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膝蓋退化性關節炎治療新趨勢膝蓋退化性關節炎治療新趨勢
文/Mako機器手臂關節置換中心 羅健生 主任

骨科 主治醫師

什麼是退化性關節炎？

骨關節炎(OA，Osteoarthritis)，俗稱退

化性關節炎，一直都是國人常見的膝關節疾

患，主要症狀為“痛”尤其在承重下會痛，

輕者也許只是走路會有點不舒服，吃吃藥打

個針就會好，但是嚴重者會導致行走困難甚

至失去基本活動能力。

膝關節是身體最大的關節，擔負著身體

能自由行動的重責大任，每天必須承受3-5

倍身體的重量，長久下來“關節軟骨”的磨

耗是可預期的，關節軟骨的磨損稱之為退化

性關節炎。而關節軟骨的損耗是“不可回

復”的，因此預防磨損是一件重要的課題。

該怎麼預防關節磨損，

或者說，該怎麼預防膝關節退化？

很多患者會問，該吃甚麼來保養膝蓋

呢？其實真正有效的預防就是“減輕膝蓋的

負擔”，包括控制體重、減少不必要的負重

工作，避免超過負荷的運動等等…。當然坊

間有許多聲稱可以保養膝蓋的方法，以及不

乏在各種報章媒體頻繁的廣告，包括吃的、

抹的、擦的、注射的，甚至標榜細胞治療。

雖說各有其理論說法，各有其標榜的治

療效果，然而於人體上的使用經驗幾乎只能

達到症狀改善的目的。這是因為導致關節軟

骨退化的原因並不會單純只有一個，甚至有

許多原因是還未被探究出來的，在這見山是

山也可能不是山的階段，治療上就出現了百

家爭鳴的做法，各自有擁護者。

因此在考慮選擇哪一種治療來保養膝蓋

時，別忘了“減輕膝蓋負擔”絕對是比較重

要的方法。

關節一旦退化了該怎麼治療？

膝關節退化，可以依據嚴重程度簡易分

成三個等級：初級、中級及重級。治療的選

擇會依據不同程度而有所不同，主要分成兩

個部分：非手術治療及手術治療。因為退化

性關節炎到目前為止還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疾

患，因此治療的目標基本上是以症狀改善為

主，並無法改變退化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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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退化的治療以消炎藥物加上休息為

主，大多數患者可以改善。

中期退化患者如果藥物效果不佳，則需

要進一步檢查找出原因，包括核磁共振以及

下肢全長Ｘ光片等等，如果發現主要病因則

可依據病因手術治療，包括矯正手術或是半

膝人工關節置換。

嚴重退化性關節炎則大多考慮全膝人工

關節置換手術(TKA)。根據國家資料庫的統

計，國人每年接受全膝人工關節置換手術的

比例逐年增加，也因為平均壽命提高，國人

運動風氣日盛，許多年長患者尤其80歲以

上年長民眾接受手術的比例增加許多。雖然

人工關節置換的效果不錯，然而使用年限以

及可能發生的一些併發症仍是無法完全消除

的問題。因此對於比較年輕的患者，我們會

盡可能使用其他方式來治療。

目前治療趨勢？

隨著相關研究的不斷進展以及醫療科

技進步，我們對於膝關節退化的原因更趨

了解，治療上也就更加多元化，透過更詳細

的檢查及評估，可以跟患者討論更適合的手

術治療方式，例如近端截骨矯正手術，就是

藉由矯正O型腿減輕膝關節內側壓力而達到

改善關節炎症狀，進而免去置換人工關節。

再加上政府已經通過細胞治療法案，有些患

者甚至已經可以透過手術及細胞治療讓軟骨

重生。這些治療方法都是希望患者能夠免去

人工關節置換，或是延後人工關節置換的年

紀。

當然並不是每個患者都可以藉由這些手

術成功長出軟骨，這需要專業的醫師評估過

後，再與患者及家屬充分溝通，一起做出適

當的治療方案，如此才能提高治療成效。

當然，人工關節置換仍是最終治療，其

成效也不錯，只不過在走到最後ㄧ步之前，

仍有許多的選擇可以考慮，我們仍在持續努

力，希望對於膝關節退化性關節炎的治療能

有更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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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性膝關節炎，手術外的增生治療退化性膝關節炎，手術外的增生治療
文/復健部 戴龍偉 主治醫師

