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癬要慎吃 孕期更安心
文/營養科 謝梨君 營養師

乾癬是一種因自體免疫導致的慢性發炎皮膚病，目前發病原因仍不完全清楚，嚴重乾

癬病人發生肥胖、高血壓、糖尿病等代謝症候群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都比一般輕微乾癬病人

高。研究顯示在懷孕中，約有二成患者會惡化，多數則改善。究竟乾癬病人懷孕時該如何照

顧自己的飲食呢？

※食物攝取應均衡

首先應以「健康均衡飲食」為導向，包含全榖根莖類、肉魚豆蛋類、低脂奶類、蔬菜

類、水果類及油脂與堅果類，並且掌握均衡、新鮮、營養、衛生等原則，孕期的飲食其實可

以很健康、很多樣化，孕媽咪也不會覺得處處受限制。

※高纖蔬果不能少

乾癬是一種慢性發炎性疾病，許多研究認為多吃新鮮蔬果(孩童5份、成年女性7份、成

年男性9份)，並減少動物性脂肪的攝取，能減輕乾癬症狀。可能因為富含蔬果的飲食，除了

可以減少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的攝取外，也可減輕氧化壓力，減緩身體發炎情形。

此外，孕期容易便秘，增加纖維的攝取，避免便秘的發生。纖維攝取有益於大腸健康，飲食

中可增加纖維含量高的食物，如牛蒡、秋葵、角菜、野苦瓜、野莧、石榴、百香果、柿子、

黑棗等食物。若使用methotrexate藥物治療的人應注意葉酸缺乏的問題，建議可增加葉酸含

量高的食物，如深綠色蔬菜、甘藍、蘆筍、小麥胚芽、扁豆、馬鈴薯等。

※鈣質補充缺不得

提供胎兒骨骼發育所需，若缺乏會使胎兒運用孕婦本身的鈣，而使孕婦骨骼及牙齒中的

鈣減少，血鈣過低，易抽筋與妊娠中毒。另乾癬爆發期間亦可能會造成低血鈣。懷孕期間體

內鈣的吸收率會增加，每天須攝取到1000毫克的鈣質。建議每天2杯牛奶，或多吃一些小魚

乾、蝦米、藻類(髮菜、紫菜、海帶)、蛤、牡蠣等。

※避免精緻食物

盡量避免吃精緻糖類的食物，如糖果、煉乳、蜂蜜、汽水、果汁、蛋糕、蛋捲、加糖

的罐頭等，因為糖類食品吸收很快，對體重控制有不良影響，亦增加乾癬病人代謝症候群風

險。

※烹調清淡勿油炸

血脂肪控制也重要。蛋黃、魚卵、內臟及海鮮等高油脂高膽固醇食物，應盡量少吃，並

且慎選食物烹調方式，少油炸、油煎或油酥處理，改用清蒸、水煮、涼拌、燉、燒、烤、滷

等方式，才能減少油脂攝取。

※攝取多元不飽和(多攝取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包括n-6不飽和脂肪酸(如亞麻油酸)和n-3不飽和脂肪酸(如

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Docosahexaenoic	acid,	DHA)，並降低飽和脂肪酸(如動物油脂)的

1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營養與健康



攝取。補充魚油是否可以減緩乾癬病人病灶嚴重程度尚未有一致的結論，唯有均衡飲食才是

維持健康的根本要道，建議平常飲食可多攝取富含DHA和EPA的深海魚(鯖魚、沙丁魚、鮭魚)

來取代一般食用的肉類(牛肉、豬肉、雞肉等)。

※避免食用宣稱"提升免疫力"之健康食品

乾癬病人的先天性免疫力及TH1、TH17都是過度活躍的，並不是免疫缺乏。所以乾癬病

人應避免服用宣稱提升免疫力的健康食品，如：靈芝、巴西蘑菇、蜂膠等，不僅多花冤枉錢

還可能造成乾癬惡化的情形。

				以下提供營養充足孕媽咪餐盒與點心食譜作為參考：

食譜一、鹽烤鯖魚餐盒(圖一)

