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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以人為本

日日上演著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關山慈濟醫院承接「臺東縣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計畫」，

展開第一梯次校園健檢……

◆  臺中慈濟醫院代謝及減重中心啟用，整合多科專業團隊，共同照顧

「重量級」病人……

◆  大林慈濟醫院分享綠色醫院推動經驗，與新加坡邱德拔醫院攜手合

作發展健康促進……

◆  臺北慈濟醫院病安週宣導，以園遊會的活動設計，讓民眾在趣味闖

關中學習醫病溝通……

◆  玉里慈濟醫院透過走入社區及院內自辦活動宣導醫病溝通，要讓更

多民眾關心自身健康……

◆  花蓮慈濟醫院舉辦「二百例骨髓幹細胞移植病友會」，邀請病友現

身分享抗癌心路歷程……



關山
十月二十二日

守護偏鄉幼苗
聯合健檢前進校園

關山慈濟醫院今年二次承接「臺東縣

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計畫」，在花

蓮慈院家醫科醫師群的協助下，包辦關

山地區延平、鹿野、關山、池上、海端

五鄉鎮的校園健檢業務，總共須分四個

梯次進行。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八點，首

梯健檢地點就在慈濟減災希望工程所援

建的鹿野國小活動中心展開，在所有同

仁一人多工，彼此相互支援下，當天順

利為十一所學校，共一百八十五位學生

完成健康檢查。

此校園健檢服務範疇，總計二十九

所中小學，對象為一、四、七年級學生

共六百八十八位。檢查項目包括脊柱側

彎、蹲踞困難、皮膚、泌尿生殖器、聽

力、牙齒檢查、心電圖等，由花蓮慈院

家醫科、海端衛生所牙科及關山慈院護

理、醫檢及行政單位協助梯次進行。

第一梯次健檢從關山鎮以南的校園展

開，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八點，管理室主

任黃坤峰、護理部督導陳香伶、門診護

關山慈院十月二十二日在鹿野國小活動中心進行臺東

縣學童健檢活動。黃坤峰主任（左二）感恩前來支援

的花蓮慈院家醫科陳英佑醫師（左一）與王傑熙醫

師（左三），與團隊一起為關山鎮十一所學校、共

一百八十五位學生完成健檢。

＞＞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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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長余心怡等護理及行政人員共九位，