五十歲陳先生，體型微胖，從事粗重

工作，因為左側膝蓋疼痛難耐甚至無法行

走，已在診所看診並吃藥治療，但症狀過了

一個多月只稍微好轉仍無法正常工作，因此

來到本院復健科門診，經過理學檢查、X光

片及肌肉骨骼超音波顯示為退化性膝關節炎

並無積液，建議先接受儀器及運動治療，但

陳先生表示他沒有時間常來復健，有沒有辦

法快點好，於是除了吃藥及股四頭肌運動指

導外，陳先生選擇接受超音波導引高濃度葡

萄糖增生注射療法，雖一開始仍有些痠痛不

適，但每兩周共計六次的療程已讓陳先生恢

復往日的輕鬆步態，並能更積極地接受運動

指導肌力訓練治療。

膝蓋是最常受傷的關節，流行病學統計

大於六成的60歲以上成人有影像學上退化

性膝關節炎，女性較男性多，其中約三成患

者日常生活功能受限，換句話說每七人有一

人受膝蓋疼痛之苦。常見症狀包括膝蓋痠痛

不適、關節喀啦聲、關節僵硬卡卡活動不靈

活、蹲下不易站起來甚至影響行動能力，常

在負重後關節疼痛會加劇，休息後能改善。

而膝關節炎在X光下特徵為關節空間減少、

邊緣有骨刺、軟骨下囊腫及軟骨下骨硬化。

成因

退化性膝關節炎被認為跟過重(BMI>25)

直接相關導致關節耗損，影響到關節軟骨、

軟骨下硬骨、關節液、韌帶、關節囊及附近

肌肉與肌腱。關節軟骨相當重要可以減少摩

擦、吸收撞擊，將負重傳導分散至軟骨下硬

骨(可降低經過關節的30%負重)，而對關節

適當負重可以維持軟骨下硬骨的代謝活性，

對外在壓力進行重塑更新。但當軟骨再生能

力下降，與軟骨下硬骨異常重塑發生時就會

造成膝蓋不適，關節液裡正常分子量的玻尿

酸濃度會減低或形成異常的玻尿酸無法正常

膝蓋X光-站立正面 側面 Merchant view –髕骨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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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穩定凝聚。但除了關節耗損，不正常的關

