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醫科裡，民眾進入診間常常會說：

「醫師，我想要調理體質」。

醫師:「您身體是否有任何不適？」

民眾：「沒有，但就是想要瞭解一下我

的體質，想要調理一下。」

＜到底什麼是調理體質呢?＞

中醫診斷需要「望聞問切」四診合參，

除了把脈以外，利用科學儀器，體現精準醫

療新概念，藉由儀器分析身體各器官，幫助

民眾瞭解自身的健康狀況，下列三個儀器皆

為非侵入性治療，提供民眾更多元的選擇，

健康檢查無負擔。

1. HRV自律神經檢測儀-一般心電圖偵測不出

目前醫療用自律神經檢測最常見的是測

量心率變異性。所謂「心率變異（heart rate 

variability）」，簡稱HRV，是利用心跳速度

的變化作為指標，間接了解自律神經的活性

狀態。

心臟規律跳動是維持身體穩定血流的

重要因素，通常人體平均心率每分鐘跳動約

72次，然而在表面宏觀的靜態恆定下，還隱

藏了一些微細的波動。這些波動不是心律不

整，而是人體為應付體內外各種變化，如壓

力、情緒、發炎、賀爾蒙、食物等，心跳間

隔產生極微幅變動，其可容許的幅度約為40

毫秒，一般心電圖是偵測不出來的，此種微

幅變動即為心率變異。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林榮志 主任

洪婉真 研究助理

HRV不只可以用來預測發生心血管疾病

病人的長期存活率，經研究確認心率變異反

應著自律神經總活性的強弱，並可做為個人

整體健康情形的重要指標。

一般而言自律神經檢測儀(圖一)檢測過

程約5~10分鐘，過程如接受心電圖檢查般，

此檢查為非侵入性且無輻射。其適用對象為

不明原因失眠、心悸、胸悶、倦怠、頭暈、

腸胃不適等族群。不適合接受HRV檢測者包

括：本身裝有心律調節器者、已知有心律不

整之病症、心臟已裝有心導管支架者、長期

服用鎮定劑或是興奮劑且無法停藥者。

2. M.E.A.D經絡能量分析

經絡能量分析儀是目前國內最普遍的中

醫診療儀器。它能幫醫師及患者了解五臟六

腑及經絡虛實、身體機能、精神狀態、肌肉

骨骼系統、陰陽氣血、新陳代謝。

儀器以探測人體左右各十二條經脈的24

個代表測定點為主，藉由檢測棒收集各經脈

代表測定點的生物電阻，以評估各經脈的導

電度，並以電腦分析受測者的生理狀況。平

均每一測定點的測量時間為三秒，約3分鐘左

體質調理找中醫

中西整合醫療科儀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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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可完成一次全身檢測，提供受測者全身經

絡能量的虛實及症候的生理數據，完全無副作

用，可做為養生保健和調節免疫力的參考。

中醫學認為人體的內臟、五官、與身體

特定部位，因經絡而互相聯繫。因此，在診療

時除了呈現的主要症狀，還可從身體各部位獲

得訊息。

以【辨證施治】為診斷治療基礎，運用

『四診』（望、聞、問、切），為診斷方法，

並藉由經絡能量分析儀協助判斷時，更能提出

具體的治療方法如中藥或經絡調理，以回復人

體自然運作為主要方向，而不只是把症狀減緩

而已。

圖二、為M.E.A.D主動式恆壓檢測棒

3. IFEEL生物能量分析儀

＜主要功能介紹＞

•1.身體能量檢測

•2.比對資料庫

•3.3D波圖分析

•4.諧震測試(比對藥品與食品對身體益處)

•5.比較分析(使用產品比較與不同日期比較)

•6.偏差判定與發展導向

•7.脈輪圖譜

•8.後續資料保存與報告製作

＜檢測優點＞

(1)快速-電腦運算，數分鐘內得到結果。

(2)安全-非侵入性，無副作用。

(3)簡單-任何時間皆可接受檢查，費時短，

    即有全身健康檢查的效果。

＜檢測圖介紹＞附圖為腦動脈

檢測結果會以不同光譜色代表測定的值。

能量依大至小為-

黃色(1) ＞綠色(2) ＞藍色(3) ＞橘色(4) ＞紅色

(5) ＞黑色(6)

 

檢測前

 
• 1.飲食清淡 
• 2.充足睡眠 
• 3.保持心情平靜 
• 4.著寬鬆衣物

 

