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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句】 

“You don’t have to be someone special to achieve something amazing. You’ve just got to 

have a dream, believe in it and work hard.” 

 –Jessica Watson, Sailor 

 

「你不需要很特別才能完成驚人的成就，你只需要有一個夢想，相信它然後努力。」 

– 潔西卡·華生 (帆船手) 

 



 

109年訂購中文雜誌到館 

 

沙鹿院區 

類別 刊名 

社工 張老師月刊 

資訊 數位時代 

管理 遠見雜誌 

婦幼 嬰兒與母親 

休閒 國家地理雜誌 

休閒 孤獨星球 Lonely Planet 

語文 空中英語教室 
 

 

大甲院區 

類別 刊名 

管理 天下雜誌 

婦幼 媽媽寶寶 

健康 康健 

流行 Girl愛女生 

休閒 TO'GO泛遊情報 

語文 常春藤生活英語 
 

公  告 



 

 

 

大甲院區 

單位 姓名 借閱本數 

家醫科 賴文恩 7 

九病房護理站 吳玉娟 5 

七病房護理站 張嘉玲 5 

七病房護理站 林玉純 5 

物理治療組 李翊逢 5 
 

沙鹿院區 

單位 姓名 借閱本數 

兒科 周宇光 6 

風濕免疫科 吳全成 5 

整形美容中心 張靖怡 5 

神經內科 何乘彰 5 

病理科 何霖 4 

病理科 李建寬 4 

麻醉科 劉健強 4 

耳鼻喉科 陳佳儀 4 

營養室 蔡慧君 4 

營養室 趙佳容 4 

採購課 蔡芳瑜 4 

2月份圖書借閱排行榜 



 

 

 

沙鹿院區 

單位 姓名 電子期刊 資料庫 電子書 總點閱 

七病房護理站 專科護理師 許麗蘭 166 6 0 

門診調劑組 藥師 歐靜瑋 35 5 0 

手術室護理 護理師 盧怡君 10 12 17 

二病房護理站 護士 詹雅蓉 27 8 4 

手術室護理 護理師 陳凱湄 8 3 27 

產房 護理師 湯伊真 18 12 7 

 

 

 

 

大甲院區 

單位 姓名 電子期刊 資料庫 電子書 總點閱 

外科加護病房護理站 護理師 余佩珊 10 7 48 

七病房護理站 護理組長 卓佾璇 33 3 5 

七病房護理站 護理師 洪佳揚 35 0 0 

七病房護理站 護理師  23 7 4 

九病房護理站 護理師 陳幸榕 9 6 13 

放射科 
科(室)副主

任(醫療) 
徐守民 19 8 0 

2月份電子資源使用排行榜 



 

 

 

1歲以下不適合戴口罩 兒童口罩該怎麼選、怎麼戴？ 文／周品攸 

戴口罩多少都會影響孩子的呼吸不順暢，因此不是每個孩子都適合戴口罩，

林口長庚兒科醫師吳昌騰指出，1歲以下的嬰幼兒因為年紀還太小，無法表達

自己的感受，容易導致孩子明明已經不舒服了，大人卻還不知道的情況，戴

著口罩若發生窒息，根本沒有自己掙脫口罩的能力，因此不適合戴口罩…… 

嬰兒與母親  第 521期  第 104頁-第 105頁 
 

 

 

無需面對面 醫生也在你身邊                           文／林鳳琪 

2月 16日，台灣爆發新冠肺炎首例死亡個案。疫情急遽升溫！當天深夜，北

部某大醫院，緊急聯絡群組裡，一張公文，被快速傳閱，「開放了！開放了！」

不少醫護人員，鬆了一口氣。 

衛福部醫事司於 2月 16日簡報中明確指出，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民眾，無發

燒或呼吸道症狀之慢性病患者，或有醫療需求者，可安排通訊(遠端)醫療。

意即，以往醫生診療必得面對面，如今，可透過電話或視訊等遠端診療並開

藥…… 

遠見  第 405期  第 134頁-第 138頁 
 

 

  

