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查骨健康，一抹永安康」母親節免費篩檢活動
由癌症中心、骨科、婦產科、中醫科、營養科聯合舉辦女性免費四癌篩檢、骨質
密度檢查，我愛媽媽健康活動，民眾參與踴躍。

「關關相護-漫談關節炎」關節炎健康講座
風濕免疫過敏科-魏正宗主任及梁培英醫師、骨科-吳志隆醫師，和您一起關心關
節的健康。認識關節炎、關節炎最新治療，及手術復健、保健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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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胸腔外科林巧峯主任當選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第13屆理事

˙檢驗科李名世主任當選台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第16屆常務理事

   魏妙如組長、朱蕙純組長、謝明昌組長當選理事

˙遺傳諮詢中心陳素珍諮詢師當選台灣遺傳諮詢學會理事長

我們的藥劑科專業藥師，不
定期的都會在汝川大樓一樓
領藥處舉辦藥物使用的衛教

回家後遇到服藥問題也別怕	
	

藥物諮詢組電話： 

(04)2473-9595轉38005；	
假日及夜間轉38217

領藥處旁邊有
藥物諮詢室，
用藥問題也可

以前去諮詢喔

衛教時間10分鐘
左右，有空停留
一下收穫多多唷

˙心臟內科莊曜聰醫師、蘇峻弘醫師、蕭文智

   醫師(圖左至右)赴韓國參加2017年TCTAP亞

   太經導管心血管治療大會，心臟內外科病房

   蘇峻弘主任榮獲BEST CAS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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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00%)，縮短藥物作用時間，而造成疾病

復發或控制不佳。進一步為控制病情，吸菸

患者需調高茶鹼的藥品持劑量，此時，高劑

量的茶鹼將造成心臟的副作用。當吸菸患者

改變吸菸習慣，而未適當調整劑量時，很容

易疾病控制不佳或產生藥物之副作用。

二、咖啡因(Caffeine)

咖啡因是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劑，能暫時

的驅走睡意並恢復精力，還可用於預防或治

療偏頭痛。由於香菸會加速人體提高咖啡因

排除速56%，縮短藥物作用時間，而造成疾

病控制不佳。為進一步控制病情，吸菸患者

需調高咖啡因的藥品劑量，此時，高劑量的

咖啡因將造成副作用，最常見心悸、心動過

速，胃酸分泌，震顫，緊張和失眠，也會因

增加尿液中-鈉的排泄而利尿。當吸菸患者

戒菸時，也應減少咖啡因劑量。

三、胰島素

可使病人體內血糖穩定，用於糖尿病

之治療。吸菸之病人因香菸中化學物質刺激

周邊血管收縮而降低胰島素之吸收，同時會

造成對胰島素抗藥性產生。為避免疾病之惡

化，需增加血糖測量次數及隨時調整胰島素

用量。若吸菸患者血糖控制不佳，易併發心

血管疾病、腎臟疾病等。

根據美國癌症協會(ACS)統計，全球死

亡人數中有1/10歸因於吸菸，而吸菸者中

有1/3~1/2死於菸害，且平均壽命比不吸菸

者少15年。吸菸是心血管疾病的其中一個

危險因子，會增加8倍冠狀動脈疾病機會，

干擾高血壓藥物對血壓的控制，增加一氧

化碳的量，氧化血紅素濃度降低，增加壞

的膽固醇的量，還會產生自由基損壞血管

壁。在2010年的統計中，6百萬吸菸者死

於癌症、心臟疾病、肺氣腫和其他相關疾

病。除此之外，香菸是造成許多藥物治療

效果不佳之原凶。

香菸在燃燒過程中，會產生4000多

種化學物質，其中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

是多種肝臟細胞色素P450微粒體酵素

（Cytochrome P450 microsomal enzyme)之

強力誘導劑，會造成人體對某些藥物之代

謝增加，因而吸菸病患通常都需較一般人

高之藥物劑量來治療，且香菸會與許多藥

品產生交互作用，以下介紹幾種常見之藥

物。

一、茶鹼(Theophylline)

為支氣管擴張劑，常用於氣喘病人、

慢性呼吸道阻塞及長期慢性之咳嗽等。由

於香菸會加速人體對此藥物之代謝(提高

文/藥劑科 蔡敏鈴 藥師

菸燃疑效
吸菸與藥物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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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精神病藥物

