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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黏膜、牙齦出現潰瘍超過 2週未癒合

舌頭出現麻、痛或舌頭有傷口一直未好

建議至醫院做切片檢查

口腔癌只要早期發現及治療

早期口腔癌的治療率相當高，5年的存活率達八成以上

口腔癌

口腔範圍中之惡性腫瘤大部分是屬於鱗狀細胞癌及

疣狀癌，可出現在口腔的任何部位。美國癌症聯合委員會

（AJCC）、國際抗癌聯合會（U I C C）定義口腔範圍包括唇、
頰黏膜、口腔底、硬 、上齒齦、下齒齦、臼齒後三角區、

舌前 2/3區域。口腔癌通常好發於 45歲以上，但也可能發
生在任何年齡，且以男性居多。口腔癌、口咽癌及下咽癌於

2014及 2015年均是臺灣地區男性十大癌症死亡率的第 4名。
過去多被視為中年以後才容易罹患的口腔癌，近年來年齡有

下降趨勢，臨床上亦常見 20～ 30多歲的個案，它已不再是
中、老年人的專利。

「香、檳、酒」是誘發口腔癌的三大危險因子

若合併有這三大危險因子習慣者，更會加速癌症的產生

其罹患口腔癌的機率是常人的 123 倍

口腔癌的成因

口腔因長期受到刺激而產生細胞變性，與發生口腔癌有

密切的關係。

◎檳榔

長期嚼食檳榔是最主要的致病因，因檳榔中含有檳榔

鹼、檳榔素，以及夾入檳榔中的荖花含有大量的黃樟素，這

些成分均有促癌能力，加上石灰等添加物，會刺激口腔黏

膜。據統計，臺灣嚼食檳榔的人口高達 200多萬人，約九成
口腔癌患者有嚼食檳榔的習慣。

◎菸、酒……

其他造成口腔癌的可能因素有：

1.抽菸：對長期抽菸者而言， 部為易發口腔癌之部位；抽

菸斗及雪茄的人易罹患唇癌，其放置區域常與腫瘤位置有

關連。

2.長期慢性及大量飲酒習慣的人。
3.嚴重鐵質缺乏、維生素 B缺乏、Plummer- Vinson症候群、
第三期梅毒及扁平苔癬等疾病，會導致舌背面味蕾萎縮，

而導致此區易發生白斑病及口腔癌機會增高。

4.過度陽光照射（唇癌）。
5.長期營養不良造成免疫力下降。
6.飲食習慣為過熱、太辣等刺激性的食物。
7.口腔衛生不良，或尖銳的蛀牙、牙齒補綴物破損，或製作
不良的假牙與牙套長期持續刺激口腔內部。

口腔黏膜顏色改變（變白、紅、褐或黑，且無法抹除）

潰瘍（久久不癒合）

口腔內或頸部有不明原因腫塊

臨床症狀（口腔潛在癌前病變，Oral 

Potentially Malignant Disorders; OPMD）
口腔癌臨床表現的症狀呈現多樣性。初始臨床症狀常呈

現四種型態：

1.白斑（Leukoplakia）：口腔黏膜上有白色斑塊或斑狀（含
紅白斑，Erythroleukoplakia）。

2.紅斑（Erythroplakia）：口腔黏膜上呈現的紅色斑塊，合併
有組織退變的現象，癌化的機率相當高。

3.外突腫塊（Eexophytic Tumor Mass）、腫脹（Swelling）：
口腔黏膜整體呈現表面不規則菜花型、乳突狀、疣狀的腫

塊突起。

4.內生型、潰瘍型病變（口腔黏膜下纖維化）：口腔黏膜下
組織層呈現疤痕慢性增生，纖維組織增加會造成張口受限，

口腔黏膜活性減低，進食時易受食物刺激並產生潰瘍。

以上症狀的共同特徵是初期不一定會有疼痛感或出血的

情形，隨著病變長期無法痊癒，並且範圍持續擴大侵犯鄰近

組織（如深部肌肉、血管、神經、顎骨、鼻竇腔、鼻腔）時，

陸續出現以下症狀才引起患者的注意：

✽口腔內或附近發生不明原因麻木感、疼痛或觸痛。

✽舌頭活動度受阻、牙關緊閉，張口困難。

✽吞嚥或咀嚼時感到困難或疼痛，或講話障礙。 
✽牙齒鬆動、牙齦腫脹造成假牙固定不良或不適，拔牙傷口

持續不癒合。

✽臉頰皮膚穿孔。

有嚼食檳榔或吸菸者

每 2年一次定期口腔黏膜檢查，遠離口腔癌威脅

口腔癌篩檢

口腔癌是可經由篩檢、早期偵測，減少侵犯性（已成形）

癌瘤之發生，篩選高危險群（嚼食檳榔，含已戒檳榔，或吸

菸者），並獲得介入機會接受早期治療。國民健康署自 2010
年起將「口腔黏膜檢查」納入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一，據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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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與其篩檢

              撰寫 N 3 個案報告非難事―專訪資深審查委員吳孟凌

是精神病患？還是殺人犯？

給你一點顏色瞧瞧

          （續）

嬰兒猝死症候群

1.

2.

3.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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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餵的嬰兒可於建立較好的哺餵機制後再導入安撫奶嘴；不採

母乳哺餵的嬰兒則可盡快開始使用。

懷孕及產後避免暴露於二手菸環境

二手菸對胎兒生長及過敏疾病的發生率都有影響，特別

注意的是，即使吸菸者在床上不吸菸，嬰兒與其在同一張床

上，發生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風險也特別高。

適當包覆

過熱亦會增加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風險，一般來說，嬰兒

應視環境來作合宜的穿戴，通常以成人舒適的穿戴不超過一

層，但是並無法特別定義過熱的溫度到底是多少，即使在特

定的室溫都應該評估嬰兒是否有出汗、胸部發熱等情形，避

免過度包覆。

產前檢查

許多研究皆顯示有遵循產前檢查的孕婦，嬰兒發生猝死

症候群的風險較低。

依照建議時程接種疫苗

感染也是造成嬰兒猝死的危險因素，例如感染呼吸道病

毒造成嬰兒呼吸困難、缺氧，或百日咳造成咳嗽嗆奶等，按

時接種疫苗可提升一定的保護力。

避免使用安全標準不一的商業設備

尤其有些還特別主打能降低嬰兒猝死風險，例如市售的

頭形枕或固定器。高度不適的頭枕會使嬰兒頸椎產生壓力，

其形狀高度不一，更可能讓嬰兒側睡或轉頭時被摀住口鼻；

或者聲稱能夠分散二氧化碳的床墊。不管這些產品設備是否

有達到宣稱的功效，都應符合安全標準的要求，照顧者也不

因產品有這些功能，就不遵循嬰兒安全的睡眠習慣及環境的

指引。

嬰兒清醒時盡量使其俯臥

一定程度的俯臥位可以訓練嬰兒想要抬頭的動作，防止

枕骨扁平的發展，亦可增加上肢肌肉力量，可利用嬰兒清醒

時俯臥遊玩並在旁監護，對於嬰兒發生意外時自行脫困的能

力有幫助。

使用包巾包覆並無法降低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風險

雖沒有證實使用包巾包覆可以降低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風

險，但常用來安撫嬰兒及協助仰臥位。包裹時應緊貼胸部，

在臀部及膝蓋需留有足夠的空間避免髖關節發育異常。但在

嬰兒出現試圖滾動到俯臥位的情形時，則不再適合使用包巾

包覆。

遵循嬰兒睡眠安全指引的訊息

媒體和製造商傳遞的訊息，包括網路、電視、電影、廣

告、報章雜誌、商店等，皆應傳遞正確的訊息給大眾，錯誤

的訊息易導致施行錯誤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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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每 540名參加篩檢者中即有 1名為口腔癌，而其中口腔
癌早期個案可有八成以上的 5年存活率，且僅需小型手術，
不會造成臉部變形。因此口腔癌篩檢是節省醫療資源／社會

成本，極具經濟效益的二段疾病預防策略。

口腔黏膜檢查是由醫生目視或觸診口腔黏膜，要找相關

的、無症狀且又是侷限的口腔潛在癌前病變（OPMD），如
白斑（含紅白斑）、紅斑、黏膜下纖維化、疣狀增生等，這

些病變可經由簡單、一定步驟的「口腔黏膜檢查」發現，找

出後經由習慣介入、飲食介入以及必要時的外科性處置，可

使其消退或清除。

在家照著鏡子，也可以口腔自我檢查

民眾可以在每天刷牙時照著鏡子進行口腔自我檢查。除

了用眼睛觀察黏膜的顏色或表面結構異常、腫塊或腫脹之有

無，並加以觸診以注意是否其表面為粗糙、不平滑，或周邊

有硬結（Marginal Induration，尤其是在舌側緣）。觀察方法
及注意事項如下： 

臉部的對稱性 觀察臉部左右是否對稱

註：發生在顎骨內的口腔癌，顎骨會局部性腫大、感

覺異常或牙齒鬆動

臉部皮膚狀況 全臉膚色是否相同，注意突出的地方（如

痣、硬塊）是否比先前變大、變厚或顏色改

變，皮膚表面是否有瘻管產生

唇 以手將上（下）唇分別往外翻，注意顏色或

構造有無異常情形，如：潰瘍、突起、白斑

牙齦 將唇往外翻，使牙齦露出，同時注意頰側及

舌側，察看顏色是否有異，注意表面是否有

腫塊、潰瘍、出血及不正常之牙齒動搖

註：牙周疾病較少造成潰瘍及表面壞死，而牙齦癌會

有疼痛感，刷牙時易造成流血，常以潰瘍形式存於附

著牙齦上，並易侵犯至其下之齒槽骨。故需做出正確

之鑑別診斷，以免誤拔牙齒而造成癌細胞之擴散或耽

誤治療時機

兩頰黏膜 以兩手指頭撐開頰部，使黏膜露出。此部位

平常較易被遮掩住，而易忽略到有所變化

舌頭及口腔底肌肉 將舌頭伸出嘴外，左右擺動，檢視舌頭的活

動性，若活動不靈活，則要注意舌根或邊緣

是否長了腫塊。再將舌頭捲起，察看舌腹

面，檢視左右舌緣、口腔底部組織，用手指

觸摸口腔底部有無突起

部 將頭向後傾，察看舌頭在嘴裡往上翹，所接

觸到的平面區域。注意有無任何潰瘍、粗糙

表面或突起之處

頸部兩側 以手觸摸兩側頸部有無硬塊

註：有些疾病亦會造成頸部淋巴結之發炎性或非特異

性腫大（如一般上呼吸道感染、齒源性感染、肺結核），

故需做鑑別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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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嬰兒猝死症候群

美 國 兒 科 醫 學 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定義嬰兒猝死症候群（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SIDS）是指 1歲以下的嬰兒發生突發性死亡，但不論檢視其
病史、身體檢查、案發現場調查或屍體解剖等，皆無法解釋

及發現死亡的原因。

高危險群

查看衛生福利部歷年統計，嬰兒猝死症候群一直排行

於嬰兒主要死亡原因前十名，2013～ 2015年總計就有 110
條小生命結束於這目前還無法找到機制及原因的突發性死

亡。根據美國國家兒童健康及人類發展機構（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NICHD）調
查分析，90％發生在小於 6個月大的嬰兒，且多發生於 2～
4個月，以及半夜至清晨嬰兒睡眠的期間；東方人發生率較
西方人低；男嬰發生率較女嬰為高。

