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取不均的情況。長期如此的飲食習慣，加

上長時間久坐在辦公桌前導致活動量減少，

很多上班族就容易出現便秘、膽固醇過高、

尿酸偏高、體重過重甚至是血糖偏高等危機

症狀。

三、嚴重的蔬菜水果缺乏

牛肉麵、燒烤、火鍋、漢堡、義大利

麵、鹽酥雞、珍珠奶茶…都是外食族喜好的

飲食，但這些食物通常含有過多的熱量及油

脂，且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缺乏蔬菜及水果。

若單吃這些食物的話，根本無法達到衛福部

所建議的每日飲食指南中蔬菜3份及水果2份

的理想目標，因此攝取到的可能都只是空熱

量(意即高熱量低營養密度之食物)。長期下

來很容易就會造成膳食纖維、維生素及礦物

質缺乏等健康問題。

蔬菜水果份數計算方式：

以上幾點就足以證明為什麼外食族容易

造成三高。那該如何從外食中吃出健康呢?

告訴大家幾個小技巧：

現代人忙碌的生活、步調緊湊，加上

飲食環境的改變，無法在家自備三餐，為

求快速及便利性，購買外食是最有效率的

方式之一。然而，外食隱藏著很多潛在的

營養危機，導致現在年輕的外食族已有三

高的問題；到底外食隱藏著什麼樣的問題

呢?就讓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一、飲食選購及烹調方式之疑慮

外食族選購不外乎小吃攤、夜市、便

當店、餐廳等地點，但誰也不敢保證這些

地方的食材來源是安心的?食材備製時有確

實清潔嗎?為了提高食物的香氣，使用烹調

用油必定會偏多，光是一碗湯麵裡頭可能

就會加入幾匙的香油，但這些都是不必要

的熱量攝取。而在調味上為了迎合大眾喜

愛，重口味也變成外食族偏好的口感，不

知覺中就攝取了過多的鈉量。

二、營養素攝取比例失衡

大部分的外食特性為高熱量、高澱

粉、高油脂及蛋白質，營養素含量不是太

多就是太少。舉個例子，一碗陽春麵裡除

了麵條與些許蔬菜外，似乎看不到含蛋白

質的食物；而吃牛排，除了肉類以外也幾

乎不包含澱粉類的食物…諸如此類的飲

食，大部分的營養素都是不均衡的，若餐

後再購買一杯含糖飲料，就更加重了營養

文/營養科 陳安婷 營養師

外食族的營養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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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午晚餐盡量選擇以自助餐為主的用餐地

點

1.挑選菜色時，先以蔬菜為主：

  盡量夾較上層的蔬菜，可以減少油脂的攝

取，並且盡可能地挑選顏色豐富的蔬菜，

不要單夾綠色蔬菜，以提高各種維生素及

礦物質的攝取。

2.選擇肉類時：

  盡量避開油炸或是油脂含量高(如三層肉)

