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我們教導媳婦換藥技巧、衛生指導、開

立適合的藥膏；奶奶有長期慢性疾病的用

藥，我們安排規則上山診療、抽血檢查、同

時攜帶藥物到家；奶奶的復健需求，我們偕

同長照中心安排居家復健，讓復健老師定期

到府給予復健指導。透過我們的專業醫療安

排，看到媳婦卸下重擔鬆了一口氣的表情，

真的覺得走這一趟雖然既炎熱又耗時，但換

來的成就感實在值得。

病得不夠重，無法獲得協助？

以往，居家服務多提供給疾病程度較嚴

重的病患，例如需要更換管路或使用呼吸器

等臥床的病患，主要以護理服務為主，醫師

則約兩個月訪視一次。而目前的居家醫療整

合照護計畫，囊括了居家醫療、重度居家醫

療及安寧療護三個部分，其中居家醫療就是

最適合邱奶奶的服務，只要是住在家中、行

動不便或失能、有明確醫療需求的病患都可

以獲得幫助。同時，醫師的訪視更無次數限

制，只要有需求都可以及時安排診療。

避免舟車勞頓，費用更加節省

根據政府的統計資料，台灣的老年人

口在明年將突破總人口的14%，進入高齡社

會，到了2026年，更將突破20%。無可避免

的，老化、罹病的人數也會逐年上升，隨之

而來的就醫需求增加，卻受限於行動不便而

無法自由到醫院求診，或是體力不堪於在醫

院長時間等待看診，這些都是每個人會面臨

的問題。

邱奶奶住在台中市和平區的松鶴部

落，生病前她最喜歡的活動就是打扮漂

亮、四處串門。然而，奶奶在今年春天中

風後，行動不便、就醫困難的問題開始找

上門，照顧奶奶的重擔落在了媳婦身上。

奶奶的醫療問題需要定期回醫院拿藥、復

健，每每一趟下山要花一個半小時，再加

上等候看診、領藥，來回需花上一整天的

時間。本身行動不便問題，不僅是媳婦照

顧上的龐大負擔，對奶奶來說，每次下山

更是一次巨大的折騰。

這次經由長照中心的轉介，本院家

醫科醫療團隊上山至和平區直接幫奶奶做

評估，奶奶有腸胃蠕動緩慢、腹脹、排便

不順的問題，我們立即開藥、教導腹部按

摩、調整營養攝取；奶奶有慢性傷口的問

文/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李佳真 主治醫師

家庭醫師來我家-居家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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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院的居家醫療服務，由醫學中心專科醫師出訪，但收費卻免除醫學中心的部分負

擔與掛號費，僅收5%部分負擔與出訪交通費用，不僅節省醫療費用，更免除了病患與家屬交

通往返的痛苦折磨。

居家醫療，實現醫療到府、就醫無阻

目前家醫科已開辦居家醫療的業務，秉持著醫療需求在哪裡，醫療服務就在哪的精神，

期待在不遠的將來，能將服務擴展出去，以病人為中心、走入社區、進入家庭，讓老年人、

就醫困難的病人都能在熟悉的家中獲得良好的支持照顧與醫療服務，更讓照顧者卸下重擔喘

口氣，讓笑容綻放在每個受困於就醫問題的病人臉上，確確實實達到在地老化以及在家安養

的目標。

“居家醫療”小叮嚀：

■ 收案條件：(符合以下三項)
1.居住於家中

2.有明確醫療需求

3.失能或就醫不便者

■ 申請方式：
1.電洽居家醫療服務特約機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諮詢專線 04-24739595轉34958

2.洽本院出院準備服務小組

3.與居住地長期照護管理中心聯絡

■ 收費標準：
1.免醫學中心的部分負擔與掛號費，僅收5%部分負擔與交通費用

2.重大傷病、榮民、低收入戶、山地離島地區免部分負擔，僅酌收部分交通費用

家醫科醫師與個管師至家中探視傷口狀況 家醫科醫師醫療訪視後開立藥物

並與家屬解釋藥物服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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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國被診斷思覺失調症已經有十多年的時間了，每次他住院治療後都可維持穩定服藥一

