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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日 ( 週五 )
10:30-11:00

六分鐘護一生
洪培芳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9月 4日 ( 週一 )
10:30-11:00

更年期的中醫養生保健
洪晨昕 
醫   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9月 5日 ( 週二 )
10:30-11:00

遠離泌尿道感染
詹琴鶯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9月 7日 ( 週四 )
16:00-16:30

哺餵母乳常見問題及處理
張淑娥 
護理師

感恩樓
六樓婦科診區

9月 8日 ( 週五 )
10:30-11:00

流感發威 - 您打疫苗了嗎 ?
徐筠芩  
藥   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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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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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4日 (週四 )
16:00-16:30

小兒斜頸之護理照護
吳思穎 
護理師

大愛樓
二樓兒科診區

9月18日 (週一 )
10:30-11:00

孩子不說話，是大雞晚啼嗎 ?
張純菁 

語言治療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9月19日 (週二 )
10:30-11:00

腎臟保健
林俐均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9月20日 (週三 )
10:30-11:00

更年期中醫護理
張如旻 
護理師

第二院區
一樓大廳

9月22日 (週五 )
10:30-11:00

疼惜咱寶貝 - 談早期療育
郭哲延 
社工員

大愛樓
一樓大廳

9月26日 (週二 )
10:30-11:00

簡介透析治療
黃婌華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6年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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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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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承 懋 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藥大學內科部住院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檢驗醫學部/內科部感染科研究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檢驗醫學部/內科部感染科主治醫師

1. 臨床病理  2. 臨床微生物學  3. 感染症學     

感染內科

學歷

經歷

專長

27030

大腸癌病友會
活動時間：106年9月30日(六)上午9點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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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直腸科/癌症中心/社會服務室
活動對象：大腸癌病友及家屬
活動費用：全程免費，另備有茶點
活動內容

報名管道：1.填妥報名表(可直接在大腸直腸外科診間索取)報名管道：1.填妥報名表(可直接在大腸直腸外科診間索取)
          2.來電聯絡(04)36060666#4153 蔡靜宜社工師           2.來電聯絡(04)36060666#4153 蔡靜宜社工師 
            或 #4000癌症資源中心 林靈玉社工            或 #4000癌症資源中心 林靈玉社工     

