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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鑑 於 今 年 在 四 、 五 月 時 ， 全 台

COVID-19疫情有急遽升溫趨勢，基

於防疫考量，本會全體理監事一致決議通過護師節慶祝大會暫停

辦理，111年國際護師節的活動主題為「投資護理，尊重人權」

（Nurses: A Voice to Lead—Invest in nursing and respect rights 
to secure global health），聚焦在保護、支持和投資護理專業，以

強化全球醫療體系。尤其新冠疫情時期，醫療護理人力吃緊，本縣護

師節實體的慶祝活動雖然停辦，但相關的「在職進修獎助金」共5位

（大學制3位、碩士22位），「資深護理人員」共計95位，工作服務滿15年者有34位、包括20
年33位、25年21位、30年5位及35年2位，以上獲得表揚會員的獎狀及禮卷將會陸續寄達各夥伴

手上，感謝護理夥伴們在各個護理領域，持續努力不懈的貢獻，而這些獎項正是對護理同仁在

專業領域的辛勞與努力付出的肯定。

為了因應疫情的變化，國家的防疫政策目標是「重症求清零，輕症可控管，正常過生

活」，而要達到這個目標，除了需要國人團結防疫，也需要所有護理師的協助。近年來，本會

除了持續和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合作推動政府「護病比」入法，建置「護理職場爭議通報平

台」，以及行政院核定調漲公立醫療機構護理夜班費等作為外，也希望能夠提供護理人員更好

的待遇，以及工作權益能更加受到保障，讓護理夥伴無後顧之憂，共同守護縣民的健康。

目前疫情似有逐漸緩和的趨勢，本會委請各醫療院所承辦的各項活動及教育訓練亦積極規

劃，陸續實施辦理中，期能讓會員抗疫之餘，專業知識精進不停歇、學習不間斷。另外，七八

月炎炎夏日，艷陽高照，請大家注意防曬、多喝水，祝福各位會員夥伴們平安、健康、順心、

如意！ 
理事長 廖秀慧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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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1年度國際護師節表揚15、20、25、30、35年資深
護理人員名單

 v 111年度護師節慶祝大會-15年資深護理人員名單 (共34位)

服務機構 姓名 服務機構 姓名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吳昱萱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劉瑜婕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黃珮琦 大千綜合醫院 謝秋蓮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嚴玉玲 大千綜合醫院 覃若嬛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高孟妙 大千綜合醫院 黃怡鳳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鄒靜宜 大千綜合醫院 謝佳祺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徐菁霞 大千綜合醫院 曾鈺雯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蔡佳汶 大千綜合醫院 張雅琴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楊佳真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陳瑩慈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麥育菁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廖悅妘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蘇美如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 劉美伶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黃吟慈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南勢護理之家 黃如蔓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林小萍 大順醫院 陳幸怡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附設為恭護理之家 黃雅琪 長春診所 陳佳琦

重光醫院 戴佩怡 自由會員 林玨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謝欣倪 國立卓蘭高級中等學校 許靖宜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侯雅菱 苗栗縣苗栗市文華國民小學 吳思瑾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陳盈曄 苗栗縣苗栗市福星國民小學 林燕琳

本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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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11年度護師節慶祝大會-20年資深護理人員名單 (共33位)

服務機構 姓名 服務機構 姓名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鄭曉玉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鄧喻文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葉佳圓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李淑貞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黃郁芬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李淑華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徐素玲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顏吟芬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林志惠 大千綜合醫院 陳嘉帆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李淑惠 大千綜合醫院 徐怡微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許瑋凌 大千綜合醫院 洪一丹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黃玉文 大千綜合醫院 陳麗雯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吳瑞芳 大千綜合醫院 廖瓊維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游靜雯 大千綜合醫院 楊舒宜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羅曉芳 大千綜合醫院 羅彩菁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陳品潔 大千綜合醫院 徐茹娟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傅美蘭 大千綜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邱慧婷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溫淑娟 大千綜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劉淑萍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劉玉凰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附設南勢護理之家 蘇家慧

重光醫院 陳文菊 後龍診所 徐佳莉

苗栗縣頭份市頭份國民中學 張宜錦

護 師 節 慶 祝 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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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11年度護師節慶祝大會-25年資深護理人員名單 (共21位)

服務機構 姓名 服務機構 姓名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吳麗淑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孔梅鳳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柳秀春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李菊枝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張素瑛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羅麗雪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黃鳳玲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陳碧雲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林小伶 大千綜合醫院 王慧玲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黃雲珠 大千綜合醫院 鍾欣慧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林貴渼 大千綜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 溫惠智