陣子，日子久了阿國開始覺得自己症狀好轉，似乎不用再規律吃藥，家人也忙於工作無法時

時看管阿國服藥狀況，數個月後阿國感覺到路上有人要謀害他，也開始聽到隔壁鄰居都在說

他的壞話，電視都在報導有關他的生活，且阿國常說不到二句話就跟家人起口角，甚至威脅

要給對方好看，家人擔心阿國受到疾病症狀影響，情緒不穩行為容易脫序，也怕阿國無預警

攻擊他人，只好將阿國再度送至醫院住院治療。

在醫療團隊與個案家人討論下，為了維持阿國症狀的穩定，讓體內藥物濃度不會受停藥

而有影響，開始施打新型的長效針劑，用針劑取代藥物治療；阿國症狀穩定後再也不用煩惱

服用藥物的問題，只要回診時施打針劑，即可穩定個案精神症狀，家人也不用神經緊繃檢查

阿國是否按時服藥，只要規律回診時施打針劑，就可以控制疾病穩定度，間接也降低家屬照

顧上之壓力。

文/社會服務室 謝芳宜 社工師

身心科 謝明鴻醫師  校閱

長效針劑有助於精神病患者穩定病情

在台灣有關身心科研究文獻中發現，國

內罹患精神病(如思覺失調症、躁鬱症、妄

想症等)患者約有七八成沒有病識感而不認

為自己有生病，也不認為需要接受治療，相

較歐美國家高出許多，由於病患服藥配合度

不佳，疾病容易反覆發作，家人在照顧上也

較為困難。加上之前傳統精神病用藥較容易

產生副作用，如出現動作行為緩慢或身體較

僵硬，此外不同患者還可能有其他的不良反

應，如女生可能會出現異常的乳汁分泌、月

經不規則等情況；男生可能出現男性女乳症

等副作用，影響病患的生活及對藥物服藥順

從度，讓病患不能忍受服藥後的副作用，排

斥吃藥的心態使疾病症狀更為不穩定。

加上在台灣的精神醫療資源較缺乏康復

之家，病患不是在醫院住院治療，就是由家

人幫忙照顧，常見的照顧狀況是由年邁父母

照顧病患，或是家人獨立照顧罹患精神病的

子女(手足)，較難時時監督病患按時服藥，

因而病患一旦停藥，精神症狀就容易發作，

家人面臨的壓力與威脅更大。

對於服藥配合度不佳的病患，新一代

長效針劑是另一種可以選擇的治療，此針劑

只需2-4週注射一次，因為不需經過胃腸、

肝臟的首度代謝，比口服藥物使用較低的劑

量即可達到同樣的效果，注射體內後穩定的

血液藥物濃度，不會因為病患暫停服藥而導

致藥物濃度驟降，因此症狀復發也就相對降

低，不僅生活隱私受到保護，病患就醫性相

對提高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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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長效針劑讓疾病獲得控制，

預防再復發及減少住院治療

傳統的長效針劑為油性溶液，打針部位

可能會出現有紅腫、硬塊或疼痛現象，甚至

藥物滯留在肌肉組織中影響藥物的吸收與療

效，新型的長效針劑優點為分子小、水溶性

且較不痛，因此病患的接受度相對提高。

施打長效針劑對病患及家屬的好處?

病患部分：

1.長效針劑目前有二週施打一劑或一個月施

打一劑的方式，相較於每天都需記得服用藥

物所造成的不便，使用長效針劑較能更自主

進行生活中的安排。

2.藥效在體內穩定持續作用，可有效控制疾

病，預防再度復發。

3.降低因藥物產生副作用造成不適，病患也

較願意接受治療，減少病患對治療負面印

象。

4.身心科的治療目標除了防止症狀惡化外，

進一步可改善功能，讓病患能夠回復正常生

活。

家屬部分：

1.不需叮嚀病患每日按時服藥。

2.症狀穩定、減輕疾病症狀起伏。

3.減少病患復發再住院。

4.讓病患生活功能逐漸恢復。

哪些病患適合用新型的長效針劑?