節生物力學、周圍肌肉緊繃無力尤其是股四

頭肌、韌帶損傷鬆弛、肌筋膜緊繃疼痛、神

經纏繞發炎都可能是膝蓋痛的原因。

非侵入性治療

大致包括病人衛教、減重、適當的運

動、輔具、藥物及復健治療，如：加強關節

周圍的肌肉力量和物理儀器去緩解疼痛。首

先衛教患者肥胖會增加退化性關節炎的發生

率，特別是髕股骨與內側脛股骨部分，大部

分是兩側且兩個部位同時發生。指導適當運

動避免不活動導致肌肉萎縮與無力產生更大

的疼痛與更不活動，其惡性循環下日常生活

功能就逐漸下降。藥物主要為口服消炎止痛

藥(如NSAIDs)來緩解疼痛及降低關節發炎，

但長期使用可能會導致腸胃道出血及腎功能

受損的風險。而治療性運動是最重要的，研

究發現股四頭肌無力是下肢功能受限的最重

要單一預測因子，股四頭肌無力是導致退化

性膝關節炎的主因，因為強壯的膝伸展肌能

夠在腳跟著地之前減緩減速期來降低下肢負

重。

注射治療

除了頑固性疼痛或嚴重功能受限需接受

膝關節置換術外，保守一點的注射治療主要

包括類固醇、玻尿酸、高濃度葡萄糖增生治

療、高濃度血小板血漿，比較新穎的有血小

板凍晶技術(Platelet-Lyophilized Treatment, 

PLT)、幹細胞。

一般會先經由肌肉骨骼超音波檢查有無

積液、其他軟組織問題，必要時抽取關節積

水並在關節內注射類固醇減少發炎，限制發

炎物質造成的軟骨退化，再來考慮施打玻尿

酸維持長期效果，玻尿酸不只潤滑的機械效

應，亦有生物效應產生抗發炎效果。

以上的治療對策主要在抗發炎減少破

壞，而增生療法則是強調積極再生重建，因

為組織修復過程包含發炎期、增生期及重塑

期，而人體受傷後約4-6周修復能力就會減

低，血液供應不好的組織如軟骨、肌腱、韌

帶若停滯在任一階段，患者症狀就無法改

善，透過肌肉骨骼超音波檢查受傷部位，

並在影像導引下使用增生藥劑精準介入誘

發新的增生循環使人體再次修復，包括使

用高濃度葡萄糖水混合少許局部麻醉劑(20-
膝蓋肌肉骨骼超音波 
(白色箭頭所指為退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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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dextrose + little xylocaine)，分數個點注射在退化的關節、修復不佳的肌腱韌帶接骨點及

附近組織，產生良性發炎先破壞再誘發組織修復；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則是透過離心自體抽出

的血液濃縮後(最好約3-4倍)，抽取白膜層(buffy coat)內多種生長因子(如：PDGF、TGF-Beta、

VEGF、EGF)，將其注射在受傷退化部位直接提供再生修復因子，相比高濃度葡萄糖水比較沒

有施打完的痠痛不適感並能產生更強的修復效果，但血小板計數小於十五萬及血色素小於11

者不適宜。

退化性膝關節炎並不是只靠打針吃藥就能一勞永逸，想要健康的膝蓋，後續的物理治療

運動、正確姿勢及肌力強化仍是重要的。

健保給付玻尿酸規範包括：

一、 限經同一院所保守治療及一般藥物治療時間累計達6個月(含)以上均無效後，至未達

需置換人工膝關節之標準且經診斷為退化性膝關節炎疼痛患者使用。

二、 病患於注射關節內注射劑期間不得使用NSAID鎮痛消炎藥、類固醇注射劑、及置換

人工膝關節，亦不可併做同一部位之復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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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您健康

認識失智症認識失智症
文/藥劑科 謝育樺、李沁潔、李瑋蓁 實習生

您知道嗎？失智症是一種疾病，而非正常老化的現象，把握黃金治療時期，可有效延緩疾

病惡化。

失智症為一種症候群，不只會影響記憶力衰退，還會造成其他認知功能的退化，包含語言

能力、空間感、計算力、判斷力、抽象思考能力、注意力，同時，可能也會出現干擾行為、個

性改變、妄想或幻覺等症狀。下圖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列出的「失智症十大警訊」：