及勾芡的菜色，主要以白肉(如禽類或魚

類)為主，若禽類含有皮，可將皮去掉，

可減少脂肪攝取。且應避免選擇加工品食

物，因其通常含額外的醣量及鈉量。

3.選擇烹調方式較清淡者：

  可多選擇用蒸、煮、滷、燒、燉等方式烹

調的菜色，避免油煎、油炸、燴的食物。

也盡可能減少醬汁多的菜色，尤其是滷

肉，因滷肉汁中所含油脂也不少，應避免

將肉汁淋在白飯上，以減少脂肪及鈉含量

的攝取。

(二)定時、定量，隨餐調整飲食內容

1.三餐要定時吃：

  若飢餓太久再進食時很容易造成肥胖的情

況，且份量不可過多，約七分飽是最佳狀

態，千萬不可暴飲暴食。

2.隨餐調整份量：

  每餐的飲食攝取量，應視自己一天的總熱

量攝取而定，假設晚上或是中午有聚會應

酬時，可在當日的午餐或是晚餐建議少量

吃就好，將總攝取量維持一定，只要能隨

自己當日的進餐狀況來調整及平衡，就能

避免熱量攝取過多進而降低肥胖的發生。

3.隨餐調整飲食內容：

  假設午餐吃了湯麵，晚餐就不要再吃相同

類型的食物，可以多變換搭配不同的飲

食，把蛋白質或是蔬菜水果補足，只要一

天當中有固定吃到至少三份蔬菜與兩份水

果即可。還有，若是平常有交際應酬習慣

的上班族，可評估聚會時所吃的食物是否

均衡，若沒有，可在下一餐時盡可能的選

擇蔬菜或水果含量較為豐富的飲食來達到

一天的蔬果所需，以彌補上一餐未達到的

營養均衡。

只要遵循以上三個小技巧，喜歡外食的

朋友們不用刻意拒絕美食的誘惑也能輕鬆的

達到飲食均衡。現今外食選擇多樣化，只要

把握最主要的原則，低油、低鹽、低糖、高

纖維，且懂得為自己的飲食做搭配及調整，

就不用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出問題，即使外

食也能吃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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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成為會偷東西的「壞」小孩，
該怎麼辦？

會偷東西的孩子，都是壞小孩嗎？

這是個大哉問，似乎是一個無法完全

回答「是」或「不是」的問題。為什麼這個

沒有辦法回答「是」呢？有些家長會質疑：

「偷東西」就是個錯誤的行為，理應要受罰

的，若不說這孩子是「壞」小孩是要替他們

找藉口、合理化他們的錯誤行為、幫他們脫

罪嗎？這樣一來，不就會繼續助長強化他們

的偷竊行為！

不過，當我們只是將孩子的偷竊行為

冠上「壞行為」、「不應該做的事情」的標

籤，然後針對這些壞行為重複地給予應有

的懲罰（例如罰站、連續掃地一個月、一個

月沒有零用錢、不准看電視、不能用手機）

後，您有多大的信心能確定孩子就再也不會

「偷」？

當親愛的孩子出現偷竊問題，大多數的

家長最關心的是「之後還會不會再偷？」，

所謂「細漢偷摘瓠，大漢偷牽牛」，家長們

總免不了憂心偷竊行為的持續再犯。偷竊是

社會規範不允許的行為，小時候若不好好修

正，成年後確實要擔負更大的刑責。這點我

也和家長們一樣認同必須要從小調整，勿讓

它變成一種習慣。

所以，我們除了要幫助孩子瞭解偷竊

是不被允許的行為之外，還要遏止行為的

再犯，那身為孩子守護者的我們能夠做些什

麼？

首先，請您問一問孩子為什麼要偷東

西？

先澄清孩子知不知道「偷東西」這個行

為的定義是什麼？年紀太小的孩子，行為多

是出自於本能，想要就拿，因此還沒發展出

「拿別人東西前要先詢問」的社會規範，因

此在孩子可理解的範圍中，清楚具體地向孩

子說明或示範「當你很想要別人的東西時，

可以怎麼做」的方法，而不是只告訴他「偷

東西是不對的」、「偷東西會受到處罰」，

這樣他才會知道想要的時候可以怎麼做，而

不是只靠本能性的方式取得他想要的東西。

那麼大一點的孩子、已經知道偷竊是不

對但仍這樣做的孩子呢？我想就應該聽聽他

對偷東西這個行為的說法了。有的時候，我

也會問一問前來諮詢的家長們「您覺得為什

麼他要偷東西呢？」、「他是缺了什麼，以

至於要用偷的去獲得？」

「小華（化名）只會在家偷媽媽的錢，

偷到的錢都去買糖果請同學們吃，儘管每一

次被抓到受懲罰，甚至媽媽也幫他買了糖

文/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林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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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讓她拿去學校請同學們吃，但小華還是會

