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7除夕門診休診，急診24小時服務。

2.2/11初四門診恢復正常門診。

3.農曆春節期間緊急醫療服務不中斷: 民眾可利用衛福部

  網頁急診即時訊息」公告、下載「全民健康行動快譯通

  APP」或開診查詢專線0800-030598查詢相關資訊。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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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
Oncology

Psychiatry

105年2月份門診表
宗旨：人本醫療、尊重生命

任務：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願景：發展以病人為中心之醫療人文典範醫院

目標：1. 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服務與管理模式
2. 發展跨院區、跨科部之整合性醫療
3. 推動全方位預防醫學及健康促進服務
4. 鼓勵創新與學習，提升教學研究品質
5. 建立具備醫學倫理與醫療人文精神之組織文化

Taichung Tzu Chi Hospital Health Education Seminars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105年2月份衛生教育講座

   

地點/Location

大愛二樓兒科診區
(2F Pediatrics Clinic)

江季儒
護理師

張雅筑
護理師

中醫部
吳莉瑩醫師

吳宛育
社工師

夏幗鍼
護理師

時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上午)10:30-11:00 星期四(下午)15:00-15:30
Time：Monday、Tuesday、Friday, 10:30AM-11:00AM  Thursday 3:00PM-3:30PM

李雅蓁
藥   師

風濕免疫科
呂傳欽醫師

沈首如
營養師

黃鈺茹
護理師

徐麗貞
護理師

2/12(一/上午)

2/2(二/上午)

2/4(四/下午)

2/11(四/下午)

2/12(五/上午)

2/22(一/上午)

2/23(二/上午)

2/25(四/下午)

2/5(五/上午)

2/18(四/下午)

2/26(五/上午)

2/15(一/上午)

認識高血壓照護
Understanding to take care of hypertension

脊椎側彎知多少
 Do you know the spinal scoliosis?

輪狀病毒知多少?

防癌大作戰-反菸拒檳及癌症篩檢
To prevent from cancer - anticigarette 、
 reject betel nut and cancer screen 

乾燥症在中醫的治療及保健

親子同室的好處
TBenefits for mother and baby at the same 
room together

肌僵直性脊椎炎

自殺守門員
The keeper of committing suicide

藥能治病，也能致病?
Drug, friend or foe?

我在因為你的愛~淺談器官捐贈
Owing to your love ,I am still alive - 
Organ Donation

透析治療知多少?
To understand the hemodialysis treatmet

 

 
  

陳昱廷
職能治療師

一樓大廳
(1F Lobby)

哺餵母乳好處知多少

  