1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這兩類藥品，在部分的患者會有胃

腸道不適的情況，包括噁心、嘔吐、肚子

痛、腹瀉等等的副作用。除此之外，服用

藥品後可能有頭暈、嗜睡的情況，所以要

盡量避免開車或操作機械等需要高度專注

的工作。

另外，醫師常需要搭配其他輔助治

療藥物，如當患者出現嚴重憂鬱、煩躁、

睡眠障礙，會使用抗憂鬱劑、抗精神病藥

物、抗焦慮劑、情緒穩定劑。當患者有躁

動、攻擊行為、幻覺與妄想等症狀，則可

能使用抗精神病藥作為第一線治療。

失智症雖無法完全治癒，但使用失智

症藥物可控制病情，延緩病情退化，所以

病患與家屬勿放棄治療! 平日可以藉由腦

部認知活動像是各種認知訓練、適當的飲

食、社交活動、地中海式飲食、來預防失

智症。

若進入失智症的照顧歷程後，誰都無

法預知這段歷程的長短，失智症伴隨特殊

的精神變化與行為改變，不僅患者辛苦，

照顧者更容易心力交瘁，照顧者須尋找情

緒抒發管道，發洩心中壓抑的情緒、給自

己打氣鼓勵，並設定合理的照顧目標，切

勿過高的自我期待，調適心情才能與失智

症和平共處，建議照顧者花時間了解失智

症，多一份知識，就能多一份準備！

失智症可分為以下三類：

1. 退化性失智症：

(1) 阿茲海默症(60%)：早期主要症狀為近

期記憶力的缺損。

(2) 額顳葉型失智症(小於10%)：主要表徵

為社交認知或語言功能的缺損。

(3) 路易氏體失智症(10%)：主要的症狀是

產生幻覺與妄想。

2.血管性失智症(10~15%)：可分為中風後

血管性失智症，以及小血管性失智症，主

要症狀為注意力與執行功能的缺損。

3.其他因素造成的失智症：營養失調(缺乏

葉酸、維他命B12)、顱內病灶(腦部腫瘤、

腦部創傷等)、新陳代謝異常(甲狀腺功能低

下、電解質不平衡)、中樞神經系統感染(梅

毒、愛滋病)、中毒(藥物、酒精)。

以治療阿茲海默氏症為主的藥物，主

要分為以下兩類：

1 . 乙 醯 膽 鹼 酯 酶 抑 制 劑 ( 主 要 用 在 輕

度、中度的阿茲海默氏症)：憶思能

膠囊(Exelon® Capsules)、憶思能貼

片(Exelon® Patch)、理曼提內服液劑

(Rivast® Oral Solution)以及愛憶欣膜衣

錠(Aricept®)

2 . N M D A 接 受 器 拮 抗 劑 ( 主 要 用 在 中

度、重度的阿茲海默氏症)：威智錠

(Wit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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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蕭鈺瑾 營養師

延緩肌少症的營養策略延緩肌少症的營養策略

 2010年歐洲肌少症工作小組(EWGSOP)指出肌少症為漸進式的肌肉質量減少與肌肉功能（肌

力及生理活動）的降低，可能造成提高疾病發生率、生活品質降低、甚至死亡的症候群。2019 

年亞洲肌少症共識會(AWGS)，泛指老化造成的骨骼肌流失(low muscle mass)、加上肌肉力量減少 

(low muscle strength) 、及（或）體能表現下降（low physical performance），皆可稱為肌少症。

當老年人肌肉量減少、肌力減少時，

容易身體沒力、軟腳等導致跌倒、撞傷、瘀

青、甚至骨折、腦震盪等問題，那到底要怎

麼選擇、吃多少才可以攝取到足夠的量呢？

根據衛福部建議國人的飲食指南，分

為六大類，包含全榖雜糧類、蔬菜類、水果

類、豆魚蛋肉類、乳品類、油脂與堅果類。

延緩肌少症很重要的是蛋白質含量較高的食

物，如下：

1.豆魚蛋肉類：豆類指黃豆、黑豆製

品，常見的有豆腐、豆乾、豆包；魚類指

魚，當然也包含蛤蠣、蚵仔等海鮮類；蛋指

雞/鴨/鳥蛋；肉類包含家禽/家畜的肉，如雞、

鴨、豬、牛。豆魚蛋肉類一份是三個指頭大

小，女性一個手掌大概是3份、男性大概是4

份喔！假如一個50公斤的健康女性，一天就

要吃到2個手掌的大小(6份)。

2.乳品類：一般的牛/羊奶、保久乳、奶

粉、優酪乳、優格等。若喝鮮乳會容易脹氣

與腹瀉的人可以改選擇奶粉、保久乳，但優

酪乳與優格含糖料較高，糖尿病患者則不建

議優酪乳、優格，避免血糖控制不佳。

肌少症評估標準表：
男 女

體能表現 五次起立坐下<12秒 六公尺步行速度≧1公尺/秒
肌肉質量 ≧7.0kg/m2 ≧(DXA)5.4kg/m2或≧(BIA)5.7kg/m2   [註]