統整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高危險群可能包括：（歐陽美珍，

2014）：

⒈母親之特殊情形：年齡小於 20歲、未婚、貧困、未接受產
前檢查、妊娠期間未有足夠醫療照顧、產前體重增加不良、

兩次懷孕時間間隔太短、妊娠期間生病、曾經流產、抽菸

或吸毒等。

⒉早產兒機率是足月兒的 3～ 4倍。
⒊新生兒體重過低。

⒋趴睡。

⒌睡在鬆軟的床上。

⒍環境過熱。

⒎環境有二手菸。

⒏嬰兒與大人或其他兒童

共睡一床。

⒐低社經地位。

⒑先前有嬰兒猝死症的家族史。

安全睡眠指引

目前已知提供安全的睡眠環境可以有效預防嬰兒猝死

症，美國推廣「嬰兒仰躺睡眠（back to sleep）」超過 20年，
發生率也降低了超過 60％，效果顯著。2016年美國兒科醫
學會即搭配相關學會以此為主題，提出最新的嬰兒安全睡眠

環境要點，整理並討論於下。

仰躺睡眠

因為嬰兒的氣道解剖本身就有防止吸入的機制，仰躺睡

眠並不會增加嬰兒窒息或吸入的危險，俯臥或側臥的猝死風

險甚至勝過胃食道逆流，因此在 1歲以前建議採仰躺睡眠。
低出生體重或早產兒更應盡快採仰臥位，他們的睡眠姿勢對

嬰兒猝死症候群的影響更大。僅有某些具有上呼吸道疾病導

致氣道保護機制受損的嬰兒需考慮其他臥位。此外，也不需

升高嬰兒床的頭部，因可能導致嬰兒滑落至嬰兒床的腳部而

危及正常呼吸的姿勢及位置。

堅實的床墊

堅實牢固的床墊有固定表面保持形狀，當嬰兒被放置在

上面時不會變形；不應使用過軟、鬆散及記憶枕類材質的床

墊，或以枕頭、墊子代替床墊，因使用時可能使形狀變形、

創造一個可縮進去的凹口等等，造成增加嬰兒俯臥位時窒息

的機會。

根據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安全標準的嬰兒床應該要有合適的床
欄間距（小於 6公分）、緊貼和堅實的床墊、無法任意下降，
以及應確認產品未被召回，不應使用缺少零件的嬰兒床，也

不嘗試修理損壞的部分，更不應將嬰兒放在沙發或扶手椅上

睡覺，許多意外事件皆是因此發生，死亡風險特別高。

沒有雜物

柔軟的材料或物品皆不應放置於嬰兒床內，包括枕頭、

玩具，甚至放置被子、毯子在睡著的嬰兒身上都是很危險的，

應減少頭部被覆蓋的機會。嬰兒床的周圍也應確保沒有吊掛

物品、電線或遮蓋的布簾等，因可能導致窒息的潛在性危險。

母乳哺餵

母乳哺餵與降低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風險有關，比未以母

乳哺餵的嬰兒更有保護作用。

同房不同床

建議嬰兒睡在父母的房間裡，但獨立睡於嬰兒床上，尤

其出生～ 6個月是嬰兒猝死症候群發生率最高的期間，可降
低多達 50％的發生率，預防與成人睡於同一張床上發生窒息
的可能性；睡在同一間房則可使嬰兒立即在視野內受到安撫

及監護，最理想的時間是持續到 1歲。尤其注意在同一床上
進行母乳哺餵結束時，應避免睡著，適時將嬰兒放回至嬰兒

床內，或是當疲勞及使用到鎮靜類物質、藥物、酒精時，需

特別警惕嬰兒的位置是否安全。

安撫奶嘴

雖然機制尚不清楚，但可考慮在嬰兒睡眠時提供安撫奶

嘴，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若睡著後掉出則不需再插入，也

不強迫嬰兒接受，奶嘴也不應掛在嬰兒的脖子上。採母乳哺

吳端文 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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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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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知即行，
馬上來下載

――個案報告
審查評分表

！

程，從：讀書報告（N0→ N1）開始，完成之後再進入撰寫
案例分析（N1→ N2），同時在各階段均需要參加在職教育
及具備相關臨床技術的能力，將上述這些先備知識準備好

後，大概已在臨床服務 2～ 3年以上了，對於病人照護經驗
上較為豐富，此時也是著手準備撰寫 N3個案報告的適當時
機。由於 N3個案報告撰寫，有某些程度上的困難，因此每
年護理部會針對 N3個案報告規劃課程，循序漸進協助護理
師充能，以提升護理師撰寫 N3個案報告的意願與信心。

 
不可不知的「三大失分處」

第一避免失分處──護理評估

首先，必須了解個案是屬於哪一類的病人，如病房或

社區、主要健康問題明顯或還不是非常清楚等，必須清楚明

白，以利決定選擇何種工具進行護理評估，收集資料時要注

意主、客觀資料，時效性必須要有所著墨（此處較不容易去

拿捏）。對於照護的整體性及持續性，因病人病情變化是動

態性的改變，但護理師的工作是採輪班制，所以照護層面在

各班別的銜接上就相對重要，若能完整銜接及收集，其完整

性會較高。呈現客觀資料的書寫技巧要特別注意，容易寫成

護理師的主觀資料，例如：「個案情緒不好、睡眠可、食慾

佳等」，似乎並沒有不妥之處，但仔細再看看依稀感覺到，

加註了護理師的主觀判斷，因為病人若沒有吃完當次全部餐

食，就代表食慾不佳嗎？有些不客觀，說不定個案的食量在

未生病之前就較少，所以應搭配個案的口述或病史收集等，

才能客觀呈現個案的主、客觀資料。

第二避免失分處──護理措施

護理措施這單元若未能得到較理想的分數，我覺得護理

師是很委屈的，因為護理措施是護理人員提供了良好措施，

病人得以恢復及提升，也是護理人員的職業專業度展現。此

階段的評分重點為「獨特性、連貫、一致與適當、具體、周

詳，具個別性與可行性」等，用簡單的思考，就是先原汁原

味寫下後，再潤詞即可。常發現不夠理想的原因，其實是寫

得太過於概略或文謅謅，舉例說明「因病人心情低落，故給

予心理支持」和「2/25 早上看到病人在掉眼淚，述說兒子

不來看他而掉淚，陪伴及鼓勵病人說出感受，並尋找解決方

法」，雖然指的是同一件事，但文章的表達則以後者為佳，

因為其具有個別性，可以協助審查委員彷彿也在照護這位個

案，栩栩如生。同理，若運用在護理目標設定上，要如何具

有獨特性，其實就是將情境、個案還原，就會具有獨特性了。

Q： 如何檢視護理目標或護理措施是

否具有獨特性及個別性呢？

A： 很簡單！其實只要檢視所規劃的護理目標或護理

措施，是否可套用在別的個案身上？若可以，就

必須要重新檢視，因為代表其不具獨特性及個別

性，需重新擬定。

N3 個案報告的精神── 
 還原照護面

輔導護理師撰寫 N3個案報告時，常強調是「將照護過
程真實呈現，避免經過修飾後與真實面脫軌」，這是護理師

在撰寫 N3個案報告內心最感衝突及疑惑的問題，因此，我
經常在輔導過程中反問護理師，協助復原照顧當下的情境。

例如：在提供護理措施指導後，結果評值會寫成「個案能理

解」，經討論後確實面是「護理師您教的，我懂了，做給您

看看」；而對於個案死亡會寫「告訴家屬死亡相關事宜，家

屬能接受」，經討論後確實面是「家屬對於自己的親人過世

事宜，應該不會接受而是能明瞭」，所以應呈現為「告訴家

屬死亡送往太平間時間………，家屬能明瞭」。通常此時護

理師總會告訴我：「資料整理後，讓自己感覺到在照護個案

時是很有邏輯性的，對自己的臨床照護能力更有信心了」，

有些人甚至主動告訴我：「會整理資料了，會願意協助其他

夥伴」，這也是為何我鼓勵護理師們撰寫 N3個案報告主要
目的之一。

好的 N3 個案報告── 
面面俱到

如何才是一篇「好的 N3個案報告」？每位個案透過
護理師的照護，不論是痊癒或復原至某些程度，甚至離

世，都是護理師提供專業護理獲得了適當且妥善照護，以

個案面而言，並沒有所謂的「壞」，但是為何有些 N3個
案報告的資料送審未能如願通過呢？這當中有一個很重

要的概念，N3個案報告撰寫對於護理師而言，應該是提
升邏輯思考能力的方式。台灣護理學會針對 N3個案報告
送審辦法有評分標準原則，護理師在進行整理 N3個案報
告之前，必須先學習評分的各項目，應該書寫的內容與重

點，簡言之，N3個案報告是建構書寫文章的基礎能力，
使各項目內容豐富完整，且每個環節均能環環相扣及承

上啟下撰寫，使審查委員在閱讀時不僅體會個案受照顧

的感覺，也感受撰寫者整理資料的邏輯性與系統性，這

就是一篇好的 N3個案報告，也就是要「面面俱到」。因
此，鼓勵大家在撰寫 N3個案報告前，可以先上網至台 
灣護理學會下載個案報告審查評分表，以了解評分的項目及

要點。

N3個案報告可參考已刊登在護

理相關雜誌上的個案報告之經驗，但宜避免仿照，

因為期刊雜誌通常是有特色性的文章，且每位個案

都具有獨特性及個別性，若一味仿照學習是會有風

險的，容易導致資料完整性不足，也缺乏個案的獨

特性及個別性照護，這樣的書寫方式較不理想。

N3 的鋪陳訓練── 
 先備知識教育

具備醫院的「N3護理師」資格，雖然通過 N3個案報告
審查，不是唯一的條件，尚需有其他必備的條件才可達成。

但鼓勵護理師撰寫 N3個案報告，卻是護理主管必須關心的
事，因為這不僅是護理師進階的晉升，也是提升照護品質的

方法之一，因為當護理師熟練了運用護理過程能力，更容易

確立個案的健康問題，縮短摸索時間，文獻搜尋的能力提高，

對於護理措施則更有依據，護理師具備這些能力是個案的福

祉，而護理師對於自己更有信心，也會更願意留任職場。現

階段降低臨床護理師離職率，是護理主管共同的目標，協助

護理師通過撰寫 N3個案報告，實在是大家的事。

先備知識教育準備，從學校開始

目前在學術界幾乎所有大專院校都開設了個案報告相關

課程，主要也是因應護理科系學生進入臨床服務時，立即會

面臨的「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制度」，具有這樣

的先備知識，新進護理師比較可以降低焦慮感。在課室教學

時，老師指導學生學習 N1讀書報告寫作，所遇到的問題較
少些；但 N2案例分析練習及 N3個案報告學習批判時，因
多數學生只有實習的臨床經驗，所以此部分要花較多時間學

