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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賀本部內醫師當選臺灣心臟胸 

    腔暨血管麻醉醫學會理事  

月會台灣麻醉醫學會中區月會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首次主辦 

研習兒童牙科鎮靜麻醉研討會 

参訪吉林大學第一醫院主任參訪 

教學住院醫師擬真教學及口試 

發表部內醫師參加2018 歐洲麻醉 

         醫學年會發表論文 

發表部內醫師及護理師參加2018加 

     拿大麻醉學會年會發表論文 

研習Key Pillars in ERAS: Multi  

         Model Anesthesia and  

         Hemodynamic Optimization 

會議中區麻醉住院醫師聯合會議  

月會台灣麻醉醫學會中區月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智能麻醉 

考核二十一期麻醉學員技術考   

慶賀家有喜事 

徵稿徵文啟示 

 

    此外由陳嘉雯主任領導的亞洲大學附屬醫院麻醉

部首次主辦台灣麻醉醫學會中區月會，會議辦得有聲

有色值得嘉許。住院醫師擬真教學及口試如期舉行，

廖秀蓉醫師帶著卓涵蓉醫師與黃以萱醫師參加今年在

丹麥舉行的歐洲麻醉醫學年會並發表論文，周安國醫

師也跟鍾宛如麻醉護理師參加加拿大麻醉學會年會並

發表論文為國爭光，還有更多內容請參閱。 

    本期有陳坤堡部長、吳世銓醫師

與陳家臻醫師獲選為臺灣心臟胸腔暨

血管麻醉醫學會第七屆理事，為臨床

之外的公共服務做更多的付出，本部

關心兒童牙科鎮靜麻醉的發展又舉辦

了兒童牙科鎮靜麻醉研討會，請來自

北中南的醫師分享難得的經驗，另外

吉林大學第一醫院主任麻海春主任與

李興志主任也蒞臨參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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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23 

▲臺灣心臟胸腔暨血管麻醉醫學會理事與監事合影。 

恭喜陳坤堡部長、

吳世銓醫師、陳家

臻醫師高票當選，

麻醉科全體同仁與

有榮焉，共同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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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麻醉活動兒童牙科鎮靜麻醉研討會 

活動日期 107/05/12 08:30 ~ 107/05/12 12:00 

主講人 陳坤堡 

主辦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負責人 陳坤堡 

協辦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活動地點 [國內]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癌症中心1樓 階梯教室 

2018.5.12 

  台灣因缺乏培訓兒牙門診鎮靜麻

醉團隊之課程與經驗，故此次兒童牙

科鎮靜麻醉研討會邀請中國附醫、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林口

長庚醫院及訢辰麻醉舒眠團隊，探討

兒童牙科鎮靜麻醉臨床實作經驗，並

從國際規範到臨床運作，結合新的國

際趨勢潮流，期待能帶給與會人員不

同的思維模式與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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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合影，前排左起莊文銘醫師、疼痛醫學會理事長程廣義主任、洪維德
主任、陳坤堡部長、麻醉醫學會理事長簡志誠、蘇百川執行長。 

▲台灣麻醉醫學會理事長簡志誠 
   (右二)蒞臨指導。 

▲高醫莊文銘醫師於台上報告Propofol
於麻醉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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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家樂教授、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疼痛科
李興志主任、吉林大學第一醫院麻醉科麻海
春主任、張家昇主任，參觀後留影合照。 

2018.5.24 

        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始建於1949年，
坐落在吉林省長春市景色秀麗的新民
大街，是教育直屬吉林大學所屬，集
醫療、教學、科研、預防、保健、康
復於一體的大型綜合性醫院，佔地面
積約9.5萬餘平方米，開放床位1550張，
日門診量3000餘人次，住院人數約3

