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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醫學影像部 陳智維 主治醫師

剛做完腹部膿瘍引流術的X先生在病床

上沉沉睡著，肚臍下方一條細細的塑膠軟管

從肚皮鑽出，連接著盛裝膿液的引流袋。

守在病榻旁的是X太太，旁邊是急忙趕

過來的兒子，著急地詢問爸爸的病況。X太

太餘悸猶存地說，「爸爸這幾天嗜睡，下午

叫不醒，趕緊把人送到急診室，檢查後發現

已是敗血症了。醫師安排電腦斷層檢查，說

是腹部膿瘍，要緊急進行膿瘍引流術…」

還沒把話聽完，大兒子便著急的問，

「可是，爸爸有腦中風、高血壓和糖尿病的

病史，肚皮上還留著半年前大腸癌開刀剛

癒合的傷口，這樣有辦法再接受開腹手術

嗎？」

「醫師仔細評估你爸爸的病情和影像結

果後，建議使用影像導引經皮腹部膿瘍引流

術，不用把肚皮剖開，只要引流管插入腹部

引流膿瘍。跟傳統的開腹手術相比，效果一

樣好，但治療時間相對較短」。X太太回答

道「把你爸爸送進透視攝影室後，等侯大概

半小時，引流管就插好了，肚皮上也沒啥大

傷口。」在一旁查房的醫師檢視完X先生漸

趨穩定的生命徵象後，便接著再次說明。

腹部膿瘍是腹部器官感染產生膿液蓄積

的狀況。一般而言，抗生素為對付感染症的

常規治療；然而當腹部膿瘍範圍較大，搭配

膿瘍引流術的治療效果快且好。在過去，腹

部膿瘍引流術是在全身麻醉下以傳統開腹手

術或腹腔鏡手術的方式進行。隨著醫療技術

的突破及影像檢查儀器的進步，經醫師評估

後，可建議影像導引經皮腹部膿瘍引流術來

治療。

影像導引經皮腹部膿瘍引流術是一種

微創治療，在體壁上切個綠豆般的小傷口，

運用超音波搭配透視攝影導引或電腦斷層導

引，就能安全地將引流管穿過體壁置入膿瘍

裡，過程中還能避開鄰近的腹部臟器和血

管，不需剖開肚皮就能達成引流膿瘍的目

的。

影像導引經皮腹部膿瘍引流術治療也因

傷口小、伴隨的疼痛感少，僅需要在穿刺部

位以局部麻醉後進行，這對病況危急但不適

合全身麻醉的患者，是一大福音。

圖一：電腦斷層顯示，不規則狀的腹部膿瘍

（箭頭）圍繞在被擠壓變形的膀胱左側。

圖二：治療一個月後，追蹤電腦斷層，膿瘍

引流管伸入骨盆腔，膿瘍已經引流乾淨。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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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攝護腺肥大，不影響性功能、面對攝護腺肥大，不影響性功能、

