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用藥安全
文/藥劑科 李思慧 藥師

 「藥師，我的小孩前幾天來看門診，領

藥回去後發現藥袋上寫著『兒童專用藥』這

是指小孩才能吃的藥嗎?」；「藥師，我的藥

要磨粉，不然小朋友不會吞」。

目前本院已經不提供十二歲以上病患磨

粉服務了，但仍然有許多父母在看診後要求

藥物磨粉。另外餵小朋友吃藥相信是許多爸

媽頭痛的問題之一，常常要餵孩子吃藥時，

孩子因為害怕藥粉的苦味，於是大聲哭鬧、

奮力抗拒，其實這個讓大人小孩都感到不愉

快的情況是可以避免的哦！

兒童福利聯盟在「2012家長醫療習慣及

態度調查報告」中，針對家中有12歲以下孩

子的家長進行調查，分析1,122份有效問卷

後發現：30%的家長不知道有兒童專用藥；

24.3%雖然知道兒童專用藥，但從未主動詢問

醫師開立。

何謂「兒童專用藥」呢?

針對小朋友生理特性及需求所設計適

合兒童服用的劑型和用法的專用藥品就是兒

童專用藥，根據中央健康保險署的藥品給付

規定，十二歲（含）以下兒童得使用內服液

劑，且適用原瓶藥水健保補助。因此，家長

們帶孩子就醫時，可以請醫師開立原瓶包裝

的口服藥水，可減少藥品磨粉後不易辨識及

汙染的問題。

目前在本院已經有所謂的「兒童專用

藥」了，一般常見的不適症狀，例如感冒、

發燒、鼻塞、流鼻水、咳嗽、喉嚨痛、拉肚

子等，都有兒童製劑可服用。

兒童專用藥最常見的是懸浮液、口服

液劑、糖漿劑等用喝的水劑，也有可以咬碎

吞服的咀嚼錠和入口即溶的口溶錠、顆粒劑

和散劑。這些兒童用藥多半具有甜味，小朋

友吃藥時，比較不會因為要吃下帶有苦味的

藥品而哭鬧掙扎、嗆吐，導致無法掌控服用

劑量，相對也影響兒童用藥安全與品質。有

些外面兒科診所給的是分裝藥水、無原廠包

裝與標示的藥水，都不算是合格的兒童製劑

喔！

至於沒有兒童製劑，但需要磨粉的病

童，依據院內兒科磨粉標準作業流程，提

供專業服務。要如何才能查詢到「兒童專用

藥」的資訊呢?

一.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網站查詢，

可了解健保給付的兒童常用藥，以及提供

的院所名單。

二.健保局網站查詢。 

常見兒童藥物使用須知：

一.解熱鎮痛藥(退燒藥)

1.若有不明原因發燒，請先就醫確定診

斷，勿自行服用退燒藥。

2.如果小朋友發燒了，可先嘗試讓小朋友

多喝水或洗個溫水浴，並不一定要急著

吃退燒藥，若投予退燒藥一般要30分鐘

後才會慢慢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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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需使用肛門塞劑記得將外包裝拆除，

且不適用於有腹瀉的孩童。肛門塞劑可

放在冰箱下層冷藏保存，若有變質時不

可使用。

二.口服抗生素製劑

1.各種口服抗生素，皆須經醫師處方指示

才可使用，並且不可任意停藥。

2.乾粉抗生素須加冷開水至指示刻度，搖

勻溶解後才可服用，加水稀釋後有些  

須放置冰箱冷藏保存。

3.請遵照醫師開立的治療天數使用，並注

意用藥說明。

三.止瀉藥

1.單獨服用，並與其他藥品或牛奶間隔至

少2小時。

2.止瀉懸浮液使用前須搖勻，勿摻水服

用，以免影響藥效。

民眾常見的疑問?

一.開封後的糖漿可以保存多久?

一般糖漿劑可放置於室溫儲存一個月，

但若有變色變質就應丟棄。

二.藥品可以加到牛奶裡服用嗎?