◎ 不願意遵從醫囑

◎ 不按時服藥 

◎ 任意增減藥物劑量 

◎ 自行停用藥物 

◎ 因副作用而不配合服藥 

◎ 原先藥物療效不佳 

◎ 病識感差

不過，許多病患及家屬也會詢問，施打

長效針劑是否還需要繼續服用藥物，一般而

言長效針劑可以簡化病患目前使用的口服藥

物，病情穩定後可由醫師酌量減低口服藥劑

量，有些病患甚至可以只注射針劑而不用使

用口服藥物，但醫師也會針對每位病患不同

的情況，給予其他輔助治療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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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脂知多少?聰明選購食用油
文/營養科 黃映慈 營養師

自古以來柴米油鹽醬醋茶，被視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尤其經歷了幾年前的食安

風暴，大家對於「食」的健康的意識越來越抬頭，而如何選擇好的烹調用油? 也為大家在意的

熱門話題。

● 油脂的重要性

現代人的健康意識抬頭，飲食型態逐漸趨於「少油、少鹽」的烹調方式，但往往會聽到

民眾說「為了健康著想，煮飯、煮菜的烹調方式幾乎都用水煮或清蒸很少添加油脂。」只是

這樣的料理方式是否適合長期食用呢?

油脂用於食物烹調可以增加食物的風味、提高攝取食物的意願，也是人體內三大巨量營

養素(醣類、脂質、蛋白質)之一，攝取一克油脂可產生九大卡的熱量，是體內重要的能量來

源，適度攝取油脂可以增加飽足感、延緩腸胃產生飢餓感的時間，由此可以避免因為饑餓而

過度的進食，反而攝取過多的食物與熱量。在維持人體生理恆定方面，例如:細胞膜、脂溶性

維生素、固醇類賀爾蒙的組成，油脂皆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衛福部國健署最新公布的

「每日飲食指南」中，建議國人每日油脂攝取佔總熱量的20-30%，由上述可知，攝取適度油

脂是人體生理上所必須的，進而在選擇合適、正確的烹調用油就是門很重要的課題。

●常見食用油品脂肪酸含量(%)

飽和脂肪酸(S)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M)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
豬油 39.34 44.50 16.17
動物性奶油 72.97 24.39 2.63
植物性奶油 56.47 35.64 7.89
清香油 25.98 55.91 18.10
葵花油 11.83 23.28 64.89
沙拉油(大豆油) 15.68 22.73 61.59
油菜籽油 6.36 60.47 33.16
芥花油 6.68 62.52 30.80
橄欖油 15.28 75.36 9.36
苦茶油 10.53 82.51 6.96
烤酥油 10.41 18.99 65.86
純芝麻油 15.59 40.66 43.75
棕櫚油 35.8 49.13 15.10
椰子油 90.19 8.11 1.69
葡萄籽油 10.77 18.54 70.6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台灣地區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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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酸介紹

I.飽和脂肪酸(S)

    飽和脂肪酸佔總熱量比例是決定血清膽固醇值最重要飲食決定因素，飽和脂肪酸於室溫下呈

白色固體狀，攝取含量過多的飽和脂肪酸會升高血膽固醇，反之減少飽和脂肪的攝取，所

發揮降膽固醇的效力，是增加同量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兩倍。

II.單元不飽和脂肪酸(M)

     於室溫中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呈澄清液體狀，以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取代飽和脂肪酸成為脂肪酸

的主要來源時，具有降低血將總膽固醇及低密度膽固醇(LDL-C)之效果。

III.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

　　 於室溫中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呈澄清液體狀，有助於降低心臟疾病的危險，但也可能會降低

好的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HDL-C)。

●　針對烹調方式，選擇對的油

烹調方式 種類 備註

高溫煎煮、油炸 動物油、清香油、椰子油、

棕櫚油

1.飽和脂肪酸含量多，不飽和脂肪酸含量低。

2.應避免過度攝取。

3.耐高溫，於高溫烹調下較不易起油煙、變質。

煎炒 油菜仔油、芥花油、苦茶

油、

純芝麻油、橄欖油

1.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多。

2.油質穩定，適合一般熱炒或煎炒

低溫拌炒涼拌 葵花油、大豆油、葡萄籽油 1.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多。

2.不適合油炸，於高溫下烹調，容易起油煙，引

   起變質，會傷害健康。

●　購買原則

1.單一油品不宜一次購買太多，應依不同烹調方式選購適當的烹調用油。

2.須注意油品製造日期。

3.慎選品牌，購買正字標記或有GMP認證的食用油。

4.仔細檢查油品包裝是否完整、無破損、無滲漏、鐵罐桶裝容器無生鏽。

5.目視油品呈澄清、無沉澱及泡沫，並且聞起來無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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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藥師朋友』
文/羅光廷 藥師

