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劑科民眾衛教

社區健康講座

乳癌病友會

社區關懷講座

社區健康講座

品管圈競賽活動

藥劑實習生以行動劇方式，教您如何正確用

藥。

家醫科許順捷醫師於英全化工辦理菸害防

制及心血管疾病健康講座。

由乳房外科姚忠瑾醫師、睡眠中心丁化醫

師及放射腫瘤科周英香醫師辦理。

家醫科陳建寧醫師於臺中市喜樂福關懷協會辦

理腎臟疾病與保健講座。

達文西微創中心彭正明主任於友達光電辦理癌

症防治健康講座。

醫品中心辦理院內品管圈競賽活動，各臨床單

位參賽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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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護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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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賴德仁教授榮獲醫策會董事

＊恭賀李茂盛教授榮升國策顧問

資訊室榮獲疾管署頒發105年度執行防疫雲
計畫績優運用醫院電子病歷通報法定傳染
病成功率－優等獎。

「供應中心個案車備貨流程之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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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臺中市衛生局頒發105年度積極協助推
動愛滋病防治業務執行成效優異獎狀

恭喜護理部榮獲台灣護理學會教學策略與
模式競賽，護理臨床教師組－佳作獎

恭喜醫學美容中心通過醫策會美容醫學品
質認證，且授予光電及針劑注射治療、美
容手術標章認證。

恭賀實證醫學中心榮獲醫策會2016年醫療
品質獎－實證醫學潛力獎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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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教學廚房
文/營養科 賈婷文 營養師

糖尿病是目前很普便的慢性疾病，要達

到良好的血糖控制，不外乎要飲食、藥物、

運動配合。雖然很多糖尿病病人都知道飲食

控制有助於血糖調控，但是要百分之百遵從

醫療指示卻有些困難。主要原因在於，現在

大多數的民眾以外食居多，沒時間煮飯，或

者常選用半成品、加工品、速食品等食品回

家方便料理；對於退休後的老人家，年紀

大、精神、體力不佳，雖然門診經營養師衛

教後，常因教育程度低或記憶力不佳的關

係，回家後也無法配合執行，甚至有營養不

均衡的問題。

門診上許多病人都會提到「我一個人在

家，所以就吃的很簡單，隨便煮個乾麵就吃

得飽了。」但這些簡單的飲食習慣其實都不

夠均衡，且蔬菜量往往不足。為了要吃飽，

反而吃了很多的飯或麵，使的血糖更不易控

制，也讓許多病友覺得「為什麼控制血糖這

麼難？」

目前台灣的營養教育在臨床上最常使用

的兩種方式是門診衛教和團體衛教，病人除

了在有限的門診時間內了解糖尿病飲食原則

外，還要認識含醣食物、尤其食物份量的代

換更是重要；加上食物的種類有上萬種，且

無法藉由現有的食物模型完整傳達每種食物

所該攝取的量，門診衛教的成效還是有限，

中山糖尿病團隊也一直在尋找創新且能夠給

予病友「賦能」的衛教方式。

中山糖尿病團隊有榮幸參與2015與2016

的美國糖尿病衛教醫學年會，其中連續兩年

提到了教學廚房的衛教方式；在美國紐奧良

杜蘭醫學院成立全球首座以醫學院為背景的

教學廚房，成員主要由醫生、廚師、和研究

團隊所組成，透過教學廚房的方式，把健康

飲食及疾病飲食治療概念納入食物烹調中，

同時也考量成本，讓社區民眾親自作出符合

促進健康的飲食，增加烹飪的信心，也改善

了低收入戶的營養問題。目前本院糖尿病衛

教室也把這套衛教模式帶入，舉辦了多場糖

尿病教學廚房，由專業營養師帶領病友從基

礎的糖尿病飲食原則運用到實務上之烹調技

巧，配合低油、低糖、低鹽的健康飲食製

備，更重要的是，帶領病友認識食物並秤出

個人化的飲食份量，做出健康又吃的飽的餐

食。

教學廚房強調做什麼事都要有計畫，不

論是採買前、煮飯前都要先規劃好，這樣才

能花最少的時間與最低的成本唷！接著，來

看看怎麼設計菜單和採買注意事項吧。

如何計劃一星期的菜單？

1.規劃餐次：思考自己下一周的行程，有

哪幾天可能比較忙或其他原因(約會、聚

餐、加班外食)不能在家吃飯，計算出一

周能在家吃飯的餐次。

2.菜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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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選擇當季食材：多選用蔬菜和五穀