提前抵達將醫療器材就定位，一行人將

心電圖機搬上樓就續，接著等待辛苦的

小朋友搭乘接駁車下山健檢。

花蓮慈院家醫科陳英佑醫師與王傑

熙醫師兩人，都是自發性前來守護偏鄉

學童，雖然一早從花蓮搭乘火車前來，

卻看不出臉上有一絲倦容。「小可愛～

你幾年級啊？」陳醫師問診親切，總能

讓恐懼不安的小朋友露出笑容。陳醫師

說，因為這裡的學生人數不多，沒有看

診時間上的壓力，剛好可以讓他和可愛

的小朋友多聊幾句。王醫師本身也是原

住民，能夠到偏鄉服務部落的小朋友，

也讓他多了一份熟悉的親近感。聊起檢

查過程，王醫師笑談請一位小學生吞口

水，小學生接收到指令後，下意識就準

備做出吐口水的動作，無厘頭的舉動，

讓他覺得可愛又好笑。

「心電圖會電人嗎？」「那我進去的

時候可以呼吸嗎？」屏風簾外，一年級

的小朋友席地而坐等候檢查，不斷好奇

發問著，擔心走進簾子裡護士阿姨會所

做什麼「可怕」的檢查。只見小朋友躺

在檢查床上神情緊張，四肢僵硬，「這

個不會電人啦！你看，就像玩貼貼紙一

樣黏在身上，你只要把眼睛閉起來，張

開眼睛的時候就好了。」少了嘰嘰喳喳

的發問聲，護理人員耐心解釋和溫柔的

安撫，讓淚水就要奪眶而出的小朋友勇

敢到最後。

門診護理長余心怡說明，醫院承接許

多計畫，難免會遇到護理人力不好調度

的時候，但深知待在小醫院就像同坐在

一艘大船上，必須互相協助才能運作，

因此很樂意和大家一起出來支援。

一整天的健檢活動，從早上八點至下

午四點結束，分別為鸞山國小、桃源國

小、紅葉國小、永安國小、武陵國小、

鹿野國小、瑞源國小、龍田國小、桃源

國中、瑞源國中、鹿野國中共十一所學

校，一百八十五位學生完成健檢。在偏

鄉地區的學童，經常因隔代教養或就醫

的不便，忽略治療的重要性。二○一八

年度健檢成果報告顯示，這裡的孩子發

生蛀牙、感染蟯蟲或頭蝨的比率都偏

高，不僅顯示家長對孩子健康的忽視，

也反映出成長環境的衛生條件有待改

善。關山慈院前進校園，透過衛生教育

和矯治追蹤，期望讓偏鄉的小朋友也能

夠得到好的醫療照護。（文、攝影／陳

慧芳）

余心怡護理長仔細為小朋友做心電圖檢查。有感

於團隊必須互相協助才能運作，她很樂意和大家

一起出來幫忙分擔健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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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十月八日

代謝及減重中心啟用
預防肥胖疾病跨科整合

臺中慈濟醫院代謝及減重中心十月八

日啟用，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

臺中慈院院長簡守信等相關主管，與全

臺減重權威齊聚共同揭牌，肯定為「重

量級」病人量身打造的跨科門診空間，

可望提供大眾健康減重的理想醫療環

境。

臺中慈院代謝及減重中心李旻憲主任

表示，衛福部健保署發布數據顯示，臺

灣是全世界洗腎比率最高的國家，一年

醫療費用高達四百四十九億元。肥胖引

發包括高血壓、糖尿病等代謝性疾病占

臺灣洗腎人口大宗，尤其年輕型糖尿病

人約有七成是肥胖造成，只要初期給予

指導注意體重及代謝問題，就能及早防

範因肥胖引起的慢性疾病，避免浪費醫

療資源。

李主任指出，代謝及減重外科團隊

累積二千多例成功減重案例，中心成立

後整合包括：外科、內分泌科、中醫、

精神科與睡眠呼照護等成立多科專業團

隊，期待針對過重、肥胖與病態性肥胖

族群個別需求，提供早期體重管理、運

動飲食控制，共同照顧代謝疾病病人，

達到更好的減重成效。

十月八日臺中慈院代謝及減重中心啟用，慈濟醫

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與院

內主管及眾貴賓共同揭牌祝福。攝影／賴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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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守信院長表示，代謝及減重中心全

是為「重量級」病人量身打造，候診室

特製沙發，診間特大看診椅、加粗床腳

的治療床以及體重計，都可以承重三百

公斤；減重病房的病床可秤重，並使用

加大便盆椅，甚至開刀房的手術床都是

特定規格，中心診間旁設置健身房是與

眾不同的特色，鼓勵病人與同仁透過運

動達到健康目標。

活動中有多位成功減重個案出席致

賀，成為最佳見證。林先生從小胖嘟

嘟，人稱「小胖」，體重一百一十公斤

時健檢發現血壓高達二百，他也毫不在

意，仍常聚餐吃到飽。沒想到卅三歲就

中風，持續復健五年，但體重反而增

到一百廿公斤，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簡稱 BMI）達三十六，身
體沉重又行動不便，愈來愈封閉，才接

