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疫情 登革熱 您了解多少
文/感染科 李鑒峯 主治醫師 │ 醫療部 整理

炎熱的夏天來臨了，全民動員一同防範之夏日疫情就屬登革熱了。全球登革熱疫區，主要

在熱帶及亞熱帶國家，特別有分布埃及斑蚊較多之地區，包括亞洲、中南美洲、非洲及澳洲北

部，及部分太平洋地區島嶼。當出國前往前述地區之民眾，返國後若出現發燒、關節骨頭痛、

後眼窩痛及出疹等登革熱疑似症狀時，應儘速就醫，並主動交待旅遊史，提供醫師診治參考。

臺灣位屬亞熱帶國家，近年最嚴重疫情在104年，臺南市確診病例超過4萬人，死亡病例

200多人，因此對於登革熱的防範不容忽視。 

登革病毒有Ⅰ、Ⅱ、Ⅲ及Ⅳ型共四種不同的血清型，受不同的型別病毒感染都能致病。被

某一型登革病毒感染過的人，會對那一型的病毒產生終身免疫力，而對其他型的登革病毒只有

短期免疫，之後仍會再感染其他型。

感染登革熱的潛伏期約3-8天，最長達14天。發病典型症狀：超過38℃的高燒、頭痛尤其後

眼窩痛、四肢疼痛及關節與肌肉痛等症狀；還可能有腹痛、噁心想吐、食慾不振、虛弱及全身

倦怠等。因感覺骨頭痛到像要斷掉，故稱「斷骨熱」。

發病約第5天將退燒時，有些病人會出現全身暗紅色斑疹，可能伴隨全身癢感，局部輕壓皮

疹會短暫消失。在發燒後期可能會出現出血斑點，常見於下肢。患者的檢驗報告大多呈現白血

球與血小板低下、肝功能指數上升。但臨床上多數的病人都以輕症表現，有些感染者甚至無症

狀。

典型登革熱致死率低於1%，但若無適當治療，可能演變成登革熱重症，致死率超過20%。

登革熱目前沒有特效藥物可治療，一般採支持性療法，請遵照醫師指示服藥、休息、多喝水。

104年底全球首支登革熱疫苗問世，目前已陸續在墨西哥、菲律賓、巴西及薩爾瓦多核准上

市，臺灣尚未核准上市。因此建議民眾應加強自身的防蚊措施，並積極清除積水容器，杜絕病

媒蚊孳生才是防治登革熱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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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上雲端民眾響應

