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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成大丁志明教授團隊研究高熵氧化物 可望降低鋰電池成本

2020-09-15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大 高熵氧化物

成功大學材料系特聘教授丁志明所組成之跨校團隊致力於研究高熵氧化物，研究證實開發的尖晶石型高熵氧化物具高
穩定性，並發現此一高熵氧化物在鋰電池表現超越目前發表的高熵鋰電池，這款高熵鋰離子電池負極材料使用簡易且
可量產的製程，未來優化後便可配合放大製程進一步商業化.
 
他也透露，下一步希望能從鋰電池材料中拿掉鈷，鈷是貴重金屬且數量稀少，若把鈷元素從材料中摒除，可望降低材
料成本。

丁志明教授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A4%A7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9%AB%98%E7%86%B5%E6%B0%A7%E5%8C%96%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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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親子天下 王韻齡 (/flip-author/278) 2020-09-14

審查解密：大學教授破解常見迷思｜自主學習計畫要
和申請科系有關嗎？

▲shutterstock

申請大學的學習歷程檔案中，包含自主學習計畫，很多高中生都想知道，大學看重的是什麼？自主學
習的內容一定要和未來想申請的科系相關嗎？

高中學習歷程檔案，被定義為升級版的「備審資料」，過去高中生在學測後才匆忙準備備

審資料，學習歷程檔案則是高中三年期間，每學期經由老師核定、上傳至教育部中央資料

庫，長期累積的學習表現。大學端在審查時，至多採計三件課程學習成果與十件多元表

現。大學期待這些新課綱的學生能帶著強烈的自主學習能力，設計自己的大學課程並實踐

生命意義。

在《親子天下》「高一生自主學習與學習歷程檔案問卷調查」中，許多高中生希望請大學

教授親自說明，對於高中生自主學習和學習歷程檔案的期待。我們整理出六大常見問題，

訪問、整理大學教授與教務長們的回應：

Q. 自主學習計畫的內容，一定要和未來想念的科系對接嗎？

讚 3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flip-author/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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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生很早就立定志向，高一或高二自主學習計畫的內容，就是在探索該系的研究方

向，那當然很好；不過即使沒對接，只要能展現出自主研究動機，及過程中解決困難的學

習力，也能吸引教授的目光。

台大副教務長詹魁元說，高中課程本來就無法完全對應大學科系，不需為此焦慮；成大教

務長王育民也舉例，想申請生科產業系的學生，如果對於旅遊規劃感興趣，可以提出自己

在旅行過程中，對大自然的生命體驗是什麼？

Q. 自主學習計畫一定要產出具體成果嗎？大學教授看重的是「歷程」還是「成
果」？

成果當然重要，但很少大學會明確排除歷程。台北大學社會系教授陳婉琪在臉書上回應：

「適度交代歷程的成果」應是理想的呈現，因為大學在看成果的同時，「歷程／潛在的學

習能力」也被放進考量。如果作品普普通通，但有交代學習工具及方法，提升可靠性，並

清楚說明你從中看出現階段作品有哪些缺失、下次如何改進等具體說明，真實面對自己並

提出反思，就是一個完整的自主學習歷程。

「做實驗沒有絕對成功的，失敗為成功之母，不要覺得失敗過程不能被記錄。」參與教育

部學習歷程檔案審議計畫的台大園藝暨景觀學系教授林書妍會中指出，過去審查常見學生

長篇記錄過程與研究成果，但大學端更期待看見，學生面對研究必經的失敗、挫折，會有

什麼樣的學習態度，衡量學生是否適合該科系就讀。

淡江大學教育與領導研究所所長、高中優質化暨課綱前導學校北一區召集人薛曉華分析，

不同領域科系側重角度不同：「理工科系知識多半有標準答案，看備審資料時比較偏重

『成果導向』；但人文社會領域疆界較廣泛模糊，可能看重學生的『過程』大於成果。」

Q. 如果學生的志趣中途改變，之前累積的檔案會不會沒用？

研發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的暨南大學資工系教授洪政欣表示，在高中生自我試探的過程