雜糧，當季當地新鮮又便宜。

B.	符合簡易製作與多樣化的食譜原

則：考量烹調能力來選擇食譜，可以選擇幾

個過去自己喜歡的菜色，也可參考其他的食

譜(網路、書籍)。

C.	重複運用食材，運用不同的烹調技

巧，以變化出多種菜色：例如花椰菜除了可

以做成涼拌菜之外，也可以變成燉肉的配色

菜，避免食材的浪費。

3.	列出購物清單：在購買前應做好計畫，

節省購買的時間，也能避免多買不必要

的東西，以達到成本控制。

在超市購買的時候應該注意事項？

1.	照清單採買：如果餓肚子的時候去

買菜，可能會忽略清單內容，而購買到其他

的東西，增加成本支出，所以應當盡量照著

清單內容採買。

2.	機動調整：有時會遇到菜價變貴或

食材缺乏的情況，這時候可以選用其他食材

來取代原來的設計，例如燉肉的配菜，原本

主菜下面鋪的是芥藍菜，可改用豆苗或花椰

菜等食材；或者沒有花枝的時候，可改用蝦

仁來取代。

3.	選擇生鮮食材：加工食品較不健康

且比較貴，像香腸、培根等。

4.	可保存比較久的食材，像老薑、蒜

頭、洋蔥、南瓜等，可一次購買多一點，這

樣可以降低成本支出。

5.	強調不要掉入促銷陷阱：採買的過

程中很多人常受到促銷商品的影響，像是買

二送一等，因此多買了不是計畫內的食物，

提高了成本的支出。

教學廚房的健康概念，希望能夠幫助病

友們建立烹調與飲食習慣，甚至將所學的知

識與技能影響週遭親友，讓更多人能去採取

這些健康飲食行動，讓病友們用簡單的烹調

技巧及簡短的烹調時間中感受到「吃的飽、

吃的好、血糖控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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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骨質疏鬆了嗎?
一般人的骨頭密度30歲上下左右達到

