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喘
氣喘是一種全球性的普遍疾病，據統

計全球約有三億人患有氣喘；在春天花粉漫

布、或秋冬季節交替之際都很容易發作。常

見的症狀包括了間歇性的呼吸困難、喘鳴、

胸悶、以及咳嗽，夜晚或凌晨時特別容易發

作。

氣喘的藥物治療，依據2015年全球

氣喘創議組織(GINA,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所訂定的治療方針：

依患者氣喘的嚴重程度分為五階，再依

據患者的病情不同給予適當的藥物治療。常

見藥物大致分為三類：乙二型交感神經致效

劑、副交感神經拮抗劑-抗膽鹼藥和類固醇。

對於症狀較輕微(第一、二階)的病人使用短

效型的乙二型交感神經致效劑；對於病情在

第三、四階段的病人，使用長效型的乙二型

交感神經阻斷劑加上吸入型的類固醇；第五

階的病人由於病況較為嚴重，可能必須再加

入口服類固醇作治療。

 文/實習藥學生 李維 連昱婷 趙軒佑

院內常用氣喘吸入劑：
藥品名稱 藥理分類 藥品成分 用法用量 注意事項

備勞喘Berotec SABA Fenoterol 需要時一吸
手指震顫、心
悸、頭痛、暈眩

昂舒Onbrez Ultra-LABA Indacaterol 每日一吸
適維樂舒沛噴Striverdi Ultra-LABA Olodaterol 每日一吸

備喘全Berodual N SABA+SAMA Fenoterol+Ipratropium
需要時一吸或
每6-8小時吸入
一劑

手指震顫、心
悸、頭痛、暈
眩、口乾

適喘樂舒沛噴Spiriva LAMA Tiotropium 每日一次2吸
心悸、心搏過
快、口乾

保衛康治喘樂Alvesco ICS Ciclesonide 每日一吸
咽喉疼痛、上呼
吸道感染、口腔
念珠菌感染

肺舒坦Foster ICS+LABA Beclomethasone+ Formoterol 每12小時1~2吸
頭痛、顫抖、心
悸、咳嗽、口腔
念珠菌感染

使肺泰
Seretide Evohaler

ICS+LABA Salmeterol+Fluticasone 每12小時1~2吸

使肺泰
Seretide Accuhaler

ICS+LABA Salmeterol+Fluticasone 每12小時1~2吸

潤娃易利達 ICS+LABA Vilanterol +Fluticasone 每日一吸
吸必擴都保
Symbicort Turbuhaler

ICS+LABA Formoterol+Budesonide 每12小時1~2吸

安肺樂易利達 Anoro
Ultra-
LABA+LAMA Vilanterol+ Umeclidinium 每日一吸

手指震顫、心
悸、頭痛、暈
眩、口乾

昂帝博Ultibro
Ultra-
LABA+LAMA Indacaterol+ Glycopyrronium 每日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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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吸入劑依照劑型設計不同又可分