免開刀的微創新療法免開刀的微創新療法

文/醫學影像部 黃馨慧 主治醫師

中老年男性，攝護腺結構會出現衰老的

生理變化，組織細胞逐漸增生，引起尿路阻

塞。上個廁所要花上大把時間，滴滴答答老

覺得尿不乾淨，更不用說那惱人的頻尿、夜

尿，甚至下午過後不敢喝湯湯水水，就怕半

夜跑廁所等生活上的困擾；偏偏這些症狀，

年紀越大越明顯，甚至嚴重到完全尿不出

來，造成膀胱或腎臟的永久損傷。到底該怎

麼解決攝護腺肥大引起的困擾呢？

一般常見攝護腺肥大的治療方法，除了

改善飲食習慣和調整生活型態外，還有藥物

和手術治療。

藥物需長期使用，症狀嚴重者效果不彰

口服治療藥物分為兩大類：甲型腎上腺

素阻斷劑、男性荷爾蒙抑制劑，常用在症狀

較輕微、不願意或不適合接受手術治療的患

者。甲型腎上腺素阻斷劑可抑制攝護腺和膀

胱頸平滑肌收縮，讓尿路通暢；此類藥物只

能改善症狀，並不能使攝護腺縮小，因此需

長期服用才能維持效果；常見的副作用包括

頭暈、姿勢性低血壓、倦怠、全身無力感。

另一類男性荷爾蒙抑制劑則是透過抑制男性

賀爾蒙，控制攝護腺增生，此類藥物也需服

用長期才有效，但長期使用對部分患者會產

生性功能障礙，讓許多患者因而卻步。

手術耗時恢復期長，需留意併發症

經尿道攝護腺刮除手術是把壓迫到尿路

兩旁過度增生的攝護腺組織進行切除，讓排

尿出口的通路寬敞暢通，適用於症狀嚴重、

藥物治療效果不佳或無法忍受口服藥物副作

用的患者。手術分單極電刀、雙極電刀、雷

射幾種模式；目前健保對於電刀的刮除術都

有給付，但雷射手術則無。雖然透過手術刮

除能快速改善排尿功能，但因手術會破壞攝

護腺結構，可能會引起相關併發症包括性功

能障礙、逆行性射精、尿道與膀胱頸狹窄、

尿失禁等。根據文獻顯示，不滿意手術結果

的病人比例仍高達近三成。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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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

栓塞治療侵入性低，效果佳

近年發展出的攝護腺動脈栓塞治療

（Prostatic artery embolization; PAE）提供

了手術以外的新選擇。此微創技術是經由手

腕或鼠蹊部動脈，利用直徑約0.6公厘的微

細導管，深入到攝護腺動脈內，注入能造成

血管阻塞的微球；攝護腺一旦無法獲得足夠

的血液，組織缺血而萎縮、體積減小，即可

改善因肥大引起的下泌尿道症狀（圖一）。

研究指出，攝護腺動脈栓塞治療能有

效改善排尿不順的症狀，包括國際攝護腺

症狀量表分數以及生活品質量表分數的改

善、尿流速顯著增加、攝護腺體積縮小，

及前列腺特異抗原降低。最重要的，栓塞治

療過程中完全不經過尿道也不會破壞攝護腺

結構，所以不會引起上述提到的手術相關

併 發症 (性功能障礙、逆行性射精、尿道與

膀胱頸狹窄、尿失禁)。

攝護腺動脈栓塞術在歐美實行多年，

技術已相當成熟。此術式的優點在於侵入傷

口小、止血快速、術後疼痛較輕微、恢復期

短，治療時間約2小時，視情況可為門診手

術，治療後當天返家。因此，對於手術風險

高或不願意接受手術之高齡者、心肺疾病患

者、長期服用抗凝劑、有手術疑慮者、需快

速回到工作崗位的患者更為合適（表一）。

圖一：攝護腺肥大、手術刮除與動脈栓塞治療示意圖

1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但因治療原理的不同，攝護腺動脈栓塞

術之後需要等待一段時間，讓腺體萎縮後方

能達到症狀緩解。

根據臨床經驗，術後一週內患者會因為

攝護腺暫時性腫脹而感到不適，部份病人會

有暫時性血尿及血便，但可透過口服藥物消

除不適感；約治療一週後會回到治療前的狀

態；治療2-4周後排尿順暢度會開始明顯改

善，在術後3-6個月可達到等同於手術刮除

的效果，且大多數人能維持數年不復發。

健康新知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攝護腺動脈栓

塞術提供了攝護腺肥大病患另一項選擇。

技術為低侵入性、低副作用及治療效果佳

等優點，受到世界各地許多病患的青睞。

然而，根據每個人的狀況不同，攝護

腺肥大的治療並沒有一定的標準答案，也

沒有任何一種治療方式適合所有患者。因

此，若有攝護腺肥大的困擾，應向專業、

且對治療熟悉的醫師諮詢，得以了解最適

合自己的治療方式，才是最好的策略。

表一：攝護腺肥大治療方式比較

藥物治療 手術刮除 攝護腺動脈栓塞

優       點 無侵入性 效果快
低侵入性、可當天返家

無性功能障礙風險

缺       點
須長期服用

藥物副作用

侵入性高

半身麻醉、需住院

性功能障礙風險

效果較慢需等待一個月

適用對象 症狀較輕微者
藥物治療失敗

藥物副作用明顯

與手術相同

有出血風險者 (服用抗凝血劑)

擔心手術風險及副作用者

費       用 健保給付 因術式而異 部分自費，整體費用低於手術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甲狀腺結節微創處理甲狀腺結節微創處理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文/醫學影像部 鄭凱倫 主治醫師

