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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到院前緊急救護 

作者：胡勝川編著 

索書號：415.22 8487-2 2016 

條碼號：0000056573 

 為強調更早點壓胸，2015 版 CPR 建議評估呼吸和摸脈搏可以同時做，也再次強調高品質 CPR 的重要，故

為落實完全回彈，建議壓胸之回彈時，手勿倚靠在胸部上。 

 

  緊急醫療救護制度的良窳，和醫療指導醫師制度甚有關聯，為促近我國緊急醫療救護制度的品質提升，本

版對此有甚多的著墨，亦有所期勉，希望讀者能用心體會。 

 

  有關緊急醫療救護法，本書描述得甚為詳盡，尤其是最近二次的修法及未竟之處，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僅供各為參考。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來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2217 >  

 

 

急診 119 案例精選集 

作者：陳文鍾總編輯 

索書號：415.12 8766 2002 

條碼號：0000040034 

急診 119 案例精選集，是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全體專業資深的醫師群為想要輕叩急診醫學神聖殿堂大門的醫者

所精心籌劃的一道餐前點心。我們依照自己的經驗，蒐集了有趣的實戰病例，進行冷靜的分析，提供診斷及治

療的指引並叮嚀該注意的事項。本書的編成力求詳實生動，其內容提綱挈領地涵蓋當代急診醫學核心領域。每

一主題均以病例學理交互參照的方式演繹，深入之中又兼顧實用。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來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705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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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班急診室 : 急診醫師筆下的真實人生 

作者：高德曼(Brian Goldman)著 ; 楊玉齡譯 

索書號：415.22 8358 2015 

條碼號：0000056289 

我從第一天在急診室行醫，就開始做的例行祈禱： 

「求求你們不要來得太晚，而且看在老天爺份上，也不要來得太早。」 

 

在醫療上，時機就是一切。 

如果你來得太遲，我沒有辦法救你； 

如果你來得太早，我恐怕會看不出你哪裡有問題，因為症狀太過輕微。 

 

有好幾種戲劇性的手段，可以在急診室引起關注。 

一種是停止呼吸，另一種是昏厥並倒地。 

脫衣服或是在候診室尿尿，也會產生不錯的效果。 

來場癲癇發作也行。 

 

說得殘酷一點，急診醫師的工作是「輸送肉品」。 

所謂肉品，就是指你們啦。 

每一年將幾萬名病人從急診室送出去， 

需要決斷、效率和狡滑，外加一點兒運氣。 

 

我（作者高曼醫師）發現，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大重要目標， 

不只在於幫助需要醫療照護的人， 

我還想要治療醫療體系本身，去揭露它的真面貌， 

揭露它所有的長處、短處和藉口。 

 

感人肺腑……帶您一窺急診室大門背後， 

那個有時充滿戲劇性、有時平淡到乏味的，生與死僅一線之隔的世界。 

—— 加拿大《國家郵報》 

 

急診室既是生死一線之隔的地方，也是醫療糾紛的是非之地， 

每個夜晚都在上演悲歡離合的人生戲劇， 

有時以喜劇收場，有時以悲劇收尾。 

高德曼醫師以誠懇而帶有淡淡幽默的筆調， 

用一篇篇真實的故事，告訴我們： 

所有你想像不到的肥皂劇情，都有可能在急診室裡活生生上演。 

http://main.vghks.gov.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BRN=32882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你們。 

你們當中大部分人，遲早會需要像我這樣的急診醫師的服務。 

你們當中很多人可能會想知道， 

在急診室那道玻璃門背後的真相， 

以及你們是否可以信任那裡的醫護人員…… 

我希望能夠帶領你們進入急診室， 

展示急診室真正的運作方式，讓你們像我一樣了解急診室。 

我希望經由這樣做，能揭開這份職業的神祕性， 

讓你們更容易理解、以及面對「掛急診」這回事。 

—— 布萊恩‧高德曼（本書作者） 

 

