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腎友聰明吃鍋 健康不 NG
文/營養科 徐欽鵬 營養師

時值深秋，來一鍋熱騰騰的火鍋是家族聚餐、朋友相約不可或缺的選擇。不過火鍋從湯

頭、食材到調味料等皆含有大量的鈉、鉀離子與普林(嘌呤)，對多數腎友而言是避之唯恐不

及的地雷料理。其實只要把握以下簡單的慢性腎臟病飲食原則，腎友們也能在冷冷的天氣享

受豐盛的火鍋料理。

•採用水煮技巧，切記不宜喝湯

為賦予湯頭風味，市售之高湯塊於加工過程中皆含有大量的鈉與油脂；而被視為進補

聖品的藥膳湯底，其藥材內不但潛藏超量鉀離子，甚者還有含馬兜鈴酸及重金屬等劣質藥

材，使腎功能不佳的腎友們更處於危境之中！另食材在水煮過程中皆會釋出大量鉀、磷離

子於湯內，食材宜燙熟即可，不可久煮，並應盡量將燙熟的食物瀝乾後再進食，特別是末

期腎病者更應謹慎。

•挑選自然食材，加工食品OUT

腎友同時患有高血壓、高血脂及高尿酸的比例較高，對於食材挑選更是馬虎不得。常

見的火鍋配料如魚板、蛋餃、豆皮或各式丸類等加工品為求可口皆會添加鈉、磷與油脂，

且此類食品皆屬於高普林、高熱量食材，過度食用絕不利於健康，因此應多選擇當季且新

鮮的食材，不但可減少加工過程中的多餘添加物，同時新鮮食材本身特有的天然風味可減

少腎友對調味品的依賴，提升對「清淡飲食」的接受度。

•使用天然沾料，少鹽低油更健康

可採用富含強烈氣味的食材如蒜末、辣椒丁、薑泥、洋蔥、檸檬等製成天然沾料，以

取代常見的豆瓣醬、沙茶醬或醬油等，減少鈉與油脂的攝取；並注意市面上宣稱的低鈉、

薄鹽調味品通常以高量鉀來取代鈉，不適合腎病變者食用，腎友們應謹慎。

•用餐輕鬆不放縱，勿忘飲食建議

隨著腎功能衰退，需更進一步調整與限制飲食內容才能延緩腎功能惡化，為此醫師與

營養師皆會視個人健康狀況提出飲食計畫以控制病情進程，腎友們在用餐歡愉之時仍應注

意，淺嚐即止、不可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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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腎衰竭第三期~第五期：低蛋白、足夠熱量