甲狀腺結節是很常見問題，使用超音

波檢查，每兩個人可能就有一位會發現有結

節，幸好只有5%可能是惡性，而且大部份結

節不會引起明顯的症狀。

即使大部份都是良性，還是有一些結節

會引起外觀問題或者是壓迫症狀（脖子會有

異物感或者覺得吞嚥卡卡），如果已經導致

生活上的困擾，就要考慮治療。

過去只能選擇外科手術將甲狀腺切除。

外科手術發展成熟，全部切除後不用擔心復

發，但手術後要擔心額外補充甲狀腺素的風

險。手術後恢復期較長或者是脖子上的疤

痕，都讓許多病友躊躇不前。

隨著醫療進步，對於引起困擾症狀的

良性甲狀腺結節，目前已經有許多非外科切

除手術的治療方式可以達到「緩解症狀」、

「不留疤痕」以及「恢復迅速」的效果，讓

病友能夠有效治療這個惱人的問題。

甲狀腺囊腫（水泡）酒精注射

甲狀腺囊腫簡單來說可以想像是在甲狀

腺裡面的水球，但是裡面是血水或者是很黏

稠的分泌物，通常可以使用細針將液體抽出

來，不但可以檢查液體成份也可以很快讓囊

腫消掉，減輕外觀或者是吞嚥症狀。但是單

純使用細針抽吸，囊腫復發機會很高，有些

病人甚至會抱怨回家當天又再腫起來。這其

實是因為囊腫牆壁可能有一些小血管或者是

細胞，當裡面的液體被抽出來，壓迫的力量

消失，反而有機會讓小血管慢慢滲血或者是

細胞再分泌，讓囊腫復發。

使用高濃度酒精（95％以上），可以破

壞囊腫牆壁的小血管或者是細胞，大幅度降

低復發的機會，甚至有機會讓囊腫小到只能

在超音波底下看到。

根據2015年美國甲狀腺學會的指引指

出，囊腫在平均接受兩次的酒精注射後，有

75到85％的成功機會，可以明顯降低囊腫復

發的情形。

酒精注射的操作跟抽吸類似，先將裡面

的液體抽出來，再沿著原本的針將酒精打入

囊腫內部，停留數分鐘後，再將酒精完全抽

掉，通常只要一個小時，就可以完成整個治

療過程。全程只需使用局部麻醉，術後稍微

休息就可以回家，傷口只有針孔大小，照顧

起來很方便，隔天都可以正常上班。

不過酒精注射仍有些風險，如注射的酒

精漏出甲狀腺外，病人會感到劇烈疼痛，甚

至造成周圍組織產生沾黏，增加日後如要開

刀的困難度。若對酒精比較敏感的病友，可

能會有過敏、頭暈、臉部潮紅，類似酒醉的

感覺。甚至有低機率的發燒、畏寒或是神經

受損的狀況。不過這些情形都是短暫，幾乎

都可以完全恢復。

1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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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30歲女性抱怨左側脖子突然腫大，超

音波檢查發現為出血性囊腫，接受酒精注射

治療。上圖Ａ：從囊腫抽取100cc液體，之

後打入酒精，術後休息10分鐘後返家，沒有

任何不舒服，隔天正常上班。圖Ｂ：一個月

後追蹤，囊腫體積只剩2cc。圖C：追蹤滿一

年，沒有復發，囊腫體積不到1cc。

甲狀腺結節燒灼手術

結節是以實質為主，跟囊腫成份不一

樣，簡單來說可以想像是長在甲狀腺裡面的

肉球，所以絕對無法像囊腫一樣，用細針就

可以抽出來。如果不想選擇外科切除手術，

以下三種情況可以考慮接受燒灼手術來治

療：

1.良性甲狀腺結節引起臨床症狀（外觀問題

或者是壓迫症狀）。

2.低危險性微小甲狀腺乳突癌（不願意接受

單純超音波觀察）。

3. 局部脖子復發甲狀腺乳突癌。

燒灼手術為利用一根針，在超音波導引

下，把針插到目標組織，透過加熱方式，把

組織煮熟，之後讓體內自行吸收，達到讓結

節變小甚至是消失的效果。

所有過程也只需要在局部麻醉下就可以

完成，過程中，可能會有感覺，只有少數病

友會抱怨疼痛，只需要調整針的位置或者是

降低能量，就可以繼續進行。做完通常休息

30到60分鐘，就可以離開。傷口也只有針

孔大小，照顧方便，隔天幾乎都可以正常上

班。整體治療時間會比酒精注射長。

燒灼手術也會有一些風險，像是出血、

結節破裂、聲音沙啞、神經損傷、皮膚灼

傷、甲狀腺腫脹或者是功能異常，但大部份

都是短暫影響，大多可以完全恢復。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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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50歲女性抱怨吞嚥時會卡卡的。超音波檢查為左側結節，穿刺檢查為良性。病人不願意開