再偷媽媽的錢，買更多糖果請同學們吃。」

─想一想，這個孩子到底缺少什麼？她想要

的是什麼呢？─媽媽告訴我，她應該是想要

有好朋友、想要同學們喜歡她，因為小華

在家是獨生女，沒有玩伴、爸媽也較少陪伴

她，但在物質生活上是充足的；後來我和媽

媽一起發現，小華真的很希望交到朋友，除

此以外，她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讓同學們喜歡

她，不知道用分享或聊天、陪伴、主動幫助

別人等行為獲得良好的友誼，而不是只要給

同學們喜歡或想要的物質就能夠贏得友情；

所以，除了請媽媽未來在家中要適當保管金

錢、不要過度直接地暴露金錢外，更重要的

是多陪伴小華、也可以在陪伴互動中以模仿

學習的方式引導小華更多適當的人際互動技

巧。

「小城（化名）總是在學校偷同學的手

機，家長和學校給予懲罰後，家長後來也在

家中嘗試讓個案以考試分數來賺取玩手機的

時間，但小城還是有偷手機的行為」─這個

孩子又是缺少了什麼？─孩子告訴我，爸媽

只重視成績分數，常用分數評價他，每天回

到家只能寫功課與唸書、其他運動休閒都不

能做，但他就不喜歡念書、不過班上的各種

活動或整潔服務事務他都會熱心參與，而且

他是班上連線電動打得最好的人，同學們最

喜歡找他一起連線，他想要向爸媽證明他不

是笨蛋、他也有第一名的項目；小城希望能

得到他人的稱讚、父母親的肯定；除了和家

長討論在手機使用時間的調整以外，更重要

的是爸媽是不是能從課業以外的項目去發掘

孩子的長才、且給予肯定呢？

「偷東西」是社會道德不能接受的行

為，我同意孩子是得為這個行為負責、受到

應有的懲罰，但在嚴厲過後，我們是否能夠

溫柔地重新檢視孩子行為背後的意義。嚴厲

的「懲罰」是我們在管教孩子、讓他學會規

範，但溫柔地「探究」背後動機、陪伴孩子

成長、引導孩子用一種更適切的方法去補足

內在的缺乏，這才是未來會不會再犯的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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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自97年率全台之先成立罕見疾病結節硬化症整合門診，每年由病
友集結舉辦音樂會，看著他們長大、快樂飛翔，真的是超感動。

本校林培正教授結合工研院以世界專利製程技術，及力大
生技國際提供獨家中草藥配方【榮獲106年國家生技大獎】

本院繼去年響應熱烈的首屆醫學生達文西機器人微創手
術體驗營後，第二年開辦，提升醫學系學生對外科醫療
領域的興趣。                                                                                          

兒童部結節硬化症-瓢蟲享飛音樂會

國際醫學研發成果發表會-全球首創超級業黃素複方

醫學生達文西機器人微創手術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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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小南丁格爾護理體驗
文/陳昱穎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小南丁格爾體驗營，

雖然是第二次參加，但還是懷抱著期待的心

情。一到會場，立刻換上嚮往已久的護士

服，馬上拍照上傳臉書，跟我的好朋友們分

享這個體驗活動。

一開始以「破冰活動」來認識隊友，超

刺激的，緊張指數破百，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記住大家的名字，當我被叫到時，完全不知

