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鐵性貧血
文/藥劑科 陳怡伶 藥師

 發展中國家約有9%的人口罹患缺鐵性貧

血，全世界至少有4.5億的人口有缺鐵相關症

狀。缺鐵的症狀是種漸進式的過程，當鐵質

缺乏至一定程度，就會造成缺鐵性貧血。需

要注意的，此病症被診斷出來時，患者往往

可能還有其他潛在疾病，如男性、或停經後

婦女有缺鐵性貧血，可能是腸胃道或泌尿道

有潛在性的出血，或是相關癌症初期表現。

貧血有多種型態表現，不同型態有不

同的治療方式，如：惡性貧血是體內吸收維

他命B12的因子缺乏，故須補充維他命B12

為主；地中海貧血為血色素先天合成缺陷引

起，嚴重的患者可能需要終身輸血；再生性

不良貧血則是製造血球的源頭-骨髓異常，所

以不只紅血球，全部型態的血球(白血球、血

小板等)都可能異常。另外一些慢性疾病造

成的貧血，例如自體免疫失調、或惡性腫瘤

細胞引起的貧血，治療方法須以矯正引起貧

血的疾病，才能改善貧血症狀；所以，並非

所有型態的貧血，都以補充鐵質作為治療方

法，若沒有作出鑑別診斷，自行補充鐵劑，

對某些貧血反而有害無益。

鐵在人體內可以循環使用的，除非是不

正常管道流失體外，否則是不容易缺乏。一

般來說，會引起缺鐵性貧血的原因，不外乎

是鐵質吸收減少(素食者、長期喝茶、咖啡等)、

鐵質流失(月經量過多、腸胃出血)，或是需求

增加(懷孕或發育期的兒童)。體內缺鐵時，會

因為紅血球攜氧不足，而引起疲倦、臉色蒼

白、落髮、下眼瞼變白、湯匙狀指甲等；嚴

重者，可能引起心血管相關症狀，如心悸、

喘、心臟衰竭等，缺鐵的臨床症狀因為不具

特異性，故仍須仰賴許多數值作為診斷依

據。

院內治療缺鐵性貧血的藥物，除了嚴重

者需要直接以輸血方式治療外，主要是口服

鐵劑和注射鐵劑，以下就分別介紹：

1.旺血錠(Wanse®)：主要含有二價亞鐵成

分(Ferrous fumarate 100mg)，元素鐵含量

33%，另外含有造血成分所需的葉酸、維他

命B12成分。一般成人的治療劑量建議每天

服用元素鐵150-200 mg，一天口服三次，

一次300-325 mg的二價鐵劑，於餐前服

用，直到血液檢查ferritin與Hb恢復至正常

值。因鐵質會刺激腸胃道黏膜，所以服用

二價鐵劑的病人約10-20%會發生噁心、嘔

吐、便秘、腹瀉、上腹痛或黑便等腸胃道

副作用。

2.拿鐵嚼錠(La Ferrum®)：為口服三價鐵的複

合物(Iron polymaltose complex)，因為非離子

型態，不會引起離子性鐵鹽常見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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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腸胃不適、牙齒變色)。服用劑量建議一