聰明選擇健康火鍋食材，一起團圓圍爐過好年

新進醫師介紹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天氣冷颼颼，一波波寒流來襲，不論是尾牙餐會還
是過年圍爐，熱騰騰火鍋都是不可少的最佳主角。
    但火鍋食材琳琅滿目，例如各種火鍋料、甜不辣、
豬血糕、海鮮類及當季蔬菜...等等，而湯底的選擇也是
相當豐富，民眾們為了方便性，會購買市售的火鍋湯包
或使用高湯塊，甚至選用半成品的酸菜白肉、韓式泡菜
等口味，變化出各式的火鍋風味，而要如何選擇火鍋食
材，湯底該怎麼做，才能讓全家人吃得健康無負擔呢？
火鍋健康吃，把握以下原則準沒錯!!
1.火鍋湯底的選用
    採用當季蔬菜及根莖類主食作為熬煮的湯底食材，
已經為健康跨出第一步了!當季的蔬菜，例如結頭菜，白
蘿蔔，大白菜，高麗菜...等，不僅讓湯頭擁有天然的
鮮甜，還可以吃到最豐富的營養素。
    若想增添湯底的鮮美，也可另外加入根莖類主食像
芋頭、荸薺、菱角仁、玉米、或皇帝豆...等食材；而適
量地加入一些甘味藥性的中藥材，例如紅棗，枸杞...等
等，也是另一種養生的選擇。
    而市售的火鍋湯包、高湯塊、醃製品的酸菜或泡菜
等湯底都有鈉含量過高的堪憂，這樣的湯底選擇不僅對
健康個體有所危害，對於慢性病患者都是病情的一大威
脅，應該要慎重考慮才是！
2.選用"全食物"作為火鍋食材，為火鍋加分。
    講求健康的第二步，"全食物"絕對少不了。所謂的
"全食物"就是看得到原本食物的樣貌，沒有經過再加工
或製造的步驟；火鍋料或其他加工品為了塑形、增添風
味甚至是保存狀況，都可能在加工製造過程中額外加入
食品添加物，而食品添加物的適量與合法與否，都是一
般民眾容易忽略的食品安全重點。天然食材的選用不僅
可以吃到食材最原始的風味與營養，還可以減少食品添
加物的攝取，把食品安全的疑慮降到最低。
3.火鍋醬料DIY，健康活力100分
    坊間的沙茶醬及辣椒醬除了有鈉含量高及添加物的
問題外，油脂相對的也有過高的，因此試著動手作創意
沾醬，不僅健康滿分，也可增添圍爐的趣味，例如蔥花
加白醋或蒜泥薄鹽醬油(慢性腎臟病患者不宜)，食用全
素者可以利用芹菜加白蘿蔔沾醬，口味上更可以依自己
的喜好作調整。
4.慢性疾病過年怎麼吃才健康?
    一定要把握平常看診的時候，醫師或營養師所衛教
的原則，三餐定時定量非常重要，慢性藥物也要按時服
用，年假期間要更小心留意健康狀態。
    高血壓及高血脂患者建議多食用新鮮蔬菜，火鍋料
一定要特別注意攝取量，避免飲用過多的火鍋湯，沾醬
也要特別留意；糖尿病患者多吃蔬菜可以增加飽足感，
根莖類主食都要特別注意攝取量。

Taichung Tzu Chi Hospital, 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Foundation

羅貽馨
護理師

感恩六樓婦科診區
(6F Gynecology Clinic)