成定量噴霧劑-MDI、乾粉吸入劑-DPI、氣霧

式噴霧劑三種。患者在使用不同的劑型控制

時，要特別注意每個劑型的使用方法、使用

頻次和時機，詳細用法請洽藥物諮詢室由專

業藥師為您說明。

近年新聞常報導不當使用類固醇藥品

產生副作用，導致民眾對於醫師開立類固醇

藥品時多所排斥，而未按醫囑定時使用吸入

劑，卻反而增加了氣喘發作的風險。在此特

別提醒，氣喘吸入劑為局部吸入給藥的劑

型，使用時較少出現全身性的副作用，比較

常見的副作用是口腔念珠菌感染，不過這部

分只要在使用完吸入劑之後確實漱口，便可

有效減低此副作用產生的機率，民眾不需太

過擔心。

日常生活保健上，除了正確的使用藥

物，避免接觸過敏原也是一個很有效的方

法。常見過敏原：塵蹣、花粉、黴菌、蟑

螂、寵物的皮屑、毛髮、羽毛(如貓、狗、

鳥、老鼠)等，其中又以塵蹣最為常見；另

外，環境粒子、天氣劇烈變化、某些食物或

藥物、情緒變化等都有可能誘發氣喘發作，

在生活中要特別注意。

另外民眾最常詢問的問題就是「氣喘體

質的人是否可以運動?」其實大部份的氣喘

患者都可以正常的從事體育活動。但此所說

的運動是指可「間歇性休息的運動」例如：

有氧運動、游泳、慢跑、健走、瑜珈等。依

照喜好和身體狀況，找出適合的運動並持續

下去。對於發育中的孩子而言，運動可以提

供身體成長的刺激，透過運動也可促進人際

互動。簡而言之，適度運動對於氣喘患者的

正常生理是必要的。

氣喘雖然無法根治，但只要確實並正

確的使用藥物，加上注意日常生活中的小細

節，大多數的病人皆可達到良好的控制，維

持正常的健康狀態及生活品質！

參考資料
● 氣喘照護手冊 
● 藥物仿單、醫院衛教單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網站
  http://taqm.epa.gov.tw/taqm/tw/default.aspx
● 第一次使用吸入劑就上手
   http://www.asthma-copd.tw/images/files/Brochure/0007.pdf
● MED DATA SPEAKS https://meddataspeaks.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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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瘦”人生
文/營養科 陳盈汝 營養師

根據我國「2013~2014國民營養健康狀

況變遷調查」，成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為

43%；依據教育部學生健康檢查資料顯示，

102年國小學童過重及肥胖比率為30.4%；

與世界肥胖聯盟(World Obesity Federation)

資料比較，我國成年人及兒童肥胖比率皆為

亞洲之冠，顯示肥胖問題為必須積極解決的

課題。另，炎炎夏日即將到來，總想著要將

冬天在身上多出的體重趕在夏天前剷除，該

如何吃得健康、吃的瘦、又不復胖呢？

一、均衡飲食，少吃多動

在均衡飲食的前提之下，增加蔬菜量並

平均減少其他五大類食物的攝取，配合改變

烹調方式，少油、少鹽、少糖，以降低熱量

的攝取，加上培養運動習慣，消耗脂肪，增

加肌肉量。

二、早餐的重要

美好的早晨，營養均衡的早餐是必要

的，早餐也是夜間長時間空腹後的第一餐，

腦部及身體需要能量供給，因此格外重要，

國人卻常有「不吃早餐可減重」的錯誤迷

思。

其實，不吃早餐反而使身體適應低代謝

率，而讓下一餐吸收率更強，使身體更易變

胖。相對的，吃早餐後，利用白天活動來消

耗熱量，因此完全不用擔心吃早餐會變胖。

優質早餐搭配

全榖根莖類（麵包、吐司、飯）＋蛋白

質（雞蛋、豆漿、雞肉）＋低脂乳品

（低脂牛奶、起司片、優格）若能搭配

半碗蔬菜更均衡！

三、足夠的纖維

便祕常常是減重的剋星，造成便秘的原

因不外乎

1. 水分不足

2. 纖維不足

3. 食物攝取不足

4. 運動不足

減重時，減少食物攝取往往會引起便

秘問題，因此適當的水分及纖維補充是必須

的，以改善便秘的狀況。

每人每日纖維建議攝取量為25到35克，

半碗蔬菜纖維量約8-12克，水果100g約1.5-3

克，建議一天吃三份蔬菜兩份水果，搭配將

白米飯替換為纖維含量較高的全穀飯，已達

建議攝取量。

四、改變飲食習慣

1. 慢慢吃，快快飽

細嚼慢嚥的減慢進餐速度，吃的速度放

慢大腦會得到訊息感覺吃了很多東西，

使大腦感覺已經飽足，可以讓飽足來的

較快以降低暴飲暴食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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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餐前喝水

