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肺癌病友會

肝病病友聯誼活動

營養科門診團體衛教

人文關懷聖誕活動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認證

藥劑科民眾衛教

由胸腔腫瘤內科吳銘芳醫師、蕭鈺瑾營養師

與病友/家屬一起了解肺癌治療及學習化放療

後營養的補充。

由肝病防治中心及肝膽腸胃科林敬斌醫師

一同辦理。

營養實習生在門診區進行『冬至湯圓醣類

代換與進補食材選擇原則』衛教。

由中山醫大醫學人文學科孫海倫主任帶領學生

在院內辦理聖誕關懷活動。

接受國健署進行本院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實

地輔導訪查認證作業。

藥劑實習生以行動劇方式，教您認識流感與疫

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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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醫學影像部研究團隊以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曝露輻射劑量監控系統」，
榮獲「第十三屆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

第一加護病房謝蕙如護理師以「可快速翻
身之約束結構」，榮獲「第十三屆國家新
創獎-臨床新創獎」

中興分院復健病房「提升住院病人夜間復
健執行率」NIKE圈，榮獲醫策會第17屆醫
療品質潛力獎及臺灣醫療品質協會2016年
醫療品質競賽－銅品獎

國際醫療中心參加衛福部「國際醫衛人道
援助攝影展」榮獲優選 

榮獲衛福部「104-105年侵入性醫療處置照
護品質提升計畫」團體卓越第三名

胸腔科病房「降低支氣管擴張劑(MDI劑型)
藥物使用缺失率」，獲中衛發展中心第29
屆全國團結圈－銀塔獎及臺灣醫療品質協
會2016年醫療品質競賽－銅品獎

癌症中心參與第11屆「熱愛生命、讓愛飛
揚」宣導愛心園遊會榮獲台灣快樂列車協
會獲頒感謝狀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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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I D S 醫療服務～
和平區居民健康的守護者

文/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楊博仁 主治醫師

緣起

和平區位處臺中市之最東部，面積約佔

臺中市之一半，是人口最少、密度最低的行

政特區，其三面環山與橫貫其中的大甲溪流

域自成完整的天然疆界。其中梨山地區於民

國88年中橫公路歷經921強烈地震災後，中

橫谷關至德基段嚴重坍方，致使道路中斷而

常與外界隔絕，居民交通極為不便。自民國

90年8月開始，由梨山衛生所承作梨山地區

IDS，為和平區IDS的前身，至民國100年共

執行五期計畫。

平衡醫療資源的起點─IDS計畫

和平區因地理環境特殊，無法吸引醫護

人員前往執業，導致醫療資源普遍缺乏，為

維護整個和平區居民之健康及促進當地整體

之醫療服務，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整合既

有鄰近之醫療院所及衛生所等單位，共同組

成醫療合作團隊，以分工合作的運作模式，

自民國101年5月起，承作「和平區醫療給

付效益提昇計畫」(IDS)，目前執行為第三

期計畫。

計畫服務內容簡介

1.定點門診。

2.梨山衛生所24小時急性醫療照護：含夜間

門診、夜間待診及例假日門診、武陵醫療

站假日門診、山難緊急救護及急診傷患轉

送。

3.依當地疾病型態及居民需求，安排肝膽腸

胃科(本院腸胃科提供)、精神科、眼科等

專科診療。

4.巡迴醫療：涵蓋大安溪線、大甲溪線及梨

山地區，深入山地各部落內設置服務據

點。

5.針對臥床、行動不便及失能者，提供居家

訪視及到宅診療。

6.定期舉辦團體衛教活動，以提升山地衛生

教育。

7.建構整合性慢性病照護資訊管理平台：含

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及痛風等慢性病

管理。

8.預防保健：老人流感注射及口腔癌篩檢。

9.長期照護轉介：於南勢里設置長期照護服

務據點及管理中心，提供長期照顧申請、

諮詢及轉介。

1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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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S計畫的實施成效

