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您健康

吃對了才保健
文/藥劑科 魏菀葶 藥師

市面上常見之「保健食品」其實就是一般

食品，做為營養補充，依照健康食品管理法，

是不可宣稱療效的。而既然是屬於營養補充，

當然也就不是人人都適用了。

目前普遍認為，服用保健食品有幾個原

則：

一、身體有需求

良好的飲食習慣，攝取足夠的營養素的

人，大多不需再額外補充保健食品。需要額外

補充的族群像是挑食或外食者，可能營養攝取

不足；懷孕或哺乳婦女、正值成長期的青少年

或是需長期熬夜，因其營養需求增加；另外還

有年紀較大的老年人、腸胃吸收有問題者可能

造成吸收營養成分不夠；還有特殊情況，如化

放療病人，才有必要補充。

二、確認是否與服用之藥物有交互作用

保健食品與藥物同時服用，有可能增加或

減少藥物應有的療效！具有慢性病需要長期服

藥，或是因為各項疾病正在服藥中的人，並不

建議同時吃保健食品。除非醫師建議，或是如

第一點，的確有此需求的人才有需要補充。很

多在文獻中都確定的交互作用情況，如抗凝血

藥物與魚油、或含某些中藥材的保健食品同時

吃，可能會造成出血風險；還有在吃降血脂藥

物的同時又服用紅麴，可能會增加橫紋肌溶的

機率等…。

三、了解建議攝取量

保健食品的攝取量應在建議劑量範圍

內，因多食無益，除了浪費金錢外，也可能產

生副作用。脂溶性維生素如A、D、E、K過量

可能蓄積體內，水溶性維生素雖然較為安全，

但若長期過量也無益處。

四、天然、小包裝為佳

這些食品大都是從加工、濃縮、萃取而

來，濃度也多高於天然食物，因此建議先向醫

師或營養師諮詢，或是看清楚標示，盡量以天

然的為佳；也由於保健食品是需要時再補充即

可，選擇小包裝比較不容易放到過期。

購買保健食品前，要確實了解自己身

體，先想想自己是否有需要，正常情況下仍是

應飲食均衡、充分攝取蔬果，盡量於日常飲食

中補充足夠的必須營養素，若有固定服藥的慢

性病患者，有病請先看醫生，保健食品無法取

代藥物，更不要聽信旁人的使用經驗，可諮詢

醫生、藥師或營養師是否真的有需要，以免花

錢事小，賠了健康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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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您健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保健品品項

品名 主成分 作用

FlexNow 關立固 300 cap/bot 乳油木果(SheaFlex75)360mg
退化性骨關節炎輔助降低

消炎止痛藥的使用

醫敏家舒膚益生菌(高效型)

30粒/盒

益生菌Lactobacillus

johnsonii EM1
益生菌

Folux Foaming 90ml/bot

建樂絲溫控泡沫
5%Minoxidil 雄激素性禿髮

UmayC Neo Tablet新越莓兮錠

 (70tab/box)
濃縮天然蔓越莓 預防尿道感染發炎

U-relax優芮珂絲14cap/bot
益生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R-1和reuteri RC-14
預防尿道感染發炎

Poly.vi.sol Baby Vitamin 50ml/

bot寶益兒 小兒滴劑
多種維他命 促進及維持嬰幼兒健康

Pro Renal 補維勝錠 維生素與礦物質補充
為慢性腎臟病人之維生素

與礦物質補充

飲沛74g/包；5包/盒 綜合水果口味 魚油、精胺酸、核苷酸 腫瘤及手術前後營養支援

QuinoMit Q10 30ml/bot

恩世蔓還原型
(還原型)輔酵素Q10 調整體質、增強體力

芙嘉寶Femarelle(56cap/box) 大豆異黃酮、亞麻籽 熟齡婦女補充營養所需

優寶滴LiquiD P&B 178 Drops/Bt，

5ml/Bt
Vitamin D3 維生素D3補充劑

益四元 BIO-4R 1.5g/pack 

(30 pack/box)

Streptococcus faecalis BIO-4R、

異麥芽寡糖

改善腹部臨床症狀

(改變細菌叢生態)

Sympt-X (速養療) 480g/瓶 L-Glutamine 腫瘤及手術前後營養支援

頤得健腫瘤專用特殊營養配方
天然魚油(TG-Form)、Q10、

美國專利硒酵母
腫瘤患者營養支援

若有保健品的需求，可詢問本院醫師或藥師

本院諮詢專線:04-24739595#38005 藥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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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之間、共享決策!