禾雅產後護理之家 江燕玲 後龍診所 郭憶慧

重光醫院 張莉苓 苗栗縣三義鄉僑成國民小學 葉采靈

重光醫院 劉玉嫦 苗栗縣三義鄉建中國民小學 王明慧

協和醫院 徐意涵

 v 111年度護師節慶祝大會-30年資深護理人員名單 (共5位)

服務機構 姓名 服務機構 姓名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張瑞梅 苗栗縣造橋鄉龍昇國民小學 鍾翠玲

苗栗縣苗栗市明仁國民中學 凌淑貞 苗栗縣造橋鄉談文國民小學 楊月霞

苗栗縣大湖鄉南湖國民中學 李翊璇

 v 111年度護師節慶祝大會-35年資深護理人員名單 (共2位)

服務機構 姓名 服務機構 姓名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蕭錦加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廖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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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公私部門社會資源運用地毯式搜索治療C肝成效探討
Combining the Social Resource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Using Carpet Search to Treat liver C

王紅英、劉品瑜、徐承毓、邱淑玲、楊佩錦、許明賢

Hung-Ying Wang、Pin-Yu Liu、Cheng-Yu Hsu 
Shu-Ling Chiu、Pei-Jin Yang、Miean- hsiean Hsu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護理部主任、個管師、檢驗科主任、醫療部醫師、管理中心高專、院長

目 的
依據全國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旗艦辦公室指出，苗栗縣苑裡鎮納入「全台368個鄉鎮市區中

C肝風險層級最高第7級」的五鄉鎮之一，苑裡鎮至少九個里C型肝炎陽性率超過20%以上，而

且聚集在交通及醫療資源較缺乏，當地人稱的「內區」，希望能透過公私部門結合社會資源及

在地醫院的力量，根除苑裡鎮C肝，恢復民眾健康。

方 法
本院109年與官方資源、肝病學術基金會、苗栗縣衛生局(所)、民間企業社會資源、各里長

總動員等啟動旗艦合作計畫，深入社區設站進行肝篩抽血活動。1~3月於內區七里，設定50歲

以上為接受篩檢對象，舉辦7場的肝篩抽血。另採以地毯式搜索，深入各鄰、里長家抽血，後續

醫院端另外提供到院免費肝篩抽血服務，醫療照護團隊每週、每月定期開會檢討，追蹤陽性個

案、安排專車接送就醫，協助完成治療。

結 果
109年本院共辦理大型社區篩檢與深入偏鄉設站及醫院篩檢約計有70場次，配合肝基會抽血

4300人及本院免費抽血2673人，總計肝篩6973人。109年C肝陽性有病毒完治的共計有287人，

深獲鄉親民眾、 社會肯定，於全國記者會接受肝基會表揚，執行成效良好。

護理實務應用

C肝患者很多人都不自知，所以如何去找出這些潛藏在社區、偏鄉的個案，是項艱鉅的任

務，面對高達20%的罹患率，身為在地醫院責無旁貸，每個過程一步一腳印，披星載月被狗

追，歷程艱辛揮汗如雨，無懼風雨勇往直前。團隊透過資源整合，進行地毯式肝篩，協助到

院完成治療，讓民眾恢復健康，這是一個值得分享的社區醫療照護經驗。     

關鍵字：C肝陽性、地毯式搜索、肝篩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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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LINE群組進行失智症照顧諮詢與指導的成效探討

吳秀雅1, 2、邱怡玟3

大千綜合醫院護理部1、中山醫學大學長期照護碩士在職專班2、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3

失智症是一種不可逆的神經退行性疾病，會隨著時間的進展導致認知和身體機能衰退。

疾病的早期階段，身體功能下降可能會很緩慢，在後期階段，它可能會變得更加明顯(Hall & 
Goodwin,2021)，整個失智症病程可長達5-10年(Hanson et al., 2019)。因此，照顧失智症病