由於腎功能已剩餘一半以下，此時應限制蛋白質攝取總量，並挑選高品質蛋白質

以避免加重腎臟負擔。火鍋配料中可多採用低蛋白食品如冬粉(約一把)、水晶餃(約三

顆)，並搭配少許米製品如白飯、米粉以增加飽足感、補足熱量維持體力；如為糖尿病

腎病變患者，則應搭配飲食計畫注意攝入之總熱量。

■	透析進行中：適量蛋白、足夠熱量，並嚴格控制水分

由於透析治療中會流失蛋白質，透析中腎友需要較多的蛋白質以回補身體所需，

但一般高蛋白飲食也潛藏著高量磷，因此建議用餐時搭配磷結合劑一同服用以促進食

物中磷排出，避免磷於體內蓄積；另為使體內蛋白質有效利用，腎友務必要攝取充足

熱量，若食慾不振時可使用高營養密度高熱量的食物或特殊配方並少量多餐補足之。

 ◎腎友應注意之火鍋飲食技巧

食物種類 注 意 事 項

主食類

米食所含有的蛋白質較麵食為低，可適量搭配白飯、年糕、米粉、冬粉、

玉米等食物；另米苔目、西谷米等澱粉類皆屬低蛋白食品，可做為餐後甜

點。

蔬菜類

生鮮蔬菜含有高量鉀，食用前務必先過水川燙以去除鉀離子，並避免飲用

菜湯。

若血鉀過高者，應減少食用高鉀蔬菜如紫菜、海帶、香菇、空心菜、芹菜

等。

水果類
宜挑選鉀含量較低水果如鳳梨、葡萄、西瓜、蓮霧、蘋果、芭樂等。

*末期腎病變、尿毒症等腎友應禁食葡萄柚、楊桃。

豆魚

肉蛋類

應以富含高品質蛋白如蛋、奶、黃豆製品作為主要的蛋白質來源，並依飲

食計畫適量食用，必要時可同時服用磷結合劑，避免增加疾病負擔。

禽畜等肉品宜挑選肥肉比例較低者，減少內臟類攝取；魚貝類亦有不少含

鉀量，應視個人狀況酌量或避免食用；另加工魚肉製品如肉乾、各式魚漿

製品(魚板、魚丸、甜不辣…)等皆有高量添加物，需視為禁忌食品。

其它

調味品

所有加工調味品如醬油、沙茶醬、豆瓣醬、甜辣醬及低鈉薄鹽製品應避免

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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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廣州國際康復論壇 

克萊瑞迪杯輔具支具製作

技能大賽獲獎記實
文/職能治療室 李勇璋 職能治療師

2016年三月份參加廣州國際康復

論壇其中的輔具支具技能大賽，分別獲

得支具比賽季軍，及輔具設計大賽的冠

軍，真是身為中山人的榮耀。受到中山

醫訊的邀稿，藉此機會把這份喜悅和資

訊與大家分享。

在年初得知此賽事後，由於本人在

醫院的專業即支具（即副木）製作，技

術上算駕輕就熟，因而鼓起勇氣報名，

特別是輔具設計。由於規則上要事先製

作好再當場簡報及展示，因此整整賽前

一週，每天多留在醫院準備，終於在出

國的前一晚完成成品！隔天便告假搭機

前往廣州，接著兩天緊湊的比賽。

中國大陸醫療在近年發展迅速，復

健治療領域更是重點發展項目，因此每

年都會舉辦盛大的康復論壇，以提升復

健技術及學術的水平，會場集結了國內

外大大小小相關廠商的參展，在現場更

是感受到他們積極發展的企圖心！

今年度是第二屆比賽，由大陸一家

頗具規模的支具輔具公司主辦，兩天的

賽事中，第一天為支具製作賽，由評審

出題目再由參賽者當場實作，先經上午

初賽，入圍者再參加下午的複賽。我是

台灣唯一參賽的職能治療師，因此受到

矚目；在實作過程中時常有記者及現場

來賓圍觀。累積了幾年醫院工作的歷練，作

品很快的完成，順利進入複賽；但複賽的題

目較複雜，設計上未思慮周詳，沒有得到評

審的青睞，只獲得季軍，不過能讓大家見識

到手腳俐落、技術純熟的台灣職能治療師，

感到與有榮焉！賽後還有來自香港及大陸的

教授作詳細的講評，並參訪其他選手作品，

也讓我學習良多！

第二天是我的重頭戲：輔具設計大賽。

每位參賽者要將自己事先做好的作品，展示

給評審及選手看，並作五分鐘的現場簡報，

約有16組的參賽者，我抽到第12號；等候過

程中，看到參賽選手創意十足的作品，不由

得焦急起來。我參賽的作品是幫助中風病人

練習手指抓握功能的輔具，設計的發想來自

平日治療中風病人所累積的知識及經驗。因

為中風者的手部復健進展通常較腿部慢，而

且缺乏訓練器材，因此發想設計手部輔具，

最終獲得評審最高的加總分數，贏得金牌，

真的是出國比賽，拿冠軍逗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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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次冠軍輔具作品的設計理念，於