餐前喝一杯溫水，喝水可以增加代謝

率，提高飽足感，以減少吃入過多的食

物，攝取過多的熱量。

3. 訂好份量

避免攝取過多熱量的方式，除了不吃不

必要的食物之外，可以將自己該吃的食

物份量先訂好，選擇合適的盛裝器具，

只吃該吃的份量。

4. 改變攝食順序

進餐順序首先先選擇青菜、纖維含量高

的食物先吃，增加飽足感、吃足夠纖維

後再吃其他類的食物。

5. 改變烹調方式

健康聰明烹調或外食少用炒、炸，建議

多選用蒸、煮、滷、紅燒、涼拌、

烤、燉等方法，以降低油脂的攝取，減

少熱量。

6. 少吃空熱量食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針對全球，公

布了十大空熱量食品。

「空」熱量並不等於「零」熱量，而是

指擁有高卡路里、低營養素的食物，過去這

些低營養價值食品多通稱為垃圾食物。空熱

量其原文為Empty Calories，是指該食物的

熱量來源多僅為較單一的碳水化合物或蛋白

質或脂肪，且成分中鮮少維生素和礦物質，

且非膳食纖維，也就是缺乏促進健康的營養

成分在其中。這些食物不會給身體帶來益處

及營養素，只會增加不必要的熱量使體重上

升，因此少吃為妙。

五、戒糖

WHO於2015年3月發布「給成年人與

兒童的糖指南(Guideline: Sugars intake for 

adults and children)」，建議游離糖攝取量

應低於攝取總熱量10%；並建議各國在經過

社會各界討論共識下，將游離糖攝取量降低

至攝取總熱量5%。以健康體重60公斤的成

人，每日所需熱量約1800大卡，每日游離

糖之熱量不超過攝取總熱量5%計算，相當

於不超過90大卡，即22.5公克的糖（約4~5

顆方糖，每顆方糖含5公克糖，每公克糖可

產生4大卡熱量）。

台灣手搖飲料店林立，街上人手一杯飲

料，加上人人總有一個甜點胃，依研究顯示

糖攝取過量，除了造成肥胖，更會增加代謝

症候群及心血管疾病風險。因此，學習和糖

說再見是減重必要的課題。 

六、提高代謝率

1. 多喝水；喝水能促進新陳代謝，提

高代謝率。

簡單的計算公式；每公斤體重需攝取

30c.c.的飲水量，例如70公斤重的成年人，

每天至少要喝2100c.c.的水。

2. 增加運動量；減重過程中，減少熱

量攝取會造成基礎代謝率降低，必須藉由運

動才可提高人體的基礎代謝率並且增加熱量

的消耗，所以飲食控制和運動一定要雙管齊

下。

減重是長期抗戰，欲速則不達！

短時間瘦下來，小心反彈效應，復胖甚至比之前更胖！

因此均衡健康減重，循序漸進，才是享”瘦”不二法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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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住院病人夜間復健執行率」

有些事不做不會怎樣  做了很不一樣
文/中興復健病房 陳美如 護理長

品管圈競賽活動對很多臨床醫療人員

來說絕對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做。品管圈

(Quality Control Circle, QCC)的含義就是由

相同、相近或互補之工作場所的人們自動自

發組成小團體，又稱QC小組，約6人左右，

以全體合作、集思廣益，按照一定的活動程

式，活用品管七大手法又稱之為QC7手法，

來解決工作現場、管理、文化等方面所發生

的問題及課題。品管圈活動是由日本石川馨

博士於1962年所創，廣泛的教導各領域經

理品管的方法，以縮減龐大的品管部門及工

程師，日本企業將計劃Plan、實施Do、查核

Check、改善處置Action的「PDCA循環」貫

徹，讓這項活動「好還要更好」。也讓我們

了解其中之涵義，與真正P-D-C-A的由來。

我們自2015年4月籌備組圈開始，持續

兩年品管圈活動，從商討改善主題、執行方

向，每一次的會議與討論，不論有多困難的

對策，總是想辦法克服，堅持做下去。品管

圈的執行方向為：分析找出主要問題、列出

問題清單，解決方法、掌握現況、維持成

果。過程中我們運用傳統的QC七大手法如

柏拉圖、查核表…；輔導課程中教導之QC新

七大手法關矩陣圖法、箭線圖法…都嘗試運

用。在老師輔導之下我們對品管手法更進一

步了解。整個過程圈員間不斷激發創意、彼

此交流成長，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我們設計了復健計畫表、提供床邊復健

資訊(1)設立復健治療計畫表、(2)製作復健教

材宣傳海報、(3)單位設立復健教材櫃，拍攝

復健關節被動運動影片，教導病人如何正確

執行。

並設立標準作業流程，病人夜間復健

執行方式：(1)夜間7點開始進行活動宣導廣

播、(2)撥放活動音樂、(3)夜間9點進行活動

結束廣播、(4)播放晚安曲音樂。廣播內容為

:告知病人及照顧者此時段為活動時間，須配

合執行復健師提供復健計畫表內容或至護理

站租借相關輔具執行復健訓練，並且須執行

大於20分鐘。此時段由同仁以夜間復健活動

監測表觀察病人是否配合執行。

活動推行後家屬對於此活動皆表支持與

配合，並能於此時段執行關節被動運動、下

床練走、簡單治療球運動或使用相關復健教

材進行運動等，帶給護理團隊正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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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圈長曉稜護理師的帶領，和圈