文/醫療品質部  黃于庭 醫品員

李愛誠 主   任

廖文進 副院長

外科部   謝明諭 副主任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對於疾

病的治療也越發日新月異，就連手術也可

以是由機器人操刀，嶄新的科技已改變醫療

原貌，促使許多醫療處置的產生，提供民眾

更多元化的治療選擇。但面對疾病、面對親

人，我們怎麼選擇?

我得了子宮肌瘤，怎麼有這麼多治療方

式?傳統手術?內視鏡手術?海扶刀是什麼?我

得了癌症，醫生請我接受進一步診斷性手術

治療，那是什麼?需要化療嗎?先化療再手術

?先手術再化療?我是不是會掉髮，我不治療

可以嗎?面對突如其來的疾病，您知道您是

有選擇的嗎?現代的尖端醫療及照護讓我們

反思，醫病間應該共享決策！

什麼是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這個名詞最早是1982年美

國以病人為中心照護的共同福祉計畫上，為

促進醫病相互尊重與溝通而提出。在1997年

由Charles提出操作型定義，至少要有醫師和

病人雙方共同參與，醫師提出各種不同處置

之實證資料，病人則提出個人的喜好與價值

觀，彼此交換資訊討論，共同達成最佳可行

之治療選項。

醫病共享決策

外聘專家指導，假日仍有13個科部61位醫護團隊積極參與

1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醫病共享決策

共享決策是以病人為中心的臨床醫療執

行過程，兼具知識、溝通和尊重此三元素，

目的是讓醫療人員和病人在進行醫療決策

前，能夠共同享有現有的實證醫療結果，結

合病人自身的偏好跟價值，提供病人所有可

考量的選擇，並由臨床人員和病人共同參與

醫療照護，達成醫療決策共識並支持病人做

出符合其偏好的醫療決策。(資料來源：衛生

福利部病人安全資訊網)

「醫生，你經驗比我豐富，而且你是這

方面疾病的專家，你告訴我該怎麼做就好了

啊!」沒錯!臨床往往有專業醫療與證據告訴

您該怎麼做，但這叫知情同意，不是醫病共

享決策，醫生專業再多，也不清楚病患心裡

真正的想法與偏好，醫病共享決策與知情同

意不同之處，溝通的時機點更為提早，內容

由單一選項告知，改為多選項比較，著重討

論病人的偏好與價值觀，並透過可靠的實證

資訊，保證病人知情後做出的抉擇，更尊重

病人的考量和意願，實踐病人知情權、選擇

權、決定權，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

民眾與醫療人員間想的很不一樣!例如50

歲以下的乳癌婦女，最關心的不是醫療團隊

努力的治癒率和癌症移轉，而是個人性能力

影響、親密關係間改變與家庭風險的承擔。

醫療團隊考量不到民眾的個人因素、家庭背

景、宗教信仰與個人的價值觀及偏好，當面

臨困難決定時，極少有絕對的最佳選擇，這

時醫療人員引導您將內化的醫療決策成為自

然的思考架構。

當然，也許您有疑問，如果已有醫學證

據證實某種治療方式有利，還需要醫病共享

決策嗎?一般適合醫病共享決策的情境有：不

同治療方式的選項間並無明確實證哪一個比

較好，也就是選項間的優缺點接近，或存在

專家與本院醫療團隊間的交流討論

醫療團隊推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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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民眾所在意的影響、副作用、執行力及