A.材料：鯖魚70克、芝麻少許、油菜100克、杏鮑菇100克、山藥20克、彩椒20克、洋蔥5	

												克、肉絲30克、薑絲少許、枸杞少許、鹽少許、橄欖油少許、醬油少許。

B.作法：

1.鹽烤鯖魚：烤箱先預熱200℃，將鯖魚洗淨擦乾，撒上少許鹽，放入烤箱上火轉220℃，下

																		火180℃，烤18~20分鐘，撒上芝麻即完成。

2.清炒油菜：將油菜洗淨切段，橄欖油及薑絲入油鍋爆香，放入油菜炒熟即可。

3.彩椒肉絲：將豬肉絲用醬油醃一下(抓勻讓肉軟化)，洋蔥切細末、彩椒切片備用；將橄欖油

																	和洋蔥切末入鍋爆香後，加入豬肉片炒半熟，加入彩椒炒熟，起鍋前加入鹽拌勻

																	即可。

4.醬燒杏鮑菇：杏鮑菇洗淨切塊，橄欖油及薑絲入油鍋爆香，放入杏鮑菇炒軟，加入醬油炒

																					至醬汁收乾即可。

5.枸杞山藥：山藥洗淨去皮切塊蒸熟後，撒上枸杞即可。

食譜二、點心-枸杞蓮子銀耳湯(圖二)

A.	材料：乾木耳10克(濕40克)、蓮子5克、枸杞少許、冰糖適量

B.	作法：將枸杞、白木耳(先切小塊)與蓮子煮爛，起鍋前加入冰糖調味即可。

										

	

最後提醒所有孕媽咪及家屬，乾癬病情可能受到氣候、情緒、藥物、外傷或個人體質等

影響，除了控制飲食、避免菸酒外，也建議孕媽咪放鬆心情、避免亂服用藥物及健康食品，

保持身心愉快，以達到乾癬媽咪孕期的「身心靈」全方位治療！

										

B.	作法：將枸杞、白木耳(先切小塊)與蓮子煮爛，起鍋前加入冰糖調味即可。

鹽烤鯖魚餐盒(圖一) 點心-枸杞蓮子銀耳湯(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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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丁格爾護理體驗營
文/護理部李愛誠督導、蔡淑美督導、李秋香副院長

8月21日星期天，醫院的氛圍變得很不一

樣，怎麼來了那麼多國中生啊，原來是中山附

醫護理部承接了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

國聯合會所共同舉辦的「小南丁格爾護理體驗

營」。活動目的是為了推動護理扎根教育，讓

國中生體驗護理技能，發掘自己的興趣以選擇

未來之路而特別籌畫的。當同學們穿上象徵責任的白衣天使護士服，戴上意涵祝福、期許

與薪火相傳的護士帽，我們看見了許多引領而望、臉上揚起笑容喜不自禁的父母們，相信

他們心中必定聯想起在克里米亞戰爭提燈照護傷兵的南丁格爾，護理真的好美，今朝就要

讓同學們體驗一番。

首先撥放了《天使的身影》片段影片，

這是描述八仙塵暴意外大量燒燙傷病患湧入

醫院，來自四面八方的護理師犧牲自我而投

入大量時間與體力，彼此互相支持與鼓勵，

為病患無私付出的真實故事。同學們專注

的眼神、泛淚的眼光與此起彼落的啜泣聲，

護理感動的愛苗已悄悄播種。接著傳光儀式，當手中的燈燭光一個接著一個傳遞，愛與希

望、純淨與責任、關懷生命與護病護心的護理專業價值也同時傳承。

在隆重的傳光儀式後，我們趕上「寶可夢」熱潮，老師分組帶領皮卡丘、妙蛙種子、

大蔥鴉、胖丁…等八組，藉著「姓名心臟病」的破冰遊戲來消除陌生障礙，同學們在尖叫

聲與笑聲洋溢下有了初步的認識，緊接著重頭戲～闖關活動，體驗營共設計了五關，分別

是：

第一關「溝通讚」：以臨床情境設計角色扮演方式，讓同學體驗病人、家屬及護理師的角

																									色，以進行同理心大挑戰，藉此學習溝通的應對進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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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健康站」：正值青春期的國中生，可能因活動受傷而