員心柔護理師、玉華護理師、珍妙護理師的

共同努力，及中興復健護理團隊全力配合，

才能一同完成這項新挑戰。而將品管活動主

題「提升夜間復健執行率」推動到家屬及病

人們都耳熟能響，我想這是一項隱形收穫與

成就感，更感謝院方一路支持、醫品中心輔

導與協助。

當然在過程中也有遭遇瓶頸與挫折的時

候，但圈員們總是能運用最大的腦力激盪化

解困難，我很榮幸有這麼優秀的團隊，也看

見每個人的潛力無窮，例如珍妙及玉華比賽

時的口頭報告，有條有理、清楚呈現，對他

們而言是跨越了自己的極限。

而參與醫策會第十七屆醫療品質競賽

榮獲潛力獎，也從比賽中看見外院巧思與精

采，很多是跨科室的團隊，值得學習。因為

很多事情真的需要多科室共同努力，團結真

是力量大。

感謝醫護部的秋香副院長、愛誠督導、

彩緣督導持續不斷的勉勵及指導、支持，更

重要的是默默在工作崗位付出的中興復健護

理團隊，你們每一個人都不能少，讓我們有

十足的勇氣往前衝。

而後再參與台灣醫療品質協會2016年

醫療品質競賽，大家卯足全力，在問與答的

過程中表現突出，受到肯定，是一次提升本

院難見度的好機會，最終獲得銅品獎！

是的，我們得獎囉！歷經近兩年活動，

不斷自我挑戰、不斷改進缺點，最重要的

是與大家分享我們的成果，期盼運用在更

多病人身上，就像我們品管圈精神~「有些

事不做不會怎樣，做了很不一樣」。We are 

NIKE~We ar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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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糖尿病健康照護團隊榮獲生策會

「2016 SNQ 國家品質標章」認證獲

獎主題：Sugar Cloud 糖尿病健康照

護團隊

恭賀榮獲國民健康署頒發105 年度糖

尿病健康促進機構提升照護品質計畫

機構創新特色－標竿楷模。

杏林醫田週年醫學研討會

校園教師培訓課程 全人醫療暨整合服務研討會

本院社區健康照護中心及台中市診所協會聯合辦理，探討女性心肌梗塞、達文西機械手臂臨床應用、

失智症診斷與治療…等醫療新知與展望。

台灣關愛基金會、台灣關愛之家協會與本院

感染科共同辦理愛滋病校園教師培訓課程

本院癌症中心參與衛福部附屬醫療及社會

福利機構管理會所辦之權人醫療暨整合服

務研討會海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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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身心科細心照顧，陪伴病人一路成長，像另外一個娘家