文/網泡茶

最近我的阿公身體不適，常要到醫院看

診。老人家年紀大了，有些固執，醫師開的

藥，吃個兩三天，覺得藥效沒有明顯改善身

體的症狀就不吃了，但身體還是不舒服，就

想換家醫院、換個醫師看看。

阿公年紀大，看醫師總要有人陪著比

較好，因此這差事就交給我這位帥氣的孫子

來負責囉。那天阿公要我載他去醫院看診，

拿了一大袋的藥包，叮嚀我記得放入包包帶

去。

這時阿公又叮囑我快點出門，還沒掛

號呢！這時，我趁機教育阿公：「現今是科

技時代，很多事情都已經網路化，可以在網

路先掛號，再到醫院報到就好。」阿公笑笑

說，年輕人比較知道網路這東西，可以網路

掛號就方便多了，看醫生就不用等那麼久

了。

到醫院輪到阿公看診，我拿出一大袋的

藥包，護理師問我：「請問填過病歷查詢同

意書嗎?」我想，阿公應該沒填過，不過，

這同意書是要做甚麼用呢?醫師仔細端詳著阿

公吃過哪些藥，一邊告訴我們，填病歷查詢

同意書是徵求同意醫師可以調閱其他醫療院

所為阿公開過的處方，讓醫師可以做用藥整

合，一來看病不用把藥帶來醫院，也可以避

免遺漏用藥內容。

阿公說這樣好，我來簽同意書，這樣以

後就省事多了。真沒想到的是現在連醫師用

藥都有雲端藥歷，雲端上依病人處方就醫日

期歸戶排序，逐筆判斷病人之餘藥日數，醫

師不用每次看診都要再花時間詢問病情及用

藥史，只需上雲端病歷系統查詢即可，並且

還能從雲端病歷系統得知病人餘藥區間來避

免重複領藥的狀況。

雲端病歷系統真的非常方便，要不是

這趟陪看病的差事，我還真不知道有這麼方

便的系統，希望大家也能多運用雲端藥歷，

讓民眾在不同地方看診，能讓不同的醫師快

速、有效地掌握正確的病歷資料，針對病人

過往的病歷，知道這個病人所有該注意的事

項，做出最有效的診斷，就能省下許多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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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藥劑科 魏菀葶 藥師

在台灣，許多病人習慣到多家醫院及

科別求診，導致手上很多重複的慢性病處

方藥物，多重科別的用藥容易產生藥物的

交互作用。過去，醫師在開立處方、藥師

進行藥物諮詢時，僅由該次情況問診，難

以得知其他處方藥物訊息，易忽略整體服

藥情形。

近年為了提升醫師及藥師把關民眾用

藥安全，健保署於102年7月起結合雲端科

技，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健保雲端藥歷

系統」，在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可透過醫

事人員卡及健保IC卡，以VPN網頁查詢三個

月內所使用的處方藥。

為確保民眾個人資訊安全，查詢者須

得到醫療院所、醫事人員及病人身分的三

重認證才能查詢。對於有下列情況者，建

議優先查詢：

1.罹患多重疾病者

2.75歲以上

3.有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者

4.持連續處方箋者

5.健保卡有過敏紀錄或高就診次數警示

6.醫療院所病歷有不良反應紀錄

7.醫師依經驗判斷需查詢者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用以整合不同

醫療院所領取的藥物；醫師在看診時可瞭

解病人近期使用過或正在使用的藥品，在

處方新的藥物時，審視是否與既有的藥物

雲端藥歷的應用

重複或交互作用，亦可主動關懷病人，使民

眾就醫品質更加提升，增進醫病關係。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提供執業之醫

事人員「即時查詢」病人近三個月的所有處

方藥品明細，包括：處方院所、主要診斷碼

(ICD-9-CM碼)、藥理分類代碼(ATC 5 碼)、

藥品成分名稱、健保代碼、商品名稱、含

量、用法用量、就醫日期、領藥日期、藥品

總量、給藥日數、餘藥日數等。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除了提供醫師

於臨床診療開立處方及藥師藥物諮詢之參考

外，還有四大功用：

1.協助社區藥局藥師提供病人更完整的用藥

諮詢服務。

2.輔助醫療院所在緊急狀態下及時查詢。

3.幫助民眾在各醫療院所就醫時，提供藥物

使用的整合資訊。

4.藥師進行居家訪視時，可立即查詢「健保

雲端藥歷系統」。

病人除了被動地讓醫師及藥師審視用藥

外，健保署也鼓勵民眾或陪同家屬看病時，

主動提醒醫師或藥師協助瞭解最近的用藥情

形，把關自己的用藥安全。

經過衛福部健保署的推行及各醫療院所

的配合，使用情況逐漸普及，雖然「健保雲

端藥歷系統」批次下載功能尚有改善之處，

例如：民眾就醫前一天必須完成掛號，且為

了病人隱私安全，須先完成同意書簽署，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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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院所系統才能批次下載取得三個月內的藥