天一顆，咀嚼後吞服；因為食物不影響其

吸收，故任何時間均可服用。此藥效與二

價鐵劑相同，但此藥腸胃道副作用相對較

少，因此服藥的順從性較佳，為目前臨床

較常使用的口服鐵劑。

3.富鐵好滴劑(Ferrum Hausmann Drops®)：為

兒童專用劑型，鐵劑含量為每毫升50mg，

20滴為1毫升，依兒童體重使用不同的劑

量，給藥時可加入果汁、蔬菜汁、牛奶等

一同服用；另外，若擔心引起牙齒變色的

副作用，可以吸管方式給予。一歲以下的

新生兒若缺乏鐵質，會影響其動作表現、

認知及學習，也可能影響腦部發育，所以

對於孕產婦、新生兒來說，鐵質的攝取尤

為重要。

4.補鐵(Fe-Back®)：對於無法耐受口服鐵劑副

作用、或是需短期內補充鐵質者，則建議

直接使用注射劑型的鐵劑。以緩慢靜脈注

射，或稀釋用於靜脈滴注使用，不能以肌

肉注射方式給予。雖然針劑型較口服型少

有腸胃道刺激副作用，但仍要注意少比例

的過敏性反應。

除了藥物治療，更需配合均衡飲食，攝

取足夠熱量。鐵質一般在空腹(飯前一小時或

飯後兩小時)狀態下的吸收率最好，如無法忍

受腸胃刺激的副作用，可搭配一點小零嘴、

餅乾一起服用，並增加維生素C食物的攝取，

如綠色蔬菜、柑橘、柳橙等，並且減少影響

鐵質吸收的食物，如酒精、濃茶或咖啡等。

一般來說，動物性來源的紅肉(牛肉、豬肉)等

鐵質，較植物性鐵質更容易吸收；茹素者，

則可以奶蛋豆類作為良好的蛋白質來源，以

補充合成紅血球的原料。另外，若同時使用

制酸劑、Quinolone或四環素類抗生素，因與

鐵劑間會產生交互作用，可間隔2小時再服

用。

貧血是常見的血液疾病，多數人都自認

是營養不足而忽略背後可能潛在的疾病，無

論何種治療方式，矯正造成缺鐵的原因，定

期接受治療，才是改善缺鐵性貧血的治本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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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頭好生活沒煩惱
文/藥劑科 吳仁豪、賴麒元 實習生

藥您健康

骨質疏鬆是種沉默的疾病，沒有特別明

顯的症狀，大多數人往往在一次碰撞後造成

骨折後才發現自己患有骨質疏鬆症。

骨質疏鬆其實是一種慢性全身骨骼疾

病，患者體內骨頭會變脆弱，骨頭內部的孔

洞會比正常的大，代表骨頭的密度下降，支

撐力變差，容易在跌倒或是碰撞時骨折。

骨質疏鬆的類型可以從三大骨頭密度流

失原因來探討，第一種是女性常見的停經後

骨質疏鬆症，因雌激素減少分泌造成骨頭密

度流失；第二種是老年性骨質疏鬆症，伴隨

老化過程，人體內骨頭合成量與營養不足，

而造成骨質疏鬆症；第三種是繼發性骨質疏

鬆症，主要與生活習慣不良，如鈣、維生素

D攝取不夠，運動量不足，喝酒、抽菸過量

所引發。

骨頭密度流失後是不可逆的。根據以上

的原因，對於老年、體型瘦小的人；鈣質、

維生素D攝取不足的人；長期臥床或是運動

量少的人；直系親屬中有骨折病史、吸菸、

喝酒或咖啡過量的人；停經後的婦女，這些

高風險族群就要特別注意自己的骨頭健康。

如何自我檢查有沒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呢？可以先透過有沒有體重減輕、腰酸背

痛、身高變矮或駝背等症狀，來評估骨質疏

鬆症的可能性。然後到醫院以雙光能X光吸

收儀進行檢查骨質密度。這個檢查為非侵入

性、掃描時間短、檢驗數值有國際標準。

骨質疏鬆的檢驗數值T score 可以分成三

大類，T score 比-1大代表你的骨頭很健康；

在-1到-2.5之間，代表骨質密度已有流失，需

要多多注意；小於-2.5就表示已經得到骨質

疏鬆症，要避免碰撞跟跌倒，必須治療了。

骨質疏鬆其實可以透過簡單的飲食和

生活習慣的改變來達到預防效果，正確的飲

食習慣是預防骨質疏鬆最基本、最有效的方

法，接下來告訴大家要如何從日常飲食來預

防骨質疏鬆。

首先了解哪些食物對於骨頭好或不好，

如鈣質可以減緩人體骨質的流失，而維生素D

可增加人體鈣質的吸收，因此會建議多補充

鈣質和維生素D。而抽菸喝酒及含咖啡因的

飲料會使鈣不易被人體吸收，增加骨質的流

失，因此建議減少甚至避免以上這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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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是治療骨骼的基石，因此建議有骨