本院自101年承接IDS 計畫，實施成果

如下：巡迴醫療共計服務53663人次、到宅

診療676人次、肝膽腸胃科專科診療11261

人次、眼科2048人次、精神科1831人次、

整合性慢性病管理收案數740例、定期舉辦

團體衛教216場，整體醫療服務改善計劃之

民眾滿意度95%，104年成效指標達成率達

95%，更為中區之冠。

結語

和平區IDS計畫實施至今 在增進和平區

醫療可近性、提高醫療照護品質及促進社區

健康，已經達到一定的成效。歷任家醫部醫

師，及從事山地醫療的醫護團隊，不畏道路

險阻，不懼風吹雨打的挑戰，都努力扮演好

自己角色，一起盡心盡力守護和平區居民的

健康，真正體現了醫療無疆界，醫療關懷無

所不在之願景。

附記：梨山衛生所IDS護理人員目前由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聘請，由衷感謝本院

護理部、肝膽腸胃科、資訊室、藥劑科、檢

驗科、健保組及掛號室等單位，一直以來對

IDS業務推展的支援與幫助。

跋山涉水 山地送溫情-中山巡迴醫療車 台八線道路常嚴重坍方，路程艱險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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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脂

前言

年節已至，國人習俗年節期間總會大

吃大喝，然而，許多國人都有血脂偏高的

情形，一開始並不會感到不適直至非常嚴重

時，症狀才開始浮現。

疾病介紹

血脂是血液中的脂肪，包含膽固醇、三

酸甘油脂、低密度及高密度脂蛋白，大部分

由肝臟製造，少部分來自食物。

1.膽固醇：合成體內荷爾蒙的原料。

2.三酸甘油脂：提供能量。

3.低密度脂蛋白(LDL)：也稱壞膽固醇。

4.高密度脂蛋白(HDL)：又叫好膽固醇。

定期抽血檢測(空腹8~12小時)

1.20歲以上：建議每5年檢查一次。

2.高危險群患者(高血脂及心血管疾病病史

  、糖尿病等)：每1-2年檢查一次。

3.服用降血脂藥物者：第一年每3-6個月；第

   二年以後每6-12個月檢查一次。

風險因子

原發性，跟家族遺傳有關；續發性，為

後天所造成，可改善：

1.代謝性：和肥胖、年齡及代謝性疾病(

               如糖尿病)有關。

2.內分泌：賀爾蒙異常(如甲狀腺素)。

3.飲食：像是酒精及精緻澱粉(如白飯、麵包)

           ，但若適量食用不會有太大影響。

4.藥物：若長期使用類固醇、利尿劑等，也 

            需特別留意。

預防

1.飲食控制：減少攝取高膽固醇的食物(內

  臟、海鮮)；以植物油取代動物油；多攝取

  高纖食物(全榖類、豆類)；少用反式脂肪(      

  乳瑪琳、奶精)。

2.運動：採有氧運動方式(慢跑、游泳)。每週

   至少三次，每次至少30分鐘。

3.情緒控制：避免緊張焦慮。

4.不菸不酒。

藥物治療

些微偏高時，先調整生活作息3-6個月，

若無法控制再考慮藥物治療。

單方

 文/實習藥學生 胡晏慈 楊雅涵 蔡子淵

院內藥品-史他汀類：主要降低壞膽固醇(禁忌：
懷孕或可能懷孕的婦女)
冠脂妥
CRESTOR

立普妥
LIPITOR

力清之
LIVALO

美百樂錠
MEVALOTIN

5毫克(黃
色) 
10毫克(粉
紅色)

10毫克和
40毫克(皆
為白色) 

2毫克(微
粉色)

40毫克(黃
色，中間有
一溝痕)

每日一次，一次一粒，
固定時間服用

每日一
次，一次
一粒，建
議晚餐後
服用。

建議在晚上
服用

備註：美百樂錠
1.乳糖不耐症的患者不適用。
2.交互作用較少。
  如：併服葡萄柚汁較不會有影響

院內藥品-纖維酸類：主要降低三酸甘油脂
(高血脂的婦女若有懷孕或準備懷孕須告知醫師)
脂福膠囊GEMD /
GEMNPID

弗尼利脂寧LIPANTHYL 
PENTA

300毫克(紅白色) 145毫克(白色)
一天二次，一次二粒。 每日一次，一次一粒，

固定時間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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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他汀類和纖維酸類的注意事項

1.肌肉疼痛(一般以對稱方式，特別是在腿   

   部。)