																									 需要換藥，藉此親自操作並學習傷口照護

																									 及抽血技巧，擬真的情境與模型教具讓同

																									 學不害怕醫護作業。

第三關「生命讚」：生病了怎麼辦？由老師指導同學如何評估																									

																									 體溫、脈搏、呼吸及血壓，期待活動結束後也是家中最佳的守護天

																									 使。	

第四關「急救站」：學習面臨突發事件時，如何伸出援手執行

																									 CPR。擁有急救能力將在緊急時刻展現，讓

																									 心再次跳動。

第五關「護理讚」：護理是一門科學也是藝術，護理人員兼具堅

																									持與包容、創新與溫柔的特質，用心彩繪出

																									每個不平凡的生命故事。透過同學的雙手，	

																									細膩的筆觸，將心中白衣天使(南丁格爾或男

																									丁格爾)的形象彩繪，完美呈現。

闖關活動裡同學們各個表現極佳，興致高昂。活動特別準備了許多禮物獎勵同學們的

主動積極與認真學習。當然，好不容易來到醫院研習，一定要進行醫院參訪，特別是神秘

單位，由老師們帶著同學了解與認識醫院各單位。

快樂時光的尾聲，經過一天小南丁格爾護理體驗營的洗禮，同學們順利取得結業證

書。「小南丁格爾護理體驗營」已持續辦理多年，是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歡迎正值國中

的同學們報名參加，也

希望有朝一日你們能加

入護理的行列成為生力

軍，護理工作不僅可以

直接照護與安慰病人，

對自己、家人與親朋好

友也非常有幫助喔，是

個利人利己很有意義的

志業。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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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壓力的數位時代要如何解碼

─學習「娛樂」自己很重要！
文/精神科 林佩怡 臨床心理師

身為媽媽的你，是否每天為了讓家人更健康而忙料理到沒時間停下來看部韓劇？

身為爸爸的你，是否每天為了讓家人吃飽穿暖而捨不得買張票到球場看比賽？

身為兒女的你，是否每天為了照顧父母的疾病而總是拒絕與另一半的約會？

身為員工的你，是否每天為了完成工作而錯失許多朋友們的飯局？

身為老闆的你，是否每天為了接不完的訂單而失信帶孩子到動物園的約定？

多數的現代人因為身兼數種角色，每天

有著忙不完的事務，從一早清醒就要想著如

何順序性地處理所有的事情，從早忙到下班

後，腦袋瓜裡還是沒有辦法休息，躺在床上

除了要反省今天哪一件事情沒有做好以外，

還要進一步開始規劃明天的生活，這樣床上

輾轉著就到了凌晨兩點…

				

每天總是想著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

完成，卻忘記「內在的自己」在哪裡？

忙於工作之餘，現代人常忽略壓力調

節、情緒管理的重要性，若非健康亮起紅

燈、焦慮憂鬱或失眠的問題找上門，肯定都

還是挑燈夜戰地忙碌著。

許多醫療研究報告都清楚指出壓力與過

度疲累與疾病之間的密切相關，常見的胃潰

瘍、偏頭痛、免疫力下降而容易感冒、高血

壓、心血管其他疾病、泌尿道疾病、癌症等

等不勝枚舉，甚至女性朋友們每個月的月經

也會因為壓力與疲累的因素而導致經期症候

群的症狀更加不適。

其實，滿載壓力的你、疲倦佈滿的你、

情緒漫溢到要爆炸的你，工作變得效率差、

容易出錯、時常忍不住責罵孩子而搞得親子

關係緊繃、容易和同事吵架、被客戶激怒、

同一個時間排了雙份行程，搞得裡外不是

人，漸漸地對生活感到挫折、覺得自己很失

敗，既沒有了能量也覺得不知道生活意義在

哪？

每天累積的疲倦需要用睡眠來消耗，

這樣才能維持身體機能的平衡，但卻總是忽

略每天自我內在累積的負向情緒（包括：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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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焦慮、害怕、生氣、難過、失落）也需