萬，手術例數達萬例。 

        大陸地區各級醫院高階管理

研習學術交流參訪團來台參訪交

流後，感到台灣的學校及醫院醫

護與經營等方面，值得大陸相關

單位學習，請准南通大學附屬醫

院、吉林大學第一醫院所共16名 

，申請來台灣參訪培訓，於107

年5月22日至107年5月25日至本

院進行進行研習課程及安排雙方

醫事人員之媒合及相關事宜交流。 

人員 職務 研修重點 培訓內容詳述 

李興志 

吉林大學 

第一醫院 

疼痛科主任 

麻醉部 

疼痛科 

參觀麻醉部疼痛科門診、病房，瞭解三叉神經

痛、帶狀皰疹的治療方法，參觀手術。 

麻海春 

吉林大學 

第一醫院 

麻醉科主任 

麻醉部 

1.科室麻醉醫生的工作安排。 

2.小兒麻醉管理。 

3.日間手術麻醉安排與管理。 

4.手術室外麻醉。 

5.術後鎮痛的實施。 

6.骨科手術的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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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月會活動 

107年5月份中區麻醉月會 

(亞大附醫麻醉科/台灣麻醉醫學會） 

活動日期 107/05/30 17:30 ~ 107/05/30 21:30  

主講人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麻醉科主任 陳嘉雯 

主辦單位 台灣麻醉醫學會．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麻醉科 

負責人 李宜螢 

協辦單位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麻醉科 

活動地點 [國內]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會議廳 

2018.5.30 

▲由亞洲大學附屬醫院第一次主辦台灣麻
醉醫學會中區月會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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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蔣樹德教授，現於德州大學任教麻醉學，此次介紹：物質濫用之麻醉專業。 

▲陳坤堡部長淺談強化術後復原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 

▲亞洲大學附設醫院大腸直腸外科主任江驊哲醫師，介紹快速恢復路徑應用於
腹腔鏡大腸直腸手術，可使患者得到最佳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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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由主持人周安國副部長致詞。 

▲模擬情境：張家昇醫師考核住院醫師
李柏翰，考試宗旨於成人急救中發揮
TRM精神。 

尚鴻:感謝各位老師和學長姐賣力演出，

給我們機會反思，開始獨立值班以後，下

決定的機會很多但卻不一定有百分百信心

做出最好的處置，藉由這次情境模擬，讓

我看到了自己思考過程中的盲點和不足，

藉此希望自己能慢慢成長，謝謝大家~ 

▲模擬情境：周安國醫師考核住院醫師郭
子榕，局部麻醉藥物中毒，心電圖判讀。 

◤張如心醫師向住院醫師王輔翊教導及
示範麻醉部新型超音波儀器之操作。 

▲考前，考官們各各有備而來，戰略討論。 

2018.6.10 

思予:這次的擬真教學和口試，覺得自己準

備得還是不夠充足。但這次的擬真教學和口

試卻非常充實，題目也很貼近臨床。經由考

試和老師們耐心地講解的過程中，又更能了

解題目的要求與掌握答題的要點，感到收穫

良多。也非常感謝主治醫師學長姐和參加的

工作人員，幫我們上了寶貴的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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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教學及口試會後討論。 

▲ 全體參與醫師以及護理人員大合照 

柏翰: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模擬考，我

覺得收穫最大的是有較清楚國考的方

式。例如，國考可能會要你真的操作

麻機呼吸器參數的設定、跟外科醫師

的溝通、如何跟家屬解釋、審視病人

過去的麻醉紀錄及跟病人自我介紹等

等，這些項目有些乍看之下好像沒有

比學理知識來的重要，其實這些都是

屬於六大核心能力的範疇，我們每天

執行臨床醫療行為在做的事情。最後

感謝為這次模擬考付出的每一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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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 . 6 . 2 - 4 