用於治療精神相關疾病，如精神分裂

症、憂鬱症、狂躁症、焦慮等。吸菸之病人

若同時服用部分抗精神病藥物會減少藥物

血中濃度(如:Clozapine、clopramazine分別

減少28%及24%)，或提高藥物排除速率(如

:Holoperidol、Fulvoxamin、Onazapine分別

增加44%、24%、98%)，而降低Holoperidol 

70%、Fulvoxamin 12~39%及Onazapine12%之

血中濃度，因而需要較高藥物劑量才能達到

控制理想。

五、鎮靜安眠藥

用於精神安定及失眠之治療。尼古丁是

香菸成分中使人成癮的物質，尼古丁也會刺

激交感神經，使交感神經興奮，故有菸癮之

民眾在吸菸時會覺得心情愉快、精神振奮等

感受。但尼古丁會與鎮靜安眠藥之作用產生

抵消，使得鎮靜安眠藥物效果降低，安眠藥

將無法達到助眠之效果。

六、乙型阻斷劑

用於降血壓及控制心律不整藥物，如抽

菸可能會提高propranolol排除率達77%，而

造成心律不整或血壓控制不佳，故吸菸者需

要較高劑量才能達到治療效果。

七、抗心律不整藥物

Mexiletine屬於IB類抗心律不整藥，其結

構和活性類似lidocaine，具有局部麻醉之性

質。適應症為心室性不整律。吸菸之病人若

同時服用此藥，將會提高Mexiletine排除速

率25%並且降低36%半衰期，故需要較高劑

量才能達到治療效果。Flecainide則適用於突

發性上室心搏過速、突發性心房纖維顫動及

嚴重心室性心搏過速。吸菸之病人若同時服

用此藥，將會提高Flecainide排除速率61%並

減少25%血中濃度，吸菸者須增加藥物劑量

時，需考慮監測最低藥物血中濃度。

八、口服避孕藥

用於避孕或荷爾蒙療法。文獻指出吸菸

患者服用口服避孕藥，將增加罹患如中風、

心肌梗塞、血栓性栓塞等心血管疾病之比

例，尤其菸癮較大之患者(>15根/天)或年齡

較大(>35歲)者，危險性都會顯著上升。

 

吸菸不僅影響周遭親朋好友健康，同

時也傷害自己的健康，更降低本身疾病之治

療效果。醫療團隊面對吸菸病人時，縱然可

使用較高之藥物劑量以達到療效，但也必須

顧及吸菸影響藥物，產生之副作用。若戒菸

成功，其可避免引發心血管疾病、中風、癌

症、慢性呼吸道疾病等，同時用藥將更有效

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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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鈣」你，讓你有好骨氣
文/營養科 吳玟靜 營養師

一、每日國人鈣的需要量

電視上經常看到有關國人鈣質攝取太少的廣告，調查發現，國人無論在各年齡層、男性或

女性，鈣的攝取量都非常不足。根據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及其

說明(Dietary Reference Intake，DRIs)」修訂第七版的資料指出，鈣質一日建議攝取量如下表：

  

營養素
年齡

鈣
(mg)

營養素
年齡

鈣
(mg)

1-3歲 500 13-18歲 1200
4-6歲 600 19歲以上成人及銀髮族 1000

10-12歲 1000 懷孕及哺乳婦女 與該年齡層相同

鈣質是鞏固骨骼及牙齒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有促進肌肉收縮、心臟跳動、血液凝固等機

能，是人體不可或缺的營養素。若長期鈣攝取不足，對兒童或青少年易影響牙齒生長，也會導

致骨骼成長不良，進而影響發育；成人或年長者則會因骨本流失，在老年時容易骨質疏鬆，增

加跌倒、骨折風險；孕婦若沒補足鈣質，則可能影響胎兒發育。鈣質攝取不足雖會有以上問

題，但補鈣也不能補過頭，若超過每日上限攝取量2500毫克，可能造成泌尿道結石、便秘，也

會增加心血管負擔，所以補鈣要補得剛剛好才行。

二、哪些人容易有鈣不足的情形呢?

(1)進入更年期的婦女、40歲以前停經、月經來得早者。

(2)老年人。

(3)長期酗酒及抽菸，大量攝取咖啡、茶類者。

(4)少曬太陽、缺乏運動者。

(5)鈣及維他命D攝取不足者。

(6)外食族、挑食、體重過輕、不當節食減肥者者。

(7)長期服用類固醇、抗痙攣藥、利尿劑、抗凝血劑、胃藥、止痛藥等治療者。

三、高鈣食物有哪些?