受減重手術。

術前系列檢查，林先生血壓、血脂、

膽固醇與肝指數都爆表，並有肝硬化

跡象。李旻憲主任手術中發現，林先

生的胃撐得比一般人大兩倍，團隊術

後追蹤指導，林先生六個月瘦四十六

公斤，BMI回到二十二點二的標準區
間，不必再服用高血壓藥。

李主任指出，國健局肥胖定義是 BMI
大於等於三十，臺灣統計顯示，四成人

有過重問題，其中百分之十五至十八為

肥胖，百分之八至十屬病態肥胖。病態

性肥胖是導致健康惡化主因，解決肥胖

就比較不必擔心後續因肥胖引發的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 BMI 未達

三十，如為大肚腩的中廣身材，仍應特

別注意，因為『中央型的肥胖』意味著

內臟被包在油裡面。」李旻憲說明，目

前已證實內臟脂肪會讓胰島素接受體的

敏感度下降，罹患第二型糖尿病機率大

增，此外，內臟脂肪還會增加乳癌與大

腸癌風險，也容易導致脂肪肝，這又是

肝癌、肝硬化的危險因子。

李旻憲表示，中廣身材病人接受減

重手術，可以將內臟脂肪消除八到九

成，以林先生接受的「胃袖狀切除」

手術為例，是以腹腔鏡手術將胃大彎

作袖狀切除，保留約一百毫升胃容量，

減重比率可超過體重的百分之六十五

至七十，達到脂肪減低、體重下降，

提高胰島素接受體敏感度目標，緩解

病情甚至可能不必再吃藥、打針。

（文、攝影／曾秀英）

擺脫病態型肥胖困擾的林先生，感恩代謝及減重

中心李旻憲主任（左）的治療，幫助他成功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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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十月十七日

健康促進好名聲
與星國醫院續簽合作

推動健康促進與綠色醫院成績斐然

的大林慈濟醫院，在國際也享有好名

聲。繼五年前開始協助新加坡邱德拔醫

院 (Khoo Teck Puat Hospital)推動相關
議題後，兩院在日前續簽五年合作備忘

錄 (MOU)，將在社區醫療、全人照顧、
長照、臨終關懷與素食營養攜手合作，

為守護兩地民眾健康激盪出更多智慧

火花。

邱德拔醫院於二○一○年六月啟業，

隸屬於新加坡國家健康照護集團。二○

一五年與大林慈院簽署 MOU後陸續派
員跨海取經，多年來結合社區舉辦「世

界水資源日 (World Water Day)」；邀
集醫院主管同仁及社區民眾一起清掃

醫院附近的街道。由於新加坡人稠地

狹，醫院同仁利用醫院頂樓空地種植

蔬菜水果，體驗成為都市農夫，並從

去年開始推動「週一無肉日 (Meatless 
Monday)」，鼓勵同仁、病人週一選擇
健康素食餐點。

考量地方民眾特性，大林慈院社區

醫療部邀請家醫科女醫師黃慧雅投入

社區篩檢，十多年來深入偏鄉，已完成

二萬四千人次子抹篩檢，在今年（二○

大林慈院與新加坡邱德拔醫院再續簽五年合作備忘錄，聯手推動健康促進。第一排右二起邱德拔醫院暨

義順健康集團 (Khoo Teck Puat Hospital & Yishun Health) 營運長陳秀燕 (Yen Tan) 女士擔任見證

人、執行長許桂珍 (Chew Kwee Tiang) 女士擔任簽署人，大林慈院由林名男副院長擔任簽署人、慈濟

新加坡分會劉瑞士執行長擔任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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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防