2.肝功能異常(定期檢測)、類流感症狀、避

   免服用葡萄柚汁和柚子

3.同時服用以下藥品建議先告知醫師或諮詢

   藥師：

(1)心臟用藥(如臟得樂錠、合必爽錠)

(2)抗凝血藥品(如可化凝錠)

(3)抗生素(如紅黴素類)

(4)免疫抑制劑(如新體睦軟膠囊)

複方

健康食品(記得先諮詢醫師或藥師)

■健康食品和保健食品的差別

1.健康食品：具有保健功效的食品。非屬治

  療效能，並有健康食品認證標章。

2.保健食品：屬一般食品，不能標示保健功

  效，非以治療為目的。(如維他命)

  (1)紅麴：成分類似史他汀類藥物，注意事

              項如下：

    A.衛福部要求加註紅麴中的有效成分 

     MONACOLINK每日攝食不超過15毫克。

    B.不與葡萄柚汁、抗真菌藥及抗排斥藥   

       物併用。

   C.同時服用抗生素、降血脂及抗凝血藥 

     品須先告知醫師。

    (2)納豆：降血脂、降低血液黏稠度、抗

                  菌作用。

    (3)魚油：降血脂、健腦益智、降低血液

                 黏稠度。

﹡服用以上三項健康食品者，若準備手術或

   是服用抗凝血藥物的患者要注意，術前2  

   個月需停用。懷孕32週以後的婦女也需停

   用，避免產後不易止血。

   (4)菊苣纖維：降血脂、促進腸道蠕動、

                      降低血糖。

﹡菊糖(inulin)，為一種水溶性膳食纖維。不

   會被分解也不會使血糖上升。

結論

    以上介紹之後，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高

血脂的嚴重性，所以定期健康檢查、規律的

生活作息才能戰勝高血脂，擁有美麗人生。

院內藥品

維妥力錠VYTORIN(膽固

醇吸收抑制劑+史他汀類)

理脂膜衣錠LINICOR

(史他汀類+菸鹼酸)

10/20毫克(白色) 20/500毫克(淡黃色)

每日一次，一次一粒，

於晚間隨餐或空腹服用

睡前一次，一次一粒。

備註：理脂膜衣錠(雖然發生機率低但還是要注意)

1.注意事項：潮紅、血糖增加(糖尿病患者須留意)、 

                 肝功能異常、肌痛

2.為緩釋劑型，不可壓碎和咀嚼。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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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車：坐靠近方向盤些，使用背靠，可加