此分享，因中風者手部動作的恢復一般都比

下肢差，其原因有下列幾項：

1.	手的解剖構造複雜，動作控制及協調非

常精密，所以手部精細動作的訓練一定

比下肢困難。

2.	受到上肢張力的影響，中風後的手部功

能常只恢復到能握但不能放。

3.	一個動作的學習須要上千次，上萬次重

覆的練習才有可能練成。

4.	坊間缺乏專為中風患者的特殊須求訓練

輔具。

5.	中風後的黃金復健期都先著重在下肢，

為了能先有行動能力，因此上肢在黃金

期的訓練起步慢，且訓練機會很少。

6.	用進廢退的理論，壞手的恢復不佳就更

不愛使用它，訓練機會更少，因此進步

的可能性更低。

著眼於上述因素，發想設計理念；平時

有空就會四處找尋相關的零件，但礙於工作

忙碌，未能完成構想，恰逢比賽機會，既然

要出國比賽，一定要拿好成績回來，皇天不

負苦心人，也有一點小幸運，拿到冠軍！

以下是輔具設計的要點及特色：

1.	主要適用於中風後，手部能握但不易打

開之患者。

2.	完全量身訂做，手工打造，可以符合任

何不同大小尺寸的手。

3.	兩段式的彈簧設計，使手抓握動作啟

動及過程可以先輕後重，也就是先易後

難，讓動作的產生能簡單且平順。

4.	由於每一指的張力與肌力皆不相同，因

此每一指都設計獨立的調整功能，方便

治療師調整至最佳的阻力。

5.	放開的動作便是由回彈的力量做動作的

輔助，幫助中風患者的手能打開。

6.	用此輔具猶如帶著治療師在身邊一樣，

在居家環境中即可自行反覆練習，大大

增加練習的次數，促進抓握動作模式的

形成。

這次的獲獎也得到院方的肯定，在全院

月會中得到表揚，如此難得的經驗帶給我諾

大鼓舞。未來一方面多朝相關的個案研究，

另一方面也希望我的這個發明能夠造福更多

的中風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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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護理的真善美—
中山附醫李美樺護理長