高峰，隨著年紀增加或後天因素(體重過

輕、抽煙、喝咖啡…)造成骨質生成減少，

或骨質過度流失；而女性因為停經後荷爾蒙

的減少，會使骨質流失更多。然而骨質的流

失是無聲無息的，往往都是發生骨折、或健

康檢查時才會發現。臨床上，常見民眾對於

骨質疏鬆症的治療方法有許多疑慮，藉由本

文，順道帶您認識這個高齡化社會常見的疾

病，並以正確的方法，保存骨本！

骨質密度需經精密的儀器檢測，是否需

要藥物的治療，仍須經過醫師詳細的評估與

檢查。藥物治療方面，主要機轉為減少骨質

的破壞或增加骨質生成速度，一般分為下列

幾種：

1.	鈣+維生素Ｄ：鈣是製造骨頭的基本原

料，體內的鈣主要透過腸道由食物中吸

收，如果腸胃道鈣質吸收不足，骨骼這

個”房子”也蓋不起來。衛福部建議國

人每日鈣的攝取量為1000毫克，除了從

牛奶或食物獲取鈣質，額外補充鈣片也

是一種有效率的方式。此外身體還需要

維生素D才能增加鈣質的吸收，而自然的

日曬便是合成自然維生素D的最佳來源。

因此在補充鈣的同時，也別忘記要多運

動、增加日曬。

2.	雙磷酸鹽類：最常用來預防和治療骨質

疏鬆症的藥物之一。依據藥物附著在骨

骼上的作用時間長短，可以大幅減少用

藥的頻率。目前本院有1周口服1顆的

Fosamax	plus®福善美保骨錠、3個月施

打1次的長效針劑Bonviva®骨維壯，和每

年靜脈注射一次，輸注時間需大於15分鐘

的Aclasta®骨力強。

				 	 	 	 	口服的『福善美保骨錠』需在早餐前

空腹服用，因為可能造成食道刺激，所以

建議服藥時，需要搭配較多的冷開水(至

少300㏄)；服藥後，維持站姿或坐姿至少

30分鐘(保持上半身直立，不能躺下)。

			 	 	 	 	 	由於國內外曾有長期服用雙磷酸鹽類

藥物的患者出現罕見的顎骨壞死嚴重副作

用，建議患者在服藥期間，若有齒科疾病

需要拔牙、植牙等治療前，應主動告知醫

師正在服用雙磷酸鹽藥物，以討論是否需

要更換藥物或是暫停服用。

3.	雌激素：具有保護骨頭的作用，停經後的

婦女若能適當的補充雌激素，就能減少停

經後的骨質流失。然而部分患者可能會提

高罹患乳癌、子宮內膜癌、心臟病、中風

的風險，故是否需要賀爾蒙的補充，仍應

由醫師謹慎評估優劣後再決定。

4.	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SERM)：作用與

雌激素相似，具有保護骨頭的作用，但因

為不屬於荷爾蒙類，所以不具有荷爾蒙類

相關的副作用，反而可以降低使用雌激素

而罹患子宮內膜癌與乳癌的風險。

								本院的代表藥物為Evista®鈣穩，此口

服藥須每日服用一次，一次一顆，與高脂

肪食物併服可提高吸收率。少數使用者會

有面部潮紅、盜汗或小腿抽筋的現象，一

般在停藥後就會消失。目前健保給付僅於

停經後婦女因骨質疏鬆症引起之脊椎壓迫

性骨折或髖骨骨折。

 文/藥劑科 陳怡伶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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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副甲狀腺素：Forteo®骨穩，為人類基

因重組副甲狀腺素，有別於多數藥物只

能防止骨質流失，它能直接刺激造骨細

胞促進骨質新生。給藥方式為每日自行

皮下注射一次，且搭配服用1000毫克

的鈣片以增加造骨原料。藥品應冷藏於

2-8℃，每支注射筆可連續使用28天，超

過28天後即使仍有未使用完之藥品，仍

應丟棄更換新品。常見輕微的副作用包

括噁心、暈眩、關節痛、腿部抽筋等。

骨穩對於骨質疏鬆的治療，提供了另一

種不同機轉的選擇，但也因必須每日皮

下注射的給藥方式，限制其治療的普遍

性；另外此藥長期治療的安全性與療效

未確立，目前尚不建議使用本藥超過2

年。

6.	合成人類單株抗體：Prolia®保骼麗，此為

全新作用機轉的藥物，利用單株抗體與

RANKL的結合，而減少RANKL與破骨細

胞的結合作用，避免骨質流失。主要用來

治療停經後婦女具骨折高風險性之骨質疏

鬆症，用法為每6個月皮下注射60mg。

7.	鍶鹽：Protos®補骨挺疏，屬於金屬鹽

類，具有降低骨質再吸收，並增加骨質

形成的雙重作用。服用方法為每日一

次，每次服用2克/包，加水配製成懸浮劑

後使用。因此藥易受食物及牛奶影響吸

收，服用時至少與食物間隔兩小時。常

見的副作用有頭痛、腹瀉和皮膚炎等。

結語

骨質疏鬆症是很難逆轉的一種疾病，而

導致的骨折或併發症，造成患者的生活品質

降低，或行動不良的後遺症，患者更可能因

為失能而需要終身依賴他人照顧，甚至增加

死亡率。

保骨本是一種重要的『預防勝於治療』

概念，多數的非藥物治療方法(如運動、飲

食)或改變生活型態，即可有效率地減少骨

質流失。若真的需要到藥物治療，臨床上也

有許多選擇，為了避免"老倒縮"或是製造"人

體海砂屋"，從現在起，請開始注重您的骨

質保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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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萬元、動產部份含有價證券股