要被消化與消耗，這些情緒不單只是靠「睡

一覺」就沒事了，雖然「休息」也是情緒調

節的策略之一，而在足夠休息的前提之下，

確實也能幫助負向情緒的弱化。不過當兩者

相互干擾時，過多的負向情緒是會影響睡眠

或休息的品質，差的睡眠或休息品質又會引

發更多負向情緒而造成惡性循環；因此除了

用休息或睡覺的方式來消化你的負向情緒與

生活壓力外，或許可試試增加生活中的「幸

福感」─如同一盤菜要好吃，你不只是要洗

掉菜上面的淤泥、菜蟲，你還得適當地加入

的調味料，才能讓這盤菜更加色香味俱全、

觸動味蕾。

				

而「娛樂自我、提升幸福感」正是生活

中的調味料─會幫助提升你的生活滿意度、

也能讓你在完成事務的過程中感覺更得心應

手。

請您現在試著在每天的生活中至少安插

一個「娛樂」自己的活動或獎賞。

可以嘗試列張清單，寫上能為自己帶

來愉悅感的事物或活動（例如：運動、和朋

友吃飯聚餐、吃義大利麵、到外縣市旅行、

出國旅行、看一集韓劇、喝一杯珍珠奶茶

等），然後在這些活動或事物後面分別評量

「愉悅分數」（1~100，1是非常不愉悅，

100是非常愉悅），盡量要高低分數的活動

類型都具備，大致上盡量每天讓自己有些小

愉悅（可嘗試做些20-30分左右的活動）或

是也可嘗試每周至少要有一項高分的愉悅活

動（約莫是50分以上的活動），另外隨著某

段時間的壓力較大或負向情緒較多時，愉悅

活動就要依需求再增加；每周要累積多少愉

悅分數與愉悅活動的頻率並沒有制式化，最

主要的是在詳列這個清單的同時，可以去檢

視自己在照顧別人、取悅他人的生活中，是

不是很少讓自己感到「愉悅」或「幸福」？

或者你是不是無法列出超過10項的愉悅活動

呢？

移除壓力與消化負向情緒是很重要，然

而為生活注入正向的感覺與經驗其實更為重

要。生活不只有移除掉不想要的壓力與問題

才會感到舒適，我們若能有足夠的正向感受

（例如：成就感、幸福感、快樂）便會有繼

續前進的動力，充滿能量後也才能去克服更

多未知的難題。

最後，請你暫時先放下手邊的繁雜事

務吧！快去買張你早已期待很久的電影票，

好好換回你對「快樂」與「幸福感」的記憶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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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校園流感疫苗注射
由南區衛生所與本院家醫科、內科、兒科、護理部共同辦理。
(社區：和平里、西川里、南門里、積善里)
(校園：和平國小、信義國小、樹義國小、四育國中、崇倫國中、台中高工、明德女中)

