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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2( 週四 )
16:00-16:30

母乳哺育與藥物服用影響
陳靜瑤 
護理師

感恩樓
六樓婦科診區

106/11/3( 週五 )
10:30-11:00

六分鐘護一生
許文綺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6/11/6( 週一 )
16:00-16:30

養生十六宜 
王嘉涵  
醫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6/11/7( 週二 )
10:30-11:00

預防保健講座
傅進華  
醫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6/11/9( 週四 )
16:00-16:30

聰明施打預防針
歐曉佩 
護理師

大愛樓
二樓兒科診區

106/11/10(週五 )
10:30-11:00

保健食品停看聽
劉怡青 
藥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6/11/13(週一 )
10:30-11:00

食物選購密碼大解析
洪宜慈 
營養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6/1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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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15(週三 )
10:30-11:00

腰痛中醫護理
劉育珊 
護理師

第二院區
一樓大廳

106/11/17(週五 )
10:30-11:00

預防保健講座
莊惠琪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6/11/20(週一 )
10:30-11:00

幼兒如廁訓練
黃如君 
職能治療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6/1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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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24(週五 )
10:30-11:00

癌症資源中心簡介
林靈玉 
社工員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6/11/28(週二 )
10:30-11:00

簡介透析治療
曾淑慧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6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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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chung Tzu Chi Hospital Health Education Seminars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十一月份衛生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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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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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份諮詢服務時間：11/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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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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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鏈球菌疫苗防衛隊
          沈彥伶 藥師撰稿

    肺炎已列居台灣第三大死因排行，常見於流行性感

冒後，抵抗力變差，感染肺炎產生併發症死亡。肺炎鏈

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pneumococcus）又

稱肺炎雙球菌，它屬於呼吸道中的正常菌叢之一，這些

帶菌者本身不一定會發病，但在某些情況如免疫力減低

、有病毒性呼吸道感染時，細菌在鼻咽部繁殖後，通過

黏膜擴散到呼吸道的週邊結構，導致中耳炎、鼻竇炎或

肺炎，也可藉由血液循環而引起侵襲性疾病，如敗血症

、腦膜炎等。

    肺炎鏈球菌表面的筴膜多醣體抗原成分決定其血清

型並與致病力相關。以莢膜多醣類抗體之莢膜腫脹試驗

（Quellung reaction），可區分為92種以上血清型。

部分血清型的菌株毒性較強，會導致人類的感染約略有

30種血清型，而臨床上常見的侵襲性感染，集中於其中

的10多種血清型。

傳播途徑

    經由人與人之間直接接觸到帶菌的口鼻分泌物，或

經由吸入含有此病原菌的飛沫，通常需要長時間或密切

接觸才可能遭受感染。高人口密度與親密接觸會增加傳

染機會，如托兒所的小孩暴露得病的機會較高。感染後

的潛伏期變化極大，目前仍不清楚，約1～3天。

感染症狀

    感染肺炎鏈球菌，可能會高燒並依據感染部位不同

而出現不同症狀，常見為咳嗽、氣喘、胸痛或頭痛、頸

部僵硬、嘔吐、意識不清等症狀。

    肺炎鏈球菌感染產生併發症風險好發於65歲以上老

人及五歲以下嬰幼兒。目前在台灣使用的肺炎疫苗共有

三種：舊型23價多醣體疫苗和10、13價結合型疫苗。23

價主要適用於65歲以上老人及2~65歲的高危險群(慢性

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等)，兩歲以下兒童不適用。10、

13價結合型疫苗，適用於2個月以上嬰兒。肺炎鏈球菌

疫苗皆屬不活化疫苗，可與其他疫苗分開不同部位同時

接種，。

    秋冬是每年的流行性感冒與肺炎好發季節，流感疫

苗施打期間可一同接種流感及肺炎疫苗，達到雙重保護

力，政府有提供「免錢」的公費疫苗施打，符合條件者

可以好好把握，未符合民眾也可經由醫師評估後自費接

種。

    公費施打條件(記得攜帶健保卡、兒童健康手冊等

相關證件)