中，當然有可能轉向，只要你能真實訴說生命中的轉折和自己的故事，例如，家中發生重

大變化、審慎思考後決定改念社工系之類，反而會令教授印象深刻。

Q. 自主學習計畫有沒有可能抄襲，或由他人代工完成，教授看得出來嗎？

大學端看了這麼多年備審資料，真假之間，教授們早就了然於胸。詹魁元指出，有些備審

資料豐富到令人感覺「背後應該靠很多人幫忙」，這樣反而看不出學生的真實能力，甚至

影響可信度。陳婉琪則認為，作品若讓教授留下印象、產生興趣，面試時絕對會被追問，

如果學生沒那個程度，馬上會被拆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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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政欣分析，全國高中生上傳的資料都存在資料庫裡，系統會做抄襲比對，一旦發現某一

群學生或同一所學校的相似度太高，就會回傳給國教署，深入調查高中端是否幫學生作

假；而所有在課堂上完成的作業，都需要授課老師認證，這也是一種把關。

Q. 具有哪些特質的高中生，是大學希望招收的學生？

受訪教授們一致指出，對學系有強烈興趣和動機，就是大學最想要的學生。具備學習動機

和研究熱忱，在申請入學面試、學習歷程檔案中會脫穎而出。

Q. 學生該如何展現自己，哪些歷程是必要的？哪些不必要？

洪政欣分析，多元表現重質不重量，不要看成軍備競賽愈多愈好，更不需要刻意累積毫無

關聯的經歷。一個傑出的項目勝過五、六項普通的。也不一定要出國參訪、做志工等，重

點是最好有持續性，不要到了高三下才趕著做，如果你能證明高中三年都在做這件事，會

更有說服力。

王育民則說，大學期待看到高中生能在自主學習計畫中，展現自動自發的能力，並具備良

好的敘事力。不一定只能用文字敘述，也可以拍攝影片等多元方式呈現，重點是懂得觀察

生活，更進一步連結、反思到學習上。

台灣大學副教務長 詹魁元

▲ 詹魁元照片：黃建賓

台大想要對世界有好奇心的學生

新課綱精神是好的，台大支持學習歷程檔案中有教師認證的部分，像是「課程學習成果」

經過授課老師把關，它的公信力就勝過校外參加的許多活動或比賽。

官方或民間各種競賽很多，也很難分出高下，除非是組隊參加國際競賽，或擔任隊長，這

些可能會加分；各種五花八門的檢定，哪幾項沒參加到也不用太緊張，教授未必看得出它

的鑑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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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想收的是學習動機強烈、對世界有好奇心的學生。高中老師和家長最好不要涉入太

多，讓學生有機會自由發揮，不然所有申請台大的學習歷程檔案都長得差不多，也就沒什

麼意義了。

清華大學教務長 焦傳金

▲ 清華大學焦傳金照片：黃建賓

孩子有一、兩項長期投入的活動即可

本校全數採計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執行成果，希望展現具體證據，讓大學端知道孩子的興

趣、學習策略和生命故事，或如何在失敗過程中，尋找解決方式與反思正面意義，從「沒

有課業壓力下，真正想要學習的主題」，可看出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執行態度。

選才原則是希望看到學生針對個人興趣、專長，展現對學習的主動性，或對特定領域的學

習熱情與成果。保持一、兩個興趣並持續投入，長時間就會產生具體成果。

學生最好曾選修困難課程，在該類課程表現優異，顯示擁有「挑戰自己」的人格特質。也

鼓勵讀書之餘多參加社團活動，培養溝通、合作協調的能力；孩子只需要有一、兩項長期

投入的活動即可，未必需要與學系內涵相關。（採訪整理／王韻齡）

交通大學教務長 盧鴻興

▲ 照片：楊煥世

學習過程的問題解決是我們更想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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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想在學習歷程檔案裡面，看見學生自述學習態度、反思及面對失敗、障礙、瓶頸

時，怎樣克服困難並持續學習。

交大很看重「自主學習計畫」，想了解學生在必修課之外有沒有觀察生活、獨立思考、發

現問題，並以行動尋找解答。自主學習計畫不一定要做出一個成果，也可以是發想和對應

的學習。

我們並不限制學習歷程和申請科系是否能直接對接，蘋果共同創辦人賈伯斯在大學時也曾

摸不清自己的生涯發展，還修了字型設計課程，反而因為這樣的經歷，設計出讓人眼睛一

亮的排版、字型。跨域能力在現在的時代很重要，也是交大期待看到的學生。（採訪整理

／陳盈螢）

成功大學教務長 王育民

▲ 成大大學教務長王育民照片：楊煥世

課內外都展現學習動機更加分

我們注重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尤其高中階段的「多元表現」。在成大46個學系裡，就有