電子煙害防治宣導
                                     賴婕予 藥師撰稿

何為電子煙？何為電子煙？

    一般大眾大多以為電子煙比紙(捲)菸危害小、可用於戒

菸、無二手菸困擾、氣味更好聞、無菸草燃燒之臭味等等，

而很放心使用電子煙，但近年來發現電子煙可能並非如製造

商所宣稱的安全、健康。由於電子煙的運作方式與煙油成分

，與傳統紙(捲)菸有所差異，電子煙對人類的健康仍有很大

的影響。

    電子煙是以電能驅動霧化器，加熱菸液(彈)內液體為煙

霧，此液體可能混合有尼古丁、丙二醇或其他香料等，以供

使用者吸食。因為不含菸草，所以不屬於菸害防制法菸酒管

理法及所稱「菸品」。

電子煙內容成分電子煙內容成分

    有高達70%電子煙含有尼古丁，此種成分會影響自律神

經系統，可能加速冠狀動脈及週邊血管系統疾病、急性心臟

缺血意外。電子煙也含有一級致癌物甲醛，吸入甲醛會刺激

眼部及呼吸道，引起咳嗽、喘鳴、胸痛及支氣管炎，長期吸

入可能引起鼻咽癌，骨髓細胞性白血病和骨髓增生異常病徵

。

    電子煙使用的添加物，大多是為了讓電子煙帶有特殊風

味、甜味、薄荷味或其他香味等調味用途，薄荷醇，具有止

癢、輕微止痛、麻醉、清涼等效果，可減緩吸食電子煙呼吸

道之刺激與不適感，而且此氣味使人覺得舒適；有吸引或引

誘特定族群嘗試吸菸，尤其是初次嘗試吸菸者、兒童及青少

年，有可能會誤認為是一般的糖果零食，導致誤食中毒。

潛在的危害與風險潛在的危害與風險

    電子煙含高濃度尼古丁，消費者不容易控制使用量，非

常容易使用過量。而且電子煙存放的環境、周圍的溫濕度、

充電的環境、使用者不當使用，載具之安全性，都有可能造

成潛在的危險，麗如灼傷、電池爆炸等。電子煙煙霧之微粒

濃度約比紙(捲)菸高出40%，意即煙霧顆粒比一般傳統煙大

，對室內空氣品質危害更大。尼古丁暴露可能會讓大腦更容

易對其他物質成癮，青少年正值大腦發展重要階段，若使用

菸品可能造成大腦永久性的傷害，導致成癮和持續吸菸。 

電子煙害防制電子煙害防制

    衛生福利部自98年3月起，將含尼古丁成分之電子煙產

品納入藥品管理。為加強電子煙管理，又於103年1月14日召

開會議決議:電子煙涉及含尼古丁，由藥政單位啟動查核作

業，包含網路監測、查核、約談、檢驗﹔若產品不含尼古丁

成分，也未宣稱具有戒菸療效，但因外形類似菸品，則違反

菸害防制法。

    電子煙全球使用人口都快速上昇，尤其在網購便利的時

代，非常難管制，為防範電子煙氾濫，衛生福利部已動員法

務部、內政部、財政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防部、交通

部、教育部及本部等跨部會，強化各部會之分工，從邊境攔

檢、溯源追查、流通稽查、監控管理、宣導傳播及戒治輔導

等各方面著手，全面防制電子煙之危害。

中醫護眼保健
                                  中醫部 邱詩芳醫師 撰寫
    拜現代科技進步之賜，電腦、手機、平板的普及帶給我們便
利的生活，卻也造成新的問題：白天上班盯著電腦工作、晚上下
班盯著手機、平板玩遊戲、追戲劇，眼睛都沒辦法好好休息，久
而久之，眼睛乾澀、刺癢、視力模糊昏花、容易流眼淚等不適症
狀找上門，如何保養我們的靈魂之窗、舒緩眼睛的疲勞，就讓中
醫來幫幫忙吧！
   《黃帝內經》說：「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
」此外，眼睛周圍有許多經絡與內在的臟腑連結。因此，眼睛出
了問題可能不單單眼睛本身出了狀況，還有可能反映身體內部的
臟腑、經絡、氣血等失去平衡，而無法提供眼睛所需要的營養，
這時候就需要整體的診斷及治療。因此，若能在眼睛出現狀況之
前，利用穴位按壓、藥食保健以及良好的用眼習慣，幫助眼睛保
健、消除疲勞，讓眼睛健康久久！到底有哪些法寶可以保護我們
的靈魂之窗呢？106年9月5號早上10點30分在第二院區大廳有更
詳細的介紹，歡迎大家一起來保護眼睛！

內容

時間
內容 講師

9:00~9:20 報到

9:20~9:30 主管致詞

9:30~9:50 相見歡及經驗分享 全體工作人員

9:50~10:30 如何運用芳香療法放鬆身心 孫淑惠芳療師

10:30~10:35 休息時間

10:35~11:30 花花草草DIY 全體工作人員

11:30~ 賦歸~

Taichung Tzu Chi Hospital Health Education Seminars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九月份衛生教育講座

   

 

頭頸癌病友會
活動時間：106年9月23日(六)上午9點至11點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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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鼻喉科/癌症中心/社會服務室 
協辦單位：癌症希望基金會
活動對象：頭頸癌病友及家屬
活動費用：全程免費，另備有茶點
活動內容：

報名管道：1.填妥報名表報名管道：1.填妥報名表
          2.來電聯絡(04)36060666#4000 林靈玉社工或          2.來電聯絡(04)36060666#4000 林靈玉社工或
            #4153 劉佳宜社工            #4153 劉佳宜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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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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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諮詢服務時間：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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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月勞保局駐點諮詢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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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時間
內容 講師