若要使身體保有足夠的鈣質，平時就得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及生活作息，三餐營養均衡，

不熬夜，且少喝濃茶、咖啡飲品及酒類，可避免因偏食、營養不良而影響鈣的吸收。而且均衡

的飲食中，含有足夠的維生素Ｃ、銅、錳、鋅等，可防止骨質流失。素食者可以多吃含有豐富

的鈣質的海帶及海藻類，像紫菜、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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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挑選高鈣食物搭配食材，持續而且適量的運動絕對不可少，適度的戶外運動與日

曬，讓陽光幫助身體產生維生素D，讓鈣質達到最大吸收量，以增加骨質密度，降低骨質疏鬆症

發生率。

預防骨質疏鬆症永遠不嫌晚，希望大家能更加注意飲食營養與運動，使我們的骨骼更健康！

高鈣點心小教學

黑糖山粉圓    含鈣量：約110mg

材料：山粉圓10g、適量黑糖

作法：1.將水用大火煮沸

　　　2.將山粉圓倒入水中轉小火燜煮5分鐘

　　　3.燜煮完後關火並加入黑糖攪拌均勻即可。

山粉圓不僅鈣質豐富，同時也富含高纖易飽的

特性，且熱量較低，因此常在夏日飲品中作為配料。

此外，山粉圓也富含「次亞麻油酸」，能夠降低心血

管疾病的風險，對身體健康相當有幫助。但要注意的

是，山粉圓的纖維含量高，應避免連續大量食用，以

免增加腸胃負擔。

參考資料：

台灣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

http://www.foodcare.com.tw/label.aspx?article=939

類別 食物名稱
每100克中
所含之鈣
含量(mg)

類別 食物名稱
每100克中所含
之鈣含量(mg)

奶類及其製品
乳酪 606

豆類及其製品
小方豆干 685

鮮奶 111 五香豆干 273
無糖低脂優酪乳 59 傳統豆腐 140

全穀類
加鈣米 170

魚肉及其製品

小魚干 2213
燕麥 25 魚脯 1722

蔬菜類

紫蘇 401 蝦皮 1381
紅莧菜 218 蝦米 1075
黑木耳 184 吻仔魚 157
芥藍 181

堅果種子類
黑芝麻 1354

紅鳳菜 121 山粉圓 1073
小白菜 100 愛玉子 714
秋葵 94

其他
黑糖 464

油菜 88 酵母粉 119

補鈣小撇步

如何促進鈣的吸收及幫助鈣質增加的因子?

(1)維生素C可以幫助鈣質吸收，建議在飯

　後攝取富含維生素C 的水果。

(2)適當溫和的日曬。

(3)養成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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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按摩
文/物理治療室 劉美惠物理治療師