42個學系將「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作為參採項目。

自主學習屬於學習能力的展現。是學生能夠提出證明，自己不僅顧及課業學習，行有餘

力、也願意運用課外時間，去做和其他同學不一樣的努力，同時代表這學生具備學習動機

和熱忱，自然會在書面審查過程中脫穎而出。

成大希望招收學習動機佳，且願意成為「有能力應對未來知識實踐者」的學生，因此建議

有意願申請的學生，盡可能多元呈現自己的特質，不只是會讀書而已，或許還會手作，或

是擁有社團、服務經驗等會更好。（採訪整理／陳盈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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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講堂9月起推出《細說臺灣美術史》三部曲

⾼美講堂⾃106年5⽉開啟了嶄新的「跨領域藝術系列」概念，轉型成系列主題式的跨域講座。陸
續推出《看⾒⾳樂》、《記錄藝術，藝術記錄》、《「感覺」建築》、《複數烏托邦：⽣命政治
與⾮⼈的另類探尋》、《洪⽔的寓⾔（The Deluge）：藝術與科技的對話》、《藝術與佳餚美酒
的交流》、《⾝體與⽂化》、《⾛讀東南亞》、《TATTOO⾝之印－跨界尋蹤》等主題系列講
座，並⾃《⾝體與⽂化》起，構思講座與特展的連結，提出特展主題的跨界思考。

2020-09-14 14:21 經濟日報 宋依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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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講堂《細說臺灣美術史》海報。⾼美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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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起，⾼美講堂也期望再開啟另⼀條⽀線，構思以「美術史」為主題概念的講座規劃，邀
請藝壇名講蕭瓊瑞擔任講者，透過本(109)年9⽉20⽇〈⼭海傳奇〉、10⽉18⽇〈渡臺讚歌〉與11

⽉1⽇〈深耕戀曲〉三⼦題，帶領⼤眾深⼊探索舊⽯器時代迄今的臺灣藝術發展歷程。

美術史系列講座規劃的想法，實受展覽《南⽅作為相遇之所》的啟發，也試圖與近年⾼美館提出
的「美術館作為城市美好⽣活的存在」⽬標相呼應。《南⽅》⼀展主要呈現⾼美館館藏1930⾄
1960年代的作品，展場中許多具歷史感，投射了藝術家對⼈、對⼟地的情懷之作，或是藝術家以
畫筆繪下的⽇常，都讓⽣⻑在同⼀塊⼟地的我們特別有感，整個展場也猶如成為市⺠們共有的⽂
化客廳，讓美術館不再是殿堂，⽽是你我都能享受恬適愜意、有溫度的美好⽣活場域。

時逢⾼美館「修館不休館」的時刻，⼤家共享的⽂化客廳雖然暫且隱⾝，等待蛻變‧新⽣之後再與
⼤家⾒⾯，但我們對藝術、⼟地的有感，是能無停歇、不間斷的，展覽中於我們⽽⾔有感的創
作，僅是臺灣美術史整個脈絡中的⼀⼩篇章，臺灣美術的縱深，屬於我們這塊⼟地的美麗故事，
實有待我們深刻細膩地去了解與感受。

有此思考，《臺灣美術史》系列講座的規劃構想先是應運⽽⽣，也讓⾼美館再想像「美術史」系
列講座規劃的可能性，希冀再開闢另⼀條⽀線，推出扣合美術史概念的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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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館高美講堂力邀成大歷史系名譽教授蕭瓊瑞 主講細說臺灣美術史
 2020/09/14  高培德  27

高市美術館高美講堂106年5月轉型系列跨域講座，接續聚焦《身體與文化》、《看見音樂》、《記錄藝術，藝術
《「感覺」建築》、《複數烏托邦：生命政治與非人的另類探尋》、《洪水的寓言The Deluge：藝術與科技的對
術與佳餚美酒的交流》、《身體與文化》、《走讀東南亞》、《TATTOO身之印－跨界尋蹤》等主題，109年9月受
為相遇之所》特展啟發全新規劃「美術史」，邀請臺灣美術史權威、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蕭瓊瑞擔任《細
術史》講者，主講9月20日「山海傳奇：從原住民到荷西」、10月18日「渡臺讚歌：明清與日治美術」與11月1日
曲：戰後以迄當代」等三子題，帶領聽眾深入探究舊石器時代迄今台灣藝術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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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作為相遇之所》特展呈現高美館1930至1960年代典藏作品，投射藝術家對人與土地情懷，也反映藝術家日
蕭瓊瑞著有《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臺灣之發展、《島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
《台灣美術史綱》、《圖說台灣美術史》系列套書、《台灣近代雕塑史》等，擅長透過深入淺出方式，帶領觀眾親
作及認識藝術家。
「山海傳奇：從原住民到荷西」涵蓋臺灣史前時代至文字記錄年代，「渡臺讚歌：明清與日治美術」暢談台灣明鄭
「深耕戀曲：戰後以迄當代」日本降台跨越當代，政經社會巨大轉變，影響藝術活動及藝術家思考與創作，高美講
息可上高美館官網查詢。圖／高美館提供、文／高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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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月亮臉 服類固醇增3風險
2020-09-15