習。教學上可引導學生閱讀期刊的個案報告文章，由主題開

始至各單元內容，如評估個案應該運用所學的護理評估及技

能（如溝通、觀察、理學檢查、身體評估等），再加上針對

個案需求選擇合適的評估量表或工具（如壓力性評估量表、

Gordon 11項功能性評估等），主客觀資料、護理措施及文
獻可否佐證等進行批判性的練習，讓學生了解應注重的要點

有哪些，以豐富課室教學的內容。

步入職場後的自我充能

通常護理師進入職場後，首先面臨到的是進階制度流

未完，續接 7版

撰寫N 3 個案報告非難事
吳孟凌 口述／潘宇珍 主訪／陳杏汶 整理

專訪資深審查委員吳孟凌

　　吳老師於美和護專後進入職場，又同時在臺北護理學院進修，之後於輔仁大學護理研究所畢業，曾

任職衛福部桃園醫院護理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護理長及督導長，之後於童綜合醫院擔任護理部主任，

再跨進瑞光健康集團泰安醫院擔任護理副院長，期間共計 37 光陰。

　　吳老師由基層進入護理領域，並於 2002 年通過 N3 個案報告審查，對於護理師撰寫 N3 個案報告的

辛勞充分理解，至今也輔導過非常多護理師撰寫 N3 個案報告；2005 年起開始擔任個案報告審查委員，

有豐富審查經驗，故本期特別邀請吳老師與我們分享 N3 個案報告的經驗及傳承。

N3 個案報告評分標準

(一 )文字敘述……
5分

(二 )報告內容（總
分 95分）

　1.摘要……5分

　2.前言……5分

　3.文獻查證……
10分

　4.護理評估……
15分

　5.問題確立……
10分

　6.護理措施……
20分

　7.結果評值……
10分

　8.討論與結論…
…15分

　9.參考資料……
5分

審查決議：
□通過（60分含以上）

　　　　　
□不通過（

59分含以下）

吳孟凌 現任亞東技術學院護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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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Q ．4921 ． 醫院管理常用文書 ·································１．華杏．平． 王昌裕著． 280
YQ ．4935 ． 醫務專案企劃與寫作 ·····························１．華杏．平． 林政彥編著． 550
YR ．4922 ． 醫護管理之問題解決與個案分析 ·········１．華杏．平． 馬震中著尹在信校． 250
YS ．4931 ． 健康照護組織行為 ·································１．華杏．平． 王玉馨譯陳端容校． 550
YU ．4916 ． 病人安全管理與風險管理實務導引 ·····１．華杏．平． 許國敏等編著． 400
YV ．4932 ． 醫院功能設計 ·········································２．華杏．平． 廖椿華編著． 550
YW ．4906 ． 翻轉醫院評鑑－以病人為焦點之查證方式 ·１．華杏．平．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編著．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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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9A001 ． 藝術概論 ·················································１．華都．平． 謝東山編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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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9A007 ． 職場倫理 ·················································１．華都．平． 鄭仰峻編著．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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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9A202 ． 全球環境變遷 ·········································２．華都．平． 柳中明編著． 420
9A ．9A204 ． 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育 ·····························１．華都．平． 洪明仕著． 500
9A ．9A205 ．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１．華都．平． 蘇宏仁等編著． 450
9A ．9A402 ． 生命倫理 ·················································１．華都．平． 尉遲淦編著．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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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 幼 兒 教 保 學 域 （ 教 育 基 礎 、 教 學 課 程 、 教 育 行 政 、 發 展 輔 導 ）

9B ．9B002 ． 幼兒生理學 ·············································３．華都．平． 蘇雪月等編著． 450
9B ．9B003 ． 嬰幼兒健康照護 ·····································２．華都．平． 陳淑姬等編著尤嫣嫣校． 480
9B ．9B004 ． 實用幼兒生理學 ·····································２．華都．平． 陳瑩玲編著． 400
9B ．9B005 ． 婦嬰護理 ·················································２．華都．平． 黃玉珠等編著． 500
9B ．9B007 ． 幼兒餐點設計與營養 ·····························２．華都．平． 許世忠等編著． 400
9B ．9B009 ． 幼兒教育概論 ·········································１．華都．平． 吳 椒等著． 400
9B ．9B010 ． 0～ 3歲嬰幼兒啟蒙教育 ······················１．華都．平． 張玲芬編著． 400
9B ．9B011 ． 幼兒園班級經營 ·····································１．華都．平． 許淑真等編著． 350
9B ．9B013 ． 嬰幼兒安全與急救 ·································１．華都．平． 唐紀絜等編著． 400
9B ．9B204 ． 幼兒課程與教學－理論與實務 ·············１．華都．平． 陳淑琴等編著． 600
9B ．9B205 ． 蒙特梭利教學 ·········································１．華都．平． 李裕光等編著． 350
9B ．9B210 ． 幼兒音樂與律動 ·····································１．華都．平． 林朱彥張美雲編著． 320
9B ．9B212 ． 學前融合教育 ·········································１．華都．平． 盧明編著． 350
9B ．9B213 ． 幼兒多元文化教學 ·································１．華都．平． 王建堯等編著． 400
9B ．9B401 ． 兒童福利－理論與實務 ·························３．華都．平． 彭淑華等編著彭淑華校． 550
9B ．9B605 ． 幼兒特殊教育導論 ·································２．華都．平． 周俊良等編著． 600
9B ．9B607 ． 行為改變技術 ·········································１．華都．平． 陳政見編著． 450
9B ．9B608 ． 感覺統合 ·················································１．華都．平． 吳端文編著． 380
9B ．9B609 ． 早期療育 ·················································１．華都．平． 陳嘉玲編著． 550
SA ．4151 ． 兒童保健 ·················································２．華杏．平． 于祖英著． 350

（9C） 社 工 高 齡 學 域

9C ．9C201 ． 社會工作方案設計與管理 ·····················２．華都．平． 黃松林等編著． 500
9C ．9C202 ． 社工質性研究 ·········································１．華都．平． 陳秋山等譯． 450
9C ．9C203 ． 社會工作管理 ·········································１．華都．平． 王明鳳等編著． 550
9C ．9C205 ． 理解社會工作 ·········································１．華都．平． 林以舜譯楊培珊校． 350
9C ．9C206 ． 社會工作倫理 ·········································１．華都．平． 秦燕編著． 400
9C ．9C244 ． 老人社會工作 ·········································１．華都．平． 陳明珍編著． 400
9C ．9C246 ． 矯正社會工作與諮商：犯罪防治的有效要素 １．華都．平． 林明傑編著． 620
9C ．9C247 ． 職場社會工作－以員工協助方案（EAPs）為導向的實務 １．華都．平． 方隆彰等編著． 450
9C ．9C250 ．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１．華都．平． 韓青蓉編著． 420
9C ．9C321 ． 非營利組織管理 ·····································１．華都．平． 陳政智編著． 450
9C ．9C324 ． 社會個案工作 ·········································１．華都．平． 吳鄭善明編著． 400
9C ．9C325 ． 志願服務與管理 ·····································１．華都．平． 何慧卿編著． 400
9C ．9C503 ． 老人休閒活動設計與規劃 ·····················２．華都．平． 周芬姿等編著． 400
9C ．9C504 ． 老人福利 ·················································１．華都．平． 李佳儒等編著． 450
9C ．9C506 ． 銀髮族經濟安全與財務規劃 ·················１．華都．平． 陳琇惠等編著． 400
9C ．9C509 ． 老人健康促進 ·········································１．華都．平． 陳雪芬等編著． 400
9C ．9C601 ． 臨終與生死關懷 ·····································１．華都．平． 林綺雲等編著． 400
9C ．9C602 ． 老人心理學 ·············································１．華都．平． 葉怡寧等編著． 350
9C ．9C702 ． 失智症臨床照護指引 ·····························１．華都．平． 莊琬筌譯王靜枝校． 350
9C ．9C704 ． 高齡生活輔具應用 ·································１．華都．平． 毛慧芬等編著． 450
9C ．9C710 ． 高齡及特殊族群之運動處方 ·················１．華都．平． 李淑芳等著李淑芳等校． 550
9C ．9C711 ． 老人用藥安全 ·········································  １．華都．平． 李世代等編著李世代校． 350
9C ．9C712 ． 失智症照護 ·············································１．華都．平． 傅中玲等編著． 450
9C ．9C713 ． 高齡者的運動與全人健康 ·····················１．華都．平． 方進隆編著． 500
9C ．9C751 ． 高齡者居住空間規劃與設計 ·················１．華都．平． 曾思瑜編著． 450
9C ．9C752 ． 老人服務事業概論 ·································２．華都．平． 梁亞文等編著． 450
9C ．9C754 ． 高齡者社區照顧環境規劃－在地老化與社區連結 １．華都．平． 曾思瑜等編著． 500

（9E） 考 試 書

9E ．9E003 ．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２．華都．平． 邱忠本編著． 450
9E ．9E004 ． 導遊領隊考試捷徑 ·································２．華都．平． 陳清河蕭仕榮編著． 550
9E ．9E006 ． 導遊領隊完全考照捷徑（附考題光碟） ·１．華都．平． 蔡必昌等編著． 880
9E ．9E005 ． 保母人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捷徑（附術科光碟） ·５．華都．平． 華都編輯部編著尤嫣嫣安奇校． 500
9E ．9E007 ． 飲料調製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 ·············１．華都．平． 葉青河編著． 420
9E ．9E009 ． 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檢定學術科應試指南（附術科光碟） １．華都．平． 林王美園編著． 500
9E ．9E011 ． 喪禮服務丙級檢定學術科應試指南（附術科光碟） ··１．華都．平． 王別玄等編著． 400
9E ．9E012 ． 喪禮服務乙級檢定學術科捷徑（附術科光碟） ········１．華都．平． 王別玄等編著． 400

  總 經 銷

 ．H7804 ． 臺灣推動進階護理的典範：白寶珠女士 ··３．華杏總經銷． 余玉眉主編． 250
 ．H7813 ． 我國體育政策變遷 ·································１．華杏總經銷． 劉照金邱金松著． 450

  中 文 書 代 理

 ．H7819 ． 常用藥物治療手冊（49期）                           ．  匯華代理． 陳長安編著． 1400
 ．H7820 ． 常用藥品手冊 （2016年版）                         ．  匯華代理． 蔡靖彥蔡百榮編著． 980

  原 文 書 代 理 （以下價格皆暫定價，需依匯率調整）

　 ．H7816 ． Mosby's Review Questions for the NCLEX-RN® Examination        ． Patricia M. Nugent著． 2000
                              （美國註冊護士考 NCLEX-RN®復習題庫，2011年，7版）
　 ．H7821 ．  Theoretical Nursing: Development & Progress                                ． Afaf Ibrahim Meleis著． 1900
                              （理論護理學，5版）
　 ．H7822 ．  Essentials of Nursing Research: Appraising Evidence for Nursing Practice． Polit等著． 2800
                              （護理研究：評價護理實務實證，8版）                              
　 ．H9983 ．  Innov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in Nursing and Related Health Professions．  Bradshaw著． 3100
                              （醫護專業教學方法與策略，5版）
　 ．H9989 ． Curriculum: Foundations, Principles, and Issues                            ．  Ornstein著． 5300
                              （教學原理、基礎與議題探討，5版）
　 ．H9024 ． Spa Massage DVDs（Spa按摩教學光碟組，5片 DVD或 VHS）   ．　　　　 Real Bodywork等著．特價 10800
　 ．H9139 ． Therapeutic Massages: Special Topics DVD Series                          ． Real Bodywork著． 12500
                              （特殊按摩療程教學光碟組，6片 DVD）
　 ．J0000 ． 解剖學教具一海報、模型                                                  ．　　　詳細目錄請見華杏網頁．