票、基金、投資等及存款本息全

家人口平均每年每人不超過新臺

幣75,000元，且低收入戶分為：

第一、二、三款。列冊低收入戶

可申請生活扶助、醫療看護費用

補助、生育補助、喪葬補助、教

育扶助、住宅租金補助等。

(2)中低收入戶係指設籍本市（需實

際居住者），其家庭總收入平均

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

最低生活費用1.5倍、不動產部分

全家合併計算不超過新臺幣528

萬元、動產部份含有價證券股

票、基金、投資等及存款本息全

家人口平均每年每人不超過新臺

幣112,500元。列冊中低收入戶可

申請醫療看護費用補助、教育扶

助。

2.	急難救助：因遭受意外傷害、罹患重

傷病、遭遇重大變故致家庭陷困者，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公所申請，且須

通過經濟審核。

3.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疑有身心障礙

情形者可備齊最近3個月內1吋照片3

張、國民身分證（未滿14歲者得檢附

戶口名簿）、印章至戶籍地區公所或

自助、人助—

故事分享與常用社福資源介紹
文/社會服務室 米粒

小熊罹患腦中風，一側手腳不能動，

語言及表達能力也受影響。太太小花主動

向社工師求助，訴說家庭遭遇到的困境：

小熊和小花有三個孩子，一家五口住在鐵

皮屋裡。小熊病發前，夫妻倆在建築工地

從事粗工賺取生活費，當時只勉強求得一

家溫飽，而現在小熊中風嚴重，復原狀況

不樂觀，家庭頓失主要經濟來源，原本就

抓襟見肘的家庭，對於未來真的不知道該

如何走下去。

小花邊說，眼淚潰堤，像是將對未

來所有擔心及害怕都宣洩出來。社工師安

撫小花的情緒，向小花了解並評估家庭狀

況，提供可用之社會福利資訊，如急難救

助等，以即時減緩入院至今的經濟困難。

因病況太突然，小花思緒相當紊亂，社工

師對於小花不懂的也盡力說明，希望能給

予最大支持，陪同小熊一家度過難關。

社工師在民眾就醫過程中，常提供社

會福利諮詢之資源大致有（以105年台中

市為例）：

1.	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

(1)低收入戶係指設籍本市（需實

際居住者），其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

超過最低生活費用、不動產部

分全家合併計算不超過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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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居住地公所申請辦理身心障礙鑑

定，申領身心障礙鑑定表後，至鑑定

醫院由醫師鑑定。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方能依情況申請身心障礙者相關生活

補助、輔具補助、復康巴士服務等。

4.	重大傷病：重大傷病範圍係由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公告，由醫師診斷符合重

大傷病範圍後，檢附疾病相關文件向

健保署申請重大傷病證明。於重大傷

病證明有效期間，就醫該疾病及相關

治療免部分負擔。

5.	勞保傷病給付及職災：

(1)普通傷病給付：被保險人遭遇普

通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不

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

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住院之第4

日起，得請領普通傷病補助費，

門診或在家療養期間均不在給付

範圍。

(2)職業災害、職業病給付：被保險

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

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

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

之第4日起，得請領職業傷病補償

費。

在醫療團隊與小熊的努力下，小熊開

始進行漫長的復健，幸好當時正逢暑假，孩

子們都非常懂事，大女兒負起照顧爸爸的重

擔，兩個兒子在旁協助翻身、換尿布等，有

了照顧人力，小花安心的回到工地繼續賺取

生活與醫療費用。社工師除了定時的關心與

探訪，也轉介正式福利資源及民間慈善團

體協助，減輕小熊一家人的負擔。而小熊

一家，配合社工師的規劃，申請身心障礙

資格及福利身分，讓福利資源能夠穩定持

續的協助小熊一家。

復健之路艱辛，數月後，小花告訴社

工師小熊復健狀況良好的好消息，即將返

家，並於住家附近的診所繼續復健。小花

堅毅的扛起一家生計；大女兒就讀高中，

卻能主動承擔照顧爸爸的責任；兩個兒子

就讀小學，儘管年幼，卻懂得分擔照顧的

辛勞。這段期間，在一家人身上看到了自

助人助，堅強的面對上天給予的挑戰，十

分令人感動。更讓人難以忘懷的是，三個

孩子擠在陪客床陪伴小熊的病床邊，一家

人開心說笑，而小熊露出溫暖的笑容。

生命的考驗往往措手不及，在專業醫

療及社會工作的介入外，最難得的是在困

苦時，一家人都能互相扶持，共度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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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丁格爾護理體驗營 分享
文/翁宇誠