<書籍簡介取自 TAAZE 網路書店 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304246999 >  

 

 

急診室 SOP : 到急診室前必須知道的基本醫學常

識 

作者：急診女醫師其實著 

索書號：415.22 8556 2015 

條碼號：0000071261 

「急診女醫師其實.」是一位在急診室工作快十年的急診主治醫師所開設，粉絲專頁的初衷是希望與大家分享急

診生活，並傳達民眾應知的醫療知識！她以逗趣的手法，介紹常見的醫學常識。希望大家能快樂地吸收知識！

若您的醫師的說明和這裡寫的不同，也不用覺得奇怪！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況本來就不同喔！ 

 

  本書收錄了 40 種急診常見的疾病，以及 20 則站在第一線醫護人員的心聲，以漫畫的方式將其表達出來，

書中還以簡單的文字，補充說明了正確的醫療常識，以避免誤導讀者。 

 

本書特色 

 

  1.以漫畫的方式，將正確的急診、醫療知識傳遞給讀者，閱讀輕鬆且常能令人會心一笑。 

  2.作者本身就是國內少數的急診室女醫師，且為急診專科醫師，有豐富的急診經驗，在書中提出許多專業

的觀點，有別於目前市售同性質書。 

  3.將疾病以繪圖的方式做詳細的解說，教導正確的預防及保健方式。 

  4.書中特別獨立繪製了關於健保制度的優缺點，讓一般及專業人士都更容易明白。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來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6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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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時刻 : 急診醫病的溫馨故事 

作者：胡勝川,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急診部醫護團隊合著 

索書號：415.12 8487-11 2007 

條碼號：0000055060 

或許這一刻閒到診間只有一、兩位病患， 

但下一刻病患卻可能多到所有病床都不夠用； 

或許這一刻大家認為急診室裡三位醫護人員照顧四位病患真是太浪費人力， 

但下一刻護理長可能急著到處找護士…… 

本書帶您 

 

〉〉認識急診常識、破除常見迷思 

〉〉建立急診醫護與患者及家屬溝通的橋樑 

〉〉學習簡易而關鍵性的急救術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來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68951 > 

 

 

急診常見的錯誤 

作者：Amal Mattu 作 ; 鍾稟彥等編譯 

索書號：415.22 8345 2013 

條碼號：0000069270 

第 1 章 腹部／胃腸      第 2 章 呼吸道／鎮定劑 

第 3 章 過敏            第 4 章 收費 

第 5 章 心血管          第 6 章 臨床應用 

第 7 章 緊急醫療系統    第 8 章 耳，鼻，喉 

第 9 章 環境            第 10 章 老人醫學 

第 11 章 血液學／腫瘤學 第 12 章 感染 

第 13 章 法律議題       第 14 章 代謝／內分泌 

… 

<書籍簡介取自三民網路書店 http://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3868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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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生涯、夢 