座墊使膝蓋等同或略高於髖關節位置。安

全帶的腰帶繫於腹部下方，肩帶置於胸部

中間。車內若有安全氣囊，請離它至少25

公分遠。懷孕後期若肚子離方向盤太近，

則建議媽咪不要自己開車。

4.抬舉物品：低於腰部的重物請他人協助；

若拿桌上物先移到桌緣，靠近並面向物

品，兩腳距離拉開站穩，身體挺直再微蹲

到碰物，腹部用力後再慢慢伸直膝蓋抬起

物品，切勿猛然拿起，若需移動請小步慢

行。放下物品則先微蹲馬步，保持腹部用

力再慢慢彎曲膝蓋。拿取過高物品請務必

確認重量不要超過負荷；若為輕物亦須靠

近身體再用雙手拿取。

二、適時拉筋

當錯誤姿勢已經形成，單單仰賴上述

所提的習慣是不易將身體拉回原先正確姿勢

的，因為身體已經適應，肌肉和筋膜也變緊

繃，便需要靠伸展拉筋放鬆。

1. 胸部拉筋：站在門口，雙手舉到肩膀高

度、手肘彎並放置在門框兩側。右腳前踩

直到感覺胸部肌肉些微緊拉筋的感覺(不

宜拉到痛)，並維持30秒。換腳同上。重

複1-2循環，一天做3-5回。注意第一次拉

筋時請找他人陪同，以防重心不穩或姿勢

不對稱問題。

2. 肩旋轉：坐或站時將肩膀往後下方轉動，

不痛範圍內盡可能畫大圓。重複3-5次。

三、脊椎關節鬆動運動

除了放鬆肌肉外，重新排列脊椎也是相

當重要的姿勢矯正環節，以下介紹兩個脊椎

孕期姿勢矯正
預防與改善孕媽咪腰痠背痛

文/物理治療室 林佩儀 物理治療師

請問孕媽咪們是否有腰痠背痛或無

法久坐、久站的困擾呢？懷孕期間，媽咪

的脊椎除了承受胎兒日益增長的體重外，

也會受到荷爾蒙的影響而使穩定度降低，

此時若媽咪的核心肌力不足又加上錯誤的

姿勢，很容易就形成搖擺背(sway back)，

就是頭部向前、駝背、下腹凸出、膝蓋後

頂、腰椎側面呈現U字形的姿勢。長期便

會加重脊椎負荷，進而衍生孕期或產後腰

背疼痛。為了預防與改善此問題，本文將

教導孕期正確姿勢。

一、養成好習慣

1.站姿：抬頭、收下巴、挺胸、肩後下

移、收小腹，以保持身體直立。可搭配

托腹帶加強腹部支撐。兩腳平均承重，

可穿低跟鞋。注意相同姿勢不宜太久，

須適時讓腳休息，雖然孕期活動有許多

好處，但過度的活動量(疲勞與肌肉酸

痛)反而適得其反。

2.坐姿：原則同上。須確保坐滿椅面，使

用靠背椅時讓臀部碰到椅背；若無靠背

椅則先挺直上半身，盡可能凹背停頓幾

秒，再慢慢放鬆腰椎。可用毛巾捲、腰

墊或孕婦抱枕置於腰間協助支撐。坐椅

高度須使髖、膝彎曲90度，腳懸空者可

加踏板墊高讓腳平貼踩地。工作桌椅高

度須能讓肩膀放鬆、放置手肘。上半身

轉動時，連腳一起轉，而非扭腰。起身

時先坐出來再站起，避免彎腰。相同姿

勢不宜超過30分鐘，短時間可採用其

他坐姿，但背痛者不宜坐超過10-15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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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動運動，對於下背痛的緩解也很有幫助。

1. 骨盆前後傾：平躺屈膝於墊子上，雙手平

貼地，此時會發現腰與地面間有個小洞，

盡量將背部平貼於墊上，並且微微抬起臀

部使小洞消失，依能力維持3~5秒鐘後再

慢慢放下臀部，重複8~10次。過程中保持

正常呼吸，若能力許可，搭配吐氣時做動

作放鬆效果會更好。

＊注意：正確的骨盆運動後應感到背痛舒

緩。若在運動前或過程中有出現骨盆、陰

道、鼠蹊、腹部疼痛或呼吸急促或出血或疼

痛加劇的情形，應立即停止，並詢問醫師或

專業的物理治療師。

2. 貓和駱駝：四足跪於墊子上，之後緩慢將

頭往下低，感覺身體像被一條線往上拉一

樣向上隆起，維持3~5秒鐘後再緩慢將頭

往上抬，身體像貓一樣背部下凹翹臀，維

持3~5秒鐘後再重複上述動作，重複10~15

次。搭配吸氣時做駱駝/吐氣時做貓，效果

更好。

＊注意：一開始柔軟度較差的媽咪可能無法

流暢做動作，可先從小幅度動作著手，再依

能力慢慢增加幅度。

四、核心肌群訓練

上述教導的矯正姿勢，若要效果長久還

得搭配核心肌群訓練，以達穩定平衡，以下

介紹三個簡單實用的運動，讓媽咪們在家也

能實行。

1. 四足跪：側坐，雙手擺於身體前方，抬起

臀部做四足跪，維持胸口上撐及腹部內

縮，盡可能身體呈現ㄇ字型，維持1~5分

鐘。

＊進階動作：若覺得輕鬆，可試著抬一隻手

或一隻腳(以身體平衡為主，不用太高)，甚

至抬起對側手腳。

2.橋式：屈膝躺於墊子，之後慢慢將臀部上

抬，維持10~30秒。

＊進階動作：覺得輕鬆的媽咪，可以輪流

將一隻腳微微抬起做小踏步動作。

3.簡易式仰臥起坐：躺於墊上屈膝，雙手

交握，將頭部微微上抬，試著將手往膝

蓋方向延伸，維持3~5秒後再慢慢回到地

上，重複10~15次。

＊變化動作：想增加腹部旋轉穩定，可將

手輪流碰膝外側。

如有運動相關問題，歡迎洽詢專業物

理治療師，也可參加活力媽媽舒壓教室，

可獲得更完整的相關資訊（當月課表可於

FB粉絲專頁「台中中山媽媽教室」或本院

汝川7樓婦產科衛教室取得，亦可來電04-

24739595分機21600陳奕佳物理治療師諮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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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可怕，他是我的家人
文/社會服務室 李佩芸 社工師