人是一項艱辛的長期奮鬥(Hanson et al., 2019)，照顧者存在著高壓力的照顧負擔(Connors et 
al., 2020)。

然而，在照顧者進入失智症衛教室時，多數時間都先以表達感受或宣洩情緒為主，可

能導致在有限的時間中錯失了許多獲取照顧資訊或解答的機會。在通訊系統發達的今日，

運用移動通訊軟體作為促進照顧者交流的工具不但可以跨越地理區域的限制，讓訊息的傳

遞更加方便快速，還可用清晰的語音和影像視訊對談或分享檔案，可以產生有意義的溝通

(Ambegaonkar.et al., 2021)。本研究期待透過資訊網路與平台的建置，照顧到民眾的隱私

性、即時性及便利性的衛教服務，並減輕失智症個案管理師的工作負荷。

本院於2020年8月以資訊網路科技創建即時一對一衛教管道。首先建立常見失智問答關

鍵字，連結人工智慧(AI)設定解答，再邀請照顧者加入本院官方的LINE帳號，當照顧者於

LINE鍵入某些關鍵字時，AI即會自動針對已鍵入好的相關題庫資料答案回答，若有無法回

答、不盡周延或欠缺之處，個案管理師再依據需求進入個別的回應。同時，本單位亦建立失

智照顧的QR code衛教單張開放式平台，提供有需求者隨時加入，直接掃描取用。

本院LINE帳號建置八個月之後(2021年6月)，目前共有112照顧者加入群組，此期間共接

收了34人(30.4%)提出諮詢，在LINE聊天室發布了349則訊息，由AI自動回應了188則，其中

136則(72.3%)順利回答了照顧者問題，並得到照顧者表達獲得解答的回饋。進一步分析照顧

者提出由AI解答的問題內容主要以社會資源、門診服務時間及失智症症狀為前三位，而後續

需要個案管理師介入回應的問題則以失智症異常行為的處理諮詢、對病人某些症狀詢問是否

異常或是否需要就醫為主。

從本院LINE回應諮詢問題的AI建置結果發現，即時通訊系統的建置與運用不但可以有效

減少個案管理師將近四成的回應需求量，而從照顧者的回饋也發現，照顧者均認為透過及時

LINE一對一的諮詢，不但可保有其個人家庭隱私性，亦可上傳個案狀況影片直接詢問個案管

理師，覺得非常滿意。但是，目前本院的失智症個案管理中心僅有七成的照顧者加入此線上

諮詢LINE群組，這是否與家庭網路資源的可及性或是照顧者年齡、溝通模式習慣性等因素相

關，還值得進一步探討；另外，在這八個月的過程中，也有3位照顧者因為AI無法針對問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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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回答，進而封鎖LINE，造成群組成員的流失，也值得本院再進一步思考與精進、修正調整

AI對相類似關鍵字的檢索範圍，以及題庫回答的完整與精確度，以免造成個案流失。本分析

結果可以作為失智症個案管理中心在實務上的發展及照護方向之依據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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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平衡計分卡提昇服務績效－異常事件通報件數
王雅娟1、李易靜1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護理部

目 的
南勢醫院為一精神專科醫院，也是一個重視跨團隊合作的單位，本院自101年導入平衡計分

卡後，對設定的關鍵監測指標，進行定期檢討改善。其中異常事件通報為關鍵指標之一，也是

監測病人安全的指標。每一件嚴重異常事件發生，背後常隱藏著數十件的輕微傷害，或數百件

未被發現的失誤；人員往往因不清楚通報定義、擔心通報後被指責或工作繁忙而忘記通報等原

因，導致通報件數低於實際發生件數。故本團隊秉持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理念，運用平衡計分

卡，有效提升體系營運競爭力，增加人員學習成長外並改善病人安全服務品質。

方 法
分析106年-107年病人安全通報系統異常件數，發現每年異常通報件數相仿，但106年及

107年有傷害比率高於無傷害，對此團隊進行通報之意願與可能之屏障原因分析，及監測傷害之

件數，提出檢討及改善，修正醫療照護模式或作業標準流程。透過宣導、新人教育訓練、定時

追蹤成效及獎勵方式，訂立增加跡近錯失(Near Miss)之異常事件通報件數(每月5件)；並提昇異

常事件通報總件數(每月件數達34件)，並製作及公告「病安通報流程及異常事件類別」說明書，

並在各類會議中宣導病安通報重要性、邀請病安專家演講，介紹病安通報相關知識、分配各單

位通報案件額度，並製作越南文宣導小卡，增加外籍看護對異常事件的敏感度，每月定期召開

會議，追蹤策略介入後的成效，並從中分析傷害件數。

成 果
108.01-109.07期間成果如下：(1)本院異常

通報件數，自109年起穩定提升為每月20件以

上，109.07起，更達每月30件以上，如圖一；

(2)申請跡近錯失通報獎勵總計64筆，較106-107
年(8筆)增加8倍；(3)通報人員職類不再僅限護理

人員與職能師，更增加社工師、心理師、藥師、

生輔與外護；(4)在傷害程度分析上，跡近錯失

件數大幅成長，中重度以上傷害事件則顯著下

降，如圖二。

結 果
在醫院品質監測機制中導入平衡計分卡，在

流程構面藉由定期指標監測及檢討改善，以正向

因素(鼓勵)取代負向因素(責罰)，減少人員工作

壓力，也使病人處在安全且舒適的醫療環境，有

效維持醫療品質。具體成效亦表現在下列各項：

109年前半年病人滿意度調查達93.24%，在COVID-19疫情威脅下，仍維持穩定的門住診病人

數與財務收入(109年1-6月平均門住診收入與108年同期比較無下降)。

圖一 異常通報件數

圖二 傷害程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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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慢性病房跌倒異常事件減災之成效
王雅娟1、李易靜1