質疏鬆風險的人，在飲食方面要加強補充

鈣。第一個最直接的方法是高鈣的飲食，例

如小魚乾、蝦米、黑芝麻、乾紫菜都是富含

鈣質的食物，可以多加攝取。除了高鈣飲食

之外，還可以多攝取含有植物性荷爾蒙的食

物，來避免體內荷爾蒙下降導致骨質流失，

含植物性荷爾蒙的食物有豆腐、豆漿等都可

多加食用。

但是過多的高蛋白食物或加工食品如火

腿、香腸、培根，含磷量過高，可能讓鈣不

易吸收。維生素D的攝取除了從食物，如魚肉

或菇類來補充，也可多去戶外曬太陽來幫助

人體合成，助於鈣質吸收。

另外，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也有助於骨

質疏鬆的預防，運動時骨骼的受力會增加，

使骨細胞與有利於骨骼生長的因子活躍，而

刺激骨骼生長。運動會也會加速全身血液循

環，促進身體新陳代謝，幫助礦物質及營養

的吸收，有效提高骨質密度。運動除了增加

骨質、肌力及關節柔軟度外，也能改善身體

的協調能力，減少跌倒發生的機會和傷害。

在運動種類的選擇方面，並不是所有的

運動都能幫助骨骼生長，真正有效的運動是

所謂的「負重運動」，「負重運動」是指運

動時骨骼必須承受身體或其他額外的重量，

例如慢跑、健行及大部分的球類運動；而游

泳與騎腳踏車對骨頭的壓力強度不夠，因此

不建議選擇這類型的運動。長時間的耐力運

動（如馬拉松），也可能導致骨骼的疲勞

性骨折。運動的時間與次數，每次20-40分

鐘、每週3-5次是最好的選擇。

最後提醒大家，預防骨質疏鬆並不需要

使用到保健食品，只要從日常的飲食習慣，

及養成規律的運動，就能夠很有效的預防骨

質疏鬆的發生。

參考資料: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慢性病防治:骨質疏鬆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協會

康健雜誌『負重運動，有效遠離骨質疏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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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徐欽鵬 營養師

 身體健康與飲食息息相關，數十年來「飲食黃金標準」眾說紛紜且從無定論。時至今

日，「生酮」、「防彈」等字眼在社群媒體與名人渲染下儼然成為新時代健康飲食顯學，醫

護人員不免遇到相關話題的諮詢，故特此整理常見問題與讀者分享。

Q1.什麼是「生酮飲食」？

正常情況下，身體會將醣類(碳水化合物)分解為葡萄糖產生能量，並將葡萄糖轉為肝醣

儲存於肝臟、肌肉中作為備用能源，等需要時再把肝醣分解成葡萄糖釋出利用。若飢餓、長

期禁食使儲存的肝醣耗盡，肝臟會將脂肪分解為脂肪酸與酮體(ketone bodies)以提供能量，使

身體處於「酮症(ketosis)」狀態。生酮飲食(Ketogenic diet)即是高脂肪、適量蛋白質與極低醣

類食物所組成的極端飲食，藉由調整三大營養素的飲食比例，強迫身體進入酮症的狀態。生

酮飲食已有近一世紀的歷史，在醫界主要應用於「難治型兒童癲癇」，近代被轉為利用於減

重、阿茲海默症等神經疾病研究等。

三大營養素 均衡飲食 生酮飲食

醣類 50~60% 5~10%

蛋白質 10~20% 10~20%

脂肪 25~35% 60~80%

表1.均衡飲食與生酮飲食的營養素參考比例

Q2.生酮飲食可以拿來抗癌嗎？

「癌細胞愛吃糖，吃生酮飲食可以餓死癌細胞」至今時有所聞，但這純屬謬論。人體

仍有少數細胞(如紅血球)僅能利用葡萄糖，故肝臟與腎臟會在低血糖時進行糖質新生作用

(Gluconeogenesis)，將身體的脂肪、蛋白質分解轉成葡萄糖以維持人體基本需求，因此不吃醣

類是無法斷絕癌細胞的食物來源。均衡飲食、充份獲取各種營養素以維持良好營養狀況，才

是抗癌的不二法則。

Q3.生酮飲食可以幫助體重下降嗎？

採取生酮飲食會促使身體改為利用脂肪，故短期內減重十分明顯，而後效果趨緩或失

效；須注意酮症狀態下血液會偏酸性，身體為維持酸鹼平衡會增加排尿次數以排除酮酸，故

一部份體重很可能是流失的水份而非體脂肪，且要注意生酮飲食副作用大，建議短期執行，

在停止生酮飲食後很有可能復胖，故從日常控管飲食與體能活動才是長遠之道。

淺談生酮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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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生酮飲食可以幫助糖尿病控制血糖嗎？