曾經在一次聚會中，一位朋友提起他

的家人罹患癌症，當下其他人馬上給予很多

的關心和鼓勵，但是當另外一位朋友提及家

人罹患精神疾病時，反而大家一片沈默，這

就是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而帶來的恥辱

感（Stigma）。

很多人對於精神疾病的不了解，常會

根據自己以往的經驗，或是大眾普遍對此的

看法，來對精神疾病患者下評論。這個情況

不只發生在一般人身上，就連病患家屬或病

患自己都有可能因為不了解而相信這些不實

的批判。

例如：認為精神疾病者一定具有攻擊

性，或是他們一定是來自於有問題的家庭。

這樣的評論，造成病患在工作、學校或甚至

找房子上受到歧視，被認為是「怪人」、

「危險人物」。而病患自己或家屬也因為害

怕面對外界的輿論，而假裝自己沒有生病、

認為過一陣子情況就會好轉，而拒絕接受治

療、孤立自己，不和外界親友聯繫。以上都

是對於精神疾病標籤化的概念，會直接或間

接的影響到病患的治療及復健。

病患及家屬該如何走出污名化帶來的羞

辱感呢？美國學者Dr. Corrigan提出了三個減

低恥辱感的策略。

第一，教育（education）。強調當人

們接觸越多有關此疾病的知識，羞辱感就越

能減少。當我們越了解什麼是精神疾病，就

越不會對此疾病有恐懼感，也能夠調整自己

的心態來祛除羞辱感。因此可以藉由積極參

與關於精神疾病方面的課程及講座，例如：

查看社區圖書館，或醫療單位是否有提供講

座，或透過主動向衛生局的心理衛生中心來

尋求相關的資訊。

第二，接觸（contact）。除了勇敢的尋

求專業醫療人員的協助，按部就班的接受治

療、復健以外，藉由參與精神疾病家屬自助

團體，來接觸其他病患家屬，也能夠幫助我

們脫離這個恥辱感。當接觸到其他病患家屬

時，我們會發現自己不是孤獨的，同時與他

人互動，以傾聽、分享彼此的狀況，了解疾

病。

第三，反抗（protest）。大聲說出並提

倡反對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當我們

了解精神疾病，並走出對於精神疾病的恥辱

感後，下一步就是透過行動來影響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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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藉由參與精神疾病支持團體的各項活

動，來向社會宣傳、表達自己的看法及精神

疾病概念，進而減低、消除大眾對於此疾病

的刻板印象。

本院身心科定期會辦理家屬暨病友座談

會，輪流邀請醫師、護理師、心理師、社工

師、職能治療師等專業，就疾病的各個不同

角度，以及精神疾病患者的就醫、就學、就

養及就業等不同面向，來與家屬及病友做分

享和討論。這些活動辦理的目的，不僅衛教

家屬及病友對於疾病的概念，也提供一個交

流的平台，讓家屬及病患得到的不只是專業

人員的支持，也能夠彼此互相交流與支持。

雖然我們沒辦法在短時間內消除大眾

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及刻板印象，但是

我們可以先由自己本身做起，克服自身對

於精神疾病的恥辱感，然後一步一步的去

影響更多人。最後，還是要提醒並強調，

不管是病人自己或是照顧者，都有權力去

選擇自己要走的路。當你願意去了解、接

觸這個疾病，就越容易說服自己或是你愛

的人去接受治療，或甚至不畏懼告訴別人

你愛的人正在接受治療！保持樂觀、積極

的態度，不要放棄希望，才是克服困難最

聰明的選擇！

由身心科林子勤醫師主講-「為什麼一口接一口

停不了，揭開零食成癮的真相」

由社工師主講-「淺談社會福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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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團隊，揪感心，讚！