回想去年即將結束暑假前，已經準備

好面對自己嶄新的階段。但暑假的最後我還

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那就是參加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辦的「小南丁格爾護理體驗

營」活動。雖然我身為男生，但在這個慢慢

走向性別平等的時代裡，越來越多工作不再

僅限於男生或女生，既然要站在時代的尖

端，那就要來做一些打破以往價值觀的體驗

呀！

就這樣，在8月21日風和日麗的早晨，

我帶著一顆忐忑不安又滿心期待的心，伴隨

著求知的慾望，進到了中山附醫。完成報到

之後的第一件事，換上護理師服，我瀟灑的

穿上衣服、並且帥氣的出了更衣間(廁所)，

就在被注目的氣氛包圍之下，卻差一點跌了

個跤。所以，凡事不能只看表面，應該要謹

慎且深入地去了解；像體驗營活動開幕的時

候，進行了一個傳燈活動，雖然覺得很有意

義，但我卻覺得不怎麼有趣。不過，在時間

的慢慢推移之下，這個活動的宗旨、趣味漸

漸揭開了她的神秘面紗。

整個活動共有五個主題、分成五堂課。

第一堂課：換藥。在面對一隻佈滿傷口的

手，需要非常大的耐心，這個問題……，還

好小南丁格爾們每人只需清理一個傷口，就

算如此，這隻手可是非比尋常的逼真啊，那

鮮紅的傷口，似乎不斷的滲出血來，只好，

壓抑住內心的恐懼，強迫地告訴自己：「那

個傷口是假的！」，並持續幫助這隻佈滿傷

口的手清洗及上藥。第二堂課：溝通；在這

站好比Cosplay，我們互為病人、家屬及護理

師的角色，為了理解病人的感受，必須以同

理心不斷轉換成不同人的立場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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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到第三堂課：急救站，這可是悠

關人命呢！在事發的第一現場，救護車往往

無法及時趕到，如何在短時間內，施予適當

的急救，患者就有更大的活命機會。所以，

在這關我們學習了CPR和AED。在學校，雖

然每學期也有舉辦相關的講座，但我從來沒

有操作過，這還是我的頭一回經驗呢！實地

操作才知道CPR的步驟及得注意的細節如此

多，必須反覆多加練習，如果真有一天在路

邊遇到需要急救的人，除了擁有熟練CPR之

外，救人的勇氣更是需要，才能臨危不亂。

邁入到最後一堂課，也要準備吃午餐

了，不知道中午會吃什麼便當…哈哈！回到

正題，這關卡是生命站，在這裡小南丁格

爾們必須扮演比病人還要重要的醫生，我們

要幫夥伴們，摸摸脈搏、數數呼吸、測量血

壓。每堂課都有不同的體驗，最後參觀醫院

的各個單位。

這次的體驗營，真是受益良多，更讓

我有了深層的體會。雖然只有短短一天的活

動，卻學習到了受用不盡的醫護能力，也

讓我深刻的感受到醫療行業的沉重責任和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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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團隊，好細心，讚！

