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年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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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衛生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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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飲食

    大暑將至，也代表著即將進入一年當中最為炎熱的時候
。俗諺說：「大暑前後，衣裳溻透。」在這酷熱的天氣總是
令人煩躁不已，烈日下避免高溫曝曬，除了食物當中含的水
份之外，足夠的水份攝取亦同樣重要。
喝多少量的水？喝多少量的水？
    水份攝取建議每公斤體重需攝取30cc的飲水量，但水份
需求會隨著年齡、性別、天氣、活動量和本身身體狀況而有
所不同。若以60公斤體重為例，每日約需攝取1800cc的水分
，建議民眾使用自己的固定容器，較能掌握自己每天飲用的
水量，如一般小罐寶特瓶約600cc，若一日水份攝取需求為
1800cc，即小罐寶特瓶每天需攝取3罐，且分多次小量飲用
，切勿一次大量飲水。
    一般民眾若運動時間少於1小時只需要適量補充水份即
可，並不需要補充運動飲料。但處於炎熱環境下，水份的流
失會隨之增加，輕度水份流失，如工作屬於日曬、搬運重物
者，因為腹瀉、嘔吐引起脫水者，或者每日飲水量已經過
3000～5000cc仍覺得口渴者，這時候除了補充流失的水分，
還要補充汗液與尿液流失的鹽分，此時需補充口服電解質補
充液(ORS)。
    一般市售的運動飲料跟口服電解質補充液(ORS)相比，
除了水份、電解質外還包含了大量的糖份，約16～40公克
（以600cc為例）。故運動飲料較適合中、高強度運動的專
業運動選手，其運動時間超過1小時以上者飲用，這時運動
飲料除了補充水分、電解質外，其中的糖份，可以補充血液
中的血糖，幫助運動表現。
◎DIY口服電解質補充液(ORS)◎DIY口服電解質補充液(ORS)
    1000cc的開水添加一般精鹽2.6g(1/2 茶匙)與糖13.5g
(2~5茶匙)即可製成口服電解質補充液(ORS)，輕度補充水份
與電解質流失。
◎夏日消暑的瓜類蔬菜◎夏日消暑的瓜類蔬菜
    長夏養脾，多食蔬菜，幫助消化，促腸蠕動。夏季是吃
瓜的好季節，此時期盛產的瓜類蔬菜如絲瓜、胡瓜、苦瓜、
冬瓜、小黃瓜等，含水量高達約90%以上，在炎炎夏日是大
地給予消暑低熱量的好食材。且瓜類蔬菜屬於高鉀食物，有
助於利尿排水，清熱解暑。烹調料理如：菇菇燴絲瓜、胡瓜
煮湯、苦瓜炒蛋、薑絲炒冬瓜、涼拌小黃瓜等，都是消暑好
料理。
◎餐間消暑的夏季水果◎餐間消暑的夏季水果
    夏天盛產的水果，如西瓜、葡萄、紅龍果、木瓜、芭樂
、芒果、百香果、水梨、水蜜桃等，冰鎮一下，清涼解熱效
果不輸冰品，但少了冰品中精緻糖類的負擔，且又可攝取到
豐富的維生素、礦物質、膳食纖維與抗氧化的植化素，天然
又健康。唯一要注意的是要適量食用，一份水果熱量約60大
卡，一天可以食用2次，一次1個拳頭大小，過多的水果攝取
同樣會增加熱量的攝取，甚至增加體內血油（三酸甘油脂）
過高。
    針對糖尿病、腎臟病、心臟疾病、心血管疾病病友：這
些夏季盛產的蔬菜水果建議依照營養師給予的飲食計畫來執
行。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WHO Drug Information WHO

   Drug Information Vol. 16, No. 2,121-122

          陳慧文營養師撰稿 楊盈芝營養師審稿

  

郭 啟 中 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科住院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科總住院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科主治醫師
美國國家衛生總署神經保護及再生實驗室研究員
台中慈濟醫院 神經科主治醫師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神經科主治醫師兼科主任

1. 動作障礙，巴金森氏病，深部腦刺激術
2. 失智症
3. 腦中風
其它：癲癇，周邊神經病變

神經科

學歷

經歷

專長

02049

樂智同學會
時間：106年08月05日（六）09：00-12：00
活動地點：台中慈濟醫院 第一院區 靜思書軒
主辦單位：台中慈濟醫院 社會服務室/神經內科
活動對象：本院失智症病友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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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室」或「記憶門診」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繳交至「社會服務室」或「記憶門診」
相關問題請洽(04)3606-0666*3962或4153相關問題請洽(04)3606-0666*3962或4153                  

時 間 內 容

08:50-09:00

09:00-10:00

10:00-10:20

10:20-11:30

12：00~

失智者居家生活安排

與功能促進

茶敘時間

 環境與輔具的應用支援生活

返家

柯宏勳 社區職能治療師

(台灣失智症協會 常務理事)

(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柯宏勳 社區職能治療師

主 講 人

慈姝病友會
活動時間：106年08月05日（六） 09：00-12：00
活動地點：台中慈濟醫院 第一院區 人文空間
主辦單位：台中慈濟醫院 社會服務室/癌症資源中心
活動對象：本院乳癌病友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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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室」或「癌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繳交至「社會服務室」或「癌
症資源中心」症資源中心」
    相關問題請洽(04)3606-0666 *4000或4153    相關問題請洽(04)3606-0666 *4000或4153
                 