一個人從小到大，難免會有身體不

適接觸醫療體系，小到感冒發燒流鼻水，

大到手術住院；就算沒有不舒服，隨著年

紀漸長或保健的需求，仍會需要接觸。因

此，不論醫院還是診所大家肯定有去看過

醫生。掛號、看診、候藥領藥這些流程都

不會陌生，會認得看診的醫師、執行醫囑

的護理師，但說起藥師，也就知道…但你

會記得什麼呢？

有一群人，多數時間會在發藥櫃臺的

窗口看到他們，交付藥品時貼心叮嚀服用

藥物的時間，及服藥後的注意事項；少數

人可能會在用藥諮詢室裡看到他們身影，

對於藥物相關的問題都能對答如流，解開

你的疑惑。在住院的時候，他跟著醫療團

隊查房的腳步。『他們』的名字是藥師，

而以上這些，都是藥師的責任之一。

或許你會說，可是我看到藥師好像

都在包藥耶？但事實上藥師的工作不僅於

此，根據「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第三

條：「本準則所稱調劑，係指藥事人員自

受理處方箋至病患取得藥品間，所為之處

方確認、處方登錄、用藥適當性評估、藥

品調配或調製、再次核對、確認取藥者交

付藥品、用藥指導等相關之行為。」，也

就是說從醫師端開立處方(藥單)開始，到

你手上拿到那包藥品，中間經過許多關

卡：從一開始的確認、評估適當性、進行

調配(依處方選取正確藥品、計數正確數

量、書寫藥袋或貼標籤、包裝等過程)或調

製(依照醫師開立的處方改變原劑型或配製

新製品之行為)、核對是否正確、交付藥品

給病人，以及最後的藥品衛教(如何服用、

什麼時候服用、應注意些什麼)，這些都需

要藥師們的層層把關，確保民眾的用藥安

全無虞，以期望能達到藥到病除效果。

除了門診，為住院病人提供藥品的

住院藥局，都是藥師們辛勤工作的地方，

住院藥局較多數的藥品是針劑，靜脈、

皮下、肌肉注射等劑型比起口服藥品可

以更快改善病人的因疾病造成的身體不

適；為了提升效率並增加便利，多數醫療

院所會採用單一劑量給藥制度(Unit Dose 

Distribution System ,UDDS)，藥師會將藥

品調配成單一劑量包裝並置於藥車之藥盒

中，由護理人員每日定時向藥局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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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照藥品包裝上所指示之姓名、藥品名

稱、劑量、服藥時間給病人服用，用以取

代傳統由護理人員於護理站調配給藥的方

式。

另外，對於部分治療範圍濃度較為狹

窄藥品，藥師們需要監測藥物在血中的濃

度，並觀察病人的臨床反應，提供醫師在

藥品劑量或給藥時間作為調整的建議。還

有24小時不打烊的急診室，當然也要有

急診藥局的支援，才能提供患者即時的照

護，急診藥局往往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從管制藥品到急救的針劑不一而足，藥師

們也在此謹慎地執行3讀5對，不因規模不

同而有所折扣。

此 外 ， 針 對 無 法 經 口 進 食 的 病 患

調製的全靜脈營養治療(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化學治療(Chemotherapy)所需

的藥品調配與調製、藥品的點收撥補與庫

存管理、藥師們的繼續教育與安排、甚至

參與醫療團隊的討論，以實證為基礎提供

專業建議，與團隊一起努力改善病人的住

院天數等等，這些都能看到藥師認真的身

影，為病患的健康盡一份微薄的心力。

可以注意藥師朋友的白袍上是否有配戴執業執照，用

以證明是高考合格的專業藥師。

讀完這些你還會覺得藥師的工作只有

包藥嗎？其實藥師做的比你想的還要多，

絕非只有包藥。下次領藥時記得注意白

袍上的執業執照(圖一)來認識你的藥師朋

友，記得喔！別吝嗇你的鼓勵，一句『藥

師辛苦了』或『謝謝藥師』就可以為我們

加油打氣，任何關於藥品的問題也歡迎來

諮詢，在深入淺出的說明之下，相信會讓

你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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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單位 讚美內容
＊李祖信醫師 神經外科 病人媽媽江小姐感謝李祖信醫師的悉心照顧