歷資料；若未簽署同意書或是當天掛號才簽

署同意書的病人，僅能查詢未經分析的資

料。

因應時代潮流，103年衛福部健保署推

出「健康存摺」，自104年5月26日起，可

用「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於健保署官

網免費申請下載自己的「健康存摺」，方便

瞭解自己就醫資料。(首次使用健保卡申請

「健康存摺」者，需先在官網「健保卡網路

服務註冊」取得密碼才可使用)。

「健康存摺」內容包含：院所名稱、主

要疾病名稱、檢驗(查)、住院日期、自付金

額及健保支付的點數、醫事機構向健保署申

請的醫療費用、醫囑內容、拿過的藥物或特

殊用材等，掌握自我就醫紀錄、服藥情況，

比對拿到的藥和醫師開的藥是否有出入？更

可在就醫時，提供醫師做最即時的參考，節

省就醫時重新讀取資料的時間，對於跨院就

醫的病患與醫師來說，雙方都具有正面的助

益。

整體而言，「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是

鼓勵醫師、藥師主動取得資料，守護病人健

康；而「健康存摺」則是病人主動查詢，為

自己的健康把關。不管是「健保雲端藥歷系

統」或是健保署下階段重點實施項目的「健

康存摺」，都是為了減少病人重複用藥、降

低藥物交互作用，提升用藥安全及品質，減

少醫療資源的浪費，亦可大幅減少經審查

後被核刪費用的問題，這對有限的健保資

源來說，是絕對需要且有幫助的。

參考文獻

1.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振興醫訊 常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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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蕭鈺瑾 營養師

隨著天氣逐漸轉熱，高溫連續飆破紀

錄，不管是走在烈日底下或是在室內避暑

的人們，手中一杯冰涼消暑的飲料是最大

的享受。根據國健署2018年最新發表在國

民飲食指標中增列「糖分攝取上限」，每

日飲食中「添加糖」攝取量不宜超過總攝

取熱量的10%。「添加糖」是指在製造或製

備食物時加入的糖或糖漿，不包括自然存

在食物內的糖類，如牛奶和水果。

若每人每天建議總攝取熱量為1800大

卡，糖分攝取量就不宜超過180大卡，因此

每日糖的食用克數最好能控制在45克(9顆

方糖)以內，以免攝取過多熱量。

以下為常見市售飲料含糖量

★手搖杯飲料

品項 容量
熱量
(大卡)

方糖
(顆)註

珍珠奶茶
(全糖)

700cc 653 28

珍珠奶茶
(無糖)

700cc 354 18

水果茶 700cc 435 18
多多綠茶

(全糖)
700cc 341 14

冬瓜茶 700cc 252 13
西瓜汁 700cc 221 11

註：方糖1顆=5克糖

糖，你吃了多少？

★瓶/罐裝飲料

品項 容量
熱量
(大卡)

方糖
(顆)註

奶茶 400 212 9

冬瓜茶 600 176 8

運動飲料 600 161 8

養樂多 100 77 4

發酵乳
飲料

330 243 11

柳橙汁 400 192 10

可樂 350 136 9

註：方糖1顆=5克糖

但無糖真的就沒有攝取到糖分了嗎？

雖然選擇無糖茶類，許多人為了增加口感，

額外添加了布丁、珍珠、芋圓、椰果、小紫

蘇、山粉圓、仙草凍等，除了本身含有糖分

外，也容易以糖水來熬煮；若再加上發酵乳

(養樂多)、奶精、冰淇淋、焦糖、巧克力糖

漿等來增加風味，不只是熱量高，也是容易

超過50公克的糖分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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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糖健康守則

•「看」營養標示：

可仔細看清楚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示，包

括每100毫升、每份及本包裝含幾份等標示

並聰明換算，例如某牌梅子綠茶1瓶600毫

升，標示每100毫升的糖含量9.9公克，換算

成1瓶則含約59.4公克的糖，就已經超過45

克。

•多喝白開「水」：

白開水是人體最健康、最經濟的水分來

源，不僅消暑、無負擔且有利代謝循環，建

議可隨身攜帶環保水壺，提醒自己每天至少

喝1500毫升的白開水，並應分次喝、慢慢

喝，若於戶外活動時，更應隨時補充水分以

預防中暑或脫水。

•增加低脂「乳」：

我國每日飲食指南建議國人每日應攝取

1.5-2杯低脂乳品。低脂鮮乳不只可獲得鈣

質、蛋白質及維生素等營養，也不用擔心攝取

過多游離糖。建議可選擇用鮮奶取代奶精或調

味乳，不僅僅可增加乳品的攝取，也可達到減

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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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當下 最幸福
文/癌症中心 李蓉蓉 臨床心理師