疾病狀況差異時，或當就醫民眾想參與自己

的醫療決策時，此時方適合醫病共享決策。

了解什麼是醫病共享決策後，就醫做

到三步驟：問問題、說考量、做決定。若您

對疾病感到困惑，對您的決定猶豫不安，形

成了決策衝突狀況，這時請勇敢跟醫生說您

的困難點、考量點，本院創建一系列的輔助

決策工具，引導民眾思考積極參與，協助民

眾結合「價值」與「偏好」進行知情抉擇，

過程中能讓醫療人員更了解您在意什麼事

項，我們使用平白的語言讓文字或影音衛教

更容易懂，將其思考過程轉為系統性的決策

模型引導，使民眾擔憂能獲得紓解，感覺再

也不孤單。

就連不治療也成了一種選擇，看完本篇

您能想像未來的生活嗎?究竟怎麼樣的治療對

醫師及病患或家屬才是最好的決定?這時醫病

共享決策就顯得特別重要，我們的醫療團隊

經過嚴格的訓練，就連假日仍不斷修習如何

推展醫病共享決策，透過外聘專家指導、小

組醫療團隊推動會議、院內在職教育訓練、

內部工作坊實務培訓、外部種子培訓、與他

院相互交流等，重新展開一段醫病關係，而

不只是一個醫療決定，讓醫療不再只注重醫

療結果，更著重病患的感受。

接下來我們用實際案例與您分享，當您

面對突如其來的一個疾病，我們的醫療團隊

如何運用兩次醫病共享決策以及輔助工具，

循序漸進的陪伴您、尊重您，一起制定醫療

選擇。開始聰明就醫Choosing Wisely(CW)，我

們持續用心，病人永遠安心。

內部工作坊實務培訓、外部種子培訓

與他院相互交流

1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醫病共享決策



文/癌症中心 林佳萍 癌症個管師

傅文玫 副   主   任

48歲，女性個案，一開始因排便習慣改變、三個月內體重下降6公斤，原以為只是工作壓

力大導致腸胃不適至本院門診做大腸鏡體檢；結果令她震驚，診斷是大腸惡性腫瘤並轉移至腹

膜，「第四期癌症」當頭棒喝的壞消息頓時腦袋一片空白。

個案惶恐與無助的神態，讓我們好不心疼。個管師與個案詳談後，發現除了不知該如何向

家人開口之外？對於未來的治療選擇？接受治療的費用會不會昂貴?治療過程會不會痛苦?治療

後未來的生活會發生什麼變化？…等等各種排山倒海而來的憂慮，再再促使她情緒焦慮不安。

首先醫師向個案進行病情告知，解釋大腸癌第四期是指癌細胞已跑到腹膜，治療方式不限

於手術切除一種，若原發或轉移部位之腫瘤有接受手術完全切除的可能，其五年存活率約40-

50%，對於此類情況可以選擇先手術將病灶切除後再行化療；或是先化療再手術，兩種方法各

自有其優缺點。

癌症個管師引導個案整理思緒，利用醫病共享決策(SDM)工具說明分析面臨的轉移性大腸

癌，如何選擇自己想要的治療方式，當然健保給付減輕個案經濟負擔的心理壓力，個案在全盤

了解後不再那麼的手足無措，而後和家人共同選擇了先進行手術，2個月後接受化學治療。

抗癌歷程即便辛苦，個案感謝醫療團隊和家人的支持及陪伴順利的完成治療。此次罹癌經

驗讓個案體會到生命的無常，會談中個案透露：「不知道我還能為家人做些什麼？」「生命終

究要結束，我不希望帶給家人太大的負擔？」「我的先生和孩子會不會放不下我而沉重的生活

?」，此時個案在思考臨終準備，需要為她提供臨終關懷規劃的資訊，以對未來的緩和治療需

求做好準備。

因此，再度利用第2個醫病共享決策(SDM)

「進行預立醫囑諮商準備」工具，使其認識「病

人自主權立法」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區

別，依據個案的價值觀、信仰、意願和期望選

擇，再轉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討論當前和規劃

未來的醫療護理，免去家人對於醫療決策而陷入

掙扎，甚至害怕做錯決定而感到悔恨，確保個案

獲得偏好的照護並減少家庭負擔。

此次運用2個以病人為中心的SDM工具，過

程中獲益許多，例如：降低病人決策前的焦慮、

由醫療團隊和家屬支持病人做出符合其偏好的醫

療決策、病人對醫療服務滿意度的提升、提升醫

病溝通的效率並建立更好醫病關係。

運用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於臨床實例分享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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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陳盈羽 營養師

癌症的發生，與飲食、環境改變、基因變異、家族遺傳、不良的生活習慣等有關。依據衛

生福利部公告，105年的癌症時鐘又加快了，平均每4分鐘58秒就有1人罹癌，癌症登記人數為

10萬5,832人，目前十大癌症前三名分別為﹝1﹞氣管、支氣管和肺癌、﹝2﹞肝和肝內膽管癌、

﹝3﹞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隨著病程進展，癌症治療的副作用與併發症往往會造成病人體重減輕，造成營養不良，嚴