癌尖兵獎」肯定。而過去曾連續三年獲

得環保署的企業環保獎，二○一二年獲

世界衛生組織頒發國際健康促進醫院

典範獎，並曾在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

會中得到國際低碳醫院團隊合作最佳

案例獎。

 大林慈濟醫院邁入第二十年，在健
康促進醫院、環境友善、健康職場、健

康管理、社區醫療、全人照顧、長期

照顧服務、臨終關懷、素食營養等的

經驗，將是未來五年與邱德拔醫院分享

的主軸。副院長林名男在十月八日於新

加坡的簽約中表示，邱德拔醫院是新加

坡第一名的綠色醫院，期盼一起互相學

習，守護民眾健康。

十月八日至十月十日第五屆綠色醫

院亞洲研討會由「健康無害組織亞洲分

部 (Healthcare Without Harm Asia)」主
辦，邱德拔醫院為主辦醫院，大林慈

院是在場唯一出席五屆研討會的醫院，

並由林副院長代表分享臺灣慈濟如何

推動素食，以及透過實證研究結果，指

出素食相較於葷食對於人體健康是有

莫大的幫助，以及如何減緩對環境的傷

害。為期三天的研討會，亦全程提供素

食，這是新加坡史上的第一次，延續兩

年前大林慈院在臺灣舉辦第四屆綠色

醫院亞洲研討會全程提供健康素食餐

點的美意，也向與會者推廣其實素食可

以很好吃的概念。

 此行，大林慈濟醫院與邱德拔醫院
團隊也受邀前往新加坡慈濟人文青年

中心 (Tzu Chi Humanistic Youth Centre)
參訪，中心坐落於邱德拔醫院隔壁，即

將於今年十一月底開幕，大林慈院的到

訪也串起慈濟新加坡分會與邱德拔醫

院未來的合作契機，期待能為提供專業

醫療的醫院注入更多慈濟人文的氣息。

感恩慈濟新加坡分會協助此次簽約典

禮、健康講座的安排及人文青年中心的

簡介，未來大林慈院也將針對中醫義診

中心、長照服務、以及洗腎中心等慈濟

新加坡志業體進行更多的交流與互動。

（文／于劍興、謝寧惠　圖片提供／邱

德拔醫院 Ong Yan Chen）

林名男副院長在綠色醫院亞洲研討會上，分享大林慈院在推動健康促進與環保永續上的努力。



臺北
十月十七日

病安園遊會
趣味中學習醫病溝通

為營造病人安全文化，推廣民眾醫病

共享決策觀念，促進良好醫病溝通，臺

北慈濟醫院於十月十七日上午舉辦「病

安週――病人安全我會應」園遊會，

由醫療品質中心主辦，與社區醫學部、

癌症中心、藥學部、身心醫學科、感染

管制中心等科室合作，設計精采活動

與衛教，鼓勵民眾參與自身醫療決策，

透過雙向溝通、化被動為主動，找到最

適合自己的治療方法，推廣病人自主權

利法，加深民眾對自主生命權的意識。

臺北慈院楊緒棣副院長表示，醫病

溝通需因應每一位病人的年紀、經濟狀

況和教育文化等狀況不同，醫師向病

人告知目前醫療上可執行的治療方式，

提供病人做選擇，而病人也須表達自己

的認知與偏好，經兩方完整且透明溝通

後，找出最適合的治療方式。楊緒棣副

院長詳細解釋：「比如一位癌症患者需

開刀治療，五十歲患者和九十歲患者的

選擇就不一樣。對九十歲患者來說，開

刀可能是很好的治療，但極可能過不了

麻醉風險關卡，需視病人的各方面條件

臺北慈院十月十七日舉辦「病安週──病人安全我會應」園遊會活動，社區醫學部同仁在攤位上為民

眾宣導保健知識。

＞＞慈濟
醫療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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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綜合評估，避免單一因素影響決策，

因此醫病溝通格外重要。」

現場規畫闖關遊戲，透過六大主題

「傳染病＋抗生素」、「用藥安全」、

「123檳榔防制 遠離口腔癌」、「醫
病溝通一起來」、「健康促進」及「病

人安全我會應」，讓民眾從中體驗學

習，深入了解此次主題，順利完成闖

關的民眾，可獲得精美實用禮品，增

加參與趣味性。

現場民眾林先生表示，原本對醫病

溝通了解很少，透過活動知道當醫師

問話時自己該怎麼回答、病人要自主

跟醫師溝通的觀念。熱情參與活動的

廖女士也說道：「第一次參加活動覺

得很新鮮，比如『傳染病＋抗生素』

的遊戲內容，最簡單的洗手動作是身

為媽媽的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卻從

來不會這麼認真，參加這樣的活動真

的覺得受益良多。」

藥學部實習生廖晨傑認為，贈送衛

教單張、手冊及小禮物是很不錯的衛

教方式，因民眾平常很少有機會去衛

生局領取，但透過這次的活動參與，

可以體驗又有贈品，收穫很多。同為

醫療人員的林卓君表示：「舉辦這個

活動讓我們可以更貼近病人，更了解

該如何與病人溝通，並詳細解釋用

藥。」

主辦單位醫療品質中心蕭宗賢副主

任說明：「病安週主題皆以病人健康

識能為主，其中一項很重要的觀念就

是醫病共享決策，讓病人能夠參與治

療決策的過程，促進醫病溝通，讓病

人在做治療選擇的時候，可以找到更

適合自己的方法；另一部分就是病人

自主權利法，已於今年一月六日上路，

這跟病人對生命權的意識息息相關，

且跟醫病共享決策的觀念相互補。」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的常佑康醫師

也補充說明：「為鼓勵高齡長者預做

生命決定，醫院有補助五十位八十歲

以上長者免費諮商，歡迎大家洽詢。」

園遊會現場人潮滿滿，民眾領取病

安我會應的蘋果響應卡，謹記醫病溝

通三原則「用心聆聽對方」、「用心

說出想法」和「用心記下重點」，將

所學知識帶回家和親朋好友分享，一

同倡導病人安全。（文／許嫚真　攝

影／連志強）

游雅柔職能治療師（右）與民眾互動教學，說

明醫病溝通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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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十月二日至十八日