醫院的服務，好貼心，讚！

第一加護病房，好暖心，讚！

耳鼻喉科，好用心，讚！

胸腔內科、居家護理、呼吸治療團隊，好安心，

癌症中心，好用心，讚！

護理團隊，好放心，讚！

實習生，有愛心，讚！

＊感病人黃○○的媽媽感謝潘志祥醫師的詳細、專業與溫柔的問診及讚美吳云湘護理長、彭雅芳	

			副護理長、高書研護理師詳細與溫柔處置。

＊病人石○○家屬讚美宋宛儒護理師熱心、專業，即使病人推到手術室，仍協助更換尿布。

＊病人女兒表示陪同年邁的母親到本院就診時，過程備感溫馨，服務的精神從一進汝川大樓就感

			受得到，門口警衛幫忙病人下車及借輪椅，服務台黃湘晴職員耐心辦理初診掛號，志工們親切

			引導就診方向，更感謝內分泌科黃建寧醫師細心問診以及隨診護理人員的協助。

＊病人許小姐感謝泌尿科高育琳醫師細心的照顧。

＊病人黃先生讚美癌症資源中心陳緯玲研究助理感覺溫馨，針對病因讓人更清楚、親切，令人愉快。

＊病人陳楊○○女士讚美肝病防治中心張秋純個管師細心、耐心服務患者。

＊病人媽媽邱女士深深感謝第一加護病房王耀東醫師，及全體醫護同仁的悉心照顧。

＊病人黃先生謝謝蘇茂昌醫師及黃鈺婷醫師細心照顧，令人安心。

＊病人林柯○○的兒子林先生感謝胸腔內科王耀震醫師、居家護理張素端護理師及全體呼吸治療

			師，在母親的長期呼吸居家照顧方面，讓家屬感到無比感激及安心。

＊病人嚴女士感謝吳欣蓉個管師的照顧。

＊病人沈先生讚美林淑鈐個案管理師親切。

＊病人黃先生讚美陳姿君個管師主動關心，協助處理問題，善言善語，令人激賞。

＊病人涂先生讚美核醫十樓鄭雅竹護理師熱忱幫助病人。

＊病人許小姐感謝核醫十一樓白雅菁護理長及全體護理同仁耐心、貼心照護，讓人恢復迅速，是

			遇過最好、最貼心、最用心的醫護人員。

＊病人讚美核醫十四樓陳含宣護理師盡職，態度認真、耐心的好護士。

＊病人讚美核醫十四樓葉淑慧專科護理師用心幫病人加油，耐心、風趣及細心的照護。

＊病人王傅○○的家屬讚美核醫十五樓全體醫護同仁對病人照護非常仔細、用心。

＊病人郭先生讚美核醫十五樓甘嘉裕護理師是一位任勞任怨、不畏辛苦、服務態度極佳的護理人員。

＊病人郭先生讚美核醫十五樓何恩甄護理師及黃干軒護理師陽光，對工作充滿熱忱、認真負責。

＊病人王先生讚美核醫十五樓邱婕如護理師及林詣茜護理師服務熱忱，是可靠的護理人員。

＊病人吳先生讚美核醫十五樓何佳佩護理師親切照顧病人。

＊病人張先生讚美汝川十二樓潘毓瑩護理師對病人做所有護理作業皆柔和、感受舒適。

＊病人張先生讚美汝川十二樓黃燕芬護理師每日辛苦的照護病人，非常認真、準時處理，非常感謝。

＊病人周先生讚美汝川十二樓張靖蘭護理師服務好。

＊病人賴先生感謝汝川十三樓的劉玉萍護理師、高淑娟護理師，及戴若晴專科護理師的照顧。

＊病人王傅○○的家屬讚美核醫十五樓許雅筑護理實習生對病人照護非常仔細、用心。

＊病人謝先生讚美核醫十五樓呂敏慈護理實習生服務態度親切、認真，值得嘉許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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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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6年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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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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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10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胸腔科顧問
蔡俊明教授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積分5分

106.03.11 08:30-17:30 達文西微創
手術中心

單孔腹腔鏡及
達文西手術

研討會

詳見中心網站
或相關

海報宣傳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孟皓34936

醫師繼續教育積分、護理繼續

教育積分、專科護理繼續教育

積分、外科醫學會學分、消化

系外科醫學會學分、內視鏡外

科醫學會學分、大腸直腸外科

醫學會學分等申請中

106.03.15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腎臟科主治醫師
洪東衛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106.03.15 16:30-17:30 解剖病理科 外科病理
討論會(SPC)

解剖病理科
許振東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6樓
4605會議室 顏嫚姍38345 無

106.03.22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中國附醫感染科
齊治宇主治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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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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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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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19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腸胃科蘇章政
主治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106.04.26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風濕免疫科
魏正宗主任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10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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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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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