道要做甚麼而呆在那邊，但這個活動也迅速

讓我認識大家。

接下來是體驗

營的重頭戲－闖關

活動，第一關「救

護 讚 〜 動 手 做 看

看」，學習傷口照

護及抽血。在抽血

的過程中，我發現

找靜脈很有障礙，最後在關主細心的指導下

終於順利抽到血，這真是一個難得的體驗，

不禁也敬佩起護理師百發百中的功力。第二

關「健康讚〜我是小幫手」學習如何評估生

命徵象，包括體溫、脈搏、呼吸及血壓。第

三關「生命讚〜心動的感覺」學習急救、人

工呼吸，在體驗的過程讓我知道在面臨突發

事件時，如何伸出援手。第四關「天使讚〜

生命的喜悅」是體驗當孕婦背著重重的肚

子、學習為寶寶換尿布，在這關的體驗當中

讓我知道懷著一個新生命的辛苦。最後一關

「護理讚〜彩繪護理形象」把我們心目中的

護理以海報方式呈現，這是讓我們展現團隊

合作的一關。

活動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體驗是第四

關「天使讚〜生命的喜悅」，這站讓我們體

驗當孕婦，真是非常沈重的負擔，也讓我知

道媽媽懷胎十個月有多辛苦，而且我媽還生

兩個，真的好辛苦喔！

在這次的體驗過程中，我雖然有些小

失誤，但都成為我寶貴的經驗，也讓我瞭解

到護理工作的辛苦。尤其讓我有顆想救人的

心，希望有天能當護理師為病人照護。各個

闖關活動，更讓我學會了基本的護理知識，

例如包紮傷口、急救…等，透過體驗營學習

到很多豐富的知識，希望日後能成為守護家

人及照護病人的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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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載而歸的小南丁格爾護理體驗營
文/明德中學國三乙 葉庭妏

我媽媽是一位白衣天使，憶起小時候每當逢過年節或假日時，因職務的關係她需去醫院

工作；雖然現轉任為個管師，假日比較能夠陪著我們一起放假，但還是常看她接醫院打來的

緊急電話處理事務。偶爾聽她喊著工作很累，但可以感覺的到她很熱愛這份工作且對護理充

滿著熱忱，我也以她為榮。

因此，我立志未來也想跟媽媽一樣成為一位優秀盡責的護理人員，剛好去年中山附醫有

舉辦小南丁格爾護理體驗營，媽媽問我有興趣參加嗎?起初猶豫了幾天，才請媽媽上網幫我

報名，發現大家很踴躍，我差一點就沒報上，也因這活動實在太有趣了，讓我體驗到不同的

護理經驗，因此提醒媽媽今年若再舉辦就立馬幫我報名參加，很高興這次我也有報上，再次

體驗護理的樂趣。

去年第一次參加時，抱著既期待又害怕的心情，看到會場布置溫馨的氣氛，有著漂亮

的氣球拱門迎接著我們，心情放鬆

很多。報到後工作人員指引我們換

上護士服，剛開始對於平時不常穿

裙裝的我來說感覺到非常彆扭不自

在，但在禮堂裡聽著南丁格爾的故

事，穿著白袍戴著護士帽、手持著

燈火傳光，感覺好像被「加持」了

一樣，也讓我感受到護理是非常神

聖與莊嚴的。

上次活動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天使的身影」這部影片，回溯起在八仙塵爆事件中整個醫療團隊的辛勞，觸動我的內心而

默默流下感動的眼淚。片中還有幾幕令我印象深刻…除了前線的醫護人員外，許多退休有經

驗的醫護人員也都紛紛返回照護崗位，全力醫治與照顧病人。此外，也發現其實醫護人員很

需要家人與朋友們的支持，就如同我們家人體諒媽媽工作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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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活動裡同樣安排了闖關活動，有同理心