同時進行，讓參加者可以自由挑選有興趣

的主題參與；講者也都是國際級的大師，

每一場都是深入淺出，直指重點的演講。 

  海報展示的場所選在露天舉行，我們

報告的時間被排在會議第二天，所以第一

天抽空看了其它參與者的報告做些心理準

備，大家果然都是有備而來！終於到了報

告當天，我們排在第九個順位，當下緊張

到無法專心聆聽前面幾位的演講，上場前

只能心中不斷的覆誦待會要報告的內容，

並告訴自己一定要穩定下來，不可以讓這

幾個月的辛苦白費；雖然當中有兩三個卡

詞，但整體上還算流暢，報告完的當下，

終於有鬆口氣的感覺！ 

  經過這三天會議的洗禮後，覺得沒有

親身體驗過，是無法了解其驚奇的，且收

穫與視野更是翻倍成長。因此，我很鼓勵

住院醫師們在學習階段就應該出國見識，

無論準備的報告內容是否專業，英文能力

是否優秀，正因為看了國際級的表現，才

更能激勵自己進步。成長永遠沒有終點，

絕不可以因現在自己的能力而自滿，因為

總有人領先在前，惟有不斷的讓自己進步 

，工作跟生活才會都是精彩的。 

  2018年6/2-6/4為歐洲麻醉醫學年會 

，我與同事黃以萱醫師及指導老師廖秀

蓉醫師一同前往參加。我們到達了丹麥

首都哥本哈根，當地人說這幾日是丹麥

百年來最好的天氣，太陽果然耀眼！ 

  年會的舉辦地點在貝拉會議中心，

距離住宿的地方只有一個地鐵站的距離 

。這裡除了眾多的演講堂之外，廠商展

示場地也是非常大，各式各樣的醫材、

藥物、機器都讓人看得目不暇給；接待

人員也都非常親切。 

  既然是頂尖的國際會議，議程的規

格當然與之前參加的會議不能比擬，同

一時間至少有五至六場的演講或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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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5-18 

    此次2018年CAS年會於6月15日

至18日在魁北克蒙特利爾舉行。感

謝長官們的鼓勵，周安國副部長及

謝雪美護理長的協助及指導參加

CAS conference，讓我有機會見識國

外研討會，學習製作海報發表，觀

摩別人的海報研究成果，從中學習

吸收經驗，並在研習會上看到許多

新奇儀器及教學道具，使用VR學習

cardiac echo的判斷、endo intubation 

，立體生動的實際操作，都是新的

體驗，並且有許多新式喉頭鏡及硬

式光纖鏡的儀器C-Mac的前端可動性

幫助intubation便利性及安全性，還

有很多醫學專家經驗分享及研習講

座，非常鼓勵各位同仁日後有機會

勇於嘗試參與此性質之活動! 

▲ 廠商展示各式插管輔助工具。 

▲ 歡慶加拿大麻醉學會成立75周年。 
▲ 加拿大美麗的街景，還有楓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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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台灣麻醉醫學會 

協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灣愛德華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時        間：2018年06月16日（星期六）  

地        點：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4F 溫莎廣場/東側包廂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610號 T：04-2465-6555) 

時間 題目 講者/座長 

12:00 – 14:00 報 到 及 午 餐   

14:00 – 14:10 Opening 陳坤堡 部長(中國附醫麻醉部) 

座長：陳坤堡 部長 (中國附醫 麻醉部) 

14:10 – 14:50 The Roadmap of ERAS Implementation in Critical Care  王淑惠 主任(彰基 重症部) 

14:50 – 15:30 
Perioperative fluid management a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to ERAS 
廖秀蓉 醫師(中國附醫麻醉部) 

15:30 – 15:50 Healthy Break   

                                              座長：陳李魁 主任 (新竹台大 麻醉部) 

16:50 – 16:30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vascular surgery: Review and 

application of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陳茂凱 醫師(中國附醫麻醉部) 

16:30 – 17:10 
Comprehensive Intraoperative Management in Elderly 

Patients – What’s my personal tips and tricks 
陳坤堡 部長(中國附醫麻醉部) 

17:10 – 17:30 Discussion and Closing Remarks                        廖文進  副院長（童綜合）  

▲彰基重症部王淑惠主任，ERAS  

    可減少術後併發症和住院時間。 

▲廖秀蓉醫師認為手術期輸液管理是ERAS 

    的重要參數。 

201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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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凱醫師報告：血管外科主動脈修復術
仍沒有足夠的證據可形成一個可接受及獨
特的強化術後復原程序。 ▲陳坤堡部長提出：老人併發症高 

  ，對老年人手術圍期管理須進行  
  術前、術中及術後全面性的評估。 

▲會後部分講者與座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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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itle Speaker 

18:00 開場   Opening 
鄭嘉遜 醫師 
中國附醫麻醉部 

18:10 

Art of Anesthesiology : Daily process of Oxygen 

Delivery and Consumption concept by vital sign 

and basic Hemodynamic Monitoring , 

邱全秀 醫師 
中國附醫麻醉部 

18:30 
How importance of Blood pressure and waveform 

differential diagnosis ? 