小金(化名)，40歲，外表清秀，說起

話來輕聲細柔。和小金說話時，可以感受

到她對於生命的喜愛及嚮往。小金淡淡的

說起在105年9月得知自己罹癌，當時立

刻就接受手術、化療及放療；化療做了11

次，放療做了28次，但是隨著身體狀況的

時好時壞，講到這裡小金哭了…

因為在治癌的過程中壓力很大，心

理師關心小金的壓力來源，小金表示感受

自己的身體一直好不起來而心慌，姊妹們

購買了營養品，小金雖然知道都是大家對

她的關心，但有時候吃到自己都想吐了，

還是得一直吃，不敢辜負大家的好意。直

到兩天前，壓力爆表的在姊妹面前放聲大

哭，現在只希望姊妹們不要再花錢買營養

品、不要給她壓力，說到這80多歲的媽媽

抱著小金都哭了。

心理師提出願意擔任小金與姊妹們的

溝通橋樑，討論這件事情，小金同意也希

望可以降低壓力。

心理師安排了小金的姊妹們在陽光室

懇談，也才了解小金在家裡排行老么，上

有五個姊姊，所以當小金罹癌後全家人都

傾全力地關心，知道了任何抗癌的營養品

就會買或是介紹給小金。

心理師同理及安慰姊姊們，只是這些

過程給了小金太大的壓力，所以首先來恢

復彼此的關係，幫助家人間先將壓力降下

來，讓小金的心情恢復平靜的狀態，如此

才能好好的對抗疾病，姊姊們對於心理師

的建議都表示同意。

心理師陪同三姊回到小金的病房後，

三姐代表姊姊們將心情說出來並道歉給了

小金這麼大的壓力，小金也說出謝謝姊姊

們的用心，只是自己心中的壓力大到無法

承受，最後姊妹們相擁而泣，心理師也鼓

勵家人在小金生病期間不論任何決定都先

以降低心理壓力為首要目標，如此要做的

治療也才能漸漸有功效，姊妹們同意不再

給彼此壓力並以平常心面對醫療。

之後小金與心理師的會談中，小金主

動分享現在與家人的關係變得比較輕鬆，

而且三姊還陪小金去參加同學會及吃披

薩。小金高興地分享和專科11位同學的趣

事，心理師感到欣慰，小金現在接受的治

療與想做的事情是可以並行的，把治療當

作是當下的功課，而把想做的事情視為獎

勵。心理師也鼓勵小金多多想想自己想做

的事情，如此可以減少小金放棄自己的可

能。

在治療過程中有眼淚有笑容，小金也

對於做治療有了新的想法及回饋，這時候

有愛她的家人及同學相伴，想跟小金說:

「妳是最幸福的，珍惜當下即是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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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輔導~療癒我的心
文‧Debby