（R） 營 養 、 膳 療 與 美 容 妝 管 （★營養相關科系適用）

RA ．4102 ． 實用營養學★ ··········································  ５．華杏．平． 謝明哲等編著． 550
RA ．4104 ． 營養生化學★ ··········································  １．華杏．平． 王進崑等編著． 500
RA ．4107 ． 公共衛生營養學★ ··································  １．華杏．平． 楊淑惠等編著． 550
RA ．4108 ． 營養評估★ ··············································１．華杏．平． 陳曉鈴等編著陳曉鈴校． 500
RA ．4109 ． 生命期營養★ ··········································  １．華杏．平． 張美鈴等編著． 420
RA ．4112 ． 營養學 ·····················································２．華杏．平． 謝明哲等編著． 400
RB ．4103 ． 實用膳食療養學★ ··································４．華杏．平． 章樂綺等編著章樂綺校． 650
RB ．4121 ． 疾病營養學 ·············································１．華杏．平． 胡淑惠等編著． 450
RD ．4111 ． 團體膳食供應與管理實務★ ··················１．華杏．平． 章樂綺等著章樂綺校． 350
RF ．7145 ． 新編食品加工★ ······································３．匯華．平． 李錦楓等編著李錦楓校． 650
RG ．4116 ． 臨床營養學：醫療營養治療★ ··············  １．華杏．平． 章樂綺等編著． 480
RK ．4125 ． 食品分析與檢驗★ ··································  １．華杏．平． 劉麗雲等編著周薰修校． 450
RQ ．4130 ． 化妝品化學 ·············································２．華杏．平． 易光輝等編著． 350
RQ ．4131 ． 化妝品調製學實驗 ·································２．華杏．平． 易光輝等編著． 350
RQ ．4132 ． 美容儀器學 ·············································２．華杏．平． 詹錦豐徐照程編著． 400
RQ ．4133 ． 精油化學 ·················································１．華杏．平． 歐明秋等編著． 250
RQ ．4134 ． 精油之化學基礎與實務應用 ·················２．華杏．平． 易光輝等編著． 350
RQ ．4135 ． 化妝品檢驗分析 ·····································２．華杏．平． 張麗卿編著． 400
RR ．4137 ． 美容營養學 ·············································１．華杏．平． 蕭蓉禎編著． 350
RR ．4138 ． 美容衛生學 ·············································１．華杏．平． 蕭夙真盧冠霖編著． 350
RS ．4146 ． 美容醫學 ·················································２．華杏．平． 許延年等編著． 400
9D ．9D225 ． 食物學原理★ ··········································  ２．華都．平． 程修和編著． 350
9D ．9D226 ． 餐飲業採購實務 ·····································２．華都．平． 高實琪石名貴編著． 550
9D ．9D804 ． 運動營養學★ ··········································  ２．華都．平． 許美智等編著． 450

（T） 工 具 書

TA ．4200 ． 華杏醫學大辭典（聖經紙雙色印刷） ··１．華杏．精． 陳再晉等編著陳維昭校． 1200
TA ．4205 ． 華杏簡明醫學辭典（聖經紙雙色印刷） ··１．華杏．精． 陳再晉等編著陳維昭校． 800
TA ．4206 ． 華杏簡明醫學辭典 ·································１．華杏．精． 陳再晉等編著陳維昭校． 650
TB ．4215 ． 華杏醫學縮寫辭典 ·································４．華杏．平． 劉正義等編著． 380
TC ．4201 ． 華杏國語辭典 ·········································１．華杏．精． 華杏國語辭典編輯中心編著王仲孚校． 600
TE ．7200 ． 營養學字辭精要 ·····································１．匯華．平． 邱琬淳等編著謝明哲校． 300

（U） 臨 床 醫 學

UB ．4220 ． 優生保健 ·················································３．華杏．平． 劉丹桂等編著． 400
UD ．4240 ． 中醫經絡與俞穴（互動式影音學習光碟／書） ·····１．華杏．平． 葉美玲等著． 300
UD ．4226 ． 實用乳房超音波－技術、判讀、鑑別診斷 ·１．華杏．精． 趙子傑著． 1500
UD ．4227 ． 潛水傷害 Q＆ A ····································１．華杏．平． 陳興漢著． 250
UE ．4222 ． 臨床醫學概論 ·········································２．華杏．精． 洪敏元著． 550
UE ．4233 ． 溫泉醫療概論 ·········································１．華杏．平． 陳家勉編著． 350
UG ．4229 ． 高級心臟救命術－重點指引 &精要解說 ·３．華杏．平． 陳志中等編著． 360
UH ．4250 ． 手術全期安全－醫、護、病三方防護指南 ·１．華杏．平． 趙子傑編著． 650

（V） 長 期 照 護

VC ．4301 ． 長期照護 ·················································３．華杏．平． 劉淑娟等編著劉淑娟校． 500
VC ．4310 ． 長期照護：跨專業綜論 ·························２．華杏．平． 盧美秀陳靜敏編著． 450
VC ．4311 ． 長期照護：護理綜論 ·····························１．華杏．平． 盧美秀等編著． 550
VC ．4323 ． 長期照顧：跨專業團隊整合暨案例分析 ··１．華杏．平． 劉淑娟等編著． 450
VD ．4350 ． 長期照護機構管理 ·································１．華杏．平． 梁亞文等編著． 480

（ W） 、 （ X） 考 試 叢 書

WA ．4681 ． 新護理師捷徑 (一 )護理行政 ·················１６．華杏．平． 林笑編著． 250
WA ．4682 ． 新護理師捷徑 (二 )護理學及護理技術 ·１６． 華杏．平． 康明珠編著． 450
WA ．4683 ． 新護理師捷徑 (三 )內外科護理 ·············１６．華杏．平． 呂桂雲等編著． 500
WA ．4684 ． 新護理師捷徑 (四 )婦產科護理 ·············１６．華杏．平． 徐明葵編著． 350
WA ．4685 ． 新護理師捷徑 (五 )小兒科護理 ·············１６．華杏．平． 盧惠文編著． 350
WA ．4686 ． 新護理師捷徑 (六 )精神科護理 ·············１６．華杏．平． 王美業等編著． 300
WA ．4687 ． 新護理師捷徑 (七 )社區衛生護理 ·········１６．華杏．平． 李復惠等編著． 300
WA ．4688 ． 新護理師捷徑 (八 )解剖生理學 ·············１６．華杏．平． 周明加等編著． 400
WA ．4689 ． 新護理師捷徑 (九 )藥理學 ·····················１６．華杏．平． 華杏編輯部編著． 300
WA ．4690 ． 新護理師捷徑 (十 )微生物及免疫學 ·····１６．華杏．平． 謝伯潛編著． 300
WA ．4691 ． 新護理師捷徑 (十一 )病理學 ·····················１６．華杏．平． 徐明洸編著． 300
WA ．4681 ～ 4691．新護理師捷徑全套共十一冊              ．華杏．平                                      總定價     3800
WB ．4606 ． 護理考試題全輯（附考古題光碟） ·····６．華杏．平． 華杏編輯部編著． 600
WC ．4621 ． 護理師實力評量 (一 )基本護理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50
WC ．4622 ． 護理師實力評量 (二 )內外科護理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80
WC ．4623 ． 護理師實力評量 (三 )產科護理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50
WC ．4624 ． 護理師實力評量 (四 )小兒科護理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20
WC ．4625 ． 護理師實力評量 (五 )精神科護理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20
WC ．4626 ． 護理師實力評量 (六 )社區衛生護理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20
WC ．4627 ． 護理師實力評量 (七 )解剖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20
WC ．4628 ． 護理師實力評量 (八 )生理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20
WC ．4629 ． 護理師實力評量 (九 )藥理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20
WC ．4630 ． 護理師實力評量 (十 )微生物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20
WC ．4631 ． 護理師實力評量 (十一 )病理學 ·················５．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20
WC ．4632 ． 護理師實力評量 (十二 )護理行政學 ·········４．華杏．平． 華杏命題趨向研究中心編著． 100
WC ．4621 ～ 4632．護理師實力評量全套共十二冊                ．華杏． 平                                     總定價     1540
WP ．7761 ． 新營養師精華 (一 )營養學 ·····················１０．匯華．平． 蔡淑芳等編著． 400
WP ．7762 ． 新營養師精華 (二 )生化學 ·····················９．匯華．平． 陳玫芬陳璟賢編著． 300
WP ．7763 ． 新營養師精華 (三 )膳食療養學 ·············９．匯華．平． 蔡秀玲編著． 450
WP ．7764 ． 新營養師精華 (四 )公衛營養學 ·············９．匯華．平． 陳冠如編著． 350
WP ．7765 ． 新營養師精華 (五 )團體膳食設計與管理 ···９．匯華．平． 黃韶顏編著． 300
WP ．7766 ． 新營養師精華 (六 )食品衛生與安全 ·····１２．匯華．平． 翁家瑞編著． 380
WP ．7767 ． 新營養師精華 (七 )生理學 ·····················９．匯華．平． 顏鈞堂編著． 280
WP ．7761 ～ 7767．新營養師精華全套共七冊                       ．匯華． 平                                     總定價     2460

（Y） 醫 務 管 理

YA ．4901 ． 醫務管理學系列－組織經營 ·················１．華杏．精． 莊逸洲黃崇哲著． 550
YA ．4903 ． 醫務管理學系列－財務、研究、品質暨設施管理 ·····１．華杏．精． 莊逸洲黃崇哲著． 550
YA ．4905 ． 醫院功能與管理－門診、急診、住院  ················１．華杏．精． 莊逸州黃崇哲著． 550
YA ．4907 ． 醫療機構的經營理念與策略  ················１．華杏．平． 黃崇哲著． 500
YA ．4927 ． 醫療機構績效管理  ································１．華杏．平． 魏慶國王舜睦編著． 450
YA ．4936 ． 醫療產業策略管理  ································１．華杏．平． 陳銘樹編著． 400
YB ．4925 ． 臨床決策支援系統－以Microsoft Excel ····１．華杏．平． 張顯洋編著． 480
                           為實作範例（附範例光碟）                        
YB ．4911 ． 醫學資訊管理學 ·····································２．華杏．精． 張慧朗等編著李友專等校． 750
YC ．4900 ． 醫療品質管理學 ·····································３．華杏．精． 尤瑞鴻等編著藍忠孚校． 600
YC ．4917 ． 實用醫療品質管理學 ·····························１．華杏．平． 趙子傑編著． 700
YC ．4937 ． 醫療機構品質與病安管理－理念與實務 ·１．華杏．平． 朱樹勳等編著． 550
YD ．4926 ． 衛生行政與健康保險 ·····························２．華杏．平． 黃維民編著． 500
YE ．9908 ． 醫院環保導論 ·········································２．偉華．平． 張寶樹等著． 450
YF ．4918 ． 醫院資材與物流管理 ·····························２．華杏．平． 魏慶國王舜睦編著． 400
YG ．4913 ． 醫院組織功能與管理 ·····························３．華杏．平． 潘憶文等編著． 600
YH ．4930 ． 醫療機構成本與管理會計 ·····················１．華杏．平． 祝道松等編著． 450
YH ．9905 ． 醫院成本與管理會計 ·····························１．偉華．平． 彭雅惠張睿詒編著． 400
YH ．9906 ． 醫院財務管理 ·········································１．偉華．平． 彭雅惠著． 450
YL ．4923 ． 疾病分類 ·················································１．華杏．平． 翁瓊華著． 500
YL ．4928 ． 醫療健康產業平衡計分卡理論與實務 ······１．華杏．平． 楊銘欽等編著． 400
YM ．4912 ． 臨床醫事概論 ·········································２．華杏．平． 王乃弘等著． 550
YO ．4934 ． 國際醫療制度 ·········································１．華杏．平． 潘憶文等編著． 400
YO ．7928 ． 醫療衛生法規 ·········································１．匯華．平． 曾淑芬著． 550
YP ．4924 ． 醫療行銷管理學 ·····································１．華杏．精． 張煥禎張秉庠著． 500