檢測中

• 1.卸除身上金屬物品 
• 2.受測時，坐姿保持端正 
• 3.雙手自然放於身側不交疊 
• 4.檢測人體十二系統的細胞組織 

檢測後

• 1.10-15分鐘即可獲得檢測結果

• 2.以圖像顯示分佈圖 
• 3.檢測後，測量值可儲存於資料庫中，以利後續比對 
• 4.所採集身體所發出的聲聲波、形譜譜及量量子子波波動頻率，
可評量身體健康狀況與趨勢

• 5.利用與數十萬筆病歷資料庫為原理，排列出病症生
理傾向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中醫天地



文/營養科 陳吟瑄 營養師

二十四節氣中的「清明」，由於在

「春分」天氣日漸暖和之後，花草樹木都萌

芽蓬勃生長，景象清爽明媚，所以命名為

「清明」。

清明節在每年國曆4月5日前後，吃潤

餅是國人特有的文化。一般市售潤餅通常會

使用兩張餅皮，熱量相當於1/4碗飯，餡料

有菜絲、榨菜絲、皇帝豆、高麗菜、韭菜、

豆芽菜、豆干、筍絲、芹菜及蛋酥，再撒上

花生粉及糖粉，有些店家還會放入炸紅糟

肉、五花肉、香腸等高油脂食物；南部地區

甚至更豪爽地將油麵都包進去，因爽口不油

膩，很多人會覺得熱量一定不高，進而當作

輕食的選擇之一。

但是，潤餅配料如紅糟肉，其製作過

程的「油炸」步驟會使肉的熱量增加，而香

腸也是脂肪量偏高的加工肉品。增加口感的

蛋酥，則是蛋液倒入高溫油鍋內攪拌而得的

成品，讓潤餅多一層風味的花生粉也大多添

加砂糖，通通是高熱量陷阱！一不留神，就

額外吃進好多熱量下肚了！

潤餅食材可百搭　吃的安心又健康

以下，來教大家健康小撇步，把握下列

原則，在家自己動手包潤餅，才能在享受美

食之餘，也能一手掌握健康。

1.主食多替換，健康吃的飽

一般潤餅因為怕破會使用兩張潤餅皮，

可減少使用一張潤餅皮，若可以也能將潤餅

皮改為全麥潤餅皮取代麵粉餅皮。

有些人會把潤餅當點心，那當餐主食的

飯類或麵食澱粉就要減量，尤其是有血糖疾

病的患者，更需要嚴格控管澱粉的攝取。若

吃了1份以兩張餅皮包半碗油麵的潤餅，則記

得當天飯量減少半碗，避免熱量攝取過多。

2.少糖多堅果，一匙剛剛好

一般我們吃潤餅都會添加花生粉，花生

是屬於堅果種子類，堅果種子類富含單元不

飽和脂肪酸、維生素E、纖維質、鎂等營養

素，可降低壞膽固醇(LDL-C)，亦有抗氧化、

促進腸胃蠕動、保護心臟等功能，我國每日

飲食指南建議每天攝取1份堅果種子類(約等

於1湯匙花生粉)，所以建議加一匙花生粉就

好，千萬別過量。

營養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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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市售潤餅添加的花生粉通常混合糖