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 防疫自救全攻略         文／李佳欣、張曉卉                           

2019年底，一隻來勢洶洶的新型病毒，現身中國大陸武漢，搭上陸海空「地

表最大人口移動列車」，短短 1個月蔓延全世界。中國全境淪陷，奪走數千人

命，家庭天倫夢碎，醫療防線崩潰，產業供應鏈停擺，民心動盪。20幾個國

家傳出疫情，撤出僑民、航班停飛、拒絕郵輪靠岸，取消大型國際商展、運

動賽事、演唱會……，重創經濟，牽動全球正治局勢…… 

康健  第 256期  第 28頁-第 95頁 
 

 

  

新型冠狀病毒流行期做五件事保護孩子健康 

文／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兒童過敏風濕主治醫師蘇冠文 

新冠狀病毒透過飛沫與接觸傳染 

再者，可依結構將病毒分成有外套膜及沒有外套膜兩大類，酒精乾洗手、肥

皂、漂白水等，能對於包括冠狀病毒在內的有外套膜之病毒感染加以消毒，

而腸病毒就是沒有外套膜病毒的代表之一，肥皂與漂白水能清潔消毒，但是

酒精乾洗手則不能。…… 

媽媽寶寶  第 397期  第 128頁-第 129頁 
 

雜誌分享 



 

 

 

點子變現術：從經典到獨創，10門淬鍊點子的發想實作課 

                                  文／安達元一/藤本貴之 

為什麼那些網紅、YouTuber天天都生得出強大企畫？ 

你是否常覺得沒哏、沒靈感、提案老是被打槍？ 

──如何讓好點子說來就來，而且人人都買單？ 

《哆啦 A夢》《SMAP×SMAP》《美食冤大頭》…… 

日本暢銷腳本家的 10堂發想實作課，教你腦洞大開、點子變現金！ 

商機，全在你的「腦洞」裡！──沒哏了怎麼辦！？ 

  《哆啦 A夢》《SMAP×SMAP》《美食冤大頭》《日本不准笑》腳本家安達元

一，在嚴苛的日本電視圈打滾了 25年，年年都有無限創造力，催生出大量暢

銷劇本，被譽為「收視率 200％的男人」。到底他的點子是怎麼來的？ 

  本書公開安達元一私下引爆點子、腦洞大開的發想術與實作課──包括 9

大經典發想法、13種日常察覺法，以及獨創的「偶然力 FA法」。…… 

沙鹿院區  近五年內中文新書區 
  

 

但求無傷 : 一個腦神經外科醫師的自大、自省與自我療癒的歷程 

    文／ 亨利．馬許 

我從不忘記手術過世的病人，要能忘掉就好了。 

亨利‧馬許是英國傑出的神經外科醫師，行醫超過三十年，曾遠赴烏克

蘭協助醫療計畫。他在烏克蘭的經歷成為紀錄片《英國醫生》（The 

English Surgeon），並獲得艾美獎最佳「新聞與紀錄片」。本書是他回

顧從醫初衷，初出茅廬時便將神經外科視為一生職志，自省這一路上付

出的代價。 

他回想在漫長的行醫生涯裡，成功拯救生命時的成就感，「搞砸」病人

的懊悔愧疚。並直視身為醫生的脆弱——手術前種種駭人的恐懼，手術

中的緊繃與渾身戰慄，手術後在等待病人是否完好甦醒的忐忑不安。極

度焦慮已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必須學會與之共處。 

馬許醫生在住院醫師時期，曾目睹一場令他大開眼界的腦動脈瘤手術。

比起其他手術需要劃開一大道鮮血淋漓的傷口，他看見神經外科醫生透

過顯微儀器，於狹窄的腦部間隙操作，稍一不慎即可能造成動脈瘤破裂

而導致病患死亡或中風。腦外手術如拆除炸彈的優雅精巧與危險，人類

大腦像宇宙一樣的高深莫測，都令他目眩神迷。此後他立志成為神經外

科醫師，雖然收到前輩提醒其專科的漫長訓練、甚或可能危及婚姻的警

告，都無法使他打退堂鼓。…… 

大甲院區  近五年內中文新書區 

 

圖書分享 

https://pickbooks.com.tw/search/%E5%AE%89%E9%81%94%E5%85%83%E4%B8%80/%E8%97%A4%E6%9C%AC%E8%B2%B4%E4%B9%8B
https://pickbooks.com.tw/search/%E4%BA%A8%E5%88%A9%EF%BC%8E%E9%A6%AC%E8%A8%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