特價  990

特價 1200

特價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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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 礎 學 科

分類    書碼        書                           名      版次  出版  裝訂           作         者         　定價   

AA ．2100 ． 護士英語會話 ·········································  ５．華杏．平．   Maria Schotman 著蕭淑代等譯． 200
AA ．0100 ． 護理美語（附朗讀 CD） ······················３．偉華．平． Judith Perry等著． 400
AB ．2102 ． 實用護士英文（李） ·····························  １．華杏．平．  李式鸞著． 220
AB ．5160 ． 醫護英文選讀 ·········································１．匯華．平． 李式鸞著． 300
AB ．5167 ． 英文 I  II ··················································１．匯華．平． 張月珍魏馥梅編著． 550
AD ．2231 ． 生物學 ·····················································１．華杏．平． 黃世傑等編著． 550
AD ．5232  ． 生物 ·························································１．匯華．平．  許錦龍等編著． 400
AE ．2221  ． 化學－基礎概念與應用 ·························  １．華杏．平．  吳玉琛等編譯． 600
AE ．2222  ． 化學 ·························································１．華杏．平．  吳玉琛等譯． 750
AG ．2205  ． 生物統計學（含 SPSS使用說明） ······２．華杏．平． 史麗珠編著．   550
AG ．2211  ． 生物統計入門（附光碟） ·····················３．華杏．平． 楊玉隆編著． 450
AH ．2235  ． 生物技術概論 ·········································１．華杏．平． 林長平等編著． 550

（B） 人 文 學 科

BB ．2260  ． 心理學與心理衛生  ································２．華杏．平．  李淑琦等著毛家舲校． 350
BB ．2265  ． 心理衛生 ·················································１．華杏．平．  毛家舲等著． 250
BB ．2266  ． 普通心理學概要 ·····································１．華杏．平．  李執中著． 150
BB ．2267  ． 普通心理學 ·············································２．華杏．平．  程千芳游一龍著． 550
BB ．2268  ． 家庭心理學－婚姻與家庭 ·····················１．華杏．平．  林昆輝著． 400
BB ．2269  ． 心理學：護理上之應用 ·························１．華杏．平．  孫智辰等編著． 420
BC ．2271  ． 醫護生死學 ·············································１．華杏．平．  鈕則誠著． 300
BF ．5285  ． 親職教育（施） ·····································１．匯華．平．  施欣欣等編著蕭淑貞校． 300
BG ．2291  ． 現代美術－鑑賞和理念 ·························２．華杏．平．  陳繼權著． 450

（C） 基 礎 醫 學

CA ．2400 ． 實用解剖學 ·············································４．華杏．平． 沈清良編著． 750
CA ．2410 ． 解剖學 ·····················································４．華杏．精． 游祥明等編著． 950
CA ．2415 ． 解剖學 ·····················································１．華杏．平． 廖美華等編著． 600
CA ．2416 ． 解剖學實驗 ·············································１．華杏．平． 廖美華等編著． 400
CB ．2411 ． 生理學 ·····················································２．華杏．精． 樓迎統等著． 800
CB ．2420 ． 當代生理學 ·············································５．華杏．平． 洪敏元等編著． 750
CB ．2424 ． 當代生理學實驗 ·····································  ２．華杏．平． 劉良慧等著洪敏元校． 450
CC ．2427 ． 解剖生理學 ·············································２．華杏．平． 麥麗敏等編著王錫崗校． 900
CD ．2432 ． 簡明藥物學（附光碟） ·························  ６．華杏．平． 劉興華等編著． 600
CE ．2431 ． 實用藥理學（附光碟） ·························  ４．華杏．平． 陳思萍等編著． 680
CE ．2433 ． 基礎藥理學（附光碟） ·························  ２．華杏．平． 劉興華等編著劉興華校． 600
CE ．2435 ． 護理藥理學 ·············································１．華杏．平． 吳文彬等編著吳文彬校． 700
CF ．2446 ． 微生物學 ·················································１．華杏．平． 詹哲豪等編著． 700
CF ．2447 ． Burton's醫護微生物學 ··························  １．華杏．平． 李重霈等譯． 1000 
CF ．2448 ． 實用微生物及免疫學 ·····························  １．華杏．平． 閻啟泰等著． 700
CF ．2445 ． 微生物及免疫學實驗 ·····························  １．華杏．平． 商惠芳等著． 300
CF ．2449 ． 免疫學 ·····················································１．華杏．平． 林春福等編著． 550
CH ．2451 ． 病理學 ·····················································２．華杏．精． 呂福江等編著饒宇東校． 850
CH ．5456 ． 最新病理學 ·············································７．匯華．平． 曾岐元編著． 700
CI ．2470 ． 生物化學 ·················································１．華杏．平． 張基隆等編著張基隆校． 580
CI ．2471 ． 生物化學概論 ·········································  １．華杏．平． 張基隆等編著張基隆校． 420

（D） 護 理 導 論

DA ．2600 ． 最新護理學導論 ·····································  ６．華杏．平． 蘇麗智等編著． 380
DA ．2602 ． 當代護理學導論 ·····································  ２．華杏．平． 陳月枝等著． 450
DB ．2610 ． 護理學史 ·················································２．華杏．平． 張芙美編著． 180
DB ．2611 ． 傳光－南丁格爾的精神與志業 ·············  １．華杏．平． 馬鳳歧著． 100
DB ．2612 ． 台灣護理學史 ·········································  １．華杏．平． 張芙美編著． 300
DB ．2613 ． 護理心神州行：從千山萬里中－談護理文化之蛻變 ·  １．華杏．平． 李選著． 350
DB ．5605 ． 護理學史概說 ·········································  ３．匯華．平． 楊漫華宋淑鈴編著． 150
DC ．2620 ． 護理倫理概論 ·········································  ４．華杏．平． 尹裕君等編著尹裕君等校． 400
DC ．2621 ． 護理倫理與法律 ·····································  ２．華杏．平． 盧美秀著． 600
DC ．2624 ． 關懷與溝通：護理專業的核心價值與競爭祕訣 ·  ２．華杏．平． 李選張婷編著． 350
DD ．2655 ． 護理‧不設限 ·········································  １．華杏．平． 胡月娟等編著． 320
DF ．2630 ． 性別與護理 ·············································１．華杏．平． 楊幸真等編著． 400

（E） 基 本 護 理

EA ．2710 ． 實用基本護理學（上下）（附光碟） ··········７．華杏．平． 蘇麗智等編著． 1300
EA ．2711AN ． 基本護理學：理論篇 ·····························２．華杏．平． 蘇麗智等編著． 750
EA ．2711BN ． 基本護理學：技術篇（附光碟） ··············２．華杏．平． 蘇麗智等編著． 550
EA ．2712 ． 基本護理學－ OSCE技術篇（附光碟） １．華杏．平． 林文絹等編著． 550
EB ．2750 ． 活用心智圖－基本護理快學通 ·············１．華杏．平． 林玫君編著． 400

（F） 護 理 技 術

FA ．2804 ． 台大護理技術 ·········································２．華杏．精． 台大護理部著陳月枝校． 600
FB ．2800 ． 內外科護理技術（附光碟） ·················８．華杏．平． 林貴滿等編著． 650
FC ．2801 ． 產兒科護理技術 ·····································３．華杏．平． 張淑文等編著． 350

（G） 內 外 科 護 理

GA ．2902 ． 成人內外科護理（上下） ·····················７．華杏．精． 于博芮等編著劉雪娥校． 2200
GA ．2920 ． 拉克曼內外科護理（精簡版）（上下） ······２．華杏．精． 賴裕和等譯盧美秀校． 2000
GA ．2950 ． 內外科護理學（上下） ·························５．華杏．精． 李和惠等編著胡月娟校． 2000

（H） 婦 產 科 護 理

HA ．3004 ． 實用婦科護理 ·········································５．華杏．平． 馮容莊等編著． 500
HB ．3000 ． 實用產科護理（附光碟） ·····················７．華杏．精． 李從業等編著李從業校． 900
HB ．3010 ． 簡明產科護理（附光碟） ·····················６．華杏．平． 盧碧瑛等著鍾聿琳校． 700
HB ．3012 ． 產科護理學 ·············································２．華杏．平． 盧碧瑛等編著． 800
HB ．3030 ． 產科護理學（上下） ·····························１．華杏．精． 陳彰惠等譯陳彰惠校． 1600
HC ．3031 ． 婦嬰護理學―產科、婦科及婦女健康（上下）（附光碟）   １．華杏．精． 孫吉珍等譯夏萍 校． 1900
HC ．3031N ． 婦嬰護理學―產科、婦科及婦女健康  ·····················２．華杏．精． 孫吉珍等譯． 1500
HE ．3001 ． 婦女健康 ·················································３．華杏．平． 余玉眉等編著余玉眉校． 550

（I） 小 兒 科 護 理

IA ．3100 ． 小兒科護理學（上下） ·························１．華杏．精． 陳月枝等譯． 2200
IA ．3101 ． 實用兒科護理 ·········································７．華杏．精． 陳月枝等編著陳月枝校． 950
IA ．3111 ． 兒童及青少年健康照護 ·························１．華杏．平． 鄭淑貞等編著穆佩芬校． 550
IA ．3120 ． 兒科護理學 ·············································１．華杏．精． 梁蕙芳等編著． 850
ID ．3104 ． 兒童身評與診斷 ·····································１．華杏．平． 沈淵瑤等編著． 400

（J） 精 神 科 護 理

JA ．3200 ． 精神科護理概論（蕭） ·························９．華杏．精． 蕭淑貞等編著蕭淑貞校． 750
JA ．3220 ． 精神科護理學 ·········································５．華杏．精． 鍾信心等編著． 650

（K） 公 共 衛 生

KB ．3325 ． 學校衛生護理 ·········································３．華杏．平． 黃璉華等編著． 550
KB ．3326 ． 學校衛生護理實務教戰手冊 ·················  １．華杏．平． 周明慧張文琪編著． 450
KC ．3303 ． 流行病學概論 ·········································２．華杏．平． 陳品玲編著． 450
KD ．3302 ． 公共衛生學 ·············································５．華杏．精． 許怡欣等編著邱清華校． 900