乳癌病友會
10月1日由乳房外科姚忠瑾醫師、康銘文物
治師與病友/家屬一起為健康動起來，參與
人數達104人。

頭頸癌病友會
10月22日由耳鼻喉科莊俊義醫師、口腔外科
呂明怡醫師、蕭伊君語言治療師、林杏純營養
師等團隊共同舉辦。

器官捐贈宣導
10月11日在汝川大樓1樓提供來院民眾安寧
療護與器官捐贈社區宣導活動。

世界骨鬆日活動
10月19、20日骨科辦理獵殺骨鬆四大寇、
保密防跌抗骨鬆活動。

2016年中山醫學聯席會
來自大連、廈門、廣州、澳門共10個中山聯席機構代表，出席由本校院主辦的第六屆中山醫學
聯席會議―醫學教育及醫院管理高級論壇。

恭賀
■中山醫大醫學系五年級（101）醫師國考（一）通過率90.07%  

   全國第三、私立醫學院校第一

■婦產部李宗賢醫師  當選105年度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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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校園流感疫苗注射
由南區衛生所與本院家醫科、內科、兒科、護理部共同辦理。
(社區：和平里、西川里、南門里、積善里)
(校園：和平國小、信義國小、樹義國小、四育國中、崇倫國中、台中高工、明德女中)

乳癌病友會
10月1日由乳房外科姚忠瑾醫師、康銘文物
治師與病友/家屬一起為健康動起來，參與
人數達104人。

頭頸癌病友會
10月22日由耳鼻喉科莊俊義醫師、口腔外科
呂明怡醫師、蕭伊君語言治療師、林杏純營養
師等團隊共同舉辦。

器官捐贈宣導
10月11日在汝川大樓1樓提供來院民眾安寧
療護與器官捐贈社區宣導活動。

世界骨鬆日活動
10月19、20日骨科辦理獵殺骨鬆四大寇、
保密防跌抗骨鬆活動。

2016年中山醫學聯席會
來自大連、廈門、廣州、澳門共10個中山聯席機構代表，出席由本校院主辦的第六屆中山醫學
聯席會議―醫學教育及醫院管理高級論壇。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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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表示家人原為乳癌多重轉移，對化療手術極大排斥，不願接受正統治療流程，但在姚忠瑾醫師鼓勵

下，終於願意接受化療及手術，到今年九月已進行兩次手術，術後復原狀況皆良好，特此感謝姚醫師的細心

照顧和陪伴，讓我們感受到在其他醫院感受不到的溫暖，真的非常謝謝！

病患家屬感謝泌尿科王紹全醫師細心照顧和陪伴，感覺到很溫暖，謝謝！

非常感謝肝膽消化外科李祥麟醫師執刀且細心照顧和陪伴，非常謝謝！也感謝核醫九樓病房的蔡美鈴護

理師照顧得很細心與溫暖。                                                             病患劉小姐

感謝骨科林聖傑醫師的醫療、感謝麻醉科劉哲銘醫師的仔細關懷解說。                   病患林小姐

病患因子宮肌瘤困擾多年，又有嚴重貧血，不適合開刀，謝謝婦產科沈煌彬醫師耐心及親切地診療，

並仔細解釋海扶刀的執行及治療方式，及幫助心理建設，使得有信心、安心接受治療，沈醫師醫術高超，過

程非常順利成功，術後一大早就至病房，非常關心恢復狀況，讓我了解術後狀況及該注意事項，感到非常安

心。

感謝婦產科沈煌彬醫師在住院期間天天到病房關心狀況，不時的給予建議和支持。         病患黃小姐

感謝急診的黃鎧翊醫師"主動"關心狀況及時發現是主動脈剝離，使家人能及時得到適當的醫療處置。

感謝心臟外科吳怡良醫師執刀並在住院期間時常過來關切。

感謝成人第三加護病房的許倍豪醫師及黃瓊蕙護理長、全體護理同仁的悉心照顧。         病患莊小姐

感謝婦產科吳珮如醫師、小兒科王薇怡醫師及李家誼醫師，還有小兒外科謝明諭醫師，以及感謝婦產科

及小兒科全體護理同仁、專業團隊治療及照顧，讓我們母子均安順利出院。                   病患楊小姐

感謝婦產科廖瓊玲醫師，在門診時段結束之餘特地來病房探視，為我加油打氣。感謝產房全體醫護同仁

的悉心照顧及關心。                                                                   病患黃小姐