文/護理部 李秋香 副院長

美樺護理長在本院從事臨床護理工作已

有18年，細數一路的經歷，從懵懂見血暈

倒的護生，而今將護理當成志業的專業人，

儘管護理工作繁重，依然展現厚實的溫暖。

談到對護理生涯的想法，李護理長表示十幾

年來照顧無數腦血管神經患者，不分年齡：

兒童、成人及老年人，有清醒的、有意識

不清的，除了看見每個家庭的故事，也發現

對患者及家屬最大的衝擊就是無預警的疾病

襲擊，令人措手不及且對未來充滿無助與焦

慮。因此，護理人員除疾病照護外，更需花

費時間，耐心陪伴患者與家屬渡過挫折恐懼

的情緒。

一路從腦中風急性神經內科病房、復健

病房到出院準備服務長照一條龍的護理工作

歷程。護理長表示在急性神經內科病房擔任

護理師時，面對中風急性患者，最重要的是

除了提供患者及家屬腦血管相關醫療護理指

導以預防再度中風，更重要的是設身處地同

理他們害怕、焦慮與無助的心；而當病情穩

定轉入復健病房後，則擔任患者與家屬最密

切的諮詢者與教育者，重建患者與家屬自信

心，結合其他醫療團隊力量，為患者量身訂

做出院後輔具及社福資源，讓患者及家屬可

漸進地走出中風陰霾，重建生活品質。

記得多年前在復健病房裡，一位年僅小

三的男孩-岑岑，因突然劇烈頭痛在學校倒

下送醫後，診斷為動靜脈畸形瘤，這是好發

20歲以下年輕人的先天性血管畸形，主要

為動脈血直接流到靜脈，造成血管壁壓力增

加，引起抽筋或突發性的頭痛症狀，一旦靜

脈端承受不了壓力而破裂，導致嚴重的腦出

血，進而造成肢體、語言、吞嚥和認知功能

障礙。復健初期，岑岑的肢體與語言功能受

損，情緒處在不穩定狀態，當時擔任主責護

理師的李護理長，除日常照護指導外，也連

結復健醫療團隊，包含醫師、物理、職能與

語言治療師，一起討論岑岑復健治療計畫。

岑岑經過住院及持續門診復健，肢體、認知

與語言表達都有明顯進步；去年在復健治療

室偶遇，他開心打招呼，緩慢說:『護理師

阿姨，謝謝您。』岑岑還熱情地拿出一字字

打出的文章分享:『生病雖然讓我從雲端掉

入谷底，我發現不管小孩或大人、有錢或沒

錢、男生或女生都會生病，我學到了生命的

可貴，這是上天給我的禮物，以後只要看到

需要被幫忙的人，我一定會伸出援手來鼓勵

他、幫助他。』岑岑媽媽說:『岑岑自從腦出

血後，手腳失靈、不停流口水且只能用叫喊

表達情緒，但經過多年的復健，已可以簡單

對話及步行，真的很感謝中山復健醫療團隊

一路陪伴與幫忙。』

臨床第一線護理師常是醫院默默的行動

者，秉持護理專業知能，設身處地為患者及

家屬尋找出最適合的照顧方法及資源，護理

的喜悅與價值點滴心頭，就如岑岑的小故事

般，因為付出真誠的關懷，激起無限的漣漪

並藉以傳遞護理真善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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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內外科病房—

趙麗玫、蔡雪雅、林佳樺、林伶俐、

王耀東、陳霈瑩、楊淑卉、王郁臻、

林佳燕、曾中惠、楊桂樺--甜甜圈，

榮獲第29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 

中區推行區會選拔發表會區會長獎。

參選類別

本院105年度 研究表現傑出人員

教授級主治醫師

副教授級(含以下)
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

醫事人員

單位/姓名

口腔醫學部張育超醫師

內科部內分泌科
王威傑醫師

醫教部宋文瑋醫師

義肢矯具中心
陳坤鍾義肢矯具師

小兒外科謝明諭主任

當選台灣小兒外科醫學會理事

兒童部孫海倫主任

榮升部定教授

神經外科劉榮東醫師

榮升部定教授

中西整合醫療科許世源醫師

榮升部定助理教授

恭賀

糖尿病衛教室於2016年糖尿病衛教學會年會受獎

2015-2016 STENO糖尿病對話工具
衛教競賽甲組第一名

2015糖尿病看圖對話暨
重視餐後血糖競賽A組優等

護理人員 中興護理部李彩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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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免費整合性篩檢
由本院家醫科李佳真醫師、社區健康照護中心
、健檢中心及癌篩中心於台中市醒修宮辦理

由本院家醫科張肇烜及魏宇祥醫師、社區健康
照護中心、健檢中心及癌篩中心於東興國小辦理

家庭暨社區醫學部-職場戒菸講座
魏宇祥醫師於麗明營造舉辦 張光星醫師於保勝光學舉辦

無菸好孕來-孕婦健康宣導教室
家醫科梁家豪醫師及婦產科吳珮如醫師宣導
孕婦孕期健康須知

中山媽媽教室
劉美惠物治師專為將臨盆的產婦設計運動課程
(呼吸法教學、伴侶協助、待產運動)

葉綠素關懷協會會員大會
9月10日由乳房外科葉名焮主任與癌友團隊、及中山乳癌整合醫療團隊
(復健科、中醫科、放射治療科、身心科、營養科、癌症個管師)共同舉辦

身心科-家屬暨病友座談會
身心科林子勤醫師主講－『揭開零食成癮的真相』，李佩芸社工師主講－『淺談社會福利資源』

無菸好孕來-孕婦健康宣導教室
由家醫科主辦孕婦戒菸活動，加入物理治療師
宣導孕期運動促進健康。

愛滋專題研討工作坊
中區愛滋個案管理師預防性投藥專題研討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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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免費整合性篩檢
由本院家醫科李佳真醫師、社區健康照護中心
、健檢中心及癌篩中心於台中市醒修宮辦理

由本院家醫科張肇烜及魏宇祥醫師、社區健康
照護中心、健檢中心及癌篩中心於東興國小辦理

家庭暨社區醫學部-職場戒菸講座
魏宇祥醫師於麗明營造舉辦 張光星醫師於保勝光學舉辦

無菸好孕來-孕婦健康宣導教室
家醫科梁家豪醫師及婦產科吳珮如醫師宣導
孕婦孕期健康須知

中山媽媽教室
劉美惠物治師專為將臨盆的產婦設計運動課程
(呼吸法教學、伴侶協助、待產運動)