肌肉力量(握力) ≧28kg ≧18kg
[註]DXA(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雙能量吸收儀 / BIA(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生物電阻抗分析

除了以上蛋白質食物外，其他類的食物

也是很重要的，

1.全穀雜糧類：常吃的飯、麵、麵包、

粿、餅乾、根莖類(如南瓜、地瓜、馬鈴薯等)，

平常可以多選擇糙米、紫米、五穀飯等全穀

類，增加膳食纖維的攝取。

2.蔬菜：除了綠色蔬菜外，瓜類(黃瓜、

絲瓜、冬瓜等)、菇類(金針菇、杏鮑菇等)、

筍類(玉米筍、麻竹筍等)、紅蘿蔔、甜椒等

都算喔！蔬菜一份約是半碗，每天要吃到至

少1.5碗才夠！蔬菜除了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來幫助排便與控制血脂外，同時也含有鈣、

鉀、鎂等，可以幫助控制血壓！

3.水果：水果一份是一個拳頭，或是切

塊約8分滿的家庭食用碗。衛福部建議健康銀

髮族一天吃到兩份水果。但有糖尿病的患者

要注意，應少吃如荔枝、西瓜、芒果等甜度

高的水果，份量也要控制唷。

4.油脂與堅果種子類：慢性疾病(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腎臟病等)常伴隨著膽固

醇、三酸甘油脂的問題，如果攝取太多飽和

脂肪酸會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富含

飽和脂肪的食物，包括奶油、豬油、牛油、

雞油、鴨油等動物油，因此建議外食時，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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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依循衛福部「我的餐盤」(圖2)的

建議，配合六口訣：每天早晚一杯奶、豆魚

蛋肉一掌心、菜比水果多一點、飯和蔬菜一

樣多、每餐水果拳頭大、堅果種子一茶匙，

不僅可做為定量個人每餐攝取的進食量依據

外，更可以均衡攝取到六大類食物。

雞腿或控肉可以把皮或肥肉去掉，避開油花

較多的五花肉、三層肉，選擇油花少的部

位。衛福部更建議每天要再加上一份的堅果

種子類，堅果(如腰果/杏仁/核桃等)約為0.5-1

匙的免洗塑膠湯匙，種子(如芝麻、亞麻籽等

)約為2匙的免洗塑膠湯匙。

水份的攝取與身體運動也是很重要唷；

水分基本上是以每公斤體重30cc，50kg就要

1500cc水，相當於2-2.5瓶寶特瓶飲用水量。

運動可以增加或維持肌力強度與肌肉量，延

緩肌少症發生，避免因肌少症造成跌倒、骨

折的風險與危害，看電視的時候離開椅子，

站起來拉拉筋、抬腿踏步(圖1)，或以快走取

代散步，都是不錯的選擇。

圖1、平時可多做拉筋運動或以快走取代散步。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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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Q國家品質標章SNQ國家品質標章

營養科用心為您守護全方位膳食安全營養科用心為您守護全方位膳食安全
文/營養科 陳盈汝 營養師

醫院裡的營養科以供應餐食的衛生安全為首要外，更需配合各種臨床疾病的營養需求而

設計，以期能對整體醫療成效有正面輔助效果；因此，如何在鞏固衛生安全條件之下，提升

膳食品質是營養師工作之重要課題。

本院營養科成立於民國55年，主要分為臨床營養組與膳食供應組。臨床營養組負責病患

營養介入治療與衛教工作，膳食供應組負責病患各種疾病治療餐及普通餐，營養科每日供應

約600份膳食，膳食的每個細節皆需要安全管控，膳食服務作業由專責營養師負責管理。

我們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九大程序書，訂定供膳流程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書