KD ．3350 ． 國際衛生 ·················································１．華杏．平． 張武修等編著． 500
KE ．3305 ． 社區衛生護理學 ·····································６．華杏．平． 陳靜敏等編著陳靜敏校． 700
KE ．3314 ． 社區衛生護理學 ·····································３．華杏．平． 李怡娟等編著李怡娟校． 650
KF ．3330 ． 職業病概論 ·············································３．華杏．平． 郭育良等編著． 750
KF ．3332 ． 職業與疾病 ·············································１．華杏．平． 郭育良等編著． 550
KG ．3344 ． 職業與環境衛生護理－概念與實務 ·····１．華杏．平． 蕭淑銖等編著． 500
KH ．3307 ． 環境與健康 ·············································２．華杏．平． 洪玉珠等編著． 350
KH ．3308 ． 健康傳播 ·················································１．華杏．平． 郭慧琳譯李明憲校． 400
KH ．3316 ． 健康促進－理論與實務 ·························４．華杏．平． 王秀紅等編著王秀紅校． 500
KJ ．3301 ． 實用傳染病防治學 ·································２．華杏．平． 林金絲著． 400

（L） 人 類 發 展

LA ．3401 ． 當代人類發展學 ·····································４．華杏．平． 蔡欣玲等編著． 450
LA ．3406 ． 實用人類發展學 ·····································２．華杏．平． 穆佩芬等譯穆佩芬校． 650
LA ．3410 ． 人類發展之概念與實務 ·························６．華杏．平． 張媚等編著張媚校． 550

（M） 老 年 護 理

MA ．3501 ． 老年護理學 ·············································７．華杏．平． 林麗嬋等編著． 600
MA ．3520 ． 當代老年護理學 ·····································３．華杏．平． 吳麗芬等編著． 550

（N） 綜 合 護 理

NB ．3551 ． 實用中醫護理學（附光碟） ·················１．華杏．平． 陳麗麗等著． 550
NC ．3552 ． 現代實用經絡俞穴療護（附光碟） ·····１．華杏．平． 葉美玲等著． 500
NC ．3554 ． 中醫針灸護理學 ·····································２．華杏．平． 許昇峰等編著． 300
ND ．3553 ． 中藥護理學概論 ·····································１．華杏．平． 余淑美張家蓓編著． 300
NE ．3557 ． 中醫傷科護理 ·········································２．華杏．平． 黃桂彬編著． 300
NF ．3571 ． 輔助暨整合療法 ·····································１．華杏．平． 梁翠梅等編著． 400
NG ．6550 ． 全人照顧理論與輔助療法之應用 ·········１．匯華．平． 胡月娟等編著胡月娟校． 400

（O） 護 理 科 學

OA ．3620 ． 護理研究與應用 ·····································４．華杏．平． 李選等編著李選校． 450
OA ．3621 ． 護理研究概要 ·········································２．華杏．平． 李玉秀等編著． 400
OA ．3622 ． 實證護理學導論 ·····································２．華杏．平． 簡莉盈等編著． 350
OA ．3626 ． 醫護投稿實務一本通－以 SCI期刊為實作範例 ·１．華杏．平． 林星帆編著． 600
OA ．8622 ． 護理研究導論 ·········································２．偉華．平． 徐南麗等著徐南麗校． 400
OB ．3615 ． 醫護法規概論 ·········································５．華杏．平． 李聖隆著． 550
OD ．3601 ． 護理行政與管理 ·····································２．華杏．精． 徐南麗著． 700
OD ．3603 ． 當代護理行政學 ·····································２．華杏．平． 宋素真等編著周守民校． 550
OD ．3604 ． 專案管理與寫作－醫管護理適用 ·········１．華杏．平． 陳彩鳳著． 450
OD ．3614 ． 專案管理－臨床實務寫作指引 ·············２．華杏．平． 陳彩鳳莊昭華編著． 450
OD ．3606 ． 護理品質管理－理論與實務 ·················１．華杏．平． 許煌澤編著． 450
OD ．3608 ． 護理品質管理 ·········································１．華杏．平． 陳玉枝等編著． 350
OE ．3630 ．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５．華杏．精． 陳月枝等編著． 650
OE ．6630 ． 新編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１０．匯華．平． 張芙美編著． 450
OG ．3650 ． 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 ·········３．華杏．平． 林佩芬等編著林佩芬校． 380
OG ．3651 ． 教學原理與方法 ·····································２．華杏．平． 孫肇玢等著． 180
OG ．3652 ． 概念圖：護理之應用 ·····························２．華杏．平． 金繼春等編著． 300
OH ．3640 ． 護理理論與實務應用 ·····························３．華杏．平． 杜友蘭著． 450
OH ．8640 ． 護理理論與應用 ·····································１．偉華．平． 盧美秀等著． 400
OJ ．3680 ． 護理科學哲學 ·········································１．華杏．平． 鈕則誠著． 250
OL ．3685 ． 護理個案管理導論－理論與實務 ·········１．華杏．平． 劉玟宜等編著． 400
OM ．3700 ． 臨床護理技術能力－ OSCE之應用 ····１．華杏．平． 李國箴等編著． 400
OM ．3701 ． OSCE護理專業能力鑑定指引 ·············１．華杏．平． 李選等編著李選等校． 600
OM ．3702 ． 健康問題與護理評估－ OSCE之應用 １．華杏．平． 李國箴等編著李國箴校． 500

（P） 臨 床 護 理 實 務

PA ．3812 ． 醫務人員英語通（附朗讀 CD） ··········２．華杏．平． 鄭偉奇等編著． 300
PA ．3818 ． 臨床醫護手冊 ·········································３．華杏．精． 盧美秀編著． 500
PA ．3841 ． 護理情境模擬綜合技術手冊 ·················１．華杏．平． 楊惠如等編著． 150
PA ．3860 ． 實用醫護手冊 ·········································２．華杏．平． 林元淑著． 300
PA ．3861 ． 精神科實習手冊 ·····································２．華杏．平． 邱照華編著． 280
PA ．3863 ． 內外科實習手冊 ·····································１．華杏．平． 秀妮等編著． 380
PA ．3864 ． 兒科實習手冊 ·········································２．華杏．平． 黎小娟等編著． 300
PA ．3865 ． 產科實習手冊 ·········································２．華杏．平． 李淑杏等編著． 280
PB ．3816 ． 護理檢驗手冊 ·········································１．華杏．平． 高雪芬等譯． 450
PB ．3824 ． 醫護檢驗手冊 ·········································３．華杏．平． 林清江等著陳昌裕校． 550
PB ．3880 ． 護理檢驗概論 ·········································１．華杏．平． 吳俊忠等著． 300
PC ．3870 ． 簡易心電圖讀本 ·····································２．華杏．平． 邱 芬著． 350
PD ．3813 ． 臨床症狀護理 ·········································３．華杏．平． 陳偉鵬等編著． 500
PE ．3821 ． 實用急症護理學 ·····································２．華杏．平． 林貴滿編著． 750
PF ．3845 ． 重症護理學 ·············································１．華杏．平． 何昭中等著． 700
PF ．6870 ． 當代重症護理學 ·····································１．匯華．平． 林貴滿著． 700
PG ．3831 ． 最新傷口護理學 ·····································２．華杏．平． 于博芮等編著于博芮校． 550
PH ．3803 ． 人工髖關節置換術病人醫護指導（光碟／書） ·１．華杏．平． 葉美玲等著． 350
PH ．3820 ． 復健護理 ·················································２．華杏．平． 陳玉枝等編著陳美津校． 450
PH ．6825 ． 復健醫學與護理 ·····································１．匯華．平． 胡順江著． 300
PI ．6880 ． 慢性病護理學 ·········································４．匯華．平． 胡月娟等著． 550
PJ ．3840 ． 慢性呼吸道疾病－支氣管擴張症 ·········１．華杏．平． 林鴻銓何淑娟著． 100
PK ．3815 ． 癌症護理學 ·············································３．華杏．平． 陳敏鋑等編著． 600
PL ．3806 ． 照顧服務員實用工作指南 ·····················２．華杏．平． 林王美園編著． 450
PL ．3822 ． 照顧服務員訓練指引 ·····························５．華杏．平． 胡月娟等編著． 550
PN ．3811 ． 常用醫護術語（附朗讀 CD） ··············５．華杏．平． 李皎正著． 450
PN ．3827 ． 實用醫護術語 ·········································２．華杏．平． 胡順江著． 500
PN ．3829 ． 醫護術語（附朗讀 CD） ······················２．華杏．平． 柯惠玲等編著． 500
PN ．3834 ． 臨床醫學術語解析（附MP3朗讀 CD） ··１．華杏．平． 李香君等編著． 400
PN ．3836 ． 醫學術語解析（附字彙朗讀MP3＋護理交班影片）  １．華杏．平． 林玫君編著． 480
PN ．3871 ． 病歷閱讀 ·················································１．華杏．平． 王璟璇等編著． 380
PO ．3838 ． 安寧與緩和療護學－概念與實務 ·········２．華杏．平． 楊克平等著楊克平校． 650
PO ．3839 ． 安寧緩和療護 ·········································１．華杏．平． 許禮安等編著． 550
PP ．3850 ． 醫院供應中心業務手冊 ·························１．華杏．平． 王瑋等著． 100
PR ．3808 ． 手術室護理 ·············································３．華杏．平． 伍雁鈴等著． 500
PR ．3819 ． 手術室實習手冊 ·····································２．華杏．平． 梁文倩編著． 280
PR ．3833 ． 手術室護理臨床指引 ·····························１．華杏．平． 盧小 編著林麗英等校． 350
PS ．3832 ． 照護基本功―趙可式教授實作教學（含影音教學光碟） １．華杏．精． 趙可式編著． 600
PU ．3802 ． 進階臨床護理－專科護理師發展指引 ······１．華杏．平． 蕭淑貞等譯蕭淑貞校． 450
PV ．3817 ． 靈性護理 ·················································１．華杏．平． 蕭宏恩等編著． 330
PV ．3826 ． 靈性照護：理論、實務應用與教育研究 ······１．華杏．平． 顧雅利編著． 330
PW ．3814 ． 早產兒護理實務 ·····································１．華杏．平． 張元玫等編著張元玫校． 450