身心科，好用心，讚！

心臟內科，有耐心，讚！

感染科，好細心，讚！

第一加護病房，好暖心，讚！

護理人員，好貼心，讚！

實習生，有愛心，讚！

．感謝一般外科劉信誠醫師細心、耐心地治療家人並感謝會診骨科醫師。

．感謝骨科羅逸然醫師的醫治，讓病人不再喊痛。

．感謝急診全體醫護同仁、核醫九樓全體護理同仁及張貽婷專科護理師的照顧。病人女兒陳女士

．感謝核醫十樓張愷芹護理師，與太太共同照護病人時，夜晚太太睡陪客床，自身反穿外套靠牆睡，在凌

   晨半睡半醒間，張護理師主動拿被子輕輕的蓋在肚子上，令人感動又感恩的動作，這麼樣的體貼，雖於

   當天早上有親自致謝，但仍無法平息對於這個高尚情操舉動的內心感受。 病人兒子陳先生

．讚美身心科朱柏全醫師非常優秀。病人洪小姐

．讚美身心科全體醫護同仁視病猶親。病人成小姐

．讚美身心科謝承諭護理師熱心盡責。病人邱先生

．讚美身心科簡惠君護理師會主動關心、體貼問候，讓人感到窩心。病人宋先生

．讚美身心科簡惠君護理師及鍾雅如護理師，付出真誠的關心，主動問候心情和近況，還常常蹲在床邊陪

   病人談心事。 病人林小姐

．讚美身心科劉覺文醫佐熱心盡責。 病人邱先生

．非常感謝心臟內科蔡青峰醫師的醫治，不但醫術好讓家屬放心更是有耐心，謝謝蔡醫師，辛苦了。病人太太

．讚美核醫十三樓邱雪鞠護理師熱心、友善及專業。病人羅先生

．感謝住院期間感染科李原地醫師的細心照顧，及內科九樓全體醫護同仁，讓我能早日康復。病人林先生

．感謝第一加護病房全體醫護同仁的熱忱服務與辛苦照顧病人，深致謝意及感謝。 病人尤先生

．感謝曾孟祺護理師用心照顧病人，即使忙碌仍義不容辭的協助，如此優秀、盡責的人員值得嘉獎。病人兒子石先生

．感謝洪麗華護理師、韓珮宜護理師細心的照顧病人，視病如親。病人媳婦

．讚美汝川十樓吳宜靜護理師打點滴令人放心，感謝她師常常來詢問有沒有不舒服。

．讚美汝川十樓陳雅玲護理師雖然人很直率，求好心切地說話較直接，但提供高尚的服務。

．讚美汝川十樓程宛茹護理師很熱心、健談，抽點滴很熟練，對病人反應的EQ很高，鼓勵病人誠意十足。

．讚美汝川十樓廖慧珊護理師一整夜沒睡還有朝氣的說早安，服務態度也沒有因而不良。

．讚美汝川十樓張詠茹護理師笑容甜美、個性細心，小夜時段常探視病人點滴狀況，且因病人需早睡會提早打

   點滴，讓病人好入眠。病人林涓榕

．讚美汝川九樓全體護理同仁很有專業素養，服務態度親切熱忱。病人公公朱先生

．讚美林佳緣護理實習生，勤務上非常認真，對病人非常有禮貌且非常有愛心。病人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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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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02-106年03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聯絡人 學分

106.02.05 8:30-17:00
兒童部/

第五加護病房
NRP課程 陳家玉教授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王薇怡20821

兒科醫學會、
新生兒醫學會、
中華民國重症

醫學會積分申請中

106.02.09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

台灣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
會-個案報告

安寧照顧協會
講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5積分

106.02.15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和信醫院

血液腫瘤科
吳茂青主任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積分

106.02.19 08:30-17:00
兒童部/

第五加護病房
NRP課程 陳家玉教授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王薇怡20821

兒科醫學會、
新生兒醫學會、
中華民國重症

醫學會積分申請中

106.02.22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肝膽腸胃科

楊子緯
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106.03.09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

台灣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
會-個案報告

聖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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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15 16:30-17:30 解剖病理科
外科病理討論

會(SPC)
許振東

行政大樓6樓
4605會議室

顏嫚姍38345 無

106.03.25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

台灣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
會-個案報告

三軍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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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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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