包括：採購、驗收、前處理、烹調、配膳、送餐，依據食品法規預防食品中毒及監控製程及

品質，並監控倉儲運輸檢驗及量測，同時訂定HACCP計畫書監控及矯正製程。藉由品管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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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餐食總菌數及廚房各區落菌數之檢測，

委外食材農藥抽檢，統計供膳滿意度、盤餐

攝取量；每月定期由衛生管理專責營養師進

行各式抽驗，再委由本院之感染管制中心或

委託中興大學進行檢測；治療餐訪視營養師

負責滿意度及攝取量統計。檢測及監測結果

於每月會議中檢討改善，並呈報醫院審查，

而我們全力落實全方位膳食網至今，所有監

測指標皆達標。經過相關對策實施及品管落

實後，病患及醫護人員對於營養知識、供餐

滿意度及治療餐搭伙率皆提升外，同時掌握

食材支出、食安監控，對醫院與病人照護達

到雙贏的狀態。

本科秉持以病人膳食安全為優先之理

念，不斷提升供膳品質，推動品管圈(QCC)

品質改善，106年獲得衛福部食藥署之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HACCP)供膳認證，且於108

年展延通過；107年自主申請台中市食品業

衛生自主管理評核獲頒優等；自107年榮獲

SNQ國家品質標章至今，不斷強化及落實自

我管理、上下游之追蹤追溯供貨來源與安全

性，遵循訂定之各項供膳標準作業流程，排

除各種物理性、化學性及生物性可能造成之

危害，維護病患膳食安全與供膳品質，以求

務必讓病患吃得安心，追求卓越照護，提供

民眾感動的服務，用心為您守護全方位膳食

安全！

運作模式，重新審視住院病人伙食，104年

降低住院病患供餐流程異物發生率，107年

提升住院病人治療餐搭伙率；落實及新增

各項廚房標準化作業流程，從空間規畫、

汰換及新購各項設備至軟體更新與新建等

作業，以維護供膳品質及員工作業流程順

暢。

營養師團隊依新版飲食指南及落實

政府推行我的餐盤政策，重新擬定循環

菜單，提升營養價值與增加菜色豐富度，

更透過問卷了解患者及家屬對於餐點的意

見，進而修改與新增特色餐食，為訂購院

內餐之患者提供更完善的營養照護；定期

向病患及醫護人員進行營養衛教，提升整

體食品衛生安全；宣傳部分，飲食衛教單

張非常常見，目的為提供患者及大眾正確

營養知識，因本科原始衛教單張及院內飲

食手冊版本陳舊，多年來僅小幅度修訂；

實際閱讀上枯燥乏味，減少患者留存及訂

餐意願，造成衛教成果不彰。故委託本院

大眾傳播中心，利用新穎醒目的配色與活

潑之插圖，使衛教單張煥然一新，並結合

潮流新增行動條碼QR code連結，方便大眾

隨手閱讀，提升飲食知識傳播普及率。

建構全方位膳食安全網，監測品質指

標勢在必行，包括：物理性異物發生率、

微生物、水質、食物成品、餐具大腸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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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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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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4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內分泌科 

楊宜瑱主任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11.04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胸腔外科 

歐光國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11.11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宜家診所 

洪日熙院長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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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18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過敏免疫風濕科 
梁培英代主任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11.18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整形外科 

陳俊嘉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11.25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肝膽腸胃科 
陳威良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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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02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肝膽腸胃科 
楊子緯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12.02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整形外科 

吳曉舒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12.09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台大胸腔科 
郭炳宏主任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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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6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肝膽腸胃科 
陳宣怡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12.16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乳房甲狀腺 
葉名焮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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