（Q） 護 理 過 程 （ 評 估 、 診 斷 、 計 畫 、 措 施 ）

QA ．7000 ． 護理過程 ·················································３．匯華．平． 方妙君等著． 250
QB ．4000 ． 身體評估－護理上之應用（附光碟） ·８．華杏．精． 邱 芬著． 900
QB ．4006 ． 身體評估與檢查（附光碟） ·················１．華杏．精． 王桂芸等著． 900
QB ．4010 ． 健康與身體評估 ·····································１．華杏．精． 蔡佩珊等譯蔡佩珊校． 1500
QB ．4011   ． 身體檢查與健康評估 ·····························１．華杏．平． 顧潔修等編著黃翠媛校． 600
QC ．4020 ． 新臨床護理診斷 ·····································２．華杏．精． 周幸生等譯． 900
QC ．4023 ． NANDA International護理診斷： ········７．華杏．平． 黃靜微等譯簡淑慧校． 420
                           定義與分類 2015～ 2017
QC ．4024 ． 最新護理診斷手冊：護理計畫與措施 ·２．華杏．平． 黃靜微等譯． 700
QD ．4051 ． 實用護理焦點記錄法 ·····························１．華杏．平． 汪朝麗著． 200
QE ．9050 ． 個案護理手冊－依護理問題編寫 ·········１．偉華．平． 莊宇文著． 200
QG ．4053 ． 護理報告之課室教學與臨床應用 ·········３．華杏．平． 林明珍編著． 450
QG ．9052 ． 護理報告之撰寫與應用 ·························３．偉華．平． 林明珍著． 400
QH ．4055 ． 護理諮商 ·················································１．華杏．平． 藍菊梅等編著．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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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需要的是連續性照護，但護理工作的特性是 
人員輪班制，提供個案照護不可能只有在撰寫者上班 
的時候才執行所給予的護理措施，而於其他時段就不執 
行，如此無法給予連續性照護，所以此時護理部的制度 
就很重要了，若是每位個案的健康問題都被重視，連續 
性照護就自然被持續，同事之間的互助也非常重要。因 
此，建議要著手撰寫 N3個案報告時，可讓同單位的夥 
伴知悉，需要大家給予協助，例如夜間個案的大兒子來 
探望時，有談到了個案的出院歸屬安排住處，此內容其 
他時段的護理師也會繼續交班，讓資料更完善，照護更 
具連續性。

第三避免失分處──討論與結論

這是個有趣的單元，首先，要思考「討論」的意涵為何？

若是人與人之間就是和另一方討論；同理可證，若是文章呢？

所指為何呢？那麼是不是與另外一篇文章進行討論。例如：

個案經由給予陪伴……等相關護理措施後，已降低個案的焦

慮，此時另一篇文章也對應，佐證撰寫者給予的護理措施是

確實具有幫助，加強認同度也可以透過這樣的佐證，給予未

來實務工作上的建議。

另外，關於提出具體限制及困難時，宜針對個案面論

述，避免將「時間不夠」、「金錢或經費不足」、「能力不足」

列為限制及困難，因為這屬於個人問題，而非個案本身。通

常可以從個案的護理限制是什麼來出發做思考，例如：個案

出院後，若是病房的護理師，要做後續的照顧及評值就會有

些限制，這需要發揮跨團隊照護功能，以及相關的銜接服務、

門診追蹤等。

撰寫結論時，切記不要將前言

再抄寫一遍，這是大家常犯的錯誤之一，結論應具

有獨立的觀點。

二大必推！輔助加分處── 
摘要＆前言

「摘要」是全文的縮影如同小文章，常常是委員最先閱

讀的資料，看完後對於全文即有所概念，為了使讀者易了解

需涵蓋全文，內容包括了選案理由、照顧期間、評估方法、

健康問題、照護措施與建議等，達到精簡、扼要「惜字如金」

般，便能順利從此處得分。

「前言」是想告訴別人你為什麼要寫這個主題的動機，

大家常犯的錯誤是因為個案狀況而引起撰寫的動機，不建議

此種寫法，較建議是聚焦在疾病本身的特色與病人間的關

係，例如：「罕見疾病的照護，所以想要幫助個案，以及其

他護理師少有機會能照顧到此疾病之個案，期望能提升自我

照顧能力……等」，若是比較普遍大眾熟悉的疾病呢？亦可

由廣度面與細膩面做論述。另外，在重要性的部分可引述官

方統計資料，例如：「糖尿病是目前十大死因第五位，大家

應都需要重視其照護……等」，來佐證其重要性。

前言不可以寫到個案的健康問題

及處置，因為都還沒有真正開始分析，怎麼就會知

道健康問題，這是常被忽略的地方，需要多加留意。

別忽略推進成功門檻的分數──
文字敘述

千萬別小看這個單元！最後，當完稿後，強烈建議再重

新檢查一遍，可以針對文詞進行潤飾，避免錯字、漏字、檢

驗與檢查數值的單位漏寫或錯寫，以及「臺灣國語」或「網

路用語」等，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致命傷，例如：「一個病患」

就可潤飾為「一位病人」會較好，修飾語詞改變但並不會失

真為原則。現在社會已慣用火星文或網路語言，若是引用病

人語言則不在此限，但在個案報告其他地方是不宜出現的，

因為這在文詞敘述及順暢上會被扣分。下表為常犯的語詞或

錯字，提供給大家參考。

常見口語書寫或錯字 建議書寫方式

幫忙打上兩條大口徑塑膠導管 以 IC 18Fr.建立左右手各一靜
脈管路

病人在班內沒有在嘔吐 病人於 10 AM～ 4 PM未發生
嘔吐

取抽痰管 取出抽痰管

關上中央抽吸裝置 關閉中央抽吸裝置

將髒的抽痰管握於抽痰手套，反

脫下手套包住抽痰管後丟棄感染

塑膠袋內

將使用過的抽痰管握於抽痰手

套，反脫下手套包住抽痰管投入

感染塑膠袋

將氧氣調回原來濃度 調回原設定氧氣濃度

通常在臨床上待了 3年 通常在臨床服務了 3年

常犯的語詞或錯字

破除萬年 N2 魔咒，N3 個案報
告撰寫小撇步

臨床上的確是有「萬年 N2」情形，多數不積極參與撰
寫N3個案報告的原因，是因為「工作太累」、「不易通過」。
因為這是要花心思去撰寫，許多護理師下了班因疲累，就不

想寫作業了，所以我指導同仁們用片段的方式來收集資料，

以運用 Gordon 11項功能性評估為例，在口袋放 11張評估記
錄卡（單），早上訪視個案時就可以收集大小便狀況等，抽

出排泄評估記錄；中午時觀察中餐吃什麼，並詢問在家中的

飲食情況等，抽出一張營養評估記錄，以此類推的方式進行

評估，再將資料進行分類歸納，並收集病歷資料加以彙整檢

查及檢驗數據，如 Check CBC/DC等，實際上這些也是臨床
護理師每天在做的事情，透過這樣的方式及引導，將片片段

段的照護整合成文字，當完成後，常看到護理師臉上綻放自

信的笑容，也會聽到護理師自信的說：「原來我也做得到」、

「原來我也有組織彙整的能力」！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突破萬

年 N2魔咒，最後祝福護理夥伴們，有志者事竟成！成功順
利通過 N3個案報告審查。

撰寫N 3 個案報告非難事
專訪資深審查委員吳孟凌 上接 2版

全文完

林明珍編著

平裝／ NT$450
黃靜微等譯

平裝／ NT$700
邱 芬著

精裝／ NT$900
金繼春等著／金繼春總校

平裝／ NT$300

黃靜微等譯／簡淑慧總校

平裝／ NT$420
簡莉盈等著

平裝／ NT$350
林星帆編著

平裝／ NT$600
方妙君等著

平裝／ NT$250

撰
寫
N3
個
案
報
告
系
列
書
籍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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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黏膜、牙齦出現潰瘍超過 2週未癒合

舌頭出現麻、痛或舌頭有傷口一直未好

建議至醫院做切片檢查

口腔癌只要早期發現及治療

早期口腔癌的治療率相當高，5年的存活率達八成以上

口腔癌

口腔範圍中之惡性腫瘤大部分是屬於鱗狀細胞癌及

疣狀癌，可出現在口腔的任何部位。美國癌症聯合委員會

（AJCC）、國際抗癌聯合會（U I C C）定義口腔範圍包括唇、
頰黏膜、口腔底、硬 、上齒齦、下齒齦、臼齒後三角區、

舌前 2/3區域。口腔癌通常好發於 45歲以上，但也可能發
生在任何年齡，且以男性居多。口腔癌、口咽癌及下咽癌於

2014及 2015年均是臺灣地區男性十大癌症死亡率的第 4名。
過去多被視為中年以後才容易罹患的口腔癌，近年來年齡有

下降趨勢，臨床上亦常見 20～ 30多歲的個案，它已不再是
中、老年人的專利。

「香、檳、酒」是誘發口腔癌的三大危險因子

若合併有這三大危險因子習慣者，更會加速癌症的產生

其罹患口腔癌的機率是常人的 123 倍

口腔癌的成因

口腔因長期受到刺激而產生細胞變性，與發生口腔癌有

密切的關係。

◎檳榔

長期嚼食檳榔是最主要的致病因，因檳榔中含有檳榔

鹼、檳榔素，以及夾入檳榔中的荖花含有大量的黃樟素，這

些成分均有促癌能力，加上石灰等添加物，會刺激口腔黏

膜。據統計，臺灣嚼食檳榔的人口高達 200多萬人，約九成
口腔癌患者有嚼食檳榔的習慣。

◎菸、酒……

其他造成口腔癌的可能因素有：

1.抽菸：對長期抽菸者而言， 部為易發口腔癌之部位；抽

菸斗及雪茄的人易罹患唇癌，其放置區域常與腫瘤位置有

關連。

2.長期慢性及大量飲酒習慣的人。
3.嚴重鐵質缺乏、維生素 B缺乏、Plummer- Vinson症候群、
第三期梅毒及扁平苔癬等疾病，會導致舌背面味蕾萎縮，

而導致此區易發生白斑病及口腔癌機會增高。

4.過度陽光照射（唇癌）。
5.長期營養不良造成免疫力下降。
6.飲食習慣為過熱、太辣等刺激性的食物。
7.口腔衛生不良，或尖銳的蛀牙、牙齒補綴物破損，或製作
不良的假牙與牙套長期持續刺激口腔內部。

口腔黏膜顏色改變（變白、紅、褐或黑，且無法抹除）

潰瘍（久久不癒合）

口腔內或頸部有不明原因腫塊

臨床症狀（口腔潛在癌前病變，Oral 

Potentially Malignant Disorders; OPMD）
口腔癌臨床表現的症狀呈現多樣性。初始臨床症狀常呈

現四種型態：

1.白斑（Leukoplakia）：口腔黏膜上有白色斑塊或斑狀（含
紅白斑，Erythroleukoplakia）。

2.紅斑（Erythroplakia）：口腔黏膜上呈現的紅色斑塊，合併
有組織退變的現象，癌化的機率相當高。

3.外突腫塊（Eexophytic Tumor Mass）、腫脹（Swelling）：
口腔黏膜整體呈現表面不規則菜花型、乳突狀、疣狀的腫

塊突起。

4.內生型、潰瘍型病變（口腔黏膜下纖維化）：口腔黏膜下
組織層呈現疤痕慢性增生，纖維組織增加會造成張口受限，

口腔黏膜活性減低，進食時易受食物刺激並產生潰瘍。

以上症狀的共同特徵是初期不一定會有疼痛感或出血的

情形，隨著病變長期無法痊癒，並且範圍持續擴大侵犯鄰近

組織（如深部肌肉、血管、神經、顎骨、鼻竇腔、鼻腔）時，

陸續出現以下症狀才引起患者的注意：

✽口腔內或附近發生不明原因麻木感、疼痛或觸痛。

✽舌頭活動度受阻、牙關緊閉，張口困難。

✽吞嚥或咀嚼時感到困難或疼痛，或講話障礙。 
✽牙齒鬆動、牙齦腫脹造成假牙固定不良或不適，拔牙傷口

持續不癒合。

✽臉頰皮膚穿孔。

有嚼食檳榔或吸菸者

每 2年一次定期口腔黏膜檢查，遠離口腔癌威脅

口腔癌篩檢

口腔癌是可經由篩檢、早期偵測，減少侵犯性（已成形）

癌瘤之發生，篩選高危險群（嚼食檳榔，含已戒檳榔，或吸

菸者），並獲得介入機會接受早期治療。國民健康署自 2010
年起將「口腔黏膜檢查」納入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一，據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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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與其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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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神病患？還是殺人犯？

給你一點顏色瞧瞧

          （續）

嬰兒猝死症候群

1.