 記者戴淑芳／台北報導

 俗稱「美國仙丹」的類固醇，長期服用會有月亮臉、水牛肩等嚴重副作用症狀，但國衛院14日發表研究指出，如

果使用口服類固醇，即使只有不到2週，都會增加消化道出血、敗血症與心臟衰竭的風險。

 針對短期使用口服類固醇的安全性，國衛院群體健康所研究員蔡慧如與林口長庚醫院兒童過敏氣喘風濕科姚宗杰

醫師、成大數據科學所副教授張升懋及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講座副教授陳安安共同合作研究發現，短期使用口服類

固醇（連續使用天數小於或等於14天），消化道出血的機率將高出1.8倍、敗血症高出2倍、心臟衰竭高出2.4倍風

險。研究成果已刊登於2020年9月1日國際內科醫學權威期刊《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內科學年鑑)。

 姚宗杰指出，研究利用衛福部資料科學加值中心的巨量資料進行分析，針對2013年至2015年期間262萬3,327位介

於20歲至64歲的成年民眾，探討曾使用一次短期口服類固醇者，是否會發生副作用情形。

 分析結果顯示，約25%民眾曾使用短期口服類固醇，其中的女性患者較多(55.3%)，此外，84.5%的民眾並沒有慢

性疾病史。使用天數方面，使用短期口服類固醇的中位數為3天，常見病因主要有：急性呼吸道感染或皮膚相關疾病

（如：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氣管炎、鼻竇炎、扁桃腺炎、鼻咽炎、咽炎、喉炎、濕疹、蕁麻疹以及搔癢症等）。

 姚宗杰表示，研究也顯示，患者在使用口服類固醇後第1個月內，其發生消化道出血的機率將高出1.8倍、敗血症

高出2倍、心臟衰竭高出2.4倍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沒有任何慢性疾病史的患者，短期使用14天以下的口服類

固醇，也會出現同樣的疾病風險。

 有鑑於短期使用口服類固醇仍存在一定的疾病風險，研究團隊建議臨床醫師，開立短期口服類固醇時，仍需謹慎

評估使用類固醇的必要性與潛在風險；如需開立短期口服類固醇時，也請留意患者在用藥後一個月內是否出現上述

情形。同時，民眾如果目前正在服用口服類固醇，切勿自行停藥，如有疑慮應主動與主治醫師討論，以確保用藥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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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最新研究／短期服用類固醇 心臟衰竭風險高2.4倍

國衛院發表類固醇使用的新研究成果，左起林口長庚醫院副院長邱政洵、醫師姚宗杰、研究員蔡慧如、國
衛院院長梁賡義、群健所所長邱弘毅。（國衛院提供）

2020/09/15 05:30

〔記者林惠琴／台北報導〕俗稱「美國仙丹」的類固醇，長期服用可能有月亮臉、水牛肩等副作用，

國家衛生研究院昨發表最新研究發現，短期使用也有增加消化道出血、敗血症、心臟衰竭的風險。

該研究由國衛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蔡慧如、林口長庚醫院兒童過敏氣喘風濕科醫師姚宗杰、

成功大學數據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張升懋、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講座副教授陳安安合作。研究成果刊登

於今年9月1日國際期刊《內科學年鑑》（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消化道出血機率高出1.8倍

蔡慧如說明，他們利用衛福部資料科學加值中心的巨量資料分析，研究期間為2013年至2015年，研

究對象為262萬餘位年齡介於20歲至64歲的民眾，探討曾使用一次短期口服類固醇者用藥後的情形。

無慢性病史 也有同樣風險

結果顯示，約25%民眾曾使用短期口服類固醇，其中，55.3%為女性、84.5%沒有慢性病史，常見病

因主要是呼吸道感染或皮膚疾患。患者在使用口服類固醇後1個月內，發生消化道出血的機率高出1.8

倍、敗血症高出2倍、心臟衰竭高出2.4倍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沒有任何慢性病史的患者，短期使