有些家長為了方便餵藥，常會將藥粉或

藥水加到牛奶裡，其實這並不建議，因為萬

一小朋友牛奶沒喝完，相對吃下的藥量也就

不足了。

三.乾粉藥物要加入多少水呢?

每一種瓶裝乾粉要加入的水量並不同，

所以拿到時應注意藥袋標示，或進一步向藥

師詢問。

兒童藥物存放注意事項：

一.溫度、溼度及光線是影響藥品安定性的主

要因素，要選擇適合的保存方式。

二.如藥物已超過保存期限或出現潮濕、變

色、變質等情形，請丟棄勿使用。

三.家中藥物不要與食物放在一起，並放置在

小孩不易拿取的地方，以免造成藥品誤

食。

民眾就診時，勇敢開口請醫師開給兒童

專用藥，劑量較好掌握且標示完整又清楚，

可以讓藥師、醫師和家長們確認藥物的正確

性及安全性，領藥時，也可向藥師確認給的

是否是兒童專用藥。在現今少子化的社會，

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兒童用藥安全

議題實在需要社會大眾的關心，讓我們一同

為孩子們的健康把關。 

本院兒童專用藥(一) 本院兒童專用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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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小兒發燒及用藥
文/藥劑科 魏菀葶 藥師

 小兒發燒，每位父母幾乎都會遇到的

問題，總是令人傷腦筋。最近溫差很大，

很多小朋友不免感冒發燒，到底小兒發燒

時該怎麼自我護理？何時該就醫？醫生開立

的用藥該吃多久？都是常常困擾著父母們的

問題。養兒方知父母恩，身為藥師，每每遇

到父母問這方面的問題都覺得這沒什麼，成

為母親後，才知道小孩發燒又不退時有多驚

慌。

一般來說，肛溫或耳溫計顯示超過38度

就算發燒。而當兩耳量出來之溫度不同時，

以較高溫度為準。由於三個月以下的嬰兒使

用耳溫槍準確度較低，因此建議以量肛溫為

準。

發燒通常經歷三個階段－發冷期、發

熱期、退熱期，不斷地重複，一般感染所引

起的發燒可在48小時內緩解，腸病毒、流

感等可能會持續3~5天，甚至1週。發冷期血

管收縮，手腳冰冷，藉發抖來產熱，發熱期

全身逐漸溫熱，伴隨呼吸心跳變快、倦怠等

不適症狀。此階段應適時補充水分，若幼童

發燒溫度造成不舒服，可予物理性降溫，並

使用退燒藥，降低不適感而得到充分休息。

若在服用退燒藥30分鐘後，體溫持續高溫

不退時，可再以物理方式輔助降溫。第三階

段「散熱期」，會開始流汗，使體溫逐漸下

降，活動力恢復。此階段應適時補充水分，

提供飲食補充營養及熱量，適當的保暖、擦

汗或替換乾爽的衣物。

分
期

症狀 處置

發
冷
期

全身發抖、手腳

冰冷、打寒顫

保暖、補充溫開水

切勿用物理性退燒

法

發
熱
期

全身溫熱、呼吸

心 跳 變 快 、 頭

暈 、 頭 痛 、 嗜

睡、倦怠、哭鬧

不 安 、 食 慾 不

振、四肢無力、

痠痛

補充溫開水、營養

攝取

注意有無脫水症狀*

物理方式降溫、退

燒藥

散
熱
期

流 汗 、 體 溫 稍

降、體力及活動

力慢慢恢復

補充溫開水或兒童

專用電解質擦乾汗

水，換穿寬鬆、易

吸汗的衣物

註*脫水症狀無精打采、眼睛凹陷、黏膜乾、哭無

淚、少尿或尿液顏色深

發燒只是生病的症狀，知道發燒的原因

才是重點，因此一發燒就退燒或急著就醫，

不是絕對必要。

藥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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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況則強烈建議立刻就醫：