糖尿病主要為胰島素阻抗或分泌不足等問題，若血糖控制不佳或未規律用藥，身體

無法利用血液葡萄糖時，容易引起具致命風險的酮酸中毒(Ketoacidosis)，若採用生酮飲

食增加體內酮體生成，更易發生酸中毒。若病友以胰島素治療，不足的醣類攝取也易引

起低血糖發生。目前生酮飲食應用於糖尿病的控制成效還沒有充足的證據，若病友想嘗

試生酮飲食，請務必與主治醫師及營養師充分討論。

Q5.多數醫療人員並不推薦生酮飲食，是不是太落伍、保守了？

生酮飲食固然有其優點，但也有諸多對人體產生不適的症狀，故需先由專業人士在

充分的評估、篩選、衛教與監測下，確保執行生酮飲食的安全與正確性，醫療人員身負

維護民眾的健康責任，沒有明確科學證據下絕不隨意推廣。

表2.生酮飲食的禁忌對象

對象或症狀 說 明

孕婦、兒童與青少年
無法滿足胎兒與青少年生長發育所需的所有營養素且高油飲食

會抑制部分營養素(如鈣質)的吸收。

糖尿病 採胰島素治療者，或合併慢性腎病者禁止使用。

肝功能異常
酮體主要由肝臟製造，肝功能異常者採用生酮飲食將加重肝臟

負擔。

慢性腎臟病
酮體之一的乙醯乙酸(Acetoaccetate)主要由尿液排出，當腎病伴

隨寡尿時，無法排出酮體而增加酸中毒風險。

痛風與高尿酸血症 血中酮體高時將與尿酸競爭排出體外，易引起痛風發作。

心血管疾病 心臟相關疾病與高血壓、高血脂者等皆不適合採高脂飲食。

腸胃道功能不良 高油脂不易吸收，可能產生漲氣、脂肪痢等腸胃不適症狀。

結石病史 高油飲食會產生膽、腎結石的風險。

最後，誠如前頭所說的「飲食黃金比例」未被定論，各類充斥於坊間的飲食型態早

被提出，但數十年來未有充分證據表明這些飲食型態對人體或疾病有正面效益。每一種

食物都有重要的營養價值，極端飲食難免顧此失彼，長遠可能不利健康，在考慮採用特

殊飲食時，建議先檢視生活與飲食型態，並參考醫師與營養師等專家的建議，避免隨意

輕信名人、網紅、直銷公司的話術來購買產品，免得花錢、傷身又得不到期待的效果。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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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的初體驗

 2018年年底，接連兩位公眾人物因罹

患食道癌而離世，食道癌因而引起社會大眾

的關注，營養科實習生張綺紋於實習期間主

動以此疾病為主題，進行病房團體衛教(圖

一) ，希望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或圖片讓更多

病人及家屬可以了解食道癌，做到預防及早

期治療。

何謂食道癌?症狀為何?如何預防?

食道癌是發生在食道上的惡性腫瘤，

即食道的黏膜層發生癌變所致，其屬於存活

率較低的癌症，由於食道癌早期無症狀難診

斷，待症狀發生時，病人大多已經為中晚

期，再加上腫瘤多已順著淋巴血管擴散，出

現遠端轉移。因此，食道癌術後治療往往5

年存活率不到20%。

營養方針之食道癌團體衛教

到底哪些症狀呢？隨著食道腫瘤的增

長，造成的症狀包括有吞嚥困難、吞食異物

感、咳嗽、聲音沙啞，還有明顯的體重減

輕；雖不一定代表罹癌，但千萬要提高警

覺、切勿輕忽，以避免錯失治療黃金時機。

造成食道癌發生的危險因子主要是抽

菸、喝酒、吃檳榔、常吃過熱的飲食(如咖

啡、熱茶、火鍋)及醃漬的食物、過去病史

例如胃食道逆流、食道曾受腐蝕傷害等，肥

胖也是造成癌症的主要因子。所以平時除了

戒菸、戒酒、戒檳榔之外，應忌吃太燙食

物、少吃醃漬類食物及維持理想體重以預防

食道癌找上門。

文/營養科 謝梨君 營養師、張綺紋 實習生

圖一、營養科實習生張綺紋於核醫十四樓胸腔內外科病房進行病房團體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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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癌的治療與營養介入

若不幸的罹患了食道癌，我們如何對抗癌症

呢?