用14天以下，也會出現同樣的疾病風險。

應與醫師討論 勿自行停藥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09/15/9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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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提醒，民眾若正在服用口服類固醇，切勿自行停藥，如有疑慮應主動與主治醫師討論。也建

議臨床醫師開藥前謹慎評估必要性與潛在風險，需要開藥則可留意患者在用藥後1個月內是否出現上

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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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類固醇「吃短期」也有副作⽤ 敗⾎症、⼼衰竭⾵險
增2倍

▲⻑期使⽤類固醇會產⽣⽉亮臉、⽔⽜肩等嚴重副作⽤。（圖／國衛院提供）

記者嚴云岑／台北報導

類固醇俗稱「美國仙丹」，⻑期服⽤可能產⽣⽉亮臉、⽔⽜肩等嚴重副作⽤，但短期

服⽤真的就沒有⾵險嗎？國衛院與⻑庚醫院、成功⼤學、美國哈佛⼤學合作研究發

現，短期使⽤⼝服類固醇，第⼀個⽉會增加消化道出⾎、敗⾎症與⼼臟衰竭的⾵險達

1.8倍⾄2.4倍，研究成果已於9⽉發表於國際內科醫學權威期刊「內科學年鑑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國衛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蔡慧如研究員與林⼝⻑庚紀念醫院兒童過敏氣喘⾵濕科姚

宗杰醫師團隊合作，利⽤病例⾃我對照研究法（self-controlled case-series

method），探討有關台灣⺠眾在短期使⽤⼝服類固醇與產⽣嚴重併發症之間的關聯

性。

蔡慧如說，此次研究是利⽤衛福部資料科學加值中⼼的巨量資料進⾏分析，探討2013

年⾄2015年間，262萬3327位介於20歲⾄64歲、曾使⽤⼀次短期⼝服類固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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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其在⽤藥後1個⽉以及2到3個⽉（31天⾄90天）期間，是否會發⽣消化道出⾎、

敗⾎症或⼼臟衰竭的情形。

分析結果顯⽰，約25%⺠眾曾使⽤短期⼝服類固醇，⼥性患者佔⽐55.3%較多。使⽤

短期⼝服類固醇的中位數為3天，常⾒病因主要有急性呼吸道感染或⽪膚相關疾病，如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氣管炎、⿐竇炎、扁桃腺炎、⿐咽炎、咽炎、喉炎、濕疹、蕁

⿇疹以及搔癢症等。常⾒相關專科別前五名依序為⽪膚科、⽿⿐喉科、家醫科、內科

以及⼩兒科。

▲⼝服類固醇「吃短期」也有副作⽤，⾸⽉⼼臟衰竭⾵險增2.4倍最⾼。（圖／國衛院

提供）

根據2017年美國密⻄根⼤學的研究指出，患者使⽤短期⼝服類固醇（連續使⽤天數⼩

於30天）時，會增加發⽣敗⾎症、靜脈⾎栓栓塞和⾻折的可能⾵險。

姚宗杰表⽰，這次在台灣進⾏的研究也顯⽰，患者在使⽤⼝服類固醇後第⼀個⽉內，

其發⽣消化道出⾎的機率將⾼出1.8倍、敗⾎症⾼出2倍、⼼臟衰竭⾼出2.4倍等，值

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沒有任何慢性疾病史的患者，短期使⽤14天以下的⼝服類固醇，

也會出現同樣的疾病⾵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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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宗杰與蔡慧如共同提醒，有鑑於短期使⽤⼝服類固醇仍存在⼀定的疾病⾵險，建議

臨床醫師開⽴短期⼝服類固醇時，仍需謹慎評估使⽤類固醇的必要性與潛在⾵險；如

需開⽴短期⼝服類固醇時，也請留意患者在⽤藥後⼀個⽉內是否出現上述情形。同

時，⺠眾如果⽬前正在服⽤⼝服類固醇，切勿⾃⾏停藥，如有疑慮應主動與主治醫師

討論，以確保⽤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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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使用口服類固醇仍存疾病風險 需謹慎評估