‧病人劉小姐感謝賴德仁、林月屏醫師、吳瑞燕護理長、楊素惠及梁秀婷護理師及全體醫護同仁，這一路走

   來，因為有你們的陪伴，細心照顧，中山就像是我另一個娘家，溫馨極致。

‧病人王先生讚美李麗雅護理師服務非常認真、溫和，態度良好。病人李先生讚美體貼照顧讓病情好轉；病 

   人劉小姐謝謝妳的安慰、待人親切及認真關心病友。

‧病人蔡先生及病人李先生讚美梁秀婷護理師照顧用心，陪伴有佳，謝謝你在我住院期間的體貼照顧，讓我

   的病情好轉了。

‧病人蔡先生讚美江秀卿護理師、謝佳欣護理師、陳筱惠護理師照顧用心，陪伴有佳。

‧病人李先生讚美葉怡君護理師及鍾雅如護理師體貼照顧讓病情好轉。

‧病人劉小姐及病人蔡先生讚美邱期彬醫佐在住院期間，總是耐心提醒、對待病人照顧有佳。

‧病人蔡先生讚美蕭佑丞醫佐，總是耐心照顧我。

‧病人劉小姐讚美黃春槐醫佐做事認真、服務態度良好，他種植的花草給人療癒的心情。

謝謝心臟內外科病房護理人員，無微不至、細心呵護、親切溫馨

‧病人劉小姐讚美王仁愛專科護理師、曹素琴專科護理師，蔡雪雅護理長、以及蔣慧燕、詹依華、李京郁、

   柯雅芳、劉奕欣、李佳燕、周巧蓉、李正琦、許佳樺、張詩蓓、張雯婷、沈佳安、黃雅亭、翁岱鈺、連怡

   茹及黃心怡護理師，妳們的照顧讓我感到無微不至、細心呵護、親切溫馨，對待病人如同親人一般，讓我

   心安、感動又感恩。

感謝復健治療科物理治療師不馬虎、溫柔耐心的教學

‧病人女兒林小姐讚美楊淑珍物理治療師依病人身體狀況改善體態姿勢、調整訓練內容、課間努力協助，全

   不馬虎、悉心教學、細心、耐心、溫柔

謝謝小兒科的耐心、細心、用心照顧

‧病人(林先生)家屬讚美小兒科廖培汾醫師細心、耐心的照顧病人。

‧病人(陳先生)家屬讚美孫海倫醫師對待病人很用心、親切。

‧病人(陳先生)家屬讚美胡雅淳醫師很認真用心、親切的照護病人，讓人感到安心。

‧病人(陳先生)家屬讚美病房的吳淑鈞、許瑟佳、廖婕伃、曾佩文、潘惠娟及邱秀珍護理師都很用心又親切

   的照顧孩子，讓家屬焦慮的心情能夠放鬆下來。

謝謝中山附醫的醫師們、護理師們，總是盡心盡力的醫治、照護病人

‧病人楊先生感謝感染科李原地醫師、李崇豪及洪雋恆實習醫學生及曾瓊誼護理長的細心照顧。

‧病人黃先生感謝骨科吳志隆醫師及醫護團隊的關懷與照顧。

‧病人羅先生讚美耳鼻喉科蘇茂昌醫師盡心盡力醫治病人。

‧病人林小姐讚美汝川九樓洪映廷護理師服務親切。

‧病人朱先生謝謝成人第二加護病房的賴妤妍護理師的幫忙。

‧病人劉先生感謝亞急性呼吸照護中心黃靖容護理師細心照顧，熱心協助解決問題。

‧病人李女士讚美核醫十二樓何潔盈護理師很好。

‧病人廖小姐讚美核醫十二樓邱雪鞠護理師服務貼心、細心。

‧病人江小姐讚美核醫十二樓陳品雯及莊純樺護理師服務高品質

‧病人(林先生)家屬讚美汝川十一樓王瑞儀護理師打針技術很好、蔡伊萍護理師解說藥品很仔細。

‧病人(陳先生)家屬讚美汝川十一樓吳淑鈞、許瑟佳、廖婕伃、曾佩文、潘惠娟、邱秀珍護理師都很用心、

   親切的在照護病人。

謝謝中山附醫的看護大姐們，視病如親的照顧病人，讓人安心託付

‧病人廖先生讚美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的看護張錦鳳女士專業親切，對病人有愛心、耐心，是位可以

   安心託付的人員。

‧病人林先生讚美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看護楊秀雲女士經驗豐富、細心照顧病人。

‧病人李女士及病人張先生都讚美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看護張春枝女士個性溫和、很細心、服務很好。

‧病人家屬讚美天心看護中心看護林美月女士有愛心、耐心、親和力及有責任心，讓家屬很放心交給林女士

   照顧

‧病人梁小姐讚美天心看護中心看護何淑貞女士認真負責，用心照顧病人。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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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病患黃先生讚美感謝放射腫瘤科團隊

提供  專業  貼心  優質  的醫療照護

謝謝  曾顯群  醫　師

謝謝  楊惠芳  護理師

謝謝  蔡佩芳  護理師

謝謝  廖貞香  護理師

感恩您們的協助關心，

待人親切、善氣迎人，

專業優質的服務態度，令人讚賞！

放射腫瘤科由專任主治醫師、住院醫師、醫學物理師、放射技術師及護理師共同

組成之醫療團隊，提供癌症病患完善之放射線治療，且結合院內的復健及營養團

隊，全面提升癌症治療之服務品質與成效。

具備新穎先進之放射治療設備，在曾顯群主任的領導下，創下台灣中部地區〈頭

頸癌、直腸癌、腦癌、食道癌、婦癌、泌尿道癌症等〉多項癌症放射線治療先

驅，更多次獲得「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之肯定，致力於提高治療療效與降低治

療副作用。

醫療團隊秉持『感動服務、卓越品質』之服務目標，以全心、用心、愛心的照

護，使病患倍感溫馨，您的肯定與鼓勵是放射腫瘤科永續服務之動力。

醫人
 醫病
  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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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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04-106年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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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05 13:50-17:30 臨床試驗中心
人體臨床試驗
「倫理、科學、
法規與GCP(二)」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陳鋕雄 副教授台
灣人權促進會邱伊翎 秘
書長臺北醫學大學大數
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蔣
以仁 教授/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口腔醫學大樓B1-D05
演講廳
(建國北路與文心南路口)