1. 小於六個月。

2. 以下情況發生而不確定其原因，比如：

   (1) 燒到40度以上。

   (2) 超過24小時仍然只有發燒，沒有感冒或  

       腸胃的症狀。

    (3) 發燒超過三天。

3. 燒退時精神萎靡、意識不清，抽搐等。

4. 您本身擔心到吃不好、睡不好，就不要再

忍耐堅持不就醫了。

就醫重點則建議家長應紀錄幼童發燒之

起始時間、最高溫度及頻率，也應告知醫師

除了發燒外的其它症狀發生時間及頻率，如:

何時有咳嗽、流鼻水等情形。如此一來，才

能幫助醫師診斷，也能確實對症下藥。

目前小兒退燒藥分為口服藥水及塞劑，

在能口服的情況下建議仍應以口服為主。

用於小兒退燒的藥水通常有兩種，以本院為

例，分別有Acetaminophen(Anti-phen安佳熱

)24mg/ml、Ibuprophen(Idofen舒抑痛)20mg/

ml，其劑量用法原則如下表，但仍是以醫師

指示為主。給予退燒藥的重點：按照醫師指

示劑量使用，不要過量，並注意是否有藥品

過敏反應。

本院兒童專用發燒藥水

藥

品

安佳熱 舒抑痛

6個月以上嬰兒使用

劑

量

10-15 mg/kg  5-10 mg/kg

以10kg為例:使用5CC

用

法

每4-6小時 每6-8小時

注意：約60分鐘後才會發揮藥效

退燒藥的效果僅能維持幾個小時，其使

用目的不在於治療疾病，而在於給病兒短暫

的舒適。每個疾病有其病程，當病程尚未結

束，退燒以後又燒起來是很常見的事情。常

見的呼吸道或腸胃道病毒感染大多無法使用

藥物治療，其中有些病毒感染可能持續發燒

達一週或甚至更久。發燒是疾病過程變化的

一項重要指標，盲目地退燒反會造成假象，

而可能引起誤判。但也不建議小兒發燒極度

不舒服的情況下堅持不用藥。如果發燒不

退，必須持續就醫尋找有無其他特殊病因。

若有任何相關用藥問題，也歡迎撥打本院用

藥諮詢專線：04-24739595#3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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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就讀國中時的某一天，放學一進

家門就聽到爸媽在爭吵的聲音，進一步了

解，原來是爸爸身體不舒服，媽媽想陪爸爸

就醫，但爸爸不願意去，只想要藥局買個成

藥就好。因此爭論不休。

當時年幼的我一點觀念也沒有，面對

父母對生病時的處理方式及觀念完全不同無

能為力。媽媽是個一生病就一定會立即去看

醫生，並且詢問醫生每一顆藥物的用途及副

作用，對自己服下去的藥物十分了解，並依

照醫師的指示按時服藥，也會叮嚀我們藥不

可以亂吃，才不會有濫用藥物的情況發生。

而爸爸是一位工程師，他的用藥觀念完全不

同，他總是笑稱自己是「做工的」，他說工

地裡的兄弟們都覺得看醫生麻煩，去藥局買

成藥來吃，省時又方便。綜合感冒藥一包藥

就能治所有的症狀，不管是不是真的有咳嗽

或打噴嚏，只要感覺快感冒就直接來一包！

吃了能立即見效。我也因此常因父母的就醫

觀念左右為難。

『藥』對您的健康把關

最近他們又因為要不要就醫發生口角，

因為爸爸身體不舒服，固執己見只想吃吃上

次買的成藥就好。在旁的我有些難過，但心

想，我應該可以做些甚麼？因此想到利用網

路查詢用藥資訊，於是我打開電腦搜尋「用

藥安全」，經過閱讀幾篇文章後，哇！原來

吃藥也需要注意很多事！

於是我整理了一些用藥的正確觀念，

一一跟爸爸說明溝通，包含「處方藥」：必

需由醫師診斷、需要醫師處方可使用。「指

示藥」：藥性溫和，不需藥醫師處方，但須

由醫師、藥師指示使用。所謂「成藥」：藥

性弱，作用相對下較為緩和，民眾可以自行

到藥局購買使用。爸爸雖然上次到藥局買的

是指示藥，是經由藥師人員推薦，但這次身

體不舒服時，就直接服用上次購買的指示

藥，是不對的行為！

我也分享一則有關用藥安全的新聞給爸

爸，是一位陳先生胯下起了紅疹，由於缺乏

用藥安全概念，陳太太用一條親友推薦號稱

文/民眾 林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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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用皮膚藥膏」塗抹，陳先生一連擦了三