李詠妍營養師撰寫   楊忠偉營養師審稿

兒童常見過敏疾病的藥物治療

    近年來國人因為生活環境的變化及飲食習慣的西化
，過敏問題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其中以氣喘、過敏性鼻
炎、異位性皮膚炎最為常見。而春天又是一個過敏好發
的季節，過敏的致病機轉很複雜，可能是因為遺傳因素
，也可能是環境因素引起。當有過敏體質的人接觸過敏
原（如塵螨、蟑螂、花粉、貓狗短毛、黴菌等）後，體
內會引發一連串的免疫反應，這些過敏反應若發生在氣
管則產生肌肉收縮、分泌物增加、黏膜腫脹等病理變化
。臨床上，小朋友則以咳嗽、胸悶、喘鳴來表現；若發
生在鼻腔，則產生鼻子癢、打噴涕、流鼻水、鼻涕倒流
、鼻塞等鼻炎的症狀；若發生在皮膚，則出現癢疹。另
外像是二手菸、病毒感染、乾冷的空氣、溫度的變化等
亦可在小朋友敏感的黏膜及皮膚上引起過敏症狀。
    過敏症狀，如喘鳴、咳嗽、鼻塞等，通常會影響到
兒童正常的生活作息、睡眠及學習效率…等。因此根據
過敏部位投予適當的藥物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將治療過
敏的藥物分成治療氣喘、過敏性鼻炎、異位性皮膚炎注
意事項詳加說明介紹如下:
一、氣喘治療藥物
    氣喘的藥物治療目的是用來恢復並且避免病人產生
氣喘症狀和呼吸道氣流阻塞。治療氣喘藥物依據其主要
作用機轉可區分為控制藥物(又稱長期預防藥物)和緩解
藥物(又稱快速緩解藥物)兩大類。 
 　 控制藥物是必須長期按時使用的治療藥物，如此可
使持續性氣喘病的病情得到控制並且維持長期的穩定。
緩解藥物則主要包含短效型的支氣管擴張藥物，它們可
迅速地緩解氣喘病人的支氣管收縮現象及其伴隨的急性
咳嗽、胸悶、和喘鳴等症狀。緩解藥物又被稱為快速緩
解藥物或急救藥物。
    目前氣喘病患常規使用的藥物以吸入劑型為主，然
吸入劑需要很好的口手協調才能將藥物吸入肺部否則藥
物顆粒太大容易使藥物滯留於口腔內，所以小朋友在使
用上建議加裝吸藥輔助器，加裝吸藥輔助器後的吸入劑
使用步驟如下: 
1.拿開蓋子，上下搖動噴霧吸入器，將噴霧吸入器開口
  塞入吸入輔助艙後孔。
2.將吸入輔助艙開口置於孩童口中。
3.大人以一隻手輕輕環壓孩童嘴唇，以免漏氣。
4.教孩童慢慢吸氣和呼氣(此時吸入輔助艙之活塞會發出
  滴答聲)。一旦孩童之呼吸動作穩定時，大人之另一手
  即壓下噴霧器之鐵罐，並維持吸入輔助艙於同樣位置
  ，讓孩童繼續呼吸3-5次。
5.自孩童口中拿開吸藥輔助裝置
    另要特別注意的是，如果吸入劑的成分是屬於類固
醇，使用後應立即漱口清潔口腔，以避免口腔念珠菌感
染的情形發生。
二、過敏性鼻炎治療藥物
(一)口服藥物治療：
1.抗組織胺：改善鼻癢、打噴嚏及流鼻水的現象，對鼻
            塞之效果不佳。第一代的抗組織胺通常為
            短效型，較易引起嗜睡、精神不繼等副作
            用。新型的抗組統胺通常為長效性，且少
            有嗜睡、精神不繼等副作用。
2.去充血劑：可減少鼻組織的腫脹，使鼻腔暢通，雖能
            迅速解除鼻塞症將，但對鼻癢、打噴嚏及
            流鼻水之作用不佳，另外也可能引起高血
            壓、心跳加速、排尿不順、焦躁不安等副
            作用，僅適用於急性症狀之緩解。
3.類固醇：可以有效改善症狀，減少腫脹鼻塞及減緩鼻
          癢、打噴嚏等症狀，但應依據醫師指示短期
          使用。
(二)鼻噴劑的使用：
1.類固醇：類固醇噴劑目前為使用治療過敏性鼻炎最常
          使用的鼻噴劑，對鼻過敏之各種症狀都有效
          ，2歲以上兒童每天兩側鼻孔各噴1次，須持
          續使用2至4週才有明顯效果。鼻噴劑類固醇
          含量極少且藥物僅作用在鼻黏膜，幾乎不會
          進入血液循環，長期使用毋須擔心類固醇造
          成全身的作用影響兒童的內分泌及生長發育
          ，僅有部分患者會有鼻黏膜出血的情形，但
          只要立刻停藥，症狀就會消失。
2.去充血劑：其作用在使鼻黏膜血管收縮，主要用來治
            療鼻塞。經常使用時藥物會逐漸失去效果
            。 
三、異位性皮膚炎治療藥物
    傳統治療方法是口服抗組織胺來控制搔癢再加上局
部塗抹類固醇治療。依據不同部位皮膚、厚薄程度選擇
不同強度及皮膚穿透性的類固醇藥膏。在就醫領藥時要
記得再次確認各藥膏的使用方式與部位才能讓治療達到
最佳效果。
  「預防勝於治療」，那過敏究竟能不能防治呢？答案
是肯定的。若平時多注重環境的清潔，減少暴露於過敏
原及刺激因子，且養成規律的作息、充足睡眠、運動增
加肺活量及營養均衡的飲食，盡量避免油炸及冰冷的食
物，有異味性皮膚炎的小朋友應保持皮膚的涼爽，盡量
以棉質吸汗的衣物取代粗糙或毛料的衣褲，且一旦有疑
似過敏的症狀能即早就醫治療，正確使用藥物並與醫護
人員配合，那麼，過敏的發生與傷害將可降到最低。