從醫院到社區
病人安全宣導促健康

今年（二○一九）病人安全週的宣

導主軸訂為「醫病溝通」，玉里慈濟醫

院準備了多場宣導活動，透過走入社區

及院內自辦，並結合居家安全衛教與口

腔篩檢，要讓更多民眾關心自己的身體

健康。

高齡者隨著年齡、身體逐漸退化之

後，最容易出現症狀的部位，無非就

是眼睛和膝關節了，因此服錯藥及跌

倒成為長者最需要預防的事情。為讓

長者能夠得到相關的衛教資訊，十月

二日上午，李慈欣護理師與陳育豐藥

師來到三民社區宣導「用藥安全」、

「醫病溝通」及「預防跌倒」。李慈

欣護理師分享幾項預防跌倒的基本方

法，例如移除通道障礙物、留意濕滑

地板、設置輔助設備等，她也以自家

盥洗室為例，說明為因應家人狀況而

增貼防滑貼紙，以預防跌倒發生。陳

育豐藥師曾見自己的家人用藥時，將

藥品全部裝在同一個袋子中。「如果

沒有加以注意，容易發生服錯藥。藥

物多種類加上各種形狀，療效及劑量

也是完全不同，所以在用藥前，建議

將藥物按早中晚分類清楚，服用上有

問題立即詢問藥師。」

十月三日上午，牙科林森誠醫師和李

慈欣護理師來到卓溪，為社區長者宣導

口腔保健以及用藥安全、醫病溝通和預

防跌倒的衛教資訊。首先，牙科林森誠

醫師分享口腔保健的資訊，以及嚼食檳

榔所造成的口腔癌，並且透過菜瓜布刷

皮膚來示範檳榔對於口腔的損傷，由於

玉里慈院醫護團隊結合居家安全衛教與口腔篩檢，走入社區宣導病安。十月三日，林森誠牙醫師（中）

為卓溪地方長者說明口腔清潔要領。右為李慈欣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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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溪的原住民長者大部分在年輕時期，