蔡孟潔
56228

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西醫師」、「護理
師/士」積分、本院醫教部
醫學倫理積分、中山醫學
大學教師成長中心(CFD)
研習點數申請中

106.04.10 13:50-17:30 臨床試驗中心
人體臨床試驗
「倫理、科學、
法規與GCP(三)」

中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究
所邱文聰 副研究員台灣
受試者保護協會郭英調 
創會理事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口腔醫學大樓B1-D05
演講廳(建國北路與文心
南路口)

蔡孟潔
56228

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西醫師」、「護理
師/士」積分、本院醫教部
醫學倫理積分、中山醫學
大學教師成長中心(CFD)
研習點數申請中

106.04.11 08:10-12:00 臨床試驗中心
人體臨床試驗
「倫理、科學、
法規與GCP(四)」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區區域性審查委員會
黃漢忠 博士/執行秘書
國立陽明大學社區健康
照護理研究所劉影梅 教
授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
林綠紅 理事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口腔醫學大樓B1-D05
演講廳(建國北路與文心
南路口)

蔡孟潔
56228

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西醫師」、「護理
師/士」積分、本院醫教部
醫學倫理積分、中山醫學
大學教師成長中心(CFD)
研習點數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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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7樓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會5積分

106.04.15 8:10-12:30

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台中市
政府衛生局、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

腸病毒71型
繼續教育課程

蔡政道、潘蕙嫻、
郭業文醫師

汝川17樓1703會議室
簡小姐
21728

兒科醫學會積分、專科護
理師積分、護理師積分

106.04.17 13:30-16:30 臨床試驗中心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訓練課程(一)-醫療
器材臨床試驗計畫
書之設計、撰寫與
執行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
心鄭淑娟 醫師/審查員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花蓮
慈濟醫學中心麻醉科/ 
WIRB 陸翔寧 主任/審
查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7樓0712教室

蔡孟潔
56228

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西醫師」、「護理
師/士」、「藥師」、「物
理治療師」、「檢驗師」
學會申請中、醫療器材
GCP教育訓練3小時；院
內醫學倫理積分、中山醫
學大學教師成長中心專業
成長積點申請中

106.04.19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蘇章政腸胃科主治醫師 行政7樓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106.04.21 13:30-17:20 臨床試驗中心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訓練課程(二)-醫療
器材臨床試驗規範
與GCP法規

工研院量測技術發展中
心醫療器材驗證室李子
偉 主任食品藥物管理署
醫粧組陳德軒 審查員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7樓0712教室

蔡孟潔
56228

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西醫師」、「護理
師/士」、「藥師」、「物
理治療師」、「檢驗師」
學會申請中、醫療器材
GCP教育訓練4小時；院
內醫學倫理積分、中山醫
學大學教師成長中心專業
成長積點申請中

106.04.26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魏正宗風濕免疫科主任 行政7樓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106.04.26 13:30-16:40 臨床試驗中心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訓練課程(三)-醫療
器材查驗登記之臨
床前(pre-clinical)
考量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
心劉家菁 審查員財團法
人醫藥品查驗中心李曜
珊 審查員弘晉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林鉅逵 經理

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2樓0221教室

蔡孟潔
56228

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
教育「西醫師」、「護理
師/士」、「藥師」、「物
理治師」、「檢驗師」學
會申請中、醫療器材GCP
教育訓練3小時；院內醫學
倫理積分、中山醫學大學
教師成長中心專業成長積
點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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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5.10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蔡青峰心臟內科
主治醫師

行政7樓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106.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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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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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5.17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羅世昌內分泌科醫師 行政7樓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申請中

106.05.21 13：00-17:00 兒科醫學會
兒科醫學會中區月
會及兒童重症醫學
會中區月會

孫海倫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
校本部實驗大樓
實二教室

簡小姐
21728

兒科醫學會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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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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