粉，因此只添加「單純的花生粉」是最好的選

擇！沾有糖霜的花生粉只會提高熱量，攝取過

量的糖不僅會造成肥胖、代謝異常與齲齒，還

會刺激胰島素快速分泌，造成血糖與情緒不

穩，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因此適量使用糖粉

及花生粉很重要，也可改用海苔粉、香樁粉或

用新鮮水果的甜味取代。 

3.多蔬果，增加纖維好處多

蔬菜與水果含有豐富的維生素、礦物質

及膳食纖維，可促進腸胃蠕動、腸道益菌生

長、降低血膽固醇。國健署2013至2016國民

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指出我國19~64歲成人

每日平均蔬菜攝取量不足3份者有86%，19-64

歲女性蔬菜攝取量不足3份更達88.1%，因此建

議潤餅內餡可以盡量選用當季新鮮、顏色豐富

及富含纖維的蔬菜，例如高麗菜、胡蘿蔔絲、

韭菜、香菇絲、苜蓿芽、豆芽菜等，並且少用

醃漬過的蔬菜，多用新鮮的蔥、蒜、香菜等天

然香料來做調味。另外，搭配季節性的新鮮水

果（如椪柑、小番茄、蓮霧、香蕉、芭樂、蘋

果等），不僅口味清爽，也可增加飽足感。

4. 少油，窈窕多健康

潤餅內餡的烹調方式可少用煎或炸的方

式，改用燙或蒸，並且少用飽和脂肪含量高

的五花肉、紅糟肉、香腸等食材，可改用川

燙雞肉絲、瘦豬肉絲、豆干絲等，而炸蛋酥

可用蒸蛋皮取代，若想添加含油脂的油麵，

則建議以川燙方式減少油量。

清明節吃潤餅，已成為國人一項應景習

俗，若想要吃的健康少負擔，只要應用以上

原則，各項食材之烹調方式盡量用水煮、川

燙等方式，少用油炸，以減少熱量的攝取，

就可以享受健康又美味的潤餅。

別忘了在享受美味佳餚後找時間多運

動，就能避免過多熱量囤積體內，減少身體

負擔，方能吃的開心又健康喔！

營養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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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營養科 林杏純 營養師

每年一到冬天就因寒流來襲造成流感疫

情升溫，除了施打流感疫苗外，勤洗手與出

入公共場合戴好口罩，避免飛沫感染都是很

好的預防方式。

但今年又多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

漢肺炎)來攪局，造成了民眾恐慌而搶購口

罩，竟讓口罩出現「一罩難求」的窘境，其

實因應上述疫情還可以透過食療來提升免疫

力。

免疫力的提升可幫助身體抵抗外來細菌

與病毒的侵襲，而影響免疫力的因素很多，

特別是飲食、睡眠、運動、壓力…等。因

此，如何在一罩難求的困境中全身而退，均

衡健康的飲食也顯得格外地重要。

最近許多民眾在問「補充維生素C可抗

武漢肺炎?!」，真的是這樣嗎？維生素C對人

體的免疫系統確實具有重要的功能，當維他

命C缺乏或不足的情況之下，是可能影響免

疫系統的正常運作，因而降低身體對抗外來

病原菌或病毒的能力，這的確是可能增加罹

病的風險。

但是，提升免疫力光靠維他命C是不夠

的，還有許多營養素對人體的免疫防護也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具有抗氧化能力的

維生素、礦物質與植化素。因此，攝取五顏

六色的蔬菜與水果是很重要的，絕對無法單

靠某一種營養素就能提高免疫力！那究竟還

有哪些飲食的小撇步可以提升免疫力？

撇步一：攝取高生物價蛋白質

無論是動物性或植物性的高生物價蛋白

質來源都有其重要性，特別是富含Omega-3

脂肪酸的深海魚，如鮭魚、鮪魚、鯖魚等，

可降低體內發炎反應，且海鮮裡含量豐富的

鋅，也是維持免疫力的重要營養素；另外，

植物性高生物價蛋白質(豆製品與堅果類)則含

有豐富的維生素E，也有助於製造抗體，增加

免疫力。

防疫大作戰--食療增強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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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步二：蔬果多樣化

天天5蔬果，種類與顏色愈多愈好，深

綠色蔬菜富含維生素A、B群、C、E及各種

礦物質，提供免疫系統正常運作的必要養

分；紅、橘或黃色蔬菜(胡蘿蔔、紅黃甜椒

等)與水果(番茄、芒果、木瓜、柿子、哈密

瓜等)，富含有大量的β胡蘿蔔素，可於體

內轉換成對提升免疫力很重要的維生素A，

以維持眼睛、鼻子、口腔、肺及胃腸道各處

的黏膜健康，可阻止細菌、病毒入侵身體。

另外，菇類裡的多醣體（Polysaccharide）也

具提升免疫力的功能，可增加自然殺手細胞

的數目和活性。而辛香料中的大蒜、洋蔥、

辣椒等，更可以殺菌並刺激免疫系統活性。

撇步三：以粗糙、未精製的全榖雜糧作為主

食來源

粗糙、未精製的全榖雜糧裡有豐富的維

生素B群和各種礦物質，維生素B群可促進細

胞的新陳代謝以維持細胞黏膜的健康，且也

與製造抗體的免疫功能有關。

撇步四：維持腸道健康的益生菌

腸道健康與免疫功能有著極大的關係，

特別是「乳桿菌屬」（Lactobacillus，即乳酸

桿菌）與「雙歧桿菌屬」（Bifidobacterium，

又稱比菲德氏菌），皆可抑制腸道內的有害

菌孳生，減少罹病機會。但別忘了吃好菌的

同時，也要攝取蔬果與全穀根莖類裡的膳食

纖維和寡糖，這樣才能幫助腸道內益生菌的

生長喔!