都曾接觸過檳榔，團隊除了提供衛教資

訊，也為長者們進行口腔檢查。

針對醫病溝通，李慈欣護理師詢問

現場的長者就醫時，是否曾透過寫字條

的方式，來表達不舒服的症狀？長者們

回應幾乎都是到了診間才向醫師娓娓

道來。李慈欣護理師也分享增進醫病溝

通的方法，建議可以在感到些微不舒服

時，先將症狀用字條寫下，就醫當下才

能夠詳細且完整的將病症向醫師描述

清楚。

進入社區衛教不只傳遞健康資訊，

社區長者看見玉里慈濟醫院同仁也好

開心！彼此互動像是家人、好友一樣的

熱絡。重陽節前夕，進入社區幫長者衛

教宣導、口腔檢查，祝福長者身體健康

「呷百二」。

每年十月第三週的病人安全週，依慣

例會在院內舉辦系列的宣導活動，建立

民眾在就醫時的正確觀念，增加民眾對

病人安全的認知及參與度，透過互動促

進良好醫病關係。十月十八日，院內醫

護同仁一起為就醫民眾進行病安宣導，

關心在地鄉親健康的李晉三醫師也把

握急診值班的難得空檔，前來一同聆聽

響應。

醫療溝通不只發生在門診，一旦需

要住院治療，當醫護人員巡房時，病人

若能夠清楚且詳細敘述自己身體的感

受狀況，相信在療護過程能更有效率。

溝通是醫病關係重要的一項環節，

在專業的護理師和藥師分享下，民眾獲

得敘述病情的技巧資訊，讓看診過程順

利，促進良好醫病關係。（文、攝影／

張汶毓）

李晉三醫師（右）利用急診值班空檔前來聆聽宣

導，關懷鄉親的健康。

十月十八日病安週宣導活

動，鄭安瑜護理師分享醫

病溝通技巧「問清楚、聽

明白、勤發問」。



花蓮
十月二十六日

善緣聚愛重生
骨髓移植創二百例

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大學生楊

慧淳，接受化療後不幸復發，花蓮慈濟

醫院骨髓移植團隊為她移植妹妹捐贈

的骨髓幹細胞後，歷經痛不欲生的排斥

期，她努力調適心情，如今喜獲新生，

再度重回校園完成大學學業。二十六

日，花蓮慈濟醫院慶祝骨髓移植創二百

例，她現身分享心路歷程。

接受骨髓移植治療的楊同學，在大

二那年，眼睛突然出現像被毆打後的瘀

青，覺得不對勁，在媽媽的陪伴下至北

部的醫院接受檢查，竟意外發現罹患急

性骨髓性白血病。歷經化療後又復發，

而轉往花蓮慈院尋求異體血液幹細胞

移植。花蓮慈院幹細胞與精準醫療研發

中心主任李啟誠與骨髓移植團隊最終

決定以「半相合造血幹細胞移植」方式

治療，在去年十月二十四日由楊同學的

妹妹完成骨髓幹細胞與周邊血幹細胞

移植。

楊同學在捐贈剛滿一年的這天，與家

人同來慶祝花蓮慈院骨髓移植二百例

病友會，特別感謝當初照顧她的骨髓移

植病房團隊。楊同學說，移植過程真的

苦不堪言，曾經因為移植排斥，口腔內

膜幾乎破到沒有一處是完好的，無法進

食僅能靠打針止痛、維持體力，甚至一

度因為病毒感染引起出血性膀胱炎，尿

頻、尿急、尿痛讓她整整三天都是抱著

馬桶度過，幸好有醫護團隊與家人的陪

伴讓她挺過來了，相信正在治療的「同

學」們一定也可以。

花蓮慈院骨髓移植病房於二○○二

年創立，迄今已十八年頭，移植成功

二百三十例造血幹細胞移植，移植年

齡最小一歲半、最年長為六十七歲。

二十六日下午舉辦「二百例骨髓幹細胞

移植病友會」，邀請慈濟醫療志業執行

長林俊龍、花蓮慈院吳彬安副院長、幹

細胞與精準醫療研發中心主任李啟誠，

＞＞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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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洪菊吟（左），十五年

前在花蓮慈院接受親屬間異體幹細胞移植，希望

藉由現身分享，鼓勵正在接受治療的血癌病人。



護理部主任鍾惠君與副主任呂基燕、葉

秀真以及骨髓移植病房照護團隊，一同

見證髓緣歷程。

病友會中，除了有已經接受骨髓移

植超過十年以上的病友現身分享外，還

有來自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來臺接

受治療的病友們參與，用自身經驗鼓勵

正在與血癌對抗的病友們。

「大家好，我今年『十五歲』！」

另一位同樣也是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

病的洪菊吟，十五年前在花蓮慈院接受

親屬間異體幹細胞移植，恢復地相當

好，她希望她的現身分享，能鼓勵正在

接受治療的血癌病人。洪女士說，三十

出頭就因血癌從鬼門關前走一遭，不僅

治療過程身體出現排斥，還要面對因藥

物治療造成外觀的改變，「身心折磨」

四個字真的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懂。如

今洪女士接受骨髓移植已經十五年了，

她給正在接受治療的「戰友」們：「一

定要先戰勝自己的病魔、心魔，對醫療

團隊保有絕對的信心，讓自己每天都用

健康的心態來面對疾病。」

臺灣每年約新增五千例血癌病人，

其中以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最多，雖然有

些病人經過化療有機會完全緩解、甚至

痊癒，但多數都必須等待骨髓移植。李

啟誠主任表示，目前移植方式有骨髓移

植、周邊血液幹細胞移植及臍帶血幹細

胞移植。最近十幾年來，以造血幹細胞

捐贈為主，隨著少子化親屬間移植愈來

愈難找到捐贈者，但可透過「半相合」

移植克服，讓需要的血癌患者多了治療

新選擇。（文、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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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下午花蓮慈院舉辦「二百例骨髓幹細胞移植病友會」，邀請病友現身分享抗癌心路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