每位寶寶都是經歷出生過程的挑戰來

到這世界，有些寶寶無法安穩的入睡或常哭

鬧，連帶也影響了父母的睡眠品質，但父母

除了調整寶寶的日夜作息、抱抱外，還有哪

些妙招呢?先想看看我們大人壓力大或疲勞

時，自己如何處理呢? 我們藉由每晚舒服的

熱水澡、一夜好眠或運動，第二天可能就是

一尾活龍了。大人可以了解自己的不適來處

理與調整，但是寶寶如果不舒服怎麼辦?所

以寶寶感覺不適時，能使用的唯一方法就是

「哭」！這一哭可不得了，會讓新手父母更

加手足無措，除了確認肚子餓與大小便外，

其他對寶寶的了解正在學習中，尤其是急性

子的寶寶會讓父母更加心急如焚。

因此本文來分享可以讓寶寶更舒服的

按摩方法，當然前提是寶寶的基本需求如肚

子餓、解便等已滿足後，如果寶寶仍無法安

穩入眠或易哭鬧等，可能的情形有下列幾

種：

1.腹脹：是最常見的困擾，寶寶的腸胃機能

發展較慢，消化速度慢、容易脹氣、食慾

差與腹痛，因此容易有哭鬧情形，父母可

於餵食前摸摸寶寶的肚子是否有腹脹情

形。若有，可於空腹時多給予下半身屈曲

與旋轉的律動後再幫忙腹部按摩(圖一)，

幫助寶寶腸道排氣，身體肌肉放鬆，以利

進食後的胃腸道消化吸收，體重增加。

2.感官敏感：胎兒在子宮內被安全地包覆，

出生後的感官需要適應與發展，每位寶寶

的敏感度不同，太敏感的部分需要父母協

助調整環境，如光線明暗、聲音音量、環

境溫度…等，父母可觀察寶寶的反應，使

寶寶更安穩的入睡。

3.觸覺敏感：皮膚是寶寶最早發育的感官，

在臨床治療的經驗中，早產兒因醫療需要

出生後即在保溫箱內照護，觸覺最敏感；

在母乳哺餵時親子肌膚接觸更多，寶寶能

獲得更多的滿足，有助於日後探索與發

展。鼓勵父母在照顧中觀察寶寶是否喜歡

被撫觸、抱抱?哪些部位不喜歡被撫觸、抱

抱?喜歡的部位要多滿足，不喜歡的部位可

由短時間的撫觸或按摩開始，再慢慢增加

時間或部位。圖示中的背部(圖二)與腿部

按摩(圖三)是多數寶寶最可接受的部位，

建議可由此開始進行，讓寶寶學習與享受

放鬆。

圖一  腹部按摩  可連續動作由右下腹做”ㄇ ”字往左下腹方向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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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洗澡：可提供另一種的溫度與介質，讓寶

寶更舒服與放鬆，並享受樂趣。

5.肢體律動：隨著寶寶的發展里程進展(寶寶

手冊有敘述與圖示)，肌肉骨骼系統正在

快速發展與訓練中，多給予適當的場地與

機會活動，有利於神經肌肉系統更協調與

穩定，建議父母多與寶寶一起互動與規律

運動。

6.在臨床治療的經驗中，有些寶寶於胎兒時

期著床位置影響了肢體的活動空間，可能

有足部內翻、肌肉緊繃等，造成脊椎、肩

膀、髖關節活動度太大或受限。當評估寶

寶時看到動作模式不同，給予較緊的肌肉

適度按摩放鬆與穩定肌肉活動誘發，即可

幫助寶寶的活動更順暢。(圖四)

嬰幼兒按摩對寶寶的益處很多，以下簡

述五點：

(1)安撫情緒

(2)促進胃腸功能：幫助蠕動排氣，紓解脹氣

    與便秘。

(3)降低壓力

(4)改善睡眠

(5)加強親子關係與互動

希望藉由此文分享，讓父母能更加瞭解

與觀察寶寶之需求，若仍有疑問，本院有專

業的物理治療師教導嬰幼兒按摩課程，歡迎

父母報名參加。[04-24739595分機21600]

圖二
背部按摩 手掌心全貼住寶寶的背部，

給予按壓，可分段往下按摩。

圖三
腿部按摩 沿著大腿往小腿方向，給予
按壓撫觸，速度視寶寶的反應而定。

圖四 
親子按摩課程中的寶寶肩胛與上背間肌肉較
緊，物理治療師給予肌肉適度按摩放鬆，並
練習肩頸穩定肌肉活動誘發，即可幫助寶寶
的活動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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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單位 感謝讚美內容