刀，接受燒灼手術治療，當天即回家，隔天正常上班。圖Ａ：手術前，體積為3cc。圖B：術後

六個月追蹤，吞嚥卡卡完全消失，體積只剩0.5cc。圖Ｃ：術後一年追蹤，結節沒有復發，體積

持續縮小，只剩0.2cc。

不管是囊腫或者結節，如果不願意開刀，選擇酒精注射或者是燒灼手術，都有機會得到好

的治療效果讓病灶明顯變小或消失，而且只有針孔大小傷口在脖子上面不會留下任何疤痕，恢

復期很短隔天幾乎都可以正常上班，讓您「緩解症狀」、「不留疤痕」、「恢復迅速」，三個

願望一次滿足。

更多有關甲狀腺結節治療訊息，可以在臉書搜尋「鄭凱倫醫師　甲狀腺結節」，獲得更多

及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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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陳盈羽 營養師

預防高血壓的最佳選擇預防高血壓的最佳選擇
得舒飲食DASH得舒飲食DASH

腦中風疾病不是老年人的專利喔，近年

來也發生多起青壯年，突然倒下，可能是因

為腦中風、心肌梗塞或其他疾病所引起，因

為往往事前沒有症狀而讓人無法查覺。

據衛福部公告之107年國人死因統計結

果，心臟疾病為第二位，腦血管疾病第四

位，高血壓疾病第8位。

腦中風的危險因子有很多，如高血壓、

糖尿病、高血脂、肥胖、抽菸、酗酒、藥物

濫用，其他因素如血液相關疾病、腦血管病

變、腦中風家族史、生活壓力、不良飲食習

慣等。

另外，2013~2016年「國民營養健康狀

況變遷調查」發現，各項慢性病問題逐漸增

加，男性較女性嚴重：肥胖比例增加，代謝

症候群從9.8%大幅增至34.8%，飲食部份有豆

魚蛋肉類過量攝取，蔬菜、水果攝取皆遠低

於建議量。結果顯示國人有脂溶性維生素D及

E缺乏情形，礦物質攝取不足部份為鈣、鎂、

鋅、鐵，而鈉是攝取超量。

針對高血壓，美國進行了一個大型的

跨醫學中心研究，於1994-1996年完成459

人之研究計畫，高血壓防治飲食對策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Trial，簡稱

DASH Trial，其研究成果表示「得舒飲食」對

於控制高血壓有良好效果，而被心臟科醫師

指定使用；在其他衍生研究也發現，得舒飲

食還有控制體重、血糖、血脂等好處。

─得舒飲食的特別之處─

要防三高，得舒有四高！高鉀、高鎂、高鈣、高膳食纖維，使用優質好油。

高鉀
鉀普遍存在各類食物中，可拮抗鈉離子，協助鹽份排出。富含於蔬菜、水

果、奶類、肉類與豆類食物。

高鎂
鎂參與三大營養素的代謝過程，具有改善胰島素敏感性的作用。富含於蔬

菜、水果、全穀雜糧類〈糙米、燕麥〉中。 

高鈣

鈣與維持心臟、血管健康、神經傳導、肌肉功能等有關。主要食物來源為奶

類與其製品，其次為深綠色蔬菜、海帶、紫菜、小魚乾、牡蠣、豆干等。P.S. 