09:00~09:10 報到

09:10~09:25 主管致詞

09:25~09:40 希望基金會簡介 癌症希望基金會

09:40-10:40 頭頸癌的飲食原則 康善基金會-閻靜玉營養師

10:40~11:40 揮別菸、酒與檳榔 社區護理組-黃淑雯個管師

11:40 賦歸

余 政 展 主  任 

陽明大學

臺中榮總外科住院醫師
臺中榮總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台中慈濟醫院一般外科主任

1.肝膽胰及腸胃微創手術    
2.減重及代謝手術     

一般外科

學歷

經歷

專長

03137

李 致 宇 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高雄長庚耳鼻喉科住院醫師
高雄長庚耳鼻喉科總醫師
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耳科臨床訪問學者
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經鼻內視鏡顱底手術進修

1.耳內視鏡手術
2.鼻部及鼻竇內視鏡手術
3.頭頸部腫瘤手術
其它：打鼾及睡眠呼吸疾病、聲帶喉部顯微手術     

耳鼻喉科

學歷

經歷

專長

12136

認識麥得飲食
          李依蓁營養師撰稿     楊盈芝營養師審稿

    麥得飲食(Mediterranean-DASH diet intervention 
for neurodegenerative Delay, MIND) 是結合得舒飲食及
地中海飲食而延伸的一種飲食型態，麥得飲食被認為能改善
認知功能減緩阿滋海默症病程，研究指出嚴格執行麥得飲食
可降低53%得到阿滋海默症風險。
    地中海飲食型態包括全穀類、植物輕加工食品，包含了
穀物、豆類、蔬菜、水果、堅果、及魚類和少量肉類、乳類
、和規律適量飲酒。得舒飲食特色為高鉀、高鎂、高鈣、高
膳食纖維、低飽和脂肪和膽固醇，原則是選擇全榖類食物，
天天三蔬二果，低脂乳品，紅肉改白肉，吃堅果選好油，並
且避免含糖飲料。
    麥得飲食則結合兩種飲食並強調天然，以植物性食物為
主，特別提倡莓果類和綠色葉菜類蔬菜，和限制攝取動物性
食物和含高飽和脂肪食物。 
    麥得飲食包含了10種護腦食物〈綠色葉菜類、其他蔬菜
類、堅果類、莓果類、豆類、全穀類、魚類、家禽類、橄欖
油、紅酒〉及避免5種不健康的食物〈紅肉類、奶油及人造
奶油、起士、糕點和甜點、油炸和速食食品〉：
*綠色葉菜類主要含有葉酸、類胡蘿蔔素、維生素E具抗氧化
 作用。
*堅果類，例如：扁桃仁果、核桃，則含有不飽和脂肪酸及
 人體需要的礦物質鈣、鋅、鎂、維生素E等。
*莓果類，例如：藍莓、蔓越莓，富含花青素亦是具有抗氧
 化作用、預防白內障、黃斑部退化。
*魚類含有ω-3脂肪酸，能夠避免類澱粉
 蛋白質在腦部 沉澱，預防阿滋海默症。
*橄欖油富含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多
 酚類，具抗氧化作用、保護心血管。
*紅酒則含有多酚類物質，每天建議
 攝取一份〈一份為120 c.c.〉。
    不健康的食物包含紅肉類、
奶油及人造奶油、起士、糕點和
甜點、油炸和速食食品，主要是避免攝取飽和脂肪及反式脂
肪，可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

黃 健 源 主治醫師 

慈濟大學醫學系

花蓮慈濟醫院住院醫師
花蓮慈濟醫院總醫師

1.骨折  2.脊椎  3.足踝     

骨科

學歷

經歷

專長

09161

Chinese Medicine

Psychiatry

Preventive 
Medi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