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勢醫院護理部

目 的
跌倒為精神科病房最常發生的異常事件之一，乃因病人使用抗精神病藥物及鎮靜安眠藥 

物，導致有頭暈、肢體協調障礙及姿勢性低血壓等副作用導致增加跌倒之風險。依據本 院2020
年第一季1月到3月跌倒共11件，其傷害率高達72.7%。分析原因以大於50歲以上、 住院超過半

年、動態活動量少，以及營養攝取少之病人發生比率高。

方 法
參考同儕醫院跌倒改善方案，並依據本病房環境特性，設定目標為每月跌倒傷害率可減 少

至60%。予以擬訂4項改善策略：1.規劃病人增加肌力活動：(1)鼓勵及陪伴病人參加每日早上五

行健康操、(2)由2名人員(外護、工作人員或高功能之病友)陪伴行動不便或肢體虛弱病人健走、

(3)教導床邊或坐姿增加下肢肌力訓練方法：坐床緣或扶手椅子，左右腳輪流抬起、(4)增加飲食

中蛋白質足夠攝取量，協助菜色擺設，將蛋白質食物放置餐盒明顯且易夾取位置；2.建立安全活

動設備及環境：安排高危險跌倒個案床位靠近廁所及護理站、認知功能退化個案，定期協助如

廁，靜躺休息時使用尿布；3.衛教並檢查家屬提供衣物適合度：(1)避免攜帶褲管無縮口、腰圍

無鬆緊帶彈性功能的衣物、(2)建議提供關節護具，避免跌倒導致傷害發生；3.增加病人預防跌

倒認知：(1)定期舉辦「預防跌倒團體衛教」活動、(2)生活討論會進行當週跌倒案例分享，增加

跌倒嚴重性認知；4.鼓勵跌倒異 常之通報件數：(1)增加通報族群(擴及護理之外同仁)與認知、

(2)製作通報流程指引、(3) 製作越語文宣小卡，增加外籍看護對異常事件情境之敏感度。

結 果
改善策略介入執行後，2020年第二季跌倒總件 數為9件，傷害率為55.6%，進步率為

71.9%，目標達成率為108%；第三季跌倒總件數為24件，傷害率為50%，進步率為80%，目

標達成率120%。 

計算公式：傷害率=當季跌倒傷害件數/當季跌

倒事件總件數，進步率=(當季跌倒傷害率-第
一季跌倒傷害率)/第一季跌倒傷害率，目標達

成率=當季跌倒傷害率/跌倒傷害率目標值。

結 論
跌倒事件為各個單位常見的異常事件，

輕者無傷害發生，嚴重時會導致死亡，增加

醫療成本及醫療糾紛產生。雖然在日常生活中難以避免跌倒事件產生，但可以透過增加身體或

環境上的防護及改善，達到減災效果，降低事件發生後之傷害程度，也使病人處在安全且舒適

的醫療環境，有效維持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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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Survival�and�Medical�Costs�of�Patients�with�
Prolonged�Mechanical�Ventilation�and�Tracheostomy:��

A�Nationwide�Cohort�Study

Hui-Hsuan Lai 1, Pei-Ying Tseng 2,3,†, Chen-Yu Wang 4,5,a and Jong-Yi Wang 6,a,*

賴慧瑄(Hui-Hsuan Lai)、曾沛瀠(Tseng, Pei-Ying)、王振宇(Chen-Yu Wang)、王中儀(JONG-YI WANG)

1 Department of Nursing,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2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3 Department of Medical, Lee’s General Hospital, Yuanli Town, Miaoli, Taiwan
4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5 Department of Nursing, Hungkua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6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 Correspo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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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irst authors. 