時 間 活動主題

08:50-09:00

09:00-09:10

09:10-10:10

10:10-12:10

12：10~

報到、相見歡

醫師致歡迎詞

看見生命的力量

動手DIY

賦歸

一般外科 林金瑤醫師

蔡美莉老師

蔡美莉老師

講  師

甲狀腺癌病友會∼新舊病友交流茶會
活動時間：106年08月24日（四） 下午14：00-16：00
活動地點：台中慈濟醫院 第一院區地下一樓 核子醫學科
主辦單位：台中慈濟醫院 社會服務室/癌症資源中心/核子醫學科
活動對象：本院甲狀腺癌症病友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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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醫學科」、「癌症報名方法：填妥報名表，繳交至「核子醫學科」、「癌症
資源中心」或「社會服務室」資源中心」或「社會服務室」
相關問題請洽(04)3606-0666 *4060林娜宜技術師、相關問題請洽(04)3606-0666 *4060林娜宜技術師、
*4000林靈玉社工、*4153郭哲延社工 *4000林靈玉社工、*4153郭哲延社工 

 

內容
時間

內容 講師

14：00～14：30 相見歡、報到

核子醫學科主任致詞 核子醫學科/陳慶元主任

大合照、彼此祝福～賦歸

14：30～14：40

甲狀腺癌團隊介紹
核子醫學科/林娜宜技術師
社會服務室/郭哲延社工員
癌症中心/林靈玉社工員

茶會交流時間

14：40～14：50

14：50～15：50

15：50～16：00

Chinese Medicine

Psychiatry

Preven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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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 日 ( 週四 )
16:00-16:30

黃金一小時 - 肌膚接觸
徐麗貞 
護理師

感恩樓
六樓婦科診區

8月 4日 ( 週五 )
10:30-11:00

高血脂症護理
黃馨慧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8月 7日 ( 週一 )
10:30-11:00

中醫讓您的肩膀旋轉自如
許嘉文 
醫   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8月 8日 ( 週二 )
10:30-11:00

出院準備服務介紹
陳珈伶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8月10日 (週四 )
16:00-16:30

淺談小兒便秘居家護理
何寶琴 
護理師

大愛樓
二樓兒科診區

8月11日 (週五 )
10:30-11:00

藥品或醫療器材有問題，提醒
您快通報

陳依詩 
藥   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8月14日 (週一 )
10:30-11:00

健康飲食
營養組 實習生
指導老師
李依蓁營養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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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 (週三 )
10:30-11:00

針灸傷科看診注意事項
吳玉蓉 
護理師

第二院區
一樓大廳

8月17日 (週四 )
10:30-11:00

認識失智症及門診整合
游雅貴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8月21日 (週一 )
10:30-11:00

幼兒足弓知多少？
劉淑  
物理治療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8月22日 (週二 )
10:30-11:00

泌尿道感染
詹琴鶯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8月25日 (週五 )
10:30-11:00

末期生命意願徵詢
蔡靜宜 
社工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8月29日 (週二 )
10:30-11:00

簡介透析治療
賴明鈴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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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主題 講題 課程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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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諮詢服務時間：8/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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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勞保局駐點諮詢服務時間

免費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檢查地點：感恩五樓預防醫學中心檢查地點：感恩五樓預防醫學中心
檢查時間:週一到週五 上午 08:00～11:30檢查時間:週一到週五 上午 08:00～11:30
         週六(雙週) 上午 08:00～11:30         週六(雙週) 上午 08:00～11:30
服務專線：04-36060666分機4502、4503服務專線：04-36060666分機4502、4503
服務對象：服務對象： 
  1.具有健保身份。
  2.四十歲以上至未滿六十五歲四十歲以上至未滿六十五歲：健保局每三年給付一每三年給付一
    次    次，亦即三年內不可重複受檢。
  3.年滿六十五歲以上：健保局每年給付一次，亦即每
    年可受檢一次。 
  4.罹患小兒麻痺且年在三十五歲以上者，每年給付一
    次。
檢查注意事項檢查注意事項：
  1.請攜帶健保卡IC卡及身分證明文件。
  2.檢查前晚十二時起至隔日抽血檢查前，請不要吃任
    何東西(包括開水）。
  3.檢查當天提供餐點一份。
檢查項目檢查項目：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老人健檢老人健檢
服務對象：： 
  1.設籍在台中市。 
  2.滿六十五歲以上之長者：台中市政府每年給付一次。 
檢查項目：：

 項目  檢查項目  

健康諮詢 
戒菸、酒、事故傷害預防、體重控制、飲食與營

養及其它等 

身體檢查 
量血壓、視力檢查、口腔、身高、體重、家族病

史等 

 

項目  檢查項目  

胸部檢查 胸部 X光 

心臟檢查 心電圖 

肝功能檢查 α-胎兒蛋白 AFP
(肝癌篩檢)

 

糞便檢查 糞便潛血檢查(使用國健局資格兩年
一次或滿 75 歲每年一次) 

項目  檢查項目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脈博、血壓、視力。 

血液檢查 

飯前血糖、膽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

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肌酐酸、肝

功能（GOT、GPT）。 

尿液檢查 尿蛋白 

55～59

年次
 

(1) 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2) C 型肝炎抗體(Anti-HCV) 

(1)+(2)只限民國 55-59 年出生者，且滿 45 歲，

終身補助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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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