＊ 張浤榮醫師 腎臟內科
病人劉小姐讚美張浤榮醫師無微不至的照顧、幫忙；病人蘇小姐讚美腎臟
內科張浤榮醫師關心、照顧

＊ 張時中醫師 復健科 病人家屬不具名讚美張時中醫師的用心照顧

＊ 朱柏全醫師 身心科 病人不具名讚美身心科朱柏全醫師態度佳，有耐心

＊ 梁家豪醫師 安寧緩和病房 病人(林先生)家屬讚美梁家豪醫師的鼓勵、支持

＊ 周希諴醫師 安寧緩和病房
病人(林先生)家屬讚美周希諴醫師的鼓勵、支持；病人(蔡先生)家屬讚美周
希諴醫師對病人的照顧

＊ 楊宜瑱醫師 內分泌科
病人黃先生讚美內分泌科楊宜瑱醫師會對病人親切說明病情，其醫術醫德
令人敬佩

＊ 李宗賢醫師 產房 病人陳小姐讚美李宗賢醫師的協助，親切的安撫降低了病人的不安

＊ 林中生醫師 心臟血管內科 病人(賴楊小姐)家屬賴先生讚美讚美心臟血管內科林中生醫師的細心照料

＊ 辛宗翰醫師
耳鼻喉科 病人讚美耳鼻喉科辛宗翰醫師、林敬涵醫師的照顧

＊ 林敬涵醫師

＊ 洪維德醫師 麻醉科 病人讚美麻醉科洪維德醫師的照顧

＊ 陳順郎醫師 泌尿科 病人蘇小姐讚美泌尿科陳順郎醫師的關心、照顧

＊ 蔡雪雅護理長 核醫十三樓
病人(楊小姐)家屬李先生讚美核醫十三樓蔡雪雅護理長的鼓勵、細心照
護；病人(楊小姐)家屬讚美蔡雪雅護理長及時協助病人家屬解決問題

＊ 王素鴻護理長 內科五樓 病人家屬邱小姐讚美安寧緩和病房王素鴻護理長、客氣，有耐心安撫病人

＊ 劉采伊護理師 核醫十二樓 病人劉小姐讚美劉采伊護理師的照護以緩解病人的身心不適

＊ 朱貞怡護理師 核醫十二樓

病人黃女士讚美朱貞怡護理師、陳品雯護理師、莊宜佳護理師及王蕙櫻護
理師專業及熱心的協助，讓病人恢復迅速

＊ 陳品雯護理師 核醫十二樓

＊ 莊宜佳護理師 核醫十二樓

＊ 王蕙櫻護理師 核醫十二樓

＊ 謝淯唐護理師 內科五樓 病人家屬邱小姐讚美謝淯唐護理師態度良好、客氣，有耐心安撫病人

＊ 張珺毓護理師 嬰兒室 病人林小姐讚美張珺毓護理師的耐心照顧

＊ 李正琦護理師 核醫十三樓

病人(楊小姐)家屬李先生讚美核醫十三樓李正琦護理師、翁岱鈺護理師、
詹依華護理師、劉奕欣護理師的鼓勵、細心照護

＊ 翁岱鈺護理師 核醫十三樓

＊ 詹依華護理師 核醫十三樓

＊ 劉奕欣護理師 核醫十三樓

＊ 傅湘容護理師 產房 病人陳小姐讚美傅湘容護理師及的協助，親切的安撫降低了病人的不安

＊ 陳素卿護理師 核醫十三樓 病人(賴楊小姐)家屬賴先生讚美核醫十三樓陳素卿護理師、李京郁護理師
的細心照料＊ 李京郁護理師 核醫十三樓

＊ 蘇欣恬護理師 產房 病人黃小姐讚美產房蘇欣恬護理師細心且專業的照料，讓病人順利生產

＊ 林方瑜護理師 手術房
病人讚美手術房林方瑜護理師、連惠芳護理師的照顧

＊ 連惠芳護理師 手術房

＊ 張鶯蘭護理師

內科九樓
病人柳小姐讚美內科九樓張鶯蘭護理師、周貞秀護理師、蔡雅婷護理師、
林思婷護理師及黃齡禎護理師態度專業、服務佳

＊ 周貞秀護理師

＊ 蔡雅婷護理師

＊ 林思婷護理師

＊ 黃齡禎護理師

＊ 邱苡禎護理師

內科九樓
病人柳小姐讚美內科九樓邱苡禎護理師、郭雅萍護理師、張雅惠護理師技
術佳、態度好

＊ 郭雅萍護理師

＊ 張雅惠護理師

＊ 潘志維護理師
第二加護病房 病人賴劉小姐讚美王淑盈護理師及潘志維護理師態度佳 

＊ 王淑盈護理師

＊ 吳欣蓉個管師 癌症中心 病人王小姐讚美吳欣蓉個管師的關心

＊ 邱鈺慈個管師 癌症中心 病人陳小姐讚美邱鈺慈個管師的貼心支持、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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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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6年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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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7.05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
中醫科

許世源醫師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106.07.07 12:30-14:00
醫教部/

解剖病理科
全院性臨床病理討
論會通知(CPC)

解剖病理科
柯端英醫師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顏嫚姍
32552

住院醫師參加臨
床病理討論會點

數：1點

106.07.08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
療服務牙醫師、照
護人員培訓課程(2)

口腔病理科
余權航醫師

口腔大樓B1 
D05教室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繼續教育
積分、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

106.07.12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
行動基因

童凱澤博士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106.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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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榮桃園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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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7.19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
感染科主任
李原地醫師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106.07.22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
療服務牙醫師、照
護人員培訓課程(3)

中山小兒科
蔡政道醫師/

雙和醫院
黃大森醫師

口腔大樓B1 
D05教室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繼續教育
積分、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

106.07.30 08:30-17:30
中華民國癌症

醫學會
2017 The best of 
ASCO 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
癌症醫學會

行政大樓
12樓

國際會議廳 

范雅婷02-
23753456

中華民國癌症醫
學會

106.08.01 13:00-15:00
兒童胸腔
醫學會

106年度兒童胸腔
醫學會中區聯合病

例討論會
陳家玉教授

汝川大樓
17樓

1703會議室

簡小姐04-
24739595
轉21728

兒童胸腔醫學會/
兒科醫學會積分

106.08.05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
療服務牙醫師、照
護人員培訓課程(4)

張時中醫師/
謝名席語言治療師/

余權航醫師

口腔大樓B1 
D05教室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繼續教育
積分、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

10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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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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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8.11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
JENNIFER G. 

ROBINSON, MD, 
MPH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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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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