撇步五：規律且適當的運動

運動可增加免疫細胞活性，促進血液與

淋巴循環順暢，有助於清除和對抗入侵的病

原體、毒素與老廢物質。特別是有規律的中

等強度運動，每天至少半小時有氧運動(如散

步、游泳和騎腳踏車等)，在流行病的高峰期

是有助提高身體的免疫能力。 

1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營養與健康



乾眼症的成因

正常的眼睛表面有一層淚液膜如果淚

液膜發生分泌不足或分布不均，就會造成

乾眼症狀。

原因可分四種：

1.水液層淚腺淚液分泌不足：是最常見之乾

眼原因；可能是先天性無淚腺、年紀老化

淚腺功能降低，或是一些自體免疫疾病造

成淚腺發炎。

2.油脂層分泌不足：由於眼瞼疾病造成眼瞼

皮脂腺功能不良。

3.黏液素層分泌不足：缺乏維他命Ａ、慢性

結膜炎、化學性灼傷等等。

4.淚液過度蒸發、淚膜分布不均勻：眼瞼疾

病造成眼瞼閉合不良或眨眼次數減少(如

長時間專心開車、一直盯著看電視、打電

腦而減少眨眼次數)。

乾眼症的症狀

常見症狀包括眼睛乾澀、容易疲倦、

想睡、會癢、有異物感、痛灼熱感、眼皮

緊繃沉重、分泌物黏稠、怕風、畏光、對

外界刺激很敏感、暫時性視力模糊；有時

眼睛太乾、基本淚液不足反而刺激反射性

淚液分泌而造成常流眼淚之症狀；較嚴重

者眼睛會紅、腫、充血、角質化，角膜上

皮破皮而有絲狀物黏附，長期傷害則會造

成角結膜病變，並會影響視力。

 文/藥劑科 沈冠霖 葉佳敏 王珮錚 陳乙均 實習生

別讓眼睛鬧水荒 

乾眼症

乾眼症研討會將乾眼症分成四個等級

第一級：患者只於受刺激的環境時發生不適

感，如：冷氣房內、風沙大的地方。應避免

環境刺激因素，透過熱敷清潔、人工淚液後

便可改善。

第二級：結膜及角膜周邊開始破皮發炎，需

使用人工淚液、眼用凝膠、局部抗發炎藥水

及抗生素眼藥膏等。

第三級：角膜破皮至中央，眼睛分泌物增加

且疼痛感加劇，可使用自體血清治療角膜損

傷、搭配其他眼用凝膠、人工淚液及抗發炎

或手術治療。

第四級：已有嚴重併發症如絲狀角膜炎、角

膜潰瘍，甚至需要進行外科手術（眼瞼縫

合、永久性淚小管塞等）。

藥物治療

乾眼症常見的藥物分成以下五類：

一、 眼藥水型的人工淚液：

1.補充淚液

2.避免淚液蒸散

3.有些藥物可補充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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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眼藥膏型的人工淚液：

1. 避免淚液蒸散

2. 保持眼睛濕潤

三、 類固醇藥物：

用於角膜發炎，長期使用要定期做白內

障檢查、青光眼檢查。

 

四、抗生素：

用於角膜感染。

五、免疫抑制劑：

當人工淚液眼藥水、眼藥膏、類固醇控

制不好時使用。 

 