大考驗、監測生命徵象、CPR急救站、彩繪護理形象，

並帶我們到醫院各單位參觀。安排這些體驗活動我覺得

非常有意義，讓我更了解護理，加深了我對護理工作的

興趣。

有了上次愉快的經驗，今年更是抱著興奮的心情

來參加。這次也是藉由闖關的體驗活動帶我們走進護理

的世界，有急救與傷口包紮、角色扮演，裝扮成孕婦並

學習照顧小baby，幫忙換尿布…等；讓我感到又驚又

喜的是親身體驗如何抽血，在這關卡的一開始超緊張

的，因為有許多同學不會拔針頭還差一點被刺到，而我也是，當我拿起針頭剎那，緊張到

手不由自主地抖動著，連針頭蓋子都拔不開，當時輔導員溫柔地握著我的手安撫我，並耐

心地帶著我做一遍，當我看到抽到血時那一刻實在是超興奮！看似很簡單的打針技術，原

來也是門學問。

在這次的活動中很高興認識了幾位跟我一樣志同道合未來想當白衣天使的朋友，大

家在休息時間立即加入好友，彼此分享未來報考護理系的資訊。 

經由這兩年參加護理體驗營所獲得到的收穫真是滿載而歸，對我未來的人生規劃有

著深深地影響，確定了我的志向，更給了我用功讀書的原動力。非常感謝中華民國護理師

護士公會全國全聯會跟中山附醫舉辦這項有意義的活動，課程內容豐富，讓我們有著不同

的體驗，了解護理工作，也感受到護理工作的辛勞，雖然如此，仍不敵我對護理的崇愛，

希望有朝一日能真正成為一位白衣天使。

PS:護理師公會的小贈品超卡哇伊滴~好Q~我超喜歡的…深深擄獲著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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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單位 讚美內容
＊李原地醫師 感染科 病人余兆祥先生讚美李原地醫師優秀的服務、貼心的照護

