 10日，得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則算一日，易科後總

計 1萬元。

二、 某總醫院外科少校醫官「閔哥」，平日做事憨直，某日在處理將官緊急開刀醫療工作

時，因對麻醉醫療業務不甚熟悉，遂前往麻醉部詢問，麻醉部值班上尉醫官「小建」

自恃甚高，竟當面羞辱「閔哥」稱：「拜託 ~~連這都不知道，這樣也可以當醫生，

我阿嬤都比你還懂」，完全無視周遭護理師及病患之存在，遭閔哥提告悔辱上官罪。

全案後經法院審理判決拘役 30日，得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則算一日，易科後總

計 3萬元。

貳、宣教內容
一、中華民國刑法第 309條第 1項：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二、陸海空軍刑法第 52 條第 2 項：公然侮辱上官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

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陸海空軍刑法第 8條第 2項：所稱上官，謂前項以外，而官階在上之軍官、士官。

四、所謂公然侮辱，凡於特定或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聞共見之狀態下，未指明具體事實，

而其內容足以貶損他人社會評價之輕蔑行為，不論係以言語或舉動均足當之。 

參、結語
現今社會自由風氣鼎盛，個人意識抬頭，網際網路發達，常有在未查明事理或基於個

人主觀意識下，一逞口舌之快情形，然而後續往往會付出慘痛的代價。此外，值得一提的

是，國安局、中科院及軍情局軍職員工或國軍醫院臨床軍職醫生、護理師、藥師等，平日

因應工作性質，無庸穿著軍服上班，但仍屬依法令服職務之現役軍人，仍受陸海空軍刑法

之拘束，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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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2
09:30古箏演奏－
琹韻莊國年老師
16:00鋼琴表演－
徐芳蓮老師

7/3
09:30 烏克麗麗演
奏－葉馨婷老師
14:30 古箏演奏－
李湘君老師

7/4
10:00 鋼琴 & 手風
琴表演－陳基正
老師
15:00 鋼琴表演－
黃張傑同學

7/5
11:00 鋼琴表演－
石源老師
14:00-16:00   
單簧管＆鋼琴表
演－林庭瑋同學︑
姚怡靖老師
長笛＆鋼琴表演－
趙沁安同學︑陳慧
宇老師

7/6

安寧義賣活動

7/9
09:30古箏演奏－
琹韻莊國年老師
14:00鋼琴表演－
高涵老師

7/10
09:30 鋼琴表演－
張淑琴老師
14:30 古箏演奏－
李美慧老師

7/11
08:00古箏演奏－
王豔老師
16:00鋼琴表演－
黃老師

7/12
11:00鋼琴表演－
石源老師
15:00口琴表演－
高博文老師

7/13
10:30薩克斯風演奏
－林源泉老師
14:00古箏＆陶笛
－馮慧玲老師

7/16
09:30古箏演奏－
琹韻莊國年老師
16:00鋼琴表演－
徐芳蓮老師

7/17
09:30 烏克麗麗演
奏－葉馨婷老師
14:30 古箏演奏－
李湘君老師

7/18
10:00愛彈琴聯誼社

14:30鋼琴表演－
楊安妮老師

7/19
11:00鋼琴表演－
石源老師
14:00 薩克斯風演
奏－柯効聰老師

7/20
10:30鋼琴＆二胡－
林淑逢老師、曾明琴
老師
14:00 鋼琴表演－
莊敏茵老師

7/23
09:30古箏演奏－
琹韻莊國年老師

7/24
10:00 鋼琴表演－
張淑琴老師
14:30 古箏演奏－
李美慧老師

7/25
16:00鋼琴表演－
黃老師

7/26
11:00鋼琴表演－
石源老師
15:00口琴表演－
高博文老師

7/27
10:30薩克斯風演奏
－林源泉老師
14:00古箏＆陶笛
－馮慧玲老師

7/30
09:30古箏演奏－
琹韻莊國年老師
14:00二胡表演－
李昭宜老師

7/31
14:30 古箏演奏－
李美慧老師

如您有音樂方面的才藝，歡迎您來當我們的音樂義工！
如有疑問請洽醫務企劃管理室芶遇芬專員　連絡電話：(02)87923311轉 16345

三軍總醫院藝廊展出公告
展出主題：�嫺情易緻詹妙婷 ‧ 吳東易雙人聯展 展出地點：三總藝廊
展出時間：107年 7月 2日至 7月 31日

展出主題： 毫端三千�佛在你身邊書法聯展 展出地點： 三總藝文走廊（2樓中央走道）
展出時間： 107年 7月 2日至 9月 30日

展出主題：2018藍色畫會師生展 展出地點： 1樓門診區（內湖院區）
展出時間：107年 2月 1日至 108年 1月 31日

107年 7月份門診大廳音樂演奏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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