2.

3.

4&5 .

6.

7.

8.

餵的嬰兒可於建立較好的哺餵機制後再導入安撫奶嘴；不採

母乳哺餵的嬰兒則可盡快開始使用。

懷孕及產後避免暴露於二手菸環境

二手菸對胎兒生長及過敏疾病的發生率都有影響，特別

注意的是，即使吸菸者在床上不吸菸，嬰兒與其在同一張床

上，發生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風險也特別高。

適當包覆

過熱亦會增加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風險，一般來說，嬰兒

應視環境來作合宜的穿戴，通常以成人舒適的穿戴不超過一

層，但是並無法特別定義過熱的溫度到底是多少，即使在特

定的室溫都應該評估嬰兒是否有出汗、胸部發熱等情形，避

免過度包覆。

產前檢查

許多研究皆顯示有遵循產前檢查的孕婦，嬰兒發生猝死

症候群的風險較低。

依照建議時程接種疫苗

感染也是造成嬰兒猝死的危險因素，例如感染呼吸道病

毒造成嬰兒呼吸困難、缺氧，或百日咳造成咳嗽嗆奶等，按

時接種疫苗可提升一定的保護力。

避免使用安全標準不一的商業設備

尤其有些還特別主打能降低嬰兒猝死風險，例如市售的

頭形枕或固定器。高度不適的頭枕會使嬰兒頸椎產生壓力，

其形狀高度不一，更可能讓嬰兒側睡或轉頭時被摀住口鼻；

或者聲稱能夠分散二氧化碳的床墊。不管這些產品設備是否

有達到宣稱的功效，都應符合安全標準的要求，照顧者也不

因產品有這些功能，就不遵循嬰兒安全的睡眠習慣及環境的

指引。

嬰兒清醒時盡量使其俯臥

一定程度的俯臥位可以訓練嬰兒想要抬頭的動作，防止

枕骨扁平的發展，亦可增加上肢肌肉力量，可利用嬰兒清醒

時俯臥遊玩並在旁監護，對於嬰兒發生意外時自行脫困的能

力有幫助。

使用包巾包覆並無法降低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風險

雖沒有證實使用包巾包覆可以降低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風

險，但常用來安撫嬰兒及協助仰臥位。包裹時應緊貼胸部，

在臀部及膝蓋需留有足夠的空間避免髖關節發育異常。但在

嬰兒出現試圖滾動到俯臥位的情形時，則不再適合使用包巾

包覆。

遵循嬰兒睡眠安全指引的訊息

媒體和製造商傳遞的訊息，包括網路、電視、電影、廣

告、報章雜誌、商店等，皆應傳遞正確的訊息給大眾，錯誤

的訊息易導致施行錯誤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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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每 540名參加篩檢者中即有 1名為口腔癌，而其中口腔
癌早期個案可有八成以上的 5年存活率，且僅需小型手術，
不會造成臉部變形。因此口腔癌篩檢是節省醫療資源／社會

成本，極具經濟效益的二段疾病預防策略。

口腔黏膜檢查是由醫生目視或觸診口腔黏膜，要找相關

的、無症狀且又是侷限的口腔潛在癌前病變（OPMD），如
白斑（含紅白斑）、紅斑、黏膜下纖維化、疣狀增生等，這

些病變可經由簡單、一定步驟的「口腔黏膜檢查」發現，找

出後經由習慣介入、飲食介入以及必要時的外科性處置，可

使其消退或清除。

在家照著鏡子，也可以口腔自我檢查

民眾可以在每天刷牙時照著鏡子進行口腔自我檢查。除

了用眼睛觀察黏膜的顏色或表面結構異常、腫塊或腫脹之有

無，並加以觸診以注意是否其表面為粗糙、不平滑，或周邊

有硬結（Marginal Induration，尤其是在舌側緣）。觀察方法
及注意事項如下： 

臉部的對稱性 觀察臉部左右是否對稱

註：發生在顎骨內的口腔癌，顎骨會局部性腫大、感

覺異常或牙齒鬆動

臉部皮膚狀況 全臉膚色是否相同，注意突出的地方（如

痣、硬塊）是否比先前變大、變厚或顏色改

變，皮膚表面是否有瘻管產生

唇 以手將上（下）唇分別往外翻，注意顏色或

構造有無異常情形，如：潰瘍、突起、白斑

牙齦 將唇往外翻，使牙齦露出，同時注意頰側及

舌側，察看顏色是否有異，注意表面是否有

腫塊、潰瘍、出血及不正常之牙齒動搖

註：牙周疾病較少造成潰瘍及表面壞死，而牙齦癌會

有疼痛感，刷牙時易造成流血，常以潰瘍形式存於附

著牙齦上，並易侵犯至其下之齒槽骨。故需做出正確

之鑑別診斷，以免誤拔牙齒而造成癌細胞之擴散或耽

誤治療時機

兩頰黏膜 以兩手指頭撐開頰部，使黏膜露出。此部位

平常較易被遮掩住，而易忽略到有所變化

舌頭及口腔底肌肉 將舌頭伸出嘴外，左右擺動，檢視舌頭的活

動性，若活動不靈活，則要注意舌根或邊緣

是否長了腫塊。再將舌頭捲起，察看舌腹

面，檢視左右舌緣、口腔底部組織，用手指

觸摸口腔底部有無突起

部 將頭向後傾，察看舌頭在嘴裡往上翹，所接

觸到的平面區域。注意有無任何潰瘍、粗糙

表面或突起之處

頸部兩側 以手觸摸兩側頸部有無硬塊

註：有些疾病亦會造成頸部淋巴結之發炎性或非特異

性腫大（如一般上呼吸道感染、齒源性感染、肺結核），

故需做鑑別診斷

資料來源：

台 灣 癌 症 基 金 會（2017）˙ 台 灣 常 見 癌 症 ˙ 取 自 http://www.
canceraway.org.tw/pagelist.asp?keyid=33

國民健康署（2015，11 月 12 日）˙檳榔防制暨口腔癌防治 ˙ 取自
http://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47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2017）˙口腔癌服務 ˙ 取自 https://www.
sunshine.org.tw/service/index/oral_cancer/oral-cancer-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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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嬰兒猝死症候群

美 國 兒 科 醫 學 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定義嬰兒猝死症候群（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SIDS）是指 1歲以下的嬰兒發生突發性死亡，但不論檢視其
病史、身體檢查、案發現場調查或屍體解剖等，皆無法解釋

及發現死亡的原因。

高危險群

查看衛生福利部歷年統計，嬰兒猝死症候群一直排行

於嬰兒主要死亡原因前十名，2013～ 2015年總計就有 110
條小生命結束於這目前還無法找到機制及原因的突發性死

亡。根據美國國家兒童健康及人類發展機構（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NICHD）調
查分析，90％發生在小於 6個月大的嬰兒，且多發生於 2～
4個月，以及半夜至清晨嬰兒睡眠的期間；東方人發生率較
西方人低；男嬰發生率較女嬰為高。

統整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高危險群可能包括：（歐陽美珍，

2014）：

⒈母親之特殊情形：年齡小於 20歲、未婚、貧困、未接受產
前檢查、妊娠期間未有足夠醫療照顧、產前體重增加不良、

兩次懷孕時間間隔太短、妊娠期間生病、曾經流產、抽菸

或吸毒等。

⒉早產兒機率是足月兒的 3～ 4倍。
⒊新生兒體重過低。

⒋趴睡。

⒌睡在鬆軟的床上。

⒍環境過熱。

⒎環境有二手菸。

⒏嬰兒與大人或其他兒童

共睡一床。

⒐低社經地位。

⒑先前有嬰兒猝死症的家族史。

安全睡眠指引

目前已知提供安全的睡眠環境可以有效預防嬰兒猝死

症，美國推廣「嬰兒仰躺睡眠（back to sleep）」超過 20年，
發生率也降低了超過 60％，效果顯著。2016年美國兒科醫
學會即搭配相關學會以此為主題，提出最新的嬰兒安全睡眠

環境要點，整理並討論於下。

仰躺睡眠

因為嬰兒的氣道解剖本身就有防止吸入的機制，仰躺睡

眠並不會增加嬰兒窒息或吸入的危險，俯臥或側臥的猝死風

險甚至勝過胃食道逆流，因此在 1歲以前建議採仰躺睡眠。
低出生體重或早產兒更應盡快採仰臥位，他們的睡眠姿勢對

嬰兒猝死症候群的影響更大。僅有某些具有上呼吸道疾病導

致氣道保護機制受損的嬰兒需考慮其他臥位。此外，也不需

升高嬰兒床的頭部，因可能導致嬰兒滑落至嬰兒床的腳部而

危及正常呼吸的姿勢及位置。

堅實的床墊

堅實牢固的床墊有固定表面保持形狀，當嬰兒被放置在

上面時不會變形；不應使用過軟、鬆散及記憶枕類材質的床

墊，或以枕頭、墊子代替床墊，因使用時可能使形狀變形、

創造一個可縮進去的凹口等等，造成增加嬰兒俯臥位時窒息

的機會。

根據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安全標準的嬰兒床應該要有合適的床
欄間距（小於 6公分）、緊貼和堅實的床墊、無法任意下降，
以及應確認產品未被召回，不應使用缺少零件的嬰兒床，也

不嘗試修理損壞的部分，更不應將嬰兒放在沙發或扶手椅上

睡覺，許多意外事件皆是因此發生，死亡風險特別高。

沒有雜物

柔軟的材料或物品皆不應放置於嬰兒床內，包括枕頭、

玩具，甚至放置被子、毯子在睡著的嬰兒身上都是很危險的，

應減少頭部被覆蓋的機會。嬰兒床的周圍也應確保沒有吊掛

物品、電線或遮蓋的布簾等，因可能導致窒息的潛在性危險。

母乳哺餵

母乳哺餵與降低嬰兒猝死症候群的風險有關，比未以母

乳哺餵的嬰兒更有保護作用。

同房不同床

建議嬰兒睡在父母的房間裡，但獨立睡於嬰兒床上，尤

其出生～ 6個月是嬰兒猝死症候群發生率最高的期間，可降
低多達 50％的發生率，預防與成人睡於同一張床上發生窒息
的可能性；睡在同一間房則可使嬰兒立即在視野內受到安撫

及監護，最理想的時間是持續到 1歲。尤其注意在同一床上
進行母乳哺餵結束時，應避免睡著，適時將嬰兒放回至嬰兒

床內，或是當疲勞及使用到鎮靜類物質、藥物、酒精時，需

特別警惕嬰兒的位置是否安全。

安撫奶嘴

雖然機制尚不清楚，但可考慮在嬰兒睡眠時提供安撫奶

嘴，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若睡著後掉出則不需再插入，也

不強迫嬰兒接受，奶嘴也不應掛在嬰兒的脖子上。採母乳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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