葉綠素關懷協會會員大會
9月10日由乳房外科葉名焮主任與癌友團隊、及中山乳癌整合醫療團隊
(復健科、中醫科、放射治療科、身心科、營養科、癌症個管師)共同舉辦

身心科-家屬暨病友座談會
身心科林子勤醫師主講－『揭開零食成癮的真相』，李佩芸社工師主講－『淺談社會福利資源』

無菸好孕來-孕婦健康宣導教室
由家醫科主辦孕婦戒菸活動，加入物理治療師
宣導孕期運動促進健康。

愛滋專題研討工作坊
中區愛滋個案管理師預防性投藥專題研討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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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婦產科沈煌彬醫師每天巡房關心及問候，悉心全力醫治並心理建設；也感謝汝川七樓黃麗華副護
理長及全體護理同仁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全天候的待命，隨時要接獲產婦的待產通知、臨時入院安胎的
產婦，但從未見護理師不悅的態度，時常展現親切和藹的笑容來關心、治療每一位患者。     病患黃小姐

讚美婦產科林隆堯醫師的和藹可親，感謝醫師的救治。                           病患侯小姐

感謝婦產科吳珮如醫師在整個懷孕期間，總是細心認真，讓我能平安順產。感謝產房黃美鳳護理師
包容失控大吼大叫的產婦，耐心安撫情緒，因生產關係還延遲下班。                     病患李小姐

讚美住院期間獲得嬰兒室江佩陵護理師與李宜珮護理師優秀及細心的幫忙，熱心教導產婦照顧及寶
寶的照料的相關知識，非常感激你們的協助，得以順利渡過這個困難的時光。  病患劉小姐丈夫-黃先生

感謝嬰兒室陳晏婕及王允伶護理師，及汝川9樓病房林珊妤、曾淑靖及葉佩瑀護理師，熱忱給予各
方面的衛教，也相當仔細的一一說明。

感謝產房詹雯鈺、傅湘容、洪向樺、賴冠秀、張嘉倫、黃美鳳、張鎧媛及張佳蓉護理師，頻頻探
視解決問題，不停提醒的話語協助。

感謝婦產科衛教室黃敏菁及陳怡潔衛教師提供產檢期間給予的衛教。               病患盧小姐

讚美汝川7樓全體護理同仁，常能鼓勵、安慰患者，對於他床缺乏耐性家屬所提出的要求跟疑問，
人員無比包容的面對一切。                                                    病患家屬陳小姐

讚美肝膽腸胃科張明輝醫師，總是細心檢查、給予專業治療。謝謝核醫15樓的陳秋曲護理長關心
問候、謝謝全體醫護同仁及郭志強護理師、葉怡妏護理師的照顧。                      病患吳先生

讚美感染科的曹世明醫師及李原地醫師，兩位醫療德術兼備，每次提出的問題都獲解答。同時讚
美內科9樓全體醫護同仁都親切任事。                                               病患陳小姐

感謝小兒科廖培汾醫師細心照料我的孩子，如今已逐漸康復。                病患爸爸黃先生

讚美內分泌科楊宜瑱醫師非常溫又有耐心，專業的態度與高超的醫術，讓我逐漸恢復健康。病患柯先生

讚美核醫2樓乳房超音波檢查室的葉大銘醫師及林靜汶放射師檢查的很仔細，辛苦了。 病患吳小姐

感謝胸腔外科林巧峰醫師及核醫14樓全體護理同仁細心的照顧，讓我順利出院。     病患廖小姐

病患家屬讚美耳鼻喉科莊俊義醫師及口腔顎面外科邱昱瑋醫師醫術高超。

謝謝神經內科范英琦醫師的用心照顧、謝謝核醫12樓賴美玉護理長的幫忙協助，很用心；王蕙櫻
護理師、匡貞彥護理師及陳桂香護理師、陳淑玲護理師、馬麗君護理師，每個人都很用心、親切、熱
忱，非常主動關心病人及家屬。                                                   病患蔡先生

讚美核醫12樓王蕙櫻護理師親切知性。                                        病患黃先生

病患家屬讚美住院醫生陳彥霖醫師對病人細心關照。沈柏緯實習醫學生態度好，幫病人清潔口
腔，細心耐心，教導術後如何照顧病人，解說的很清楚。

讚美核醫15樓病房的葉怡妏護理師、吳淑婷護理師、歐陽慶護理師、林詣茜護理師、何佳佩護理
師、劉芳慈護理師、黃巧盈護理師、邱婕如護理師、陳科蓉護理師及甘嘉裕護理師工作熱心、耐心及細
心，非常感謝各位護理師。                                                       病患蕭小姐