謝紹偉 醫師 
北港馬祖醫院麻
醉科 

19:00 Cross discussion All 

▲ 共到場24位麻醉住院醫師，中山醫2位，彰基2位，中榮8位，中國7位。 

2018.6.20 

  此次中區麻醉住院醫師聯合會議由陳坤堡部長發起，首次舉辦，主要目的為

增進麻醉科住院醫師間交流，共同討論臨床實例及心得感想，並藉由主治醫師教

學獲得新知，得以互相砥礪進步;會議結束後，麻醉科住院醫師反應良好，希望未

來能定期舉辦類似性質之活動，提供麻醉科住院醫師另類之學習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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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嘉遜老師開場講演，予住院醫師勉勵。 

▲ 邱全秀醫師主要以互動性方式教學。 

▲ 謝紹偉醫師主題以A-Line的波形判斷與臨床應用。 

Feedback 

 這類型的活動第一次參加，

很新奇特別，希望未來能多

舉辦。 

 動脈壓波形的主題很有趣平

常都沒有特別注意到確實在

臨床可以應用到，也影響對

各類監控工具的關注。 

 邱醫師的互動活動很有趣，

提點住院醫師思考平常沒有

注意到的SpO2，血液動力學

和各監控工具的優點與限制

性 。 

Learning Point 

 時間公告：盡可能再提前，方

便規劃，增加參與度。 

 場地選擇：盡可能取在高速公

路附近。 

 演講內容/風格：可增加自我

介紹或互動的暖身活動，增加

各院醫師熟悉度。 

 更著重臨床常見，但可能會忽

略的小技巧主題。 

 更多互動性的教學方式ex: 

workshop、Teambuilding 、共

識討論、案例分享。 

 可用大型的Post-it Note來做群

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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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電子病歷推動之成果如上圖已申請專利證明，其優點包括以下：  

 1.無紙化、系統自動連動帶入---醫護人員只需要確認資料的正確性。 

 2:整合性及精準度極高。 

 3:強化多方效益---節省大量時間、人力與資源成本-提升病人照護安全與品質，使 

       用整體滿意度由48%提升至92.5%，節省成本總計523,900元。 

▲ 麻醉部陳坤堡部長親自領軍指導。 

2018.6.30 

主題 

月會活動 
107年6月份中區麻醉月
會(彰化基督教醫院麻醉
部/台灣麻醉醫學會） 

活動日期 
107/06/30 09:00 ~ 
107/06/30 12:40  

主講人 
謝昀叡，廖秀蓉， 
陳來香，施智凱， 
陳冠宇，吳家慶 

主辦單位 彰化基督教醫院 麻醉部 

負責人 謝宜哲 

協辦單位 彰化基督教醫院 

活動地點 
[國內]彰化福泰商務 
      飯店B1菁英B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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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術前評估(APP運用) 
 
 
 
 
 
 
 
 
 

利用APP中國醫點通:麻醉
專區「麻醉前評估」「麻
醉衛教」；或術前門診區
提供桌上型電腦，方便民
眾填入麻醉前自我評估。 

評估系統設計 
 
 
 
 
 
 
 
 
 
顏色區分設計：病人預先
填入的資料帶入麻醉前評
估系統，經醫師看診評估
後，系統以藍色文字標記 
內容。 

住院術前評估(iPad訪視) 
 
 
 
 
 
 
 
 
 
使用iPad術前會診訪視
病惠，可即時提供查詢
病歷及諮詢，減少來回
奔波病房與護理站，解
省時間。 

自動化設計 
 
 
 
 
 
 
 
 
 
數據自動化傳輸（生理監
測、麻醉儀器、輸血生命
徵象、氣體分析等），整
併重複的資料，減少人力
重複勾選之工作。 

自動計價 
 
 
 