林怡君 藥師撰

 

吳宛育
社工師

一樓大廳
(1F Lobby)

一樓大廳
(1F Lobby)

一樓大廳
(1F Lobby)

一樓大廳
(1F Lobby)

感恩六樓婦科診區
(6F Gynecology Clinic)

一樓大廳
(1F Lobby)

一樓大廳
(1F Lobby)

一樓大廳
(1F Lobby)

一樓大廳
(1F Lobby)

 

2/29(一/上午) 急性膽囊炎
Acute cholecystitis

一般外科
高國堯醫師

一樓大廳
(1F Lobby)

一樓大廳
(1F Lobby)

The benefits of mother’s milk

Do you know rotavirus? 

Ankylosing Spondylitis 

 

失眠、焦慮與自律神經失調症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許多人有失眠與焦慮等症狀。
短暫且輕度的失眠不需要就醫，但若是長期的失眠加上
已經影響到日常生活的功能時，就要考慮看診尋求醫療
協助了。
    失眠症指的是睡眠的質與量都出現了問題，症狀包
括有入睡困難、睡眠易中斷難再入睡和清晨很早醒來，
一般而言每星期至少有3個晚上難以睡眠，症狀超過1個
月，有些人症狀會維持3個月或更久，臨床上稱之為持續
型的失眠症。現在的醫學研究已經發現，睡眠不足時會
造成免疫力下降，而且會增加罹患糖尿病、心臟病與肥
胖的危險。長期的睡眠不足，也會影響到生活品質，例
如情緒不佳、注意力下降，或是影響到工作表現。
    評估失眠症首先是要評估身體的疾病與目前服用的
藥物是否會影響睡眠品質，例如心血管疾病、睡眠呼吸
中止症或是胃食道逆流都會造成失眠症，另外長期的疼
痛、頻尿與更年期都會影響睡眠品質。有些人因為焦慮
症、憂鬱症或是自律神經失調，也會伴隨失眠的症狀。
    以焦慮症而言，會出現對許多事物或活動的擔憂，
而且多數人難以控制此種擔憂，身體和心理上會出現緊
張、坐立不安、容易疲勞、容易生氣、肌肉緊繃、睡眠
困擾、注意力不集中以及腦筋一片空白等症狀。
    許多門診的民眾也會提到覺得心悸、胸悶、喘不過
氣、常常脹氣、腸胃不適、頭痛、頭暈、手腳發麻，做
過許多檢查都找不出原因，可能就是罹患了自律神經失
調。本院身心科目前也針對目前常見的自律神經失調，
提供診斷以及治療。
    為了讓民眾能夠獲得及時的幫助，自民國105年1月
起，本院身心科的夜間門診，將移至第一院區二樓的神
經外科門診區276與277診間，讓民眾有更便利的就醫環
境，歡迎有需要的民眾多加利用。
◎身心醫學科夜間門診時間:身心醫學科夜間門診時間:

週一    許峰碩醫師、鄭存琪醫師

週二    曾秀甄醫師、蕭亦伶醫師

週三    林杰民醫師、鄭存琪醫師

鄭 慧 敏 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系

台中榮民總醫院眼科部住院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眼科部總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眼科部研究醫師

1.視網膜
2.白內障
3.青光眼

11083
眼科
學歷

經歷

專長 門診時間
周二、周三下午
週三上午
周四下午(特約診)

2/19(五/上午)

◎二月份諮詢服務時間：2/22
◎地點：台中慈濟醫院第一院區一樓交通諮詢站
        (大廳入口右方)
◎諮詢專線：勞保局台中市辦事處(04)25203707
◎服務時間：10:30至11:30
◎勞保局網站：http://www.bli.gov.tw/