＊呂明怡醫師
口腔額面外科

病人家屬張小姐、吳小姐及范小姐讚美呂明怡醫師細心、親切

＊陳彥霖醫師 病人家屬張小姐及吳小姐讚美陳彥霖醫師細心、親切

＊李宗賢醫師 婦產科
夫婦讚美李宗賢醫師醫術高明，體驗了非常精心的生殖治療，今年寶寶順利出
生而且很健康，由衷感謝李宗賢主任

＊郭書顯醫師 急診 病人韓小姐家屬賴小姐讚美郭書顯醫師耐心安撫病人就醫

＊李岳駿醫師 放射腫瘤科 病人陳小姐讚美李岳駿醫師對待病人親切，且能詳細回答病人的問題

＊李原地醫師 感染科 病人黃謝小姐家屬黃先生讚美李原地醫師視病如親，對病人悉心照顧

＊劉信誠醫師 外科 病人羅小姐家屬陳小姐讚美劉信誠醫師醫術佳

＊范英琦醫師 神經內科 病人吳先生讚美范英琦醫師細心的疾病衛教宣導

＊陳志毅醫師 胸腔外科 病人莊小姐讚美陳志毅醫師無微不至的照顧，降低病人的不安全感

＊第二加護病房
   全體護理同仁

第二加護病房
病人葉小姐讚美全體護理同仁專業、細心照護，讓病人備感溫暖

＊第三加護病房
全體醫護同仁

第三加護病房
病人媽媽江小姐感謝全體醫護人員的悉心照顧；病人羅小姐家屬陳小姐讚美全
體護理同仁態度親切

＊顏杏如護理師

內科六樓

病人成小姐讚美顏杏如護理師、李麗雅護理師細心、專業的照顧

＊李麗雅護理師

＊江秀卿護理師 病人陳先生及陳小姐讚美江秀卿護理師暖心、寬心的鼓勵及專業的照顧

＊陳婉菁護理師

內科七樓

病人陳先生讚美陳婉菁護理師耐心照護，態度細心

＊梁秀婷護理師 病人成小姐讚美陳盈君護理師、梁秀婷護理師盡心盡力照顧病人

＊陳盈君護理師

＊楊富棨醫佐 病人成小姐讚美楊富棨醫佐盡心盡力照顧病人

＊周世賢醫佐 病人陳先生讚美周世賢醫佐細心、謹慎的協助

＊曾瓊誼護理長

內科九樓

病人涂先生讚美曾瓊誼護理長、郭雅萍護理師、周貞秀護理師及邱苡禎護理師
等人具高度愛心和耐心，對患者照護有加＊郭雅萍護理師

＊周貞秀護理師

＊邱苡禎護理師

＊陳世婷護理實習生
核醫九樓

病人林先生讚美陳世婷、盧淑娟護理實習生認真學習，態度親切、有耐心

＊盧淑娟護理實習生

＊李欣豫護理師

核醫十二樓

病人游先生讚美讚美李欣豫護理師、莊純樺護理師、游小彤護理師、王蕙櫻護
理師及蘇美勻護理師愛心、耐心的照護＊莊純樺護理師

＊游小彤護理師

＊王蕙櫻護理師

＊蘇美勻護理師

＊林碧美護理師 汝川九樓 夫婦讚美婦產科林碧美護理師的服務非常熱心周到

＊高琳雅護理師

汝川十一樓

病人陳先生家屬讚美高琳雅護理師、廖婕伃護理師、許瑟佳護理師、廖藝芳護
理師、王瑞儀護理師、簡妤如護理師、曾佩文護理師照護佳，態度溫柔親切＊廖婕伃護理師

＊許瑟佳護理師

＊廖藝芳護理師

＊王瑞儀護理師

＊簡妤如護理師

＊曾佩文護理師

＊張雅嵐護理師 病人郭小姐家屬讚美張雅嵐護理師態度親切、有愛心

＊林靜仙護理師 病人王小姐家屬讚美林靜仙護理師細心照護、耐心處理病人的情緒

＊王嫃鈺護理師 汝川十二樓
病人莊小姐讚美王嫃鈺護理師細心的照護，於病人住院期間聆聽病人的需求，
給予病人支持

＊王薏婷護理師 急診 病人韓小姐家屬賴小姐讚美王薏婷護理師及耐心安撫病人就醫

＊陳梅雀護理師 門診 病人王先生讚美陳梅雀護理師的耐心照顧

＊林佳樺護理師 麻醉科 病人莊小姐讚美林佳樺護理師耐心鼓勵，讓病人有心理建設

＊張育誠放射師 放射科 病人韓小姐家屬賴小姐讚美張育誠放射師耐心安撫病人就醫

＊吳欣蓉個管師
癌症中心

病人廖小姐讚美吳欣蓉個管師認真貼心、態度親切，讓病人有安心感

＊蕭瑜玲個管師 病人林小姐讚美蕭瑜玲個管師的鼓勵、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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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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6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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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01 13:30-16:30 臨床試驗中心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訓練課程(八)
-提升醫療器材臨床試驗執行品

質與跨院合作機制

醣基生醫(股)公司盧青
佑  博士台大醫院吳造

中心臟內科醫師

中山醫學大
學正心樓2樓
0221教室

蔡孟潔
56228

1.「西醫
師」、「護理
師/士」、「藥
師」、「物理治
療師」、「檢驗
師」會申請中

2.醫療器材GCP
教育訓練時數(

每場3小時)

106.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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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山附醫急診醫學部何
世偉醫師/童綜合醫院
急診中心吳肇鑫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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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02 13:30-15:30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中山附醫
「106年度安寧緩和

醫療條例法規」說明會
周希諴
副教授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積分申請中