作者：王國新著 

索書號：412.85 8454 2005 

條碼號：0000055422 

    作者王國新醫師，預見外科式微的趨勢, 十多年前毅然轉任急診，選擇並堅持急診為生涯規劃。本書收錄

了王醫師多年來發表在各大報的文章，有工作的甘苦談，也有診間遇到的趣事，還有許多對現今醫療環境、制

度所發出的感嘆。除了寫作之外，王醫師也擅於繪畫，本書內的插畫，都是他的作品。 

  做一個傳統專科以外的醫師，需要很大的勇氣。他懷抱著夢想期待急診室的春天到來，繼之以不眠不休的

努力，在看盡人情冷暖、歷遍生老病死後，對於醫界的黨同伐異和爭名奪利，除了不屑，還有悲憐。 

  急診醫學專科成立已 12 年，在醫學界的地位仍然未受重視，急診醫師的角色很不穩定，隨時可以被取代，

比如 SARS 期間，急診就被感染科接管，大量傷患發生時，高層入主坐鎮。另外，急診主任職缺須蒙主恩賜，

急診醫師的待遇任人議價，非常卑微，因為欠缺專業尊嚴和自信，所以流動率極高，形成游走四方的醫學浪人。

然而，走過的必留下足跡，做過的也有輝煌的紀錄，作者身為急診的創業老兵，廉頗雖老，仍有再接再勵的勇

氣。  

「這是急診新鮮人該讀的急診入門教材和通識課程。」──國醫中心急診張立偉醫師  

「王醫師為我們急診的指標股，有一定的影響力。」──馬偕醫院急診主任張國頌醫師  

「他代表了整個醫界的良心。」──聯合報醫藥記者張耀懋  

「作為一位醫師，他站到了一個極佳的觀察位置。」──名作家劉墉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來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19702 >  

 

 

急診室的瞬間 

作者：Frank Huyler 著 ; 廖月娟譯. 

索書號：410.07 846 2000 

條碼號：0000007448 

    詩人走進急診室，會發生什麼事？ 

  醫師作家法蘭克‧胡勒以凝鍊、精準的詩筆，創作了這本短小精緻的散文集；描述他從就讀醫學院，以及

擔任實習醫師、住院醫師、主治醫師期間，一些揮之不去的記憶。書中有許多令人難忘的角色，如通曉巫術與

咒語的神經外科醫師，最後走上自殺之路的外科醫師，遭到槍傷的歹徒，在新墨西哥州沙漠成為飛彈殲滅目標

的工程師，十五歲美豔少女檢查身體驗孕，兩歲孩童行為怪異的真相等等。在急診室，面對棘手的疑難雜症，

他一瞬間福至心靈的診斷，讓病人得以起死回生，那種欣喜樂陶然的感覺，既魔幻又真實。在急診室，總有那

http://main.vghks.gov.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BRN=15518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19702
http://main.vghks.gov.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BRN=5565


麼一兩回，統計數字和命運聯手起來對付生命，把人們擊潰，宣布出局。胡勒以引人入勝的情節，神來之筆的

雅趣，勾勒出《急診室的瞬間》，令讀者回味無窮，掩卷仍意猶未盡。 

  當詩人走進急診室，病人感受到一顆溫柔詩心的關懷，讀者也欣賞到了一本優美動人、睿智幽默的創作。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來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36638 >  

 

 