高鉀鎂鈣的組合，有助於排出鹽份〈鈉〉，達到控制高血壓的作用。

高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可維持改善胰島素抗性，改善腸道菌叢狀態。主要食物來源為蔬

菜、水果、全穀雜糧類、根莖類〈地瓜、芋頭、馬鈴薯〉。

控制飽和

脂肪酸

過量的飽和脂肪酸會增加低密度膽固醇LDL的濃度，促進動脈硬化，增加心

血管疾病風險。飲食小技巧為減少內臟類與高油脂食物的攝取次數，選用低

〈脫〉脂乳品，避免椰子油、棕櫚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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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H得舒飲食的好處多多，可多樣化攝取天然食物，執行率較佳，且含有豐富鉀鎂

鈣、優質蛋白質與膳食纖維，低飽和脂肪與低膽固醇，可降低高血壓，還附加體重及血糖控

制的優點，試著將食物做一些改變，就能善待身體重返健康喔！

─如何挑選得舒食物─

以全穀雜糧類

為主食來源

以「維持原態」的全穀雜糧為主食，或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全穀類。

如：糙米、胚芽米飯、全麥麵包、燕麥、全蕎麥、紅藜〈藜麥〉、南

瓜。  

豐富5蔬5果

建議一天各4~5份蔬菜與水果。

以深綠色蔬菜為主，再搭配其他十字花科蔬菜〈花椰菜〉及各種菇

類。水果盡量以「原型」為主，不吃加工製品及打果汁，可攝取多樣

的植化素，有助於抗氧化。

選擇低脂奶製品
建議一天2~3份低脂奶或其製品，如低脂優格、起司、優酪乳等。若有

乳糖耐受不適情形，可從一天0.5~1份開始漸進增加。

選擇白肉、豆製品，

減少紅肉攝取頻率

建議一天6份〈或以下〉的攝取量。肉類皆以瘦肉為主，以魚肉、去皮

的家禽類、豆製品為優先，並降低食用紅肉〈牛、豬、羊〉的機會。 

補充堅果種子類

及使用好油

堅果種子類建議一天1份，及使用好油，如橄欖油、苦茶油等，避免高

溫炒炸之烹調方式。

富含不飽和

脂肪酸

好的不飽和脂肪酸有助於抗發炎、降低心臟病、失智症風險。

主要來源為橄欖油、苦茶油、芥花籽油等，堅果〈杏仁、夏威夷果〉，鮭

魚、鱒魚、沙丁魚等。 

三高定義如下：

① 高血壓：收縮壓≧140 mmHg或舒張壓   

    ≧90mmHg或因高血壓接受藥物治療中。

② 高血脂：總膽固醇≧240mg/dL或三酸甘油酯

    ≧200mg/dL或服用降血脂藥物。

③ 血糖過高/糖尿病：空腹血糖值≧126240mg

     /dL〈7.0 mmol/L〉或因血糖升高接受藥物治療。

*參考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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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治療之藥物篇腦中風治療之藥物篇
文/藥劑科 林駿廷 藥師

當涼風與秋雨相伴，季節交替之時，正是腦中風發作的高風險期。腦中風為一種急症，

「風」代表發病迅速與多變，腦中風為腦部血流受阻，導致無法供應腦部氧氣需求，而發生

腦功能障礙。

中風可以致命，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與失能的主要原因，根據衛福部2019年國人死因統

計結果，十大死因第四名即為腦血管疾病(死亡人數12176人，每十萬人口死亡率為51.6%)。

腦中風經常造成失能的後遺症，亦是我國成人殘障的主因之一，後續頻繁就醫也造成照

顧者及家庭經濟沈重的負擔。

對於曾發生中風、心血管疾病或周邊動脈疾病的患者或高危險群，醫師在病情穩定期後

會開立抗血小板藥物來預防血栓形成，避免再度發生心肌梗塞或中風。

根據一個包含287項研究的統合分析顯示，曾經有缺血性腦中風或暫時性腦缺血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的病人在接受抗血小板藥物治療後，嚴重的心血管事件(含非

致命的心肌梗塞、非致命的腦中風或血管性死亡)之發生率相對減少達25％：相當於每治療

1000名曾有腦中風或暫時性腦缺血的病人達2年，可以預防36次血管事件，期效益遠遠超過顱

內嚴重出血的絕對風險。

本文將介紹院內常見的抗血小板藥物其服用方式及應注意事項供民眾參考。

1.Acetylsalicylic acid (Aspirin)