106.09.02 10:00-12:00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中山附醫
106年度末期病人哀傷情緒辨識

與靈性需求教育
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講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積分申請中

106.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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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山附醫急診醫學部何
世偉醫師/童綜合醫院
急診中心吳肇鑫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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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03 13:10-17:30
台灣兒科醫學會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兒童部
中區基層兒科醫師聯誼會

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長
及理事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兒童部醫師

中山醫學
大學正心樓1
樓0112教室

許倖慈
21728

台灣兒科
醫學會積分

106.09.05
-09.06

08:00-18:00
急診醫學部、

醫教部
106年第3次高級心臟救命術

(ACLS)_需費用
趙志中醫師等

行政12樓及
4樓臨技中心

林秀琴
34523

醫師繼續教育積
分、急診醫學會
教育積分、內科

積分

106.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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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清醫院中港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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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13 12:30-13:30 內科部

Grand Round-There is 
something more than 

LDL-C to treat for high-risk 
population and the role of 

prescription omega-3

台大醫院吳造中
心臟內科醫師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106.09.20 16:30-17:30 解剖病理科 外科病理討論會(SPC) 解剖病理科趙婉如醫師
行政大樓6樓
4605會議室

顏嫚姍/
楊維嘉

無

106.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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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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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30
-10.01

8:50-17:10
台灣尿失禁
防治協會

台灣尿失禁防治協會106年度會
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張嘉峰醫師等
行政12樓
會議室

學會
(02)2219

-2771 

106.10.01 9:00-12:20 尿失禁防治協會 尿失禁民眾衛教講座 李建儀醫師等
正心樓二樓
0213教室

學會
(02)2219

-2771 

106.10.01 7:55-18:45 泌尿科醫學會
泌尿科住院醫師

進階核心訓練課程
林威宇醫師等

正心樓二樓
0322教室

學會
(02)2729

-0819

106.10.13 12:30-13:30 醫教部
病人之醫療權益

與倫理議題
新光醫院急診科

王宗倫教授

行政大樓
12樓國際
會議廳

陳昱佑
34536

醫倫學分
申請中

106.10.13 12:30-13:30 內科部
Taiwan Biobank for the Health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s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研究員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執行長 沈志陽教授

行政大樓
7樓4705
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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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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