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主題 講題 課程屬性

6 月 17 日
母乳手工皂製作（要報名）

（限 10 組家庭）
呂采諺
護理師

母乳
支持團體

7月 15 日
產前教育 I( 產前準備 )

產前教育 II（非藥物減痛）（要報名）
林慧敏
護理師

親子教育

8月 19 日
哺乳期要面對的負面言語
哺乳家庭有二寶

張雅婷
護理師

母乳
支持團體

9月 16 日
產前教育 III（實做課程）（要報名）
產前教育 VI（實做課程）（要報名）

（限 7組）

林慧敏
護理師

親子教育

10月 21日
帶哺乳寶寶出門玩樂∼

大腳丫休閒農場玩樂趣（要事先報名）
徐慧冰
護理師

母乳
支持團體

11月 18日
當個營養滿分的孕媽咪

寶寶好好睡
陳開湧營養師
李宜准醫   師

親子教育

12月 16日 副食品添加及製作
李敏駿
醫   師

母乳
支持團體

    本院為提供大德更優質與舒適之就醫環境，第一院區放射
腫瘤科將於5月1日(一)全面啟用。原第二院區放射腫瘤科門診
及治療業務將遷移至【第一院區大愛樓地下一樓】，特此公告
，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台中慈濟醫院與您一起～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台中慈濟醫院 敬啟

106年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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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衛生教育講座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Taichung Tzu Chi Hospital, 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Foundation

 

掛    號    時    間
自動掛號機服務時間 06:00~21:00

自動掛號機現
場號開放時間 上午診：06:00  下午診：11:30  夜診：16:30

櫃檯取票時間 週一至週五07:30~22:00  週六07:30~15:00
櫃檯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08:00~22:00  週六08:00~15:00

語音掛號 每日00:00~23:50  服務電話:(04)25363316

網路掛號 每日00:00~23:50 網址:www.tzuchi.com.tw
(請選擇台中慈濟醫院)

人工掛號專線 週一至週五08:00~17:30 週六08:00~12:00  
服務電話:(04)25363315
門  診  看  診  時  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診08:30~12:00 下午診13:30~17:00 
夜診18:00~21:00

週六 上午診08:30~12:00

探    病    時    間
一般病房 每日09:00~21:30

(為避免傳染，建議12歲以下兒童不宜探病)

加護病房 上午10:30~11:00  下午 14:00~14:30  
晚上 19:00~19:30

嬰兒室 上午10:30~11:00  下午 14:30~15:00  
晚上 18:30~19:00

新生兒中重度病房
小兒加護病房 上午10:30~11:00  晚上 19:00~19:30

身心科病房 中午12:30~14:30  晚上 18:00~20:00

 

新進醫師介紹

為縮短您等候領藥時間，您可使用網路預約領藥、人工專
線預約(第二、三次連續處方箋)
＊網路預約:http://taichung.tzuchi.com.tw/
＊人工專線預約:04-25363315
＊人工專線預約時間:週一至週五8:00-17:30 
                   週六8:00-12:00
＊處方箋受理領藥時間：週一至週五08:30-21:00 
週六08:30-12:00，其它時段不受理，預約成功後，當日
請持健保IC卡及處方箋前往第一院區門診藥局8號櫃台領
藥。相關問題請撥打專線：04-36060833

預約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

拒絕毒品 別當糊塗蛋

    毒品會對腦中樞神經造成影響「吸毒者為達到預期的效
果．往往需要反覆增加使用量，常常會在不知不決覺的情況
下過量使用．造成中毒現象，依賴毒品。一但終止或減少使
用毒品，身體即會產生流淚、打哈欠、嘔吐、腹痛、痙攣、
焦躁不安及強烈渴求藥物等戒斷症狀。吸毒成癮者在持續使
用毒品的情況下．極難戒絕，終其一生難以擺脫毒品的束縛
。除了會嚴重影響個人健康外．還會面臨失業、求職不易、
朋友疏離、婚姻破裂、家庭破碎、自尊受創，而無法適應社
會，甚至不惜以暴力或偷竊等不正當的手段謀財，以設法取
得毒品，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藥物濫用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
各國嚴重的社會議題。
    目前國內主要濫用藥物除了大家熟知的海洛因、甲基安
非他命有逐年下降及平緩的趨勢，其他如愷他命(Ketamine)
及混合式多樣化新興濫用藥物毒品(如喵喵Mephedrone、浴
鹽MDPV即類大麻活性物質K2)則有日漸增加且年輕化的趨勢
。