 
 
 
 
 
 
經由麻醉記錄單、記錄過
程、藥物、處置等，系統
將與計價連結，自動帶入
衛材及藥品，避免漏帳之
困擾 。 

術後評估（iPad訪視） 
 
 
 
 
 
 
 
 
 
品質評估護理師於手術
次日利用iPad訪視術後
病人，執行滿意度調查，
使用顏色區分，黃色未
訪視；紫色已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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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茹學姐監考吳念澄學員生理監視
器之操作。 

▲簡碧棻學姐監考楊立仁學員麻醉機
之操作。 

▲林家嫻學姐監考陳怡婷學員三向快速輸血
儀器之操作。 

▲黃慧雯學姐監考陳亭宇學員去顫器之
使用。 

▲盧佳瑜學姐監考蔡宜容學員一般全身
麻醉藥物、急救藥物之準備。 

2018.5.27 

▲黃雅玲學姐監考邊正宜學員TCI儀器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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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囉～可以開心的自拍了～～ 

▲與謝雪美護理長(左)及賴沛玟護理長(右)和監考學姐們開心的
合影，每個人都笑的好燦爛！ 

    終於來到最後一階段的考試，感謝學姊們不厭其煩的教導，讓我們更加的

熟悉儀器的操作流程及準則，也讓我們能夠更加準確地運用在臨床工作上，謝

謝每個學姐學長及醫生的教導並盡心盡力的輔佐，期望結訓後未來自己能更精

進並提升專業知識。                 二十ㄧ期全體學員 

▲總醫師吳端晏監考陳盈如學員特
殊麻醉情況之應變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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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韻雯新娘 

和可愛的伴娘們 
  Lovey！！ 

祝： 

柏翰新婚愉快 

 百年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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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同仁，歡迎大家共同投
入科部的刊物，讓刊物變成大家生
活的一部分，不管是生活的點滴、
戶外活動的分享，甚至想要介紹最
新、 最炫的新知玩意兒給大家，
都歡迎你/妳，電子報必定騰出大
位擺放你/妳的文章！ 
 投稿信箱：
A32258@mail.cmu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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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 
產後憂鬱症這個議題，似乎在五⽉的母親節發酵！︖
A&A特地發了好機篇的⽂章來討論，後⾯就來看看，

這些被討論的risk factor是不是可以真的被作為預測因
⼦︖甚至是可以影響之後產後憂鬱的發⽣率︖

最近住院醫師的教學，在部長要求下，可能會做⼀些調
整，以往每個⽉的讀書會，將會視情形調整，因為更重
要的是每個層級的住院醫師應該有不同的學習⽬標，例

如：

R2 產科⽣理學、labor analgesia、PDPH處理

R3 TAP blocker、OBA update、Critical cases

R4 OBA related study idea

OBSA  �1

減痛分娩可作為產後憂
鬱的指標媽︖ 

Anesth Analg. 2018 May 

Labor Analgesia as a Predictor 
for Reduced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ores: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產婦需要減痛分娩時，
真正執⾏減痛與否和產
後6週憂鬱的關係 

Anesth Analg. 2018 M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Intention to Request 
a Labor Epidural Analgesia, 
Actually Delivering With Labor 
Epidural Analgesia,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at 6 
Weeks.: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活動預告： 

5/12 9:00~11:40  (癌症⼤樓1F)

兒牙鎮靜臨床討論會

本⽉讀書會  (以萱 ) 

地點：5C PACU 晨會 

5/23 W3 7:30 AM  
Ch31.Postpartum Headache

婦幼⿇麻醉誌 
活動預告 |  訓練主題  | 期刊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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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中，產婦獲得較好的照顧，可能包含：順產、好的減痛分娩、胎兒健康狀況
等，都會降低產後憂鬱症的機會，真的如此嗎︖本篇利⽤非常獨特的分類：想要
做減痛結果沒有做(W/DR)、本來不做後來想做也做了(DW/R)、想要做結果做了
(W/R)、不想做也沒做(DW/DR)，，前兩組算是不符合預期，後兩組算符合預
期，結果發現，出乎意料外，不想做也沒做(DW/DR)反倒是四組中發⽣產後憂鬱
症最低的(2.7%)，但也同時發現，所謂的”非預期”(W/DR和DW/R)的確在發⽣產後
憂鬱症上比率是比較⾼的，尤其是本來不想做後來卻做了(DW/R也就是後來痛到
受不了，只好改變⼼意)這組，發⽣產後憂鬱症最⾼，⾼達9.9%，遠超過平均發⽣
率6/6%。