天，沒想到病灶越來越大！除紅疹外，還有

皮膚發炎潰爛情形才趕緊就醫。

就醫時，醫師提醒陳先生，民眾總認為

藥效好又快才是好藥，但是事實上這些「萬

用皮膚藥膏」幾乎含有類固醇、抗生素或抗

黴菌等3大成分。剛開始使用時都有明顯的

效果，但只能治標，無法真正的治癒。皮膚

科門診中常有亂擦藥的皮膚病患者，不管病

因，隨手塗抹家裡現有的藥膏，導致症狀惡

化才就醫，這類用錯藥物、藥膏而產生後遺

症的個案層出不窮，都是缺乏對藥品的正確

認知所導致。

我再進一步的查詢後發現，網路上還

提倡用藥五大能力，我耐心的向爸爸一一做

說明。一、做身體的主人。二、清楚表達自

己的身體狀況。三、清楚藥品標示。四、清

楚用藥方法、時間。五、與醫師、藥師作朋

友。秉持著這五大能力，我們能更有效的運

用身旁的藥物，才能對症下藥，康復的更

快速！爸爸看我如此認真用心，終於心有所

動，逐漸消化用藥安全資訊，且答應去就醫

了。

經過這次用藥觀念的資訊分享及溝通

過程，我們對正確的用藥觀念都有進一步的

認知，也讓我深深體會到，在這個日新月異

的社會，新穎的藥品層出不窮，導致民眾辨

識困難，對於獲得的資訊不能全然相信，使

用藥物之前，都要謹慎的評估或是詢問專業

藥師再服用。所以「生病找醫師，用藥找藥

師」善用身邊所有醫療資源，對藥品有疑惑

時可以到附近藥局或醫院做諮詢，不再亂服

成藥，要對自己的健康把關。生病時服藥，

『藥』對才能對您的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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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羅詩晴 營養師