早期食道癌最佳的治療方式即是手術將

癌症病發部分切除，且可能需要進行胃管、

食道或大腸重建手術。若是因為癌症轉移至

別處或是腫瘤太大而無法手術切除，通常會

使用放射線治療加化學治療的方式，副作用

則會有口腔喉嚨潰爛、噁心嘔吐、食慾下

降、味嗅覺的改變，造成病人不想吃東西。

病人的飲食調整三步驟，以避免營養不

良，無法有體力與足夠的能量來對抗癌細胞

的侵襲。

1.吃得下：

癌症病人的飲食方式，其實和一般人一

樣要均衡飲食，能吃就吃，若因不舒服，可

將一天的食物分成三個正餐加三個點心，或

是更多餐；選擇比較軟嫩好吞、小塊不過硬

的食物，例如白米可以煮得比較濕潤一點，

蕃薯、南瓜、馬鈴薯亦可以蒸軟一點，蔬菜

則選擇葉子的部分，例如菠菜、小白菜或絲

瓜；肉類則可以吃較軟且營養成分高的魚

肉，或是體積小的絞肉，煮的方式改用滷或

是蒸的，才不會過硬不好吞。

2.吃得對：

因為侵入性的治療，會導致體重日漸

消瘦，所以要多吃高熱量、高蛋白的食物是

很重要的。少量卻高熱量的食物，例如全脂

牛奶，一般的牛奶紙盒一罐就超過250ML，

即有150大卡，市售起司片兩片亦有150大

卡。奶油抹在吐司或是溶入湯、蔬菜中，平

時吃點心亦可以選擇冰淇淋、奶昔、熱巧克

力、布丁及花生醬餅乾等，皆屬於高熱量濃

縮型的食物。

若化療後產生的副作用例如嘴破、發炎

口乾等症狀，可選擇富含維生素B或C的食

物，以減緩症狀。富含維生素B的食物包括

各種肉類、蛤蠣，奶蛋製品、深綠色蔬菜，

橘色蔬菜如紅蘿蔔、燕麥及堅果類等，如果

堅果類太硬可以磨碎加入牛奶中飲用；富含

維生素C的食物，例如芭樂、奇異果、柑橘

類的水果含量都很多，皆是不錯的選擇。

3.吃得夠：

攝取高蛋白的飲食可以增加肌肉的生

長，對癌症病人是很重要的！蛋豆魚肉類雖

是優質的蛋白質來源，但病人在經過化療後

容易對肉類產生苦味，而不願意食用，此時

可以使用檸檬或是果汁醃漬肉類，增加酸甜

味，促進食慾，減少苦味。若是以體重55公

斤的病人而言，熱量可攝取1800大卡、蛋白

質90克，搭配〝我的餐盤〞飲食方針(圖二)

及維持良好生活作息、不熬夜，食道癌癌症

病人的營養皆能UP。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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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E園地

以下為食道癌癌症食譜範例： 

六餐/天(1800大卡/天，蛋白質90克/天)

項目 菜單(材料)

早餐

營養粥  (白粥1/2碗，豬絞肉 35g，高麗菜50g，香菇50g)

橘子半顆

豆漿一杯

早點心
香蕉法國土司

(全麥吐司1片、雞蛋1顆、起司片1片、砂糖少許、香蕉1／2根

午餐

咖哩飯( 咖哩塊1塊，白飯1/2碗，馬鈴薯1/2個，紅蘿蔔30g，雞腿肉60g)

木耳炒高麗菜( 木耳30g，高麗菜60g)

味噌湯(味噌適量，傳統豆腐40g，小白菜40g)

午點心
紅豆奶 (紅豆25g，全脂牛奶1杯)

      奇異果1顆

晚餐

軟白飯1/2碗

番茄奶油燉鮭魚( 鮭魚 100g、九層塔適量、大番茄1／2顆、洋蔥1／2顆、檸
檬1/2顆，奶油10g)

蒜炒菠菜( 菠菜60g)

晚點心
南瓜濃湯

(南瓜85g，蘑菇50g，鮮奶油10g，玉米醬30g，全脂牛奶半杯)

圖二、食道癌癌症病人〝我的餐盤〞飲食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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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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108年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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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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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5/01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感染科曹世明醫師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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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5/08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108/05/14 16:30-18:30
醫學影像部/

中華民國放射
線醫學會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
學會

108年中區診斷組
5月份學術研討會

現代儀器-王鎮錫
老達利-葉雲東

正心樓
0211教室

柯依君
32138

放射線專科醫
師教育積分

10分，認定時
數：2。神經放
射線醫學會教
育積分3分。

可

108/05/15 12:30-13:30 內科部

The treatment of 
heart failure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What do the latest 

guidelines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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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5/15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微創中心

彭正明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育

學分
可

108/05/22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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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部謝秉勳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6/01 08:30-12:00
中山附醫
兒童部

腸病毒
醫療品質課程

許績男教授/
丁佩如醫師/
潘蕙嫻醫師/
吳宗樺醫師 

汝川1703
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台灣兒科醫學
會台灣新生兒
科醫學會專科
護理師學分護

理師學分

可

108/06/15 14:00-17:00

台灣新生兒科
醫學會/

中山附醫
兒童部

中區新生兒
病例討論會

各醫療院所
汝川1703
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台灣新生兒科
醫學會

可

10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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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中山附醫小兒神經
科蔡政道醫師/復健
科洪森豐臨床心理
師/黃佐琪牙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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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108/06/19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過敏免疫風濕科

王世叡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6/19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肝膽消化外科
李祥麟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育學

分
可

108/06/26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肝膽腸胃科
楊子緯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6/26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108/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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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權航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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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