這篇的結論似乎又要讓麻醉醫師⼼碎了，雖然適度的減痛可以降低產後憂鬱症的
嚴重度(降低45%的疼痛可以降低EPDS”1”分)，這麼⼩的影響，似乎不能扮演什麼
舉⾜輕重的角⾊orz....，因為影響最⼤的是產前有焦慮或是憂鬱病史的族群，其他
因⼦包括：BMI、laceration、anemia都是造成產後憂鬱症的⾼危險因⼦。

Anesth Analg. 2018 May;126(5):1590-1597

Anesth Analg. 2018 May;126(5):1598-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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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 
台灣麻醉醫學會正如⽕如荼的準備perioperative 
ERAS，除了這個⽉的9號(2018/6/9)將在台北舉⾏共識

會議外，也在今年年會前分別在北、中、南區舉辦
ERAS的⼯作坊，本科部也榮獲中區的主辦重責，那本

期就看看最近在ERAS能夠運⽤在婦兒麻醉科上的⽂章
在討論些什麼︖ 
從上個⽉假本科部舉⾏的MMA(多模式⽌痛)後，我已

經開始在婦產科常規執⾏TAP block，本以為是個非常
簡單的block，但其實要做得好(至少影像上要好)，也得

花⼀番功夫，⽇後將開始讓住院醫師常規施作，讓⼤家
都能得⼼應⼿。

OBSA  �1

ERAS在兒童⼿術上
的照護 

Paediatr Anaesth. 2018 May 
12.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in children: Promising, 
evidence-based 
multidisciplinary care. 

利⽤BIS和PI來預測
使⽤Sevo的兒童甦醒 

Paediatr Anaesth. 2018 Mar;
28(3) 

The prediction probabilities for 
emergence from sevoflurane 
anesthesia in children: A 
comparison of the perfusion 
index and the bispectral index. 

外科施作與麻醉科施作
TAP誰勝誰敗︖ 

IJOA. 2018 27.April   

A randomized trial comparing 
surgeon-administered 
intraoperative transversus 
abdominis plane block with 
anesthesiologist-administered 
transcutaneous block 

本⽉住院醫師  (端晏 ) 

⽬目標：20例例 Lateral TAP block

婦幼⿇麻醉誌 
ERAS |訓練主題(MMA)  | 期刊選

107.06.01 Lateral TAP in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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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近幾年來⼀些外科，通常是直腸外科開始推⾏所謂的ERAS，不過⼤多僅限於成
⼈，⽽且著重於⼿術部分，並未從術前、術中到術後，甚至包含麻醉中的處置和
術後的⽌痛，即使⽬前國內做的比較完善的台北國泰或是北醫，也都局限於成⼈
部分，鮮少提及兒童，或許這是在未來值得我們鑽研的部份。本篇⽂章列出了⼀
些根據”成⼈”腸胃道⼿術所施⾏的ERAS，哪些部分是可以應⽤在兒童身上，其實
蠻值得參考借鏡的。

⿇麻醉醫師快失業了了嗎？連外科都來搶

做TAP!?摘錄從IJOA的⽂章，比較由外科
醫師施打TAP和由麻醉醫師利⽤超⾳波施
打TAP，看看所花費的時間、⽌痛效果
等，由誰來執⾏是比較有利的︖

很遺憾，是外科醫師獲得本次的勝利，因
為時間上節省了⼀些，外科vs麻醉科(2.4分
鐘 :12分鐘 )，⽌痛的效果上，似乎由外科
施作的TAP，在某些時間點上也略顯優
勢，那麻醉科醫師的價值在哪裡呢︖！

Paediatr Anaesth. 2018 M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