重者出現惡病質導致死亡。

＊為什麼會造成營養不良？

依據歐洲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ESPEN﹞的研究顯示，癌症本身與其治療過程，都會影

響到病人的營養狀態，約10-20%病人的死亡與營養不良有關，而真的得到營養支持的約佔30-

60%，意味著40-70%的病人是處於營養缺乏的。

而疾病導致的營養不良，又與全身系統性的發炎有關，免疫反應失調與發炎反應都會造成

厭食、體重下降、組織耗損、疲憊、疼痛、憂鬱等情形。

＊在癌症病人身上會看到的營養不良現象：

﹝1﹞厭食anorexia、食物攝取不足

腫瘤因素或治療副作用產生的症狀，如噁心、嘔吐、疼痛、腹瀉、腹脹、食慾不振等，都會造

成熱量與蛋白質攝取不足，導致體重下降。

﹝2﹞惡病質cachexia

分期

惡病質前期
precachexia

惡病質
cachexia

難治型惡病質
refractory cachexia

體重流失≦5%、
厭食、代謝改變。

體重流失>5%、
或BMI<20 + 體重流失>2%、
或肌少症 + 體重流失>2%。

代謝分解增加、
對治療無反應、
餘命<3個月。

營養處置

會診營養師，增加食物營
養密度、營養品補充等。
建議補充抗發炎之營養

素。

使用營養品或增加腸道營養
補充，達到足夠營養攝取。
建議補充抗發炎之營養素，

緩和治療。

﹝3﹞肌少症sarcopenia

肌少症前期有行走緩慢或握力下降之情形，但不合併肌肉流失。肌少症則為上述現象一種

加上肌肉流失，若三種症狀都出現為嚴重肌少症。

若能提早發現營養不良的癌症病人，即早給予營養支持，將有助於整體預後情況。

＊癌症飲食要注意什麼？

1.在均衡飲食為前提下，加強蛋白質的攝取。

綜合了多項研究顯示，總攝取量需達到熱量每公斤體重25-30大卡、蛋白質每公斤體重1.2-1.5

癌症為何會造成營養不良？
癌症的飲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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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克。優質的蛋白質來源很多，包括牛肉、豬肉、雞肉、魚肉、海鮮、黃豆、蛋、奶類等。

另外，因副作用導致味覺改變，可嘗試不同蛋白質或改變烹調方式，增加食物的風味來增加

進食量。

2. 避免過多的食物限制。

勿聽信偏方，沒有一種食物是絕對有益或是治百病的，隨著生理需要調整食物內容才是對癌

症治療有幫助。

3.使用營養品，以補充不足的熱量與蛋白質。

商業營養品有許多選擇，包含均衡配方、腫瘤配方、熱量濃縮配方可選擇，此外也可單獨

增加蛋白質補充，如乳清蛋白、大豆蛋白等。要補充幾次？一天幾罐配方？可到營養門診進行營

養諮詢，營養師會依癌症治療方式、副作用、腸胃道症狀，評估飲食狀況後給予個別化的飲食建

議與調整。

 ＊常見副作用的飲食對策

副作用 飲食對策

食慾不振

1. 少量多餐。
2. 把握每天感覺最舒服的時段多吃。
3. 優先進食喜歡的食物。
4. 用餐前可適度活動。
5. 多選擇高營養密度之食物。

口乾、黏膜發炎

1. 選擇質地較軟、細碎的食物。
2. 避免刺激性、粗糙的食物。
3. 適度勾芡、配合湯汁食用。
4. 避免食物溫度過熱。
5. 高熱量高蛋白食物幫助傷口癒合。

味覺改變

1.加強食物的酸味、甜味，如：檸檬汁、番茄醬、醋、糖。
2.利用滷汁或天然香料，如：蔥、蒜、薑、九層塔、香菇、洋蔥、
   八角、當歸等增加食物的風味。
3.可嘗試多種的蛋白質食物來源，如：肉類、魚類、蛋、黃豆製品。

噁心、嘔吐

1. 食用室溫或較涼的食物。
2. 避免太甜、油膩、刺激性或氣味強烈的食物。
3. 吃正餐時勿喝大量液體，正餐以固體食物為主。
4. 在接受化學治療前2小時避免進食。