眼藥水使用教學

1.先洗手 ﹔

2.開封超過一個月要丟棄 ﹔

3.有些眼藥水使用之前要先搖晃均勻 ﹔

4.有配戴隱形眼鏡要先拿下來，將頭部向後仰

或採平躺的姿勢把眼睛朝上方看，拉下下眼

瞼，把眼藥水滴在眼白和下眼瞼之間，勿直

接滴在瞳孔上，避免對角膜造成刺激；

5. 閉上眼睛壓住鼻淚管兩分鐘。

眼藥膏使用教學

1.先洗手 ﹔

2.拉下下眼瞼，將眼藥膏點1公分長於下眼

瞼，眼藥膏的瓶嘴勿直接碰觸到眼睛 ﹔

3.閉上眼睛五分鐘，轉動眼睛，讓藥膏均勻

分布。

同時使用多種眼藥水或眼藥膏時，先

使用眼藥水，再用凝膠，最後使用藥膏，兩

種眼藥水之間要間隔至少5分鐘，眼藥水和

眼藥膏間隔至少10分鐘。

乾眼症的保健食品 

乾眼症的產生有時候是因為體內缺乏

營養素，市售保健食品裡面對乾眼症有幫助

的：維生素A、Omega-3。上皮細胞具有分

泌黏液的功能，有助濕潤和清潔，缺乏維生

素A時，細胞會角化壞死，不分泌黏液，失

去保濕功能。另Omega-3是消炎作用，增加

淚膜穩定度。

乾眼症的生活建議

均衡飲食，已從食物中攝取足量維生

素A和Omega-3 。

其次，適度休息，防止長期睜眼導致

淚液蒸發。

其三，注意保濕。如果長期處在冷氣

房，應避開通風口，並用加濕器增加濕度。

第四，避免抽菸或二手菸環境，煙霧

中的微粒有可能堵塞淚管，也可能刺激角

膜，造成發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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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中山好醫師活動中最強黑馬，就屬

拿下第二名的皮膚科賴柏如醫師，他如何能

夠在網路票選上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持，就讓

本篇專訪介紹給大家。很多人可能聽到皮膚

科，就直接與醫學美容畫上等號，但醫學美

容其實只是皮膚科的其中小小環節而已唷！

意外踏入皮膚科，卻開啟另一片天

賴柏如醫師在當年醫學系畢業、服完

兵役，準備進入臨床工作時，喜歡孩子的個

性本想選擇兒科，但當時皮膚科積極招聘住

院醫師，反而開啟意外的皮膚科生涯。但對

賴醫師來說即便走進不是自己第一志願的科

系，但他卻走出屬於自己的醫療職業生涯。

賴柏如醫師說道，皮膚科是門很有意

抹藥一時 皮膚保養才是一世 
你是最好的醫師

皮膚科│中山好醫師│賴柏如醫師

思的科系，皮膚是人類最大的器官，遍及全

身，夏天要防曬、冬天要保濕，當有異常時

肉眼就看得到，癢起來難耐；有的人臉上長

了一小顆痘痘就立刻就醫，有的人腳上脫皮

好幾個月了，寧可拖著想等它自己好。不是

很急重症疾病，但是長年下來，顯而易見地

像穿著一件花襯衫(乾癬、白癬)，又時常復

發，真的是非常惱人的疾病，皮膚科啊真是

學問百百種！

在皮膚科擔任住院醫師期間，時常看

到焦急的父母帶著”體無完膚”的嬰幼兒到

醫院來求診，這些異位性皮膚炎的孩子，不

只是皮膚疾病影響睡眠和精神狀況，同時代

表著可能合併其他過敏性疾病，包括：食物

過敏、氣喘和過敏性鼻炎，但多數因為皮膚

文‧醫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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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飲食方式、生活習慣不佳，讓病情惡

化，人人見到都會心疼不已。因此賴柏如醫

師踏進鑽研異位性皮膚炎的治療中，並且理

出一套方法，在診間一遍又一遍的衛教乳液

塗抹、皮膚保養、飲食觀念、生活習慣調

整。

孩子的壞習慣，往往是父母的壞習慣

投入兒童皮膚科數年，賴柏如醫師表

示，因為看兒童門診時常同一件事情要重複

述說好幾次，這對爸媽問過了，下一對爸媽

又再發問同樣的問題，常常覺得直接乾脆放

錄音帶比較方便，但因為異位性皮膚炎就是

得回家確實地塗抹乳液，以及改變皮膚保

養、飲食或生活習慣；對嬰幼兒來說會吃甚

麼？會做甚麼？不都是仰賴著父母給予的在

過日子嘛！因此「父母不改變，孩子就不會

好」，於是賴醫師仍會打起精神再說一次讓

父母親明白。

畢竟，患者跟醫師接觸的時間短暫，

必須盡量在有限的時間裡傳遞足夠正確的訊

息，因此賴柏如醫師也在四年前開始經營部

落格，把衛教資訊整理成文章，對講完就

忘掉的父母可以透過部落格再複習一遍，確

確實實落實在生活中，孩子的皮膚疾病，真

的會好！(部落格：賴柏如醫師大小事http://

pojulai.blogspot.com/p/blog-page.html)