讚美產房全體醫護同仁，細心的對家屬說明病情、用心的照料，讓家屬非常放心。     病患家屬林先生

深深感謝住院期間核醫八樓全體護理同仁的關心與照顧。                               病患楊小姐

感謝核醫十二樓全體醫護同仁的愛心及耐心，讓我的腳痛很快的痊癒。                   病患洪小姐

讚美核醫十二樓李欣豫、劉采伊、陳桂香及莊宜佳護理師服務態度親切、有愛心。         病患劉先生

感謝身心科全體醫護同仁細心照顧。                         病患朱小姐、鐘先生、蔡小姐、陳小姐

讚美身心科謝承諭護理師工作態度認真、親切、溫暖、慈悲、熱心及細心。       病患王小姐、李小姐

讚美身心科楊雅珊護理師對待患者很有耐心、親切。                   病患王小姐、傅小姐、廖小姐

讚美身心科鍾雅如護理師有禮貌、熱心、有耐心，笑臉迎人，是個樂觀又有愛心、脾氣好的護理師。                                                                   

                                                                         病患宋先生、王小姐

感謝身心科顏杏如護理師、雅俐職能治療師及全體醫佐盡責、有耐心的照顧病患。         病患王小姐

病患讚美蕭佑丞醫佐熱心、親切、慈悲及溫暖，像家人一樣照顧患者。

讚美耳鼻喉科門診許書瑋護理師，細心發現我的身體不適，發燒中，先處理看病。         病患吳先生

感謝核醫九樓病房的邱怡禎、林霈廷、林念宏、葉玉婷、林佳和、李俊萱、蔡美鈴護理師親切、用心的

關懷與照顧。                                                                         病患林小姐

病患感謝海扶刀中心曾姵馨護理師，非常有耐心解釋及照顧，讓人可以安心接受治療。

病患感恩內科五樓病房張芸菁護理師夜半添加被蓋，溫暖又貼心的照顧。

讚美事務組游惠粧事務員、及書記朱韻馨職員親切的專業說明。                         病患林小姐

讚美清潔人員盧淑完女士汝川二樓打掃很乾淨，又待人親切。                           病患吳小姐

讚美清潔人員張月霞女士在患者住院期間每日微笑問候，克盡職責。                     病患曾先生

讚美安安看護中心看護文陽妮女士非常優良。                                       病患陳李小姐

讚美安安看護中心看護呂湄澐女士安撫勸患者，患者受其照顧態度感動。             病患張先生子女

感謝安安看護中心李玉梅女士像家人般的照顧。                                       病患劉小姐

讚美安安看護中心看護湯琇童女士很親切細心，獲得安慰與鼓勵。                       病患馬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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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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6年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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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03 08:30-18:00

2016 International 
Reduced Port Surgery 

Forum：Focus on 
Digestive,Chest & 

Genecology

Dr.Hyung Ho KimDr.Ahn, 
Sang HoonDr.Lim Sang 

WooD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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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10 08:45-17:00 病人自主權利法
高峰論壇

楊玉欣前立委、
趙可式教授、
楊秀儀教授、
黃勝堅總院長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視訊)
台北福華國際文教

會館1樓前瞻廳
(現場)

陳怡蓉
(02)2356-

9461分機11

1.台灣安寧緩和醫
學會會員繼續教育
積分甲類40點(時
數7.5小時)2.台灣
安寧緩和護理學會
會員繼續教育積分
申請中。3.衛生福
利部醫事、護理及
社心人員繼續教育
學分申請中。4.公
務人員繼續教育積
分。

105.12.14 12:30-13:30 內科部學術演講 吳勝文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學分

申請中

105.12.14 12:30-13:30 從臨床品管到學術發表 高雄榮總黃偉春主任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劉又綸5621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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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陳甫州研究員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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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21 12:30-13:30 內科部學術演講 曹世明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學分

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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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28 12:30-13:30 內科部學術演講 梁培英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學分

申請中

106.01.20 12:00-14:00 全院性臨床病理討論會
(CPC)

解剖病理科
趙婉如醫師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顏嫚姍3834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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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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