其具抑制血小板凝集與血

管收縮的作用，可防止血栓形

成與動脈硬化的發生。

根 據 研 究 ， 每 日 服 用

75~150毫克Acetylsalicylic acid

於腦中風復發的預防，可以減少15％的相對風險。

本國常用劑量為100毫克(單次劑量)，因具腸胃刺激性，某些藥廠為了降低副作用發生率

將其設計成腸溶微粒劑型，故服藥時須整粒吞服，吞嚥困難者可將膠囊打開服用，但切記不

可咀嚼或磨粉。

2. Clopidogrel

為 血 小 板 凝 集 抑 制 劑 ，

根據研究在預防血管事故上較

Acetylsalicylic acid佳。

在胃腸方面，整體而言服

用Clopidogrel病人發生腸胃道

的不良反應(如腹痛、消化不良、胃炎和便秘)的發生率為27.1%，低於服用Acetylsalicylic acid

的病人(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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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Acetylsalicylic acid

有禁忌症或服藥後曾產生不良

影響的病人可改用此藥物。

3. Dipyridamole

Dipyridamole可抑制血小

板凝集，也具有血管擴張作

用；其副作用通常是暫時且輕

微(頭痛10%、噁心6%)。

由於有血管擴張作用，可

能會造成低血壓、熱潮紅與心

搏過速，若同時有心血管疾病

問題須告知醫師並調整相關用藥。

4. Cilostazol

Cilostazol具抑制血小板凝集、抑制平滑肌收縮與血管擴張之效果，常用於間歇性跛

行治療。

日本CSPS試驗中預防復發性腦中風效果不亞於Acetylsalicylic acid，且有較低腦出血

發生率，在日本治療指引中Cilostazol具強度建議。

2015年食藥署(TFDA)核准Cilostazol用於缺血性腦中風的次級預防，因此亞洲缺血性

腦中風患者若有較高腦出血風險時，可考慮使用。

由於以上藥物具抑制血小板之效果，服藥期間須注意以下事項：

1. 忘記服藥時應立即補服，若已接近下一次服用時間就不需補服，並於下一次正確

的時間服用一次的藥量。請不要服用雙倍藥量，以免發生過量的危險。

2. 若欲接受手術或拔牙時，請告訴醫師您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藥物。

3. 請小心從事易造成出血行為，包括刷牙時請輕柔，刮鬍子和剪指甲時也需小心操

作，若出現下列情形請盡速就醫：

★過敏反應：皮膚發癢起疹、嘴或咽喉腫脹、胸悶、呼吸困難。

★陰道出血或經期大量出血。

★出現紅色或褐色尿、血便或黑便。

★不尋常的出血或瘀傷，包括經常流鼻血。

      治療期間有任何藥物問題，歡迎至汝川大樓一樓藥物諮詢室或來電04-24739595

   轉38005(24H)諮詢。

參考資料

2020台灣腦中風學會非心因性缺血

性腦中風抗血小板藥物治療指引

2018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腦中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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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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9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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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07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腸道移植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國附醫一般外科 

許士超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

育學分

109.10.07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中研院溫啟邦教授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

會B類積分

109.10.07 12:30-14:00 皮膚科
雞皮疙瘩如何調控

毛囊幹細胞

台大醫院 

皮膚部林頌然教授

實三教室

(學校)

張易揚 

34511

109.10.08 07:30-08:30 緩和醫學科

安寧遠距視訊會議/

新竹馬偕醫院

個案報告

新竹馬偕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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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14 07:30-08:30 外科部
併發症及

死亡病例討論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10.14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胸腔內科 

陳焜結主治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

會B類積分

109.10.15 08:30-16:40 台灣護理學會
癌症病人社區整合

照護研習會
蔡淑鳳司長等4位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瓊瑤 

34964

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

中

109.10.21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達文西微創中心 

謝慶隆主治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

育學分

109.10.21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腎臟內科 

蔡博宇主治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10.22 07:30-08:30 緩和醫學科

安寧遠距視訊會議/ 

彰化基督教醫院個案

回覆報告

彰化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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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 07:30-08:30 外科部
併發症及

死亡病例討論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10.28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感染科 

李鑒峯主治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10.29 08:30-16:10 台灣護理學會 教學計劃主持人培訓 金美雲等5位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黃麗華 

34963

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

中

109.10.31 08:00-17:00

新加坡商美納里尼

醫藥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2020皮膚照護、

腸躁症、男性性功能、

免疫疾病臨床護理

經驗分享研習會

陳俊嘉醫師等5位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吳姿蓉 

34954

繼續教育

積分申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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