105年勞保局慈濟醫院
駐點諮詢服務時間

春節門診一覽表
科別

2月8日(一)
初一

2月9日(二)
初二

2月10日(三)
初三

內科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邱世欽
(267診)

張尚妙
(267診)

許芳銓
(267診)

外科
General Surgery

李祥生
(275診)

余榮敏
(275診)

林殿璜
(275診)

小兒科
Pediatrics

李宇正
(268診)

黃冠翰
(268診)

李敏駿
(268診)

春節流感特別門診
1.流感門診日期:1/30～1/31、2/6～2/11、2/13～2/14

  流感門診時間:上午8:30～12:00

2.非門診時間，請掛急診處理。

3.符合篩檢症狀:發燒、咳嗽且10日內曾至中國大陸旅遊者

Xerosis treatment and care in TCM

年後減重逗陣來
Body weight control after new year?

2016年  親子教室課程表
親愛的準爸爸準媽媽：
    敬邀參加我們為您及您即將迎接新生命的家庭所精心設計的課程，全醫護團隊齊心
協力，為讓您及您的家庭在孕產期更順利，照顧寶寶時可以更得心應手。在生產後，更
誠摯歡迎您全家人一起參加我們的母乳支持團體，與我們分享您懷孕、生產及產後哺乳
期的歷程與感動。
    為鼓勵全家共同參與親子教室及母乳支持團體活動，於2016年獎勵機制如下：
一.每1人參加活動一次即可蓋參加章一格（限家庭成員），如2人參加即可蓋2格，以此
   類推。例：夫妻兩人一起參加可蓋2格，孕婦爸媽或公婆，每增加1人可多蓋1格。
二.凡參加章蓋滿10格，即可兌換兒童繪本一本，市價350元整。
三.凡參加章蓋滿20格，即可兌換環保嬰兒包巾或披風一條，市價800元整。
四.贈品只可擇一兌換，不可要求更換贈品或折兌現金。
五.本院保留更換同價贈品的權益。
六.請於活動結束後記得蓋積點印章喔。

  2016年 親子教室課程表  2016年 親子教室課程表
時間：每月第三週星期六 下午 1400-1500   地點：感恩六樓佛堂時間：每月第三週星期六 下午 1400-1500   地點：感恩六樓佛堂

                  2016年 母乳支持團體活動主題                  2016年 母乳支持團體活動主題
時間：每月第三週星期六 下午 1500-1600   地點：感恩時間：每月第三週星期六 下午 1500-1600   地點：感恩六樓佛堂六樓佛堂

 日期 講題 講師 上課地點 

2 月 27 日 孕期產後哺乳期藥膳食療 中醫師 感恩六樓佛堂 

3 月 19 日 許寶貝一個健康的未來（談幼兒過敏/疫苗） 余孟恭醫師 感恩六樓佛堂 

4 月 16 日 孕期不憂鬱、產後好美麗 蕭亦伶醫師 感恩六樓佛堂 

5 月 21 日 哺乳家庭中老公及婆婆媽媽的角色定位 徐慧冰護理師 感恩六樓佛堂 

6 月 18 日 季節變化與嬰幼兒肌膚特性解析 李宜准醫師 感恩六樓佛堂 

 

日期 主題 主持人 活動地點 

2 月 27 日 哺乳生活分享 李敏駿醫師 感恩六樓佛堂 

3 月 19 日 母乳哺育期爸爸要學會的事 李宜准醫師 感恩六樓佛堂 

4 月 16 日 嬰兒音樂按摩趴 陳曼莉/沈玉娟護理師 感恩六樓佛堂 

5 月 21 日 母乳手工皂製作 呂采彥護理師 感恩六樓佛堂 

6 月 18 日 職場哺乳大作戰 陳美鳳/沈玉娟護理師 感恩六樓佛堂 

台中慈濟醫院婦幼親善團隊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