大學時代同寢室四年的摯友突然驟

逝，心中感到萬分不捨與難過。離開校園

二十多年，兩人雖分處台中、高雄兩地，

也一直保有聯繫，經常抽空電話談心或偶

爾聚會，聊聊彼此現況。年僅四十來歲的

她，因肺炎引發全身性敗血症而撒手人

寰，讓人不勝唏噓。

悲傷的情緒讓我輾轉難眠好幾天，夜

闌人靜時，往事一幕幕地浮現而自己淚流

不止。不久，伴隨而來的頭痛、暈眩、消

化不良、意志消沉及肌肉無力並帶有心痛

緊張的感覺。我的「病識感」告訴自己得

尋求醫療專業諮商及輔導治療，才能有效

地協助自己遠離悲傷，進而恢復健康。

於是，到中山附醫身心科就診，和

林子勤醫師晤談。林醫師很有耐心地傾聽

我的生理症狀，包括注意力難以專注、有

退縮斷線的感覺及害怕緊張、暫時失去參

與感與愉悅感，還有憂鬱、憤怒、煩悶哭

泣、極度不安、對未來感到空虛無望，再

加上睡眠困難、逃避某些活動與地方，及

孤立自己等現象。林醫師的同理心與專業

度，也轉介李蓉蓉臨床心理師為我進行諮

商輔導。

李心理師鼓勵我適度地表達悲傷情

緒，並教授放鬆技巧來緩和緊張焦慮的心

情。如肌肉放鬆訓練讓人有意識地去感覺

主要肌肉群的緊張和放鬆，進而達到放

鬆。透過呼吸的調整增強大腦對神經系統

的控制，降低焦慮緊張，有助於保持情緒

穩定。運用冥想的技巧，想像個體輕鬆、

愉快的情境或感覺，只要運用想像力就能

產生鬆弛的感覺，讓心情能得到駐足片刻

的平靜，使自己在短暫的時間或空間中獲

得抒解及療癒。

還有實施「曼陀羅心靈彩繪」活動，

這一項探求自我身心狀態與內心世界的自

我療癒工具。從彩繪的顏色與對稱性，

來瞭解個人的身心狀態，亦能從內心深處

產生撫慰自我身心靈的力量。此外，還有

「慈心的祝福自己和別人」活動，首先對

自己先修慈心，深呼吸後放鬆身心，端身

正坐，默念：「願我平安、幸福！」「願

我遠離一切煩惱，沒有身心之苦」。當自

己充滿慈心後，再對他人修慈心。修慈心

能滋潤心靈，帶給人飽滿的正面能量。

李心理師運用自我揭露方式和我分

享她的類似經驗，要我找個不被打擾的時

間與空間，將情感書寫下來，讓滿是負面

悲傷的情緒找到出口。書寫過程中我回憶

與摯友相處的情景，將悲傷的情緒化做文

字，過程中不禁潸然落淚，感嘆生命的無

常。也想起六年前剛罹患乳癌時驚慌失措

的心境，歷經開刀、化療、放療和賀爾蒙

治療的苦難，成天渾渾噩噩的身心靈折

磨，倚靠家人一直默默地陪伴守護在我身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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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點滴