＊許倍豪醫師 消化外科 病人余兆祥先生讚美許倍豪醫師優秀的服務、貼心的照護

＊沈煌彬醫師 婦產科
病人林秀芬小姐讚美婦產科沈煌彬醫師專業的診察、親切和藹的笑

容，令病人倍感安心與信心

＊潘志祥醫師 急診 病人吳美玲小姐讚美潘志祥醫師細心治療

＊趙志中醫師 急診 病人吳美玲小姐讚美趙志中醫師細心治療

＊吳子卿醫師 胸腔內科
病人吳美玲小姐讚美胸腔內科吳子卿醫師親切講解病情，讓病人寬

心不少

＊劉信誠醫師 一般外科 病人(羅盡妹)家屬讚美劉信誠醫師對病人不辭辛勞的關心

＊彭正明醫師 一般外科
病人鄭伯昇先生讚美彭正明醫師對病人、病人家屬真誠的關懷、鼓

勵

＊阮秦儀醫師 急診 病人(潘志成)家屬讚美急診阮秦儀醫師的專業、細心

＊葉兆斌醫師 急診 病人(潘志成)家屬讚美急診葉兆斌醫師的專業、細心

＊廖憲華醫師 整形外科 病人(潘志成)家屬感謝廖憲華醫師開刀診治

＊張士文醫師 肝膽外科 病人(潘志成)家屬讚美讚美張士文醫師的關心、照護

＊潘蕙嫻醫師 兒童部 民眾徐羅文雅女士讚美潘蕙嫻醫師仁心仁術、造福人群

＊李祥麟醫師 肝膽外科 病人黃秋嬌女士讚美李祥麟醫師醫術精湛

＊鄭森隆醫師 整形外科 病人家屬林小姐讚美鄭森隆醫師對病人悉心照顧、治療

＊賴美玉護理長 核醫十二樓
病人廖女士子女讚美核醫十二樓護理長及全體護理同仁均能以同理

心對待病患，對於患者失智無理言行均能有耐心、細心並保持微笑

＊核醫十二樓全體護理同仁 核醫十二樓

＊核醫十樓全體護理同仁 核醫十樓 病人(羅盡妹)家屬讚美核醫十樓全體護理同仁耐心的照護

＊第一加護病房全體護理同仁 第一加護病房

病人(高悟)家屬讚美第一加護病房全體護理同仁對病人用心照顧；

病人家屬林小姐讚美第一加護病房全體醫護同仁對病人悉心照顧、

治療

＊急診全體護理同仁 急診 病人(潘志成)家屬讚美急診全體護理同仁的專業、細心

＊核醫八樓全體護理同仁 核醫八樓 病人讚美核醫八樓全體護理同仁的關心、照護

＊核醫九樓全體護理同仁 核醫九樓 病人黃秋嬌女士讚美核醫九樓全體護理同仁細心、無微不至的照護

＊第三加護病房全體醫護同仁 第三加護病房
病人家屬林小姐讚美第三加護病房全體醫護同仁對病人悉心照顧、

治療

＊謝季怡護理師 核醫十一樓

病人(3118-1床)讚美謝季怡護理師專業知識足，講解清楚又有耐心，

對每位病人的問題都專業又慈悲的對待，笑容滿面回答病患與家屬

的問題，態度誠懇

＊陳則淇護理師 急診 病人家屬黃伊伶小姐讚美陳則淇護理師服務專業、態度細心，

＊林琴瑛護理師 核醫十七樓 病人家屬(劉庶重)家屬讚美核醫十七樓門診化療室林琴瑛護理師、

林豔辰護理師態度佳、時時保持微笑＊林豔辰護理師 核醫十七樓

＊謝蕙如護理師 第一加護病房
病人(高悟)家屬讚美第一加護病房謝蕙如護理師照顧細心，讓病人

早日恢復健康

＊林育姿護理師 糖尿病衛教室
病人陳麗萍小姐讚美糖尿病衛教室林育姿護理師對病人檢驗報告說

明詳細，態度用心、細心

＊職能治療室全體治療師 核醫十一樓
病人(潘志成)家屬讚美核醫十一樓職能治療室全體治療師的關心、

照護

＊陳姿君個管師 癌症中心
病人林存美女士讚美陳姿君個管師態度認真；病人(劉庶重)家屬讚

美癌症中心陳姿君個管師工作盡責、態度佳

＊吳欣蓉個管師 癌症中心 病人吳麗容女士讚美吳欣蓉個管師工作敬業

＊李靜游研究助理 病人余兆祥先生讚美李靜游研究助理的服務、貼心的照護

＊賴思妤助理 病人余兆祥先生讚美賴思妤助理優秀的服務、貼心的照護

＊吳岡達先生 急診掛號櫃台
病人家屬黃伊伶小姐讚美急診掛號櫃台吳岡達先生非常有耐心、細

心回答問題

＊李佩玲小姐 照服員 病人(林廖冠香)家屬讚美照服員李佩玲小姐服務親切、態度認真

＊張春枝女士
台中市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

病人(朱陳素月)家屬讚美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看護張春枝女

士用心照顧病人，且能主動將病人狀況告知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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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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10-106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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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01 07:55-18:45 泌尿科醫學會
泌尿科住院醫師
進階核心訓練課程

林威宇醫師等
正心樓二樓
0322教室

學會
(02)2219-

2771 

106.10.01 09:00-12:20 尿失禁防治協會 尿失禁民眾衛教講座 李建儀醫師等
正心樓二樓
0213教室

學會
(02)2219-

2771 

106.10.06 08:30-16:00
中華民國護理師
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高齡照護研習會
鄭愷雯助理
教授等

行政大樓
10樓會議室

童淑芬
34951

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

10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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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案報告

耕莘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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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13 12:30-13:30 內科部
Taiwan Biobank for 
the Health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s

中央研究院生
物醫學科學研
究所研究員/
臺灣人體生物
資料庫執行長 
沈志陽教授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106.10.18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神經內科辛裕
隆主任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中

106.10.20 12:30-13:30 醫教部
病人之醫療權益
與倫理議題

彰濱秀傳醫院
王宗倫副院長

行政大樓12
樓國際會議廳

陳昱佑
34536

醫倫學分
申請中

106.10.21 08:20-16:20 台灣專科護理師
教學教材製作
進階工作坊

李權祐講師
正心樓6樓
0626
電腦教室

林秀琴
34523

繼續教育積分

106.10.25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
肝膽腸胃科
王賀立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中

10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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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案報告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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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01 12:30-13:30 內科部 研究會議
肝膽腸胃科
汪奇志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中

106.11.03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
肝膽腸胃科
楊子緯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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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案報告

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講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
學學會5積分

106.11.10 08:30-17:20
中華民國護理師
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6年銀髮產業
商機與趨勢研討會

丁秀娟
理事長等

行政大樓12
樓國際會議廳

童淑芬
34951

繼續教育積分
申請中

106.11.15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心臟內科
蘇峻弘主任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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