Few large-scal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racheostomy in patients with prolong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his ret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study extracted data from 
the longitudinal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in Taiwan to compare 
long-term mortality between patients on prolong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ith and 
without tracheostomy and their related medical expenditures. Data on newly developed 
respiratory failure in patients on ventilator support were extracted from 1 January 2002 
to 31 December 2008. Of 10,705 patients included, 1372 underwent tracheostomy (n 
= 563) or translaryngeal intubation (n = 779). Overall survival of the patients with 
tracheostomy was followed for 5 years. Average survival was 4.98 years for the patients 
with tracheostomy and 5.48 years for the patients with translaryngeal intubation (not 
significant). Sex, age, premium-based monthly salary difference, occupation, urbanization 
level,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ronic renal disease,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mortality for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Male sex,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ronic renal disease, age ≥ 45 years, and 
low income were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higher mortality. Although total medical 
expenditures were higher for the patients with tracheostomy, annual medical expenditure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long-term morta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Keywords: tracheotomy; mechanical ventilator; mortality; survival analysis; medical exp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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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與追劇族的邂逅   
苗栗縣烏眉國小護理師李慧玲

工作的時候，幻想在辦公室的密室空間逃脫成為追劇族。追劇的時候，卻想到工作的細節

未完成。糾結，就像痛苦中的一絲歡愉，快樂中的淡淡愁思，不知不覺成為反覆的日常。。運

動讓人放鬆、紓壓、療癒，釋放出愉快的物質多巴胺，令人魂縈夢牽的戲劇亦然，可見運動和

追劇有著促進健康的異曲同工之妙。追劇族就像成癮者的固著，無法割捨、欲罷不能的一晌貪

歡，也因此健康促進與追劇族的邂逅，常常承載著美好。

在學校推動健康促進計畫的時候，大腦資料夾常常迸出各種戲劇的巧妙連結。

「香蜜沉沉燼如霜」是點評頗高一部陸劇，除了基本款－－主角充滿仙氣靈性之外，進階

款－－文學性令人嘆為觀止，而且多層次精華版－－結合科技、藝術、美學、音樂、創意、設計

場景等等都有巧妙之處。就像女孩的穿搭，從基礎的基本款，更上一層樓的進階款，到達登峰

造極的多層次精華版一樣，呈現丰姿錯約，忍不住讓人多看幾眼。108課綱的跨領域融合也是如

此：推動學校健康促進計畫的健康教學議題融入到藝術與人文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語

文課程、健康與體育課程等等各種不同的領域也是一樣－－用意無非在多元化巧妙的結合，造就

登峰造極的藍海策略。

韓劇「社內相親」，用著詼諧幽默、清新可愛的方式，擄獲追劇族的目光，讓追劇的普羅

大眾在輕鬆愉快之下得到療癒。這讓我聯想到學校健康促進活動的推廣，為了引人入勝，我會

選擇輕鬆愉快的桌遊介入，吸引孩子的動機；在遊戲中學習，寓教於樂！就像教育家葉慈所說

的：「教育，不是給孩子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有了動機，才有動力，才有學習力。

今年學校規劃了以「健康體位」為主題的健康促進活動，希望透過「聰明吃、快樂動和量

體重」來扎根，提升學生體適能。

「聰明吃」，這讓人聯想日劇「深夜食堂」－－放鬆的心情是食物最好的調味，人文的溫度

加上空間的幸福感，用著腦海中根深蒂固的「我的餐盤」的點菜原則，一定「聰明吃」；若再

加上韓劇「尚食」、「大長今」的按照節令、病症的食補，穿插愛情的勁辣調味衝擊到味蕾，

慢慢咀嚼，細細品味，傳遞出五感的神味道，定能發配每天滿溢的元氣。

學校「快樂動」的執行是孩子每天跑五圈操場，持之以恆，像原子習慣一樣日積月累成就

健康大未來。「快樂動」連結的韓劇是「三十九」，女主角在情緒不好的時候身旁有佳人準備

好球鞋，跑出快樂、跑出健康、跑出愛情，CP值這麼高的快樂動，非常令人拍案叫絕！

在「量體重」方面，主要目的在教導孩子自我覺察、自我監督、自我管理的生活技能。陸

劇「請叫我總裁」這一部戲劇裡面，女主角一步一腳印從基層員工到頂層主管，就是自律最好

的見證；健康促進也是一樣，辛苦耕耘者必歡呼收割。走過的路不會白走，就像吳淡如所說：

「所有的過去，都將會以另外一種形式歸來」。

倘若衛生教育就像一部精彩動人的戲劇，追劇族奉為圭臬的不看不可，健康促進的知識含

金量大躍進，態度情意大翻轉，行為力油然而生。用盡生命的力量換來健康的成績單一定和追

劇一樣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