 今年二月下旬，推崇生酮飲食且身體

力行的名醫，因肝膿瘍引發敗血性休克驟

逝，消息傳出引起廣大民眾及醫界震驚；

該醫師罹病卻未依正規治療使用抗生素導

致憾事在此不予討論。

但究竟生酮飲食為什麼會引起這麼

多的爭議呢？生酮飲食（ketogenic diet, 

KD）傳統上使用於頑固型癲癇的兒童，

當抗癲癇藥物已使用多達三種以上，仍每

月至少發作一次時可考慮介入生酮飲食改

善；因為脂肪代謝可產生三類高利用率之

酮體，酮體可使半數以上的病童降低癲癇

頻率、改善意識狀態與活動力。適用於腦

血管屏障葡萄糖輸送缺陷及丙酮酸鹽脫氫

酶缺乏症(PDHD)等無法利用葡萄糖作為能

量來源的疾病，或肌陣攣失張力發作、瑞

特氏症候群(Rett syndrome)等。

一般而言，脂肪與蛋白質和醣類的比

例為3~4:1，但須注意三歲以下孩童提供

生酮飲食的哀與愁

1.5 g/kg蛋白質，三歲以上則1 g/kg，且必

須使用中鏈脂肪酸補充，並監測尿酮、腸

胃道症狀及電解質平衡；此外介入前期也

應早晚監測血糖及肝腎功能。標準的生酮

飲食(Classic KD)90%的熱量來自於脂肪，若

搭配中鏈脂肪酸(Medium-chain triglycerides 

ketogenic diet, MCT KD)可再稍微放寬比例，

以50% MCT KD而言，中鏈脂肪酸與長鏈脂

肪酸共佔71%，蛋白質10%及醣類19%。

但上述飲食短期使用可能產生的併發症

包括酮酸中毒、便秘、嘔吐及脫水；長期併

發症包括腎結石、骨質疏鬆、低血鈣、肉鹼

缺乏症、高膽固醇血症、生長遲滯、低蛋白

血症、硒缺乏及其引起相關心臟病，如QT

間期延長綜合症。因為難以遵從，逐漸延

伸出改良式阿金飲食(Modified Atkins Diet, 

MAD)及低升糖指數飲食(Low Glycemic Index 

Diet, LGID)；MAD限制10~15g/day醣類，

LGID含40~60g/day醣類、蛋白質佔20~30%，

脂肪則達60%。
以上幾種飲食比較表：

飲食型態
Seizure free

癲癇治療效果
Side effect
相關副作用

Weaning diet
戒斷期

Classic KD
標準生酮飲食
MCT KD
中鏈脂肪酸生酮飲食

顯著 是 需時較長，約介入後1至3個月

顯著 是 需時較長，約介入後1至3個月

LGID
低升糖指數飲食
MAD
改良式阿金飲食

飲食介入之早
期階段較明顯

是 可迅速脫離該飲食型態

飲食介入之早
期階段較明顯

是 可迅速脫離該飲食型態

*患者若發生腹瀉（MCT KD較易引起），可先降低10%的脂肪比例，等耐受度較好時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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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醫學演進，飲食建議不斷更

新；在1970年代前，因為蛋的膽固醇含量偏

高，被認為是造成血管阻塞、增加心肌梗塞

風險的成因之一，而建議控制攝取量。當時

由美國學者Ancel Keys提出「脂肪是萬惡的

根源」結論，低脂飲食策略風靡全球，在當

時的健康議題有深遠影響。

後續更多文獻發表證明，膽固醇會形成

不同種類如高密度脂蛋白及低密度脂蛋白，

只有密度越低、脂肪含量越高的低密度與極

低密度脂蛋白具有顯著不良影響；因此類型

膽固醇易形成氧化型態，進而傷害血管內皮

組織，最終導致粥狀動脈硬化，此時飲食建

議修改為控制蛋黃之攝取量來降低風險。

隨著越來越多的生理機轉被證實，食物

中的膽固醇含量多寡不一定會影響血中膽固

醇含量，因體內具有內生性膽固醇機制可調

節平衡；新的科學證據發現，蛋的攝取與血

液中膽固醇濃度、心血管疾病風險的關聯性

低，蛋所含的脂肪組成並無飽和脂肪對身體

危害疑慮，加上蛋營養豐富，攝食選擇時優

先於肉，現行飲食原則已不再限制蛋類的攝

取量，風向轉為攝取過多紅肉類食物增加罹

患心血管疾病之風險。

再之後，流行病學顯示過多醣類/

碳水化合物的攝取，可能與代謝症候群

有關，甚至誘發心血管與腦血管疾病及

縮短壽命，著名醫學期刊The Lancet於

2017年發表的PURE study已觀察到高醣

比高脂與相關疾病有更高的關聯性。

科學家發現從60年代開始，製糖工

業挹注資金掩蓋了糖與心臟病的關聯，

轉而使人們注意力集中在飽和脂肪酸與

膽固醇上，企圖誤導大眾對飲食的真正

認知。由於近年的研究發現，攝取全脂

乳品不會增加心血管風險或造成肥胖，

因此國健署於107年發表最新版「每日

飲食指南」手冊，已將低脂乳品類修改

為乳品類；美國心臟病學會也修改飲食

建議，不再限制飲食中的膽固醇量。一

切又回到均衡飲食與適當運動，而低醣

飲食與低油飲食若過於追求極致，都不

是適當的飲食，過與不及的結果同樣令

人惋惜。

各種飲食主張皆有利弊，希望民眾

在選擇時不要偏廢，能用審慎的角度在

科學中找到最佳解答；時至今日，唯有

均衡飲食始終是亙古不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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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E園地

