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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句】

“Do not keep anything for a special occasion,
because every day that you live is a special occasion.”

「不要將你的東西為了某一個特別的時刻而預留著，

因為你生活的每一天都是那麼特別。」



5 月份圖書借閱排行榜

大甲院區

單位 姓名 借閱本數

風濕免疫科 吳全成 6

神經內科 何乘彰 5

兒科 劉祐全 5

兒科 黃科譯 5

七病房護理站 黃翔玲 5

物理治療組 翁慈苑 5

物理治療組 周瑞瑜 5

物理治療組 董思謙 5

沙鹿院區

單位 姓名 借閱本數

神經內科 何乘彰 7

耳鼻喉科 黃聖凱 7

兒科 周宇光 6

風濕免疫科 吳全成 6

整形美容中心 張靖怡 6

放射腫瘤科 楊登凱 5

社工室 張雅涵 5

行銷組 盧詠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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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麗蘭 54 5 0 59

手術室護理 徐婷婷 21 16 22 59

產房 湯伊真 17 17 19 53

門診調劑組 歐靜瑋 26 24 0 50

二病房護理站 傅冠瑛 19 17 10 46

心導管室 萬英純 27 11 0 38

5 月份電子資源使用排行榜

大甲院區

單位 姓名 電子期刊 資料庫 電子書 總點閱

手術室護理 梁菀晴 5 8 43 56

十病房護理站 林子晴 9 34 0 43

十病房護理站 楊嵐婷 18 24 0 42

急診護理站 李啟宏 14 14 9 37

十病房護理站 李宜樺 7 19 0 26

九病房護理站 吳聖婷 24 0 0 24



雜誌分享

搶救兒少讀寫力 先打贏注意力爭奪戰 文/ 王韻齡

讀寫困境猶如一座冰山存在已久，又碰上分心世代，讓兒少讀寫力落差更是

明顯。當 3C 搶走孩子的眼球，我們要用另一種角度看待新世代讀寫力的養成。

六到十五歲兒童與青少年，一出生就活在人人有手機、無線網路吃到飽的年

代，剛學會說話不久，就懂得用語音搜尋喜歡的卡通，習慣了「3C 奶嘴」的

安撫。

「只讀老師指定的書，不覺得閱讀有任何樂趣」。i世代不願讀書，主因在書

的速度不夠快，對一個成長在幾秒間就可點擊連結、滑到下一頁的世代而言，

要「等上一段時間才會有趣」的書本抓不住他們的注意力。……

親子天下 第 123 期 第 66 頁-第 69 頁

兇暴火山年 譯/吳侑達

2021 年伊始，義大利著名的埃特納火山即發生噴發，秋季時西班牙拉帕爾馬

島也有火山噴發，大量噴湧而出的熔岩占據頭版多日，接續則是東加王國的

洪加湯加－洪加哈派火山在 12 月底劇烈噴發。如此看來，這一年彷彿全球各

地的火山都進入劇烈活動期。

不過稍加檢視數據，其實這般火山活動的強度並不罕見。2021 年，全球共有

75 座火山發生噴發，噴發次數達 80 次，其中 32 次是新近記錄到的噴發事件。

這項數據並無偏離正常值，……

BBC Knowledge 第 130 期 第 60 頁-第 67 頁

打造不發炎體質、遠離後遺症 新冠完全康復戰略

文／謝佳君、邱淑宜、張淑芬、施靜茹、林慧淳、陳蔚承、葉懿德、梁元齡

預防期→確診期 第 1～3天→感染期 第 3～10 天→康復期 第 11 天後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2年，台灣漸漸走入與病毒共存，如果遲早有一天會被感

染，至少現在還能為自己建立不發炎的體質，減少染疫後的不適；如果病毒

已經找上你，也不必慌，提高警覺、做好準備，全方位的新冠完全康復戰略，

陪你安度疫情。……

康健 第 283 期 第 24 頁-第 33 頁

均一教育平台董事長 呂冠緯

從零資源到全台最大線上教學平台，向非營利組織學「意義領導」

文／高士閔

台灣疫情急轉直下，政府不得不宣布「暫停到校上課」，避免學生群聚而大

規模感染。不過，相對學生聽聞停課可能歡呼雀躍，不少老師卻開始擔心，

自己從未觸碰數位學習，該用什麼軟體教學？怎麼確保學生專心上課？

2021 年 5 月台灣升級三級警戒，台灣註冊人數最多的非營利線上學習平台均

一教育平台(下稱均一)，在 48 小時內彙整國小至高中各年級、各科教材，舉

辦線上教學研習，幫助老師和學生接軌。使用平台的人數，……

經理人 第 211 期 第 110 頁-第 112 頁



圖書分享

白袍之心：乳癌治療路上的陪伴 文／廖國秀

「不怕，我們一起面對！」

醫者，治療的是病，但面對患者無限擴散的悲傷，也需要照顧他們的心。

溫暖的筆觸，傳達的是醫者心靈深處的祝禱。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選擇一般外科？」我常開玩笑地回答：「興趣！」

總是換來了驚訝的表情。其實，「興趣」是認真思考後的回應，在於體認到

「外科是最能迅速且有效解決病患疼痛」的方式，能夠懂得病患身上的苦，

是我內心真切的堅持。

這本臨床紀實，用溫潤的醫診，善待每顆受傷慌亂的心，用人文的筆觸，傳

達心靈深處的撫慰，陪伴病患走過每段風暴，協助打開身體的糾結，也幫忙

修護人我關係。

「只要願意接受治療，就會有機會，我也會盡全力幫助你直到痊癒。」我常

對病患這麼說。

這條癌症治療的路上，提供一個得以信賴的陪伴，讓我們把更多的時間，就

留給愛吧！……

沙鹿院區 111 年中文新書區

生死之間 2：葉克膜的故事 文／柯文哲

過去幾十年，醫學有兩大進步領域，一是重症醫學，另一則是癌症醫療。我

親眼目睹重症醫學的快速進步，有了葉克膜、心室輔助器、器官移植等等創

新且突破性的醫療儀器與技術。其中，葉克膜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我對於生

死的看法，也讓我必須在許多無奈的人生問題中，找尋解決的辦法。

在我看來，今天的每一個醫師都像是一四九二年的哥倫布，正航向不可知的

冒險。我們終究只能用此刻擁有的的技術救眼前的病人，或許不斷遭遇失敗，

但只有面對失敗，才能創造更好的醫療環境──為了未來的病人。

做醫師做久了，對於很多事情，不再像年輕時那樣看得那麼重，尤其是對於

世俗的成敗。年輕時的柯文哲與現在的柯文哲，想法截然不同，因為面臨生

死，你會突然發現一個人真正能夠掌握的東西，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過

去病患家屬經常問我「手術成功率有多少」、「有多少機率能活」，我很難

給確切的數字，因為醫療現場充滿不確定性，生命更是充滿變數。

我認為，醫療應該是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還是靈

性的痛苦。醫生做的事不只是救一個人，而是解救個人背後整個傷心無助的

家庭。……

大甲院區 111 年中文新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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