    這些毒品大多都有成癮性，而且大多會影響中樞神經，
除了影響正常生理作用，有時還會因為精神異常做出後悔一
世的行為。除了標語上愷他命(Ketamine)會導致膀胱受到損
害外，其他像K2施用後有類似大麻的迷幻作用，還有如嘔吐
、妄想、精神恍惚、情緒激動、心跳加速、失憶等現象，甚
至還可能導致中毒、死亡。另外，根據國外報導指出，曾有
人施用MDPV後，產生幻覺、沮喪感、妄想症甚至是可怕的自
殺念頭。因此呼籲大家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好奇或同儕的影
響而輕易嚐毒，而誤入毒海之深淵。毒品變裝千奇百怪，推
陳出新，年輕族群或經常出入娛樂場所之民眾應注意自身的
安全，離開視線的果汁飲料或是白開水不喝，拒絕來路不明
的藥物、咖啡包、茶包或糖果，避免掉入新興毒品之陷阱。
    拒毒五招：直接拒絕、遠離現場、轉移話題、自我解嘲
、友誼勸服。反轉毒害四行動：珍愛生命、防毒拒毒、知毒
反毒、關懷協助。正確使用鎮靜安眠藥五能力：做身體的主
人、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看清楚藥品標示、清楚用藥方法
及時間、與醫師藥師做朋友。
    未來民眾若有用藥或健康諮詢問題，皆可至一樓諮詢室
，我們將有專屬藥師為你解決所有用藥疑問，亦可來電諮詢
:04-36060666轉3355。

          謝蕙霞 藥師撰2017年 親子教育及母乳支持團體課程表
時間：每月第三週星期六 下午 1400-1600
地點：感恩六樓佛堂

＊須事先報名之課程皆有人數限制，採先報名先錄取方式，
  課程完全免費，完成報名後將於一週內回覆確認，如無收
  到回覆請來電詢問。
＊開放報名時間為課程前一個月，如：課程日期為4月16日，
  於3月16日開放報名，以此類推。
報名專線：04-36060666轉4631 徐護理師
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至下午0400
報名信箱：tc410310＠tzuchi.com.tw

 

  

傅 進 華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慈濟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碩士
慈濟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

花蓮慈濟醫院住院醫師及主治醫師
大林慈濟醫院主治醫師
台中慈濟醫院主治醫師

1.一般神經科    
2.腦血管疾病    
3.癲癇
4.神經退化性疾病(失智症、巴金森氏症)     

神經科

學歷

經歷

專長

0208

全癌病友聯誼講座~癌症與保險
活動時間：106年6月24日(六)上午8點30至11點30分
活動地點：台中慈濟醫院 第一院區大愛一樓靜思書軒
主辦單位：台中慈濟醫院 癌症資源中心/社會服務室
活動對象：本院癌症病友及家屬
活動費用：全程免費，另備有茶點
活動內容

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繳交至「癌症資源中心」或「社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繳交至「癌症資源中心」或「社
會服務室」相關問題請洽(04)3606-0666 #4000林靈玉社工會服務室」相關問題請洽(04)3606-0666 #4000林靈玉社工
 、 #4153 郭哲延社工  、 #4153 郭哲延社工 

                               

◎六月份諮詢服務時間：6/12、26
◎地點：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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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局臺中市辦事處(04)25203707
◎服務時間：10:30至11:30
◎勞保局網站：http://www.bli.gov.tw/

106年6月勞保局駐點諮詢服務時間

收費項目 掛號費

西醫門診
初診150元

複診100元

夜診120元中醫門診

牙醫門診

急診 250元

藥費 部份負擔 藥費 部份負擔

100以下 0元 601～700 120元
101～200 20元 701～800 140元
201～300 40元 801～900 160元
301～400 60元 901～1000 180元
401～500 80元 1000以上 200元

501～600 100元

依健保署規定，門診藥品超出100元，應自行繳藥品部份負擔費用

金額如下:

◎優惠身份者請於批價收費時主動出示證明文件

基本部份負擔

(依照健保署規定)

未經轉診240元

經轉診100元

300元

50元

本院收費標準

寵愛媽咪，吃出健康－更年期營養
                                       營養師 沈首如
    更年期是每個婦女必經的階段，一般來說更年期多數落
在45到55歲期間，而由於個人體質、飲食營養、運動生活習
慣…等因素不同影響，更年期開始的年齡、不適症狀的輕重
程度、持續時間也因人而異。

    在正常的生理週期中，下視丘會控制「腦下垂體」，分
泌性腺激素刺激素，讓「卵巢」分泌出女性荷爾蒙。更年期
的卵巢逐漸老化，老化卵巢無力分泌女性荷爾蒙，下視丘便
派出腦下垂體製造更多的性腺激素刺激素來促使卵巢分泌女
性荷爾蒙，最後導致體內荷爾蒙失衡，自律神經也跟著混亂
失調。自律神經紊亂的表現有失眠、潮紅、盜汗、心悸、脾
氣暴躁，也是更年期的症狀。

　　更年期後由於缺乏雌激素的保護，得到骨質疏鬆、心血
管疾病、老年痴呆症的風險皆會上升，建議平日需攝取相關
營養素、做運動及調適心情等良好生活習慣，有助於預防及
延緩更年期衍生的相關問題。