腹瀉
1. 多喝水及補充電解質以預防脫水。
2. 避免粗纖維攝取。
3. 避免進食油膩與刺激性食物。

免疫力下降
1. 注意手部清潔衛生。
2. 避免生食，水需要煮沸後才飲用。
3. 水果削皮食用。

良好的營養支持，攝取多樣化的天然食物，以及適時搭配營養品使用，得到充足的熱量與

蛋白質，才有足夠的力量來對抗疾病。

參考資料

1.衛生福利部網站

2.ESPEN expert group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against cancer-related malnutrition. Clinical Nutrition 36 (2017) 1187-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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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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08年08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如需事先報名/繳費請註明) 主講人 地點 課程聯絡人 學分 是否對外
開放聽講

108/07/03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肝膽腸胃內科
王賀立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7/03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胸腔外科
林巧峰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育學分 可

108/07/04 08:30-15:40 台灣護理學會 「病人安全教育」
工作坊 (中區)

郭秋雅督導/
鄭雅靜督導/

林玉茹督導…等8人

行政大樓
10樓教室

林玉茹督導
34964

護理人員繼續教
育積分申請中 否

108/07/05 12:30-14:00 醫教部 全院性病理討論會 柯端英醫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昱佑
34536 無 可

108/07/10 12:30-13:30 內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心臟內科
黃聖瑋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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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0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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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報告

亞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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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13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特殊需求者
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

獎勵計畫(第三場)

中山附醫居家護理組張
素瑞護理師/

雙和醫院黃大森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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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108/07/13 13:30-17:50 泌尿科 2019泌尿科中區月會 各醫療院所 日月千禧酒店
5樓

柯素媺
34803

外科醫學會、泌尿科
醫學會學分申請中 可

108/07/17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肝膽腸胃內科
楊子緯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7/17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乳房外科
趙子傑教授

行政4605會議
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科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 可

108/07/18 08:00-1700 台灣護理學會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人員
訓練課程

翁益強主任/張詩吟
護理長/劉萱護理師

行政10樓會議
室

陳瓊瑤
33703

護理人員繼續教
育積分申請中 否

108/07/20 14:30-17:30 骨科部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108年7月份中區月會

陳威明理事長/賴韋丞醫
師/林聖傑醫師/
吳志隆部主任

行政大樓10樓
會議室

楊采蒨
34612

中華民國骨科醫
學會繼續教育積

分申請中
可

108/07/24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肝膽腸胃內科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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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0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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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附醫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可

108/07/27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
服務示範中心獎勵計畫(第四場)

中山附醫麻醉科洪維德醫師/
口腔顎面外科余權航醫師/
復健科語言治療師何恩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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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28 08:00-12:30 兒童部 (需事先報名繳費)108年
度流感疫苗教育訓練 各醫療院所 行政12樓國際

會議廳
許倖慈
21728

兒科醫學會、
醫學倫理(感染管制) 可

108/07/31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肝膽腸胃內科陳宣
怡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7/31 07:30-08:30 外科部 臨床倫理病例討論教學 達文西微創手術
中心彭正明主任

行政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無 否

108/08/01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照護人員
課程(第六場)

社團法人台灣口腔
照護協會名譽理事

蘇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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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06 8:30-16:30 台灣護理學會 專家二技學制反思與
產學對話研討會

陳淑齡主任/楊素珍主任
黃美荏主任…等10人

正心樓0212教
室

蔡淑美督導
34975

護理人員繼續教
育積分申請中 否

108/08/07 12:30-13:30 內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肝膽腸胃內科
黃士銘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學分 可

108/08/07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趙德馨醫師 行政4605會議
室

謝淑慧
34601

 台灣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育學分 可

108/08/10 09:00-16:0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特殊需 D
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

心獎勵計畫(第五場)

中山附醫心臟內科
莊曜聰醫師/

童綜合醫院急診中心部
吳肇鑫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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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14 08:00-11:3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牙醫師實
習課程(第一場)

中山附醫口腔顎面
外科余權航醫師

中山口腔
醫學部

3樓進階治療室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可

108/08/14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內分泌科
羅仕昌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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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08/08/21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腎臟科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8/21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直腸外科

許倍豪醫師
行政4605會議

室
謝淑慧
34601

 可

108/08/28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內科劉哲銘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無 可

108/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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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08/09/03 09:00-12:00 口腔醫學部
(需事先報名)牙醫師實

習 珛{(第二場)
中山附醫口腔病理

暨診斷科李育賢醫師
南投草屯

創世基金會
劉佳怡
55336

牙醫師、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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