急診超音波案例剖析 

作者：財團法人臺灣急診醫學會主編 

索書號：415.2168 8645 2015 

條碼號：0000056586 

現代急診醫學日常執業過程中，針對各種危及性命或緊急狀況或疑難傷病，均須快速診斷與治療決定。使用超

音波作為急診醫師重要輔助診斷工具之重要性、可近性、正確性、及時性、與安全性等優勢外，也是急診醫師

的第三隻眼，以透視化方式查檢病灶所在，是診斷工具中的好幫手。 

學習各種急診常見疾病的超因波影像內容是住院醫師必學的，也是在急診執業老師們所必備的知識、能力、與

技術。因此，具有優良、精確、與簡潔的教材以提供醫師在學習此項技能過程中，得以更快速且正確的學得如

何操作與判讀影像之診斷能力；有鑑於此，本學會委由超音波委員會委員們共同編撰學會超音波教材，俾使所

有會員在忙碌執業過程中，運用此儀器快速診斷與治療，以提昇急診執業的效能。 

本教材內容共有七個章節，其中包括：心臟停止、心包膜積水或填塞、肋膜積水、急性腎盂腎炎、急性闌尾炎

及其合併破裂、大腸結腸腫瘤、肝門靜脈氣體、闌尾部憩室炎、輸入腸管症候群、腸阻塞(腸糞石)、腸套疊、肝

癌破裂、肝膿瘍合併破裂、肝腫瘤、膽囊炎、總膽管結石合併阻塞性黃疸、氣胸、肺水腫、深部靜脈栓塞、主

動脈剝離、腹主動脈瘤、肺栓塞、大腿異物、腹壁膿瘍、關節膿瘍、淋巴腫節腫大、壞死性筋膜炎、腹播肌肉

層血腫、頸部膿瘍、孕吐、卵巢扭轉、黃體破裂、子宮外孕、皮下氣腫、胸骨骨折、假性動脈瘤、肝臟撕裂傷、

脾臟撕裂傷……等，全面性涵蓋急診常見重要急症與疾病，可明確提供立即性、快速性、無傷害性的重要影像

判讀內容，作為急診醫師判讀之重要參考。 

最後，本人謹代表急診醫學會所有會員，再次感謝所有撰稿的會員們及超音波委員會成員，在各位用心與辛勞

的努力下，讓本書得以付梓。 

<書籍簡介取自三民網路書店 http://m.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5418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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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時保命關鍵!第一時間該懂的外傷急救手冊 

作者：洪子堯著 

索書號：416.14 8245 2013 

條碼號：0000070255 

急救加護醫學會理事長 王宗倫主任 

醫勞盟理事長 張志華醫師 誠摯推薦 

知名專業醫療網站韋伯世界站長 李宗諺醫師 

  

  超過 200 位急診醫謢同仁共同推薦 

 

  外傷第一時間要如何處理？傷口縫合的黃金時間是多久？ 

  手術後的注意事項有哪些？怎樣才不會留疤？受傷怎麼照顧會比較快好？ 

  關鍵時刻第一步就做對，讓急診專科醫師告訴你！ 

 

  24 小時不打烊，一本家中必備的救命書籍！ 

 

  ★ 溺水時該如何急救？骨折第一時間要怎麼處理？ 

  ★ 為什麼受傷要打破傷風？傷口多大需要縫合？ 

  ★ 感染了怎麼辦？挫傷可以推拿嗎？鼻血流不止怎麼辦？ 

  ★ 被動物咬傷會不會得狂犬病？蟲子跑進耳朵怎麼救命？ 

 

  從開始翻身、學步，到四處走闖，漫遊世界，以至於年邁體衰，環境潛藏的重重危機始終少不了！本書詳

列急診室常見而且重要的外傷急救常識，以說故事的方式、圖解步驟 step by step，就像 24 小時不打烊、隨 call

隨到的急診醫生，讓您遇到意外狀況時不慌張！ 

<書籍簡介取自博客來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10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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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圖解急救輕鬆學 : 日常兒童救護導覽 

作者：吳秀如譯 ; 黃建華監修 

索書號：429.4 8866 2011 

條碼號：0000065629 

我們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可能會出現某些緊急狀況，需要我們立即性的處理。如果能夠具備若干急救的

基本常識，將可讓我們在醫生到達之前，儘可能地處理得當。 

如果父母認識最常見的兒童疾病，那麼將可降低對於孩子咳嗽、皮膚紅腫或偶而發燒等狀況所引發的合理性驚

恐。相同的道理，當兒童玩耍或因不小心而發生意外時，如果我們知道自己應該準備哪些急救用品，那麼我們

也將更容易保持鎮靜。 

對於我們而言，這些常識在日常生活當中同樣能夠發揮很大的功效。當在街上、職場、公路上或是火災等災難

現場目擊意外事件時，我們即可提供協助，知道如何清潔傷口，或是是否需要醫療控管，將可避免可能引發的

傷口感染或是併發症等。 

正確的人工呼吸將可挽救生命。 

總之，我們應該避免可能使意外程度惡化的動作，並且在必要時刻保護事故者，直到醫療人員抵達為止。 

本書主要的目的在於讓讀者了解各種不同的緊急狀況，以幫助讀者沉著且有效率地應變。為了能讓讀者容易了

解，我們搭配了許多「操作步驟」的連續圖片等內容。本書將會是您在保護最珍貴之寶物時的最佳盟友：您孩

子的健康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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