文/社會服務室 李佩芸 社工師

青春要玩，不藥丸！
談青少年戒癮門診治療

小傑(化名)，17歲，吸毒，目前保護

管束中，家屬求助衛生局後轉介到本院接

受門診戒癮治療。

小傑15歲時第一次接觸毒品，當時因

朋友邀請開始接觸K他命及咖啡包，一個

月約使用2-3次，一年前年開始增量，每

月花費1萬元購買毒品，頻繁時一週約有

3-4天在使用毒品，曾和朋友關在汽車旅

館連續用毒3天，出現幻覺、注意力不集

中、記憶力差、脾氣暴躁等症狀，甚至騎

車撞電線桿。

在本院治療初期，防衛心重，與媽媽

關係緊張，會制止媽媽對治療師透露太多

細節，本身雖有戒毒動機，但坦承除了那

群用毒的朋友外，沒有其他朋友，對於如

何脫離危險環境之因應能力差。目前休學

中，也無就業，生活作息日夜顛倒，曾聽

信朋友建議，嘗試用喝酒方式來戒毒，但

幾次驗尿結果仍呈現陽性反應，媽媽對此

感到非常擔心及自責。

治療中期，搭配家族治療，修正小

傑與媽媽之間的溝通模式，使得互動關係

有所改善，小傑在家人的支持下開始投履

歷找工作，也計畫重返校園，完成高中學

歷。

治療後期，回到校園重新開始學校生

活，日常作息也因此逐漸規律，復學後漸

漸認識新的同學，很自然的與用毒的朋友

疏遠，甚至還能規勸朋友戒毒，對自己更

有自信，也喜歡自己目前的生活模式，媽

媽因此感到非常的欣慰，對於此治療給予

肯定及感謝！

青少年戒癮計畫是從102年9月開始，由

臺中市地方法院檢察署與衛生局合作，委託

衛福部指定藥癮戒治醫院執行，此治療目的

以醫療專業為核心，增強青少年改變效能與

接觸頻率，協助改善青少年用藥行為與生活

習慣，降低毒品再犯之風險。

服務對象：

(一) 18歲以下之青少年為主；若仍就學中，

得延至23歲以下或由少年法庭轉介之個

案。

(二)以施用非鴉片類毒品為主。

治療內容：以門診方式，由醫師及個管

師進行診斷性會談及毒品衛教為主，在依個

案之個別需求進一步提供心理諮商或家族治

療。看診頻率依個案狀況調整，治療次數至

少4次，最多7次，每次回診需搭配驗尿，做

為治療成效之參考依據。

目前本院由身心科承接此青少年戒癮計

畫，戒癮治療之門診費用由衛生局補助，需

要之民眾可透過臺中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做

諮詢及轉介，亦可電洽本院身心科社工。

戒癮治療宣傳單張 毒品快篩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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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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04月-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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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對
外開放
聽講

108/04/03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心臟內科醫師
張凱為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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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回覆
大千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可

108/04/12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台大胸腔科
何肇基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4/13 10:00-12:00
公共

關係室
學術演講

ICVS Tokyo Clinic
理事長蓮見賢一郎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謝金琅
56201

醫教部專題課
程院內2學分、
內科及家醫科

專科學分
申請中

可

108/04/17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中榮腸胃科
李騰裕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4/24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林尚輝住院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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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回覆

台北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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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108/04/28 08:30-16:00

中山附醫
婦產部海扶
治療中心、
台灣婦科
海扶治療
醫學會

(需事先報名)2019
台灣婦科

海扶治療醫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應宗和部長
鄭丞傑 教授
張廷彰 部長
何佳 副院長
張煉 教授

陳威君 醫師
林秀芬副院長
劉奕吟 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楊孟吟
21721

台灣婦產科
醫學會/

中華民國醫用
超音波

學會積分
申請中

可

108/04/30 8:00-1700 護理部 母乳研習會
陳冠霖衛教師、

黃淑媛副護理長等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盧瑛琪督導
34952

預計申請
護理人員積分

否

108/05/01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Hunting 
for Pieces To A 

Complicated Puzzle 
of Diabetes Mellitus

內分泌科
王威傑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5/08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肝膽腸胃科
王賀立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5/15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中榮心臟內科
黃金隆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5/22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謝秉勳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5/29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林育正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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