1、更年期營養飲食原則：
(1)補充一些具類似女性荷爾蒙作用的食物：黃豆、全穀類
   、堅果類
(2)攝取優質蛋白質：黃豆、魚、瘦肉、海鮮、蛋、低脂奶
(3)攝取好油脂：堅果類、富含Omega-3脂肪酸食物，如：鯖
   魚、秋刀魚、藻類
(4)攝取足夠的維生素B群：全榖類、根莖類、豆類、深綠色
   蔬菜
(5)攝取足夠的鈣、鎂、鐵、鋅：鈣--低脂奶、黑芝麻、傳
   統豆腐、小魚乾；鎂--堅果、深綠色蔬菜；鐵--牛肉、
   肝臟、深綠色蔬菜；鋅--牡蠣、魚、瘦肉
2、保持良好生活習慣：避免菸、酒及含咖啡因飲料。
3、規律的運動：最好選擇適合自己運動（如游泳、太極拳
   、外丹功…等），可參加運動團體。有恆心且適量做運
   動如健走、慢跑等，可降低血中膽固醇含量、增加骨骼
   中的鈣質儲存及改善體能。

    中年後的幸福來自年輕時開始的努力與累積，提早做準
備，好好照顧自己，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規律運動、正常
作息、放鬆心情，奠定身體健康的基礎，面對更年期這個必
經的過程，一樣能保持青春、健康與幸福。

癌症患者之中醫治療觀
                                       鄭宇雅醫師 撰寫
    許多病人罹癌後，首先是無法接受病情的恐懼，接踵而來
的是放化療，失眠、胃口差、疲倦。在偌大的恐懼尚未平復時
，家人親朋好友的關心也給予病人很大的心理負擔，每天都不
知道該怎麼吃？該吃那些營養食品補充？因此更加心慌意亂！

    本次中醫衛教諮詢，可教導大家正確的用藥飲食觀念及如
何選擇營養食品。在中西醫結合治療中，對於剛確診罹癌患者
，中醫治療初步可穩定病患之恐懼心情，改善睡眠品質。進一初步可穩定病患之恐懼心情，改善睡眠品質。進一
步可調整體質、減輕放化療之副作用，增加西醫治療的正向作步可調整體質、減輕放化療之副作用，增加西醫治療的正向作
用，幫助病人有更好的體力和信心，繼續接受西醫治療用，幫助病人有更好的體力和信心，繼續接受西醫治療。另一
方面，教導大家聰明選擇適當的運動、飲食方法，預防癌症復
發。

重要公告∼5/1(一)放射腫瘤科搬遷訊息

內容

時間
內容 講師

08：30~08：50 到報、歡見相

08：50~08：55 癌症中心主任致詞 癌症中心/李典錕主任

08：55~09：00 活力動一動 醫療志工

09：10~10：00 癌症相關之勞保給付 勞保局/汪康汛專員

10：00~10：10 身心寬暢

10：10~11：00 癌症、醫療保險停看聽 國泰人壽/鄭淳清襄理

11：00~11：20 院內自費營養品介紹 營養科/陳慧文營養師

11：20~11：30 流交與享分友病

日期 /Date 主題 /Topic 主講人 /Speaker 地點 /Location

6 月 1 日
(週四)10:30-11:00

認識三高

賴宜欣實習醫師
楊育豪實習醫師
范姜玉珍
護理長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1日
(週四 )16:00-16:30

順利吃到母奶 徐麗貞護理師
感恩六樓
婦科診區

6月 2日
(週五 )10:30-11:00

化療病患居家護理 賴金萍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5日
(週一 )10:30-11:00

從耳朵看健康 ~ 中醫耳醫學 馮紀新醫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6日
(週二 )10:30-11:00

肥胖與慢性病 --
為什麼瘦不了 

新陳代謝科
黃怡瓔主任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8日
(週四 )16:00-16:30

遇到寶貝發燒怎麼辦？ 王思婷護理師
大愛樓二樓
兒科診區

6月 9日
(週五 )10:30-11:00

兒童用藥安全宣導！ 賴婕予藥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12 日
(週一 )10:30-11:00

輕鬆一夏，拒當“腹仇者” 楊盈芝營養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13 日
(週二 )10:30-11:00

居家做環保 大家逗陣來 
 紀羿秀
環保講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15 日
(週四 )10:30-11:00

認識三高

李政緯實習醫師
龔政昇實習醫師
范姜玉珍
護理長

大愛樓二樓
新陳代謝診區

6月 16 日
(週五 )10:30-11:00

家庭暴力防治 劉佳宜社工員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19 日
(週一 )10:30-11:00

五十肩的物理治療
楊宇青
物理治療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20 日
(週二 )10:30-11:00

登革熱
感染科
黃銘義主任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21 日
(週三 )10:30-11:00

產後調理之中醫護理
賴弈喬護理師
黃逸榛護理師

第二院區
一樓大廳

6月 26 日
(週一 )10:30-11:00

素食飲食健康吃 吳淑惠營養師 
大愛樓二樓
新陳代謝診區

6月 27 日
(週二 )10:30-11:00

簡介透析治療 王臻玟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6月 29 日
(週四 )10:30-11:00

認識三高

戴華青實習醫師
楊宗霖實習醫師
范姜玉珍
護理長

大愛樓二樓
新陳代謝診區

Chinese Medicine

Psychiatry

Preventive 
Medi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