以前，我都只看到自己的苦，現在

終於能體會，家人害怕失去我的痛苦。想

起開刀前，爸媽強忍悲傷，不捨地對我說

「我們在外面等你，妳醒來就能看到我

們。」看著雙親期待的眼神，讓我有勇氣

進入開刀房切除惡性腫瘤，也接受化療的

副作用，和一頭秀髮逐漸掉落最終成光頭

的窘境。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我，是小兒

子稚嫩的聲音趴在床邊，對著我說：「媽

媽，不管你變成什麼樣子，都是我心目

中，最漂亮的媽媽」，我聽得肝腸寸斷，

只能流著淚點點頭。

在接受放療期間，父親體恤外子工

作不便經常請假，於是主動接送我去醫院

治療，父女獨處時光，重溫父愛。母親幫

我照料孩子，料理三餐之外，隨時噓寒問

暖，幫我加油打氣。最辛苦的是理智又堅

毅的外子，除了上班還要張羅大大小小的

事。還有摯友知我罹癌，在電話那端泣不

成聲的情景，豈知現在天人永隔。

人的生老病死是一門愛的習題，讓我

們體驗愛與被愛。在書寫的過程中流了許

多眼淚，懷念摯友也反思內在的自己，得

到心靈療癒與釋放。

心理師告訴我，藉由書寫的方式幫

助自己打開內在的防衛機制，讓內心的真

實感受得到連結，過程中不斷地跟自己對

話，讓問題的輪廓清楚地呈現，並真誠思

考內在需求與外在環境的要求。

我曾問心理師，閨密走了，往後的心

事要向誰訴說？她告訴我，寫下來並坦然

面對心中的真實感受和情緒，就會知道答

案。走筆至此，我心中踏實了許多，相信

在天上當天使的摯友一定也在用一貫的微笑

神情傾聽我的心事，伴我左右，隨著悲與喜

的情緒，時而低頭啜泣，時而手舞足蹈。

藉由每週持續的和心理師的諮商輔導，

談及自己的中年危機、親子關係、身心健

康、工作壓力及婚姻關係等話題。心理師營

造一個令人信任又舒適的氛圍，透過一步步

的練習，傾聽內在的聲音，陪伴我面對人生

逆境，同時明白如何與內心和諧共處。面對

情緒重新認識自己，知道該如何應對人生課

題，同時更讓我知道這些情緒背後所代表的

含意。

我感謝自己有「病識感」，六年前靠自

我檢查摸出硬塊而發現乳癌。現在身心狀況

也積極就醫，尋求專業醫療的協助。感謝中

山附醫的醫護人員，因為您們的專業醫護療

癒了我的心。

諮商輔導的過程中實施「曼陀羅心靈彩

繪」活動，這是一項探求自我身心狀態與內

心世界的自我療癒工具。從彩繪的顏色與對

稱性，來瞭解個人的身心狀態，亦能從內心

深處產生撫慰自我身心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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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7-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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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7/03 8:40-12:00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
系醫學人文科

醫學人文之互動式
教學研習會--

觀眾，
請站起來系列(八)

中山醫大醫學人文科
孫海倫主任/

政大附中
高宇人助理教師/

輔大臨床心理學
李錦虹副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正
心樓1313會議室

蔣維宜
34537

認列本院醫教專題
講座、CFD師資培
育2積分(醫師)、
實習醫學生全人積
分、本校教教中心
教師研習活動(教
學態度與調適) 1 
點、台灣醫學教育
學會時數(申請中)

107/07/06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內分泌科 
羅仕昌 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7/07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
療服務示範中心獎

勵計畫(第二場)

中山附醫
牙科余權航醫師/
口腔病理科
李育賢醫師

文心院區D05
演講廳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
中

107/07/10 12:30-13:30 醫學研究部
免疫細胞療法在台
灣的現況與未來

英國牛津大學
林成龍 教授

行政12樓會議廳
黃羽莉
34116

西醫師繼續教育積
分申請中、專業成
長積分、醫倫學分

107/07/11 12:30-13:30 內科部
內科部學術研討會
-無聊又實用的肝

炎防治

肝膽腸胃科 
陳宣怡 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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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雲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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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7/13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腎臟科 
蔡博宇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7/14 08:30-17:00 護理師護士公會 長照研習會 陳惠娟督導等2位
行政12樓
會議廳

蔡淑美
督導

34951

107/07/15 08:30-17:50 護理師護士公會 長照研習會 周希諴醫師等2位
行政12樓
會議廳

蔡淑美
督導

34951

107/07/18 12:30-13:30 內科部 內科部學術研討會
腎臟內科 
吳勝文 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7/21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
療服務示範中心獎

勵計畫(第三場)

秀傳醫院
神內科詹博棋醫師/
中山附醫口腔顎面外
科
呂明怡醫師/
雙合醫院黃大森醫師

文心院區
D05演講廳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
中

107/07/22 08:00-12:30 台灣兒科醫學會 流感疫苗教育訓練
林口長庚
邱政洵醫師

行政12樓國際
會議廳

許倖慈
21728

台灣兒科醫學會、
感染學分、醫倫學
分

107/07/22 13:00-17:40 台灣兒科醫學會
兒童發展與

健康篩檢服務醫師
教育訓練

兒科 陳善銘醫師
行政12樓國際
會議廳

許倖慈
21728

台灣兒科醫學會、
醫倫學分

107/07/22 08:00-17:00 台灣護理學會
腫瘤個案管理護理

師進階工作坊
石世明臨床心理師 正心樓0112

陳瓊瑤
33703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中

10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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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回覆

馬偕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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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7/29 08:00-15:00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
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小南丁格爾
護理體驗營

李秋香副院長
等18位

行政10、12樓會
議廳、OSCE教室

蔡淑美
督導

34951

107/08/01 12:30-13:30 內科部 內科部研究會議
血液科 
蕭培靜 主任

行政大樓4705
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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