讚美核醫15樓方君儀護理師視病猶親，肢體語言溫暖撫慰病患，安定焦慮恐懼的心。病患家屬楊宗仁先生

讚美汝川14樓何宜珣護理師親切細心，非常體恤病人病痛，服務專業、熱忱，有耐心。 病患劉小姐

讚美精神科病房的楊雅珊護理師照顧患者用心、有同理心，及謝謝謝佳欣護理師安撫患者不安的心情。病患朱先生

感謝精神科病房李麗雅護理師的專業照顧，令人心情起伏變得更平穩、平靜。       病患劉小姐

讚美第二加護病房羅詩婷護理師服務態度佳，親切。                             病患陳先生
讚美第二加護病房江麗君護理師細心、態度親切及認真負責。                     病患蔡先生

讚美門診許家華護理師，除了具有與其他護理師的專業能力與服務態度外，還多了份一般人與人之間的親切
與關懷。病患胡先生

讚美跟診人員陳閔鳳事務員立刻給予糖果急救，改善低血糖不適的患者。           病患柯先生

感謝檢查日7/9的王慕雲護理師及高僖黛護理師、7/30的楊芳純護理師及高僖黛護理師，進行MRI
檢查，你們的親切、友善服務，安撫患者讓家長很放心。                         病患媽媽賴小姐

非常感謝癌防中心的吳欣蓉個案管理師的專業講解，讓人很放心。                 病患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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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徵求! 期待醫療更安全的你!

「病人安全」是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重視的議題之一，希望透過徵

文，瞭解民眾、病人或家屬對病人安全之想法，藉由互相交流及分享

之方式，提升本院病人安全。投稿內容以病人安全為主，舉凡用藥、手

術、檢查、照護或其他事件均可，亦可分享對病人安全的相關想法。

文長八百字以內為宜，本刊編輯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來

稿請email至cshp731@csh.org.tw，並註明真實姓名、年齡、身分證

字號、聯絡電話、筆名。文稿一經採用，均酬稿費。

105年11月-105年12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聯絡人 學分

105.11.09 12:30-13:30 學術演講 神經內科周希諴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學會
5積分

105.11.10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個案報告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5.11.16 12:30-13:30 學術演講 胸腔內科曹昌堯教授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學會
5積分

105.11.18 12:30-13:30 SDM醫病共享資訊 外科部謝明諭醫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劉又綸
56211

105.11.23 12:30-13:30 學術演講 腎臟內科吳勝文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醫學會
5積分

105.11.24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個案回覆

大林慈濟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
會5積分

105.11.26 13:30~18:00 中區-胸腔半年會 胸腔內科莊銘隆醫師等
正心樓

0211教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學分、胸腔
暨重症加護學分

105.11.29 12:30-13:30 醫學教育新思維 醫教部林俊哲副院長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藍培熏
34535

無

105.12.03 08:30-18:00

2016 International 
Reduced Port Surgery 
Forum：Focus on 
Digestive, Chest & 
Genecology

Dr. Hyung Ho Kim
Dr. Ahn, Sang Hoon
Dr. Lim Sang Woo
Dr. Jaehoon Lee

黃銘德醫師、蘇文隆醫師
蔡金宏醫師、盧建璋醫師
郭立人醫師、林忠葦醫師
莊澍宏醫師、彭正明醫師
劉信誠醫師、謝慶隆醫師

周昭宇護理師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孟皓
34936

相關學分
申請中

105.12.08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個案報告

惠川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5.12.20 12:30-13:30 英文論文投稿策略
中榮醫研部幹細胞研究中心

陳甫州主任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藍培熏
34535

無

105.12.21 16:30-17:30 外科病理討論會(SPC) 解剖病理科柯端英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顏嫚姍
38345

無

105.12.22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個案回覆

中國附醫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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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院區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39595

■文心院區	(口腔醫學研究中心)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1866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電話：04-22621652

醫療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