從以前俗稱的「美國仙丹」，到後來的⽉亮臉、⽔⽜肩等副作⽤症狀，類固醇已成為社會⼤眾⽿
熟能詳的⼀種藥物。

先前的研究指出，⻑期使⽤⼝服類固醇可能會產⽣嚴重副作⽤，所以臨床醫師在開⽴⼝服類固醇
多會謹慎以對，⾮必要時盡量避免讓患者⻑期使⽤。不過，如果使⽤⼝服類固醇的時間⽐較短的
話，是否也會造成嚴重的副作⽤呢？

國家衛⽣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蔡慧如研究員與林⼝⻑庚紀念醫院兒童過敏氣喘⾵濕科姚宗
杰醫師、國⽴成功⼤學數據科學研究所張升懋副教授及美國哈佛⼤學醫學院陳安安講座副教授共
同合作，針對短期使⽤⼝服類固醇的安全性進⾏探究與分析。

研究發現，短期使⽤⼝服類固醇（連續使⽤天數⼩於或等於14天），會增加消化道出⾎、敗⾎症
與⼼臟衰竭的⾵險。這篇研究成果已刊登於2020年9⽉1⽇國際內科醫學權威期刊《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內科學年鑑)，該期刊於1927年創刊以來讀者眾多，在臨床領域影響深遠，

2020-09-14 16:07 經濟日報 曹松清

林⼝⻑庚醫院副院⻑邱政洵(左起)、姚宗杰醫師、國衛院群健所蔡慧如研究員、院⻑梁賡義、群健所所⻑邱弘毅共同參與記者會。 國

衛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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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影響指數⾼達21.317，在⼀般與內科醫學領域排名前4%，2019年被引⽤次數⾼達58,033

次，為內科醫學領域被引⽤次數排名第⼀期刊，也是全世界最具影響⼒的期刊之⼀。

蔡慧如研究員與姚宗杰醫師的研究團隊利⽤病例⾃我對照研究法 (self-controlled case-series

method)，探討有關台灣⺠眾在短期使⽤⼝服類固醇與產⽣嚴重併發症之間的關聯性。該研究利⽤
衛⽣福利部資料科學加值中⼼的巨量資料進⾏分析，研究期間為2013年⾄2015年，研究對象為
2,623,327位介於20歲⾄64歲的成年⺠眾，探討曾使⽤⼀次短期⼝服類固醇者，其在⽤藥後⼀個
⽉以及⼆到三個⽉（31天⾄90天）期間，是否會發⽣消化道出⾎、敗⾎症或⼼臟衰竭的情形。

分析結果顯⽰，約25%⺠眾曾使⽤短期⼝服類固醇，其中的⼥性患者較多(55.3%)，此外，84.5%

的⺠眾並沒有慢性疾病史。使⽤天數⽅⾯，使⽤短期⼝服類固醇的中位數為3天，常⾒病因主要
有：急性呼吸道感染或⽪膚相關疾病（如：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氣管炎、⿐竇炎、扁桃腺炎、
⿐咽炎、咽炎、喉炎、濕疹、蕁⿇疹以及搔癢症等），常⾒相關專科別前五名依序為：⽪膚科、
⽿⿐喉科、家醫科、內科以及⼩兒科。

根據2017年美國密⻄根⼤學的研究指出，患者使⽤短期⼝服類固醇（連續使⽤天數⼩於30天）
時，會增加發⽣敗⾎症、靜脈⾎栓栓塞和⾻折的可能⾵險。姚宗杰醫師表⽰，這次在台灣進⾏的
研究也顯⽰出，患者在使⽤⼝服類固醇後第⼀個⽉內，其發⽣消化道出⾎的機率將⾼出1.8倍、敗
⾎症⾼出2倍、⼼臟衰竭⾼出2.4倍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沒有任何慢性疾病史的患者，短期
使⽤14天以下的⼝服類固醇，也會出現同樣的疾病⾵險。

姚宗杰醫師與蔡慧如研究員提醒，有鑑於短期使⽤⼝服類固醇仍存在⼀定的疾病⾵險，建議臨床
醫師開⽴短期⼝服類固醇時，仍需謹慎評估使⽤類固醇的必要性與潛在⾵險；如需開⽴短期⼝服
類固醇時，也請留意患者在⽤藥後⼀個⽉內是否出現上述情形。同時，⺠眾如果⽬前正在服⽤⼝
服類固醇，切勿⾃⾏停藥，如有疑慮應主動與主治醫師討論，以確保⽤藥安全。

研究論⽂原⽂出處：https://doi.org/10.7326/M20-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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