網路上的資訊正確嗎？

走進3C時代，網路資訊爆炸又取得便

利，民眾就醫前常習慣先在家請教Google大

神，然後到醫院直接指示醫師開某種藥給

他，其餘不必多講，而後如果回家抹了數天

數週不會好，便責怪醫師醫術不好，這樣的

觀念真的合宜嗎？

以Google搜尋資料，用著關鍵字，一秒

鐘就可以彙整幾萬筆的資訊大數據給民眾，

提供民眾有個初步資訊，但這些資料都是正

確的嗎？再仔細看看每則內容，雖然有些是

正確資訊，但也不難發現很多是置入性行銷

的廣告文，因此，在這種真真假假的資訊

裡，異膚爸媽常常會不知所措。賴柏如醫師

由衷建議，疾病診治還是應該由醫師親眼診

斷後對症下藥才是正確的步驟。

為了讓父母取得正確的資訊，賴柏如

醫師更自己製作異位性皮膚炎相關的衛教單

張放置在門診外，提供給民眾及家屬自由索

取，他希望民眾來到醫院都能夠便利又正確

的獲取資訊，回家後在照顧孩子時，觀念正

確、做的才會正確。

孩子初來就診身體佈滿紅疹及破皮、經過

賴柏如醫師診治且媽媽落實乳液塗抹，一周後

就有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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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藥只是一時，皮膚保養才是一世

賴柏如醫師不斷提醒皮膚科病人，皮

膚疾病不僅僅只是皮膚上的問題，八九成

都是源自於生活習慣問題，不良習慣不好

好改變，再怎麼用藥、吃藥，好也只是一

時，很容易再復發。因此在診間內，賴醫

師都會花很多時間向病人或是家屬衛教。

尤其皮膚科疾病嚴重初期，常會使用

到類固醇藥膏，但民眾對於類固醇藥膏多

有壞印象，為了避免錯誤觀念導致回家就

把藥膏自行省略，賴醫師總會耐心地解說

回家藥要怎麼擦？皮膚保養和飲食要怎麼

調整？乳液要怎麼用？如此苦口婆心，都

是為了讓病人趕緊痊癒。

醫療工作的成就感來自病患的回饋

經年累月下來，賴柏如醫師已經在

醫界累積眾多粉絲，很多經歷孩子異位性

皮膚炎艱辛路程的父母親，會在看到其他孩

子有異膚問題時，自發推薦賴柏如醫師。因

此當中山好醫師投票活動期間，就有不少位

民眾向賴柏如醫師表示他們要在網路上集結

曾讓賴醫師診治過的病友/家屬來投票，對

賴柏如醫師來說，病人的皮膚疾病能好轉、

能痊癒就是送給他最棒的醫師節禮物。最後

獲得中山好醫師時，看到這麼多支持者投票

給他，他真的有滿滿地感謝與感動，這些支

持都是工作成就感之餘的肯定。這一份一份

的肯定，讓賴柏如醫師知道，他走的路是對

的，他所付出的、辛苦的都是值得的！

最好的醫師是你

在訪問的最終，賴柏如醫師仍然不斷提

到，很多皮膚疾病真的會好，真的！只是得

有耐心地跟醫師並肩作戰，賴醫師花了很多

時間衛教的內容一定要聽進去，回家一定要

落實，有任何的狀況在門診時提出和醫師討

論，讓醫師知道在家發生甚麼問題，因為回

家的生活時間佔絕大多數，如果只有醫師一

顆心想醫好你，但你卻沒有毅力改變自己，

那又有誰能幫助得你了呢？

賴柏如醫師最後衷心說道：「謝謝每位

信任我，來找我醫治的病人及家屬，在醫療

的路上，醫師、病人兩者相輔相成，沒有唯

一，每個人都是我心中重要的，親如家人一

樣。」

賴柏如醫師貼心製作異位性皮膚炎相關的

衛教單張置放在門診外，供民眾隨意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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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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03月-109年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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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04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肝膽腸胃科 
黃士銘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
醫學會

109/03/11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內分泌科 

羅仕昌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
醫學會

109/03/18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腫瘤內科 

呂學儒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3/25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肝膽腸胃科 
汪奇志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4/08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心臟內科 

張凱為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4/15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心臟內科 

羅健賢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
會積分

109/04/22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內分泌科 

羅仕昌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4/26 08:30-17:00
台灣兒童
胸腔暨重
症醫學會

(需事先報名)兒童胸
腔暨重症春季研討會

各醫療院所
實驗大樓1樓

演講廳
許倖慈 
21728

10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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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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