1.23價肺炎多醣體疫苗(PPV23)，接種一次，其效力大

  致可維持5年；適用於

  (1)75歲以上從未接種過的長者 

  (2)長者如於65歲以後曾接種者，無須再接種第2劑，

     如於65歲以前曾接種者可經醫師評估再接種一劑，

     但須間隔五年。

2.13價結合型肺炎疫苗(PCV13)於104年起，已納入幼兒

  常規接種項目，共需完成三劑接種。施打時間分別於

  第2個月、4個月、12-15個月第三劑。第一劑與第二

  劑至少間隔8週。

    施打肺炎鏈球菌疫苗後造成副作用很少，常見為輕

微發燒、局部疼痛及腫脹，上述副作用只需多休息及喝

水，2~3天就能恢復，出現嚴重過敏反應佔極少數。

    目前肺炎鏈球菌對部分抗生素已產生高抗藥性，因

此預防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時

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並配合飲食、運動、睡眠，勤洗

手維持良好的個人衞生習慣、公共環境的咳嗽禮節及保

持空氣流通才是最佳的「雙重」預防良藥喔。

銀髮族健康吃
                               宋明憲營養師 撰稿 
                               陳開湧營養師 審閱
    聯合國自1991年起，將每年10月1日定為[國際老人
日]，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世界人口高齡化的議題。而臺
灣65歲以上的長者於2017年也將達到總人口數的14%正
式進入高齡社會。
    民以食為天，台灣營養健康狀況調查顯示，銀髮族
普遍膳食問題為熱量、纖維素及鈣質攝取不足，今天就
要針對這些營養素告訴銀髮族民眾如何健康吃。
1.三大營養素：需均衡攝取，並注意熱量充足
醣類：需要注意三餐的全穀根莖類的份量，如:全穀飯、
      麵等(2-3.5碗/天)，避免熱量不足且減少精緻糖
      ，如:白砂糖、果糖等的攝取
蛋白質：每天需要4-6份(常見每份重量:肉1兩、半盒盒
        裝嫩豆腐、蛋1個)，肉類通常不易煮軟，而優
        質蛋白質來源除了肉類還有蛋、牛奶(及其製
        品)、黃豆(豆腐及其製品等)，對於牙口不好
        的長者，可以挑選蛋、豆腐及其製品。
脂質：每天需3-5茶匙，應增加選擇不飽合脂訪酸的油
      品，如亞麻籽油、芥花油、苦茶油等，並減少攝
      取飽和脂肪酸，如:豬油、肥肉等。
2. 纖維素：纖維素最主要來自蔬菜，蔬菜每天需3-4份
          (100g/份)，長者常因牙口不好會選擇較軟
           的食物，因而導致纖維素攝取不足，建議
           選擇葉片較多的蔬菜，如菠菜、地瓜葉等
           ，或烹煮前將蔬菜切碎，來增加纖維素攝
           取。
3. 鈣：鈣主要來自乳品及其製品，如:牛奶、起司等，
       可以預防骨質疏鬆，每日建議攝取1.5杯的牛奶
       (240ml/杯)，適度的日曬(陽光不太強烈時照射
       約10-20分鐘)可以增加身體合成維生素D，促進
       小腸增加對鈣的吸收，預防骨質疏鬆，所以要
       記得在日光充足時，外出走動一下，同時補充
       VitD也可散散心。
    最後提醒水分攝取需充足，水分每天建議攝取6-8
杯白開水(1杯240ml)，因此需適時的提醒長者喝水，且
少量多次喝，若是怕半夜起床上廁所，可增加白天飲用
開水的頻率，來幫助生理代謝及預防便秘 。
    飲食習慣是從小到大培養而成的，一時之間要改變
飲食習慣的確不容易，可以與長者溝通、討論喜愛食物
的食用頻率，此外多陪伴長者更可了解其飲食特性，就
可以製備出營養又能受長者接受的食物。

引用資料：
https://www.hpa.gov.tw/Home/Index.aspx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衛福部老人營養
台灣營養健康狀況調查

 

流感疫苗、肺炎鏈球菌疫苗持續施打中~~
    流感疫苗年滿50歲以上、重大傷病患者、罕見疾病
患者、出生滿六個月至國小入學前幼兒、19-49高風險慢
性病患(含BMI≧30)、孕婦及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
    肺炎鏈球菌疫苗設籍台中市55歲以上原住民高危險
族群長者、60歲以上高危險族群或全國75歲以上老人皆
可免費施打一劑。
    只要您符合以上條件之一，攜帶您身分證，健保IC
卡、孕婦健康手冊、嬰兒出生證明或完成新生嬰兒登記
之戶口名簿、原住民身分記載之戶籍謄本，至一樓「服
務台」掛號施打。
施打時間：
成  人    週一至週五上午08：30～11：30、
                    下午13：30～16：00
幼  兒    週一至週六上午08：30～11：00、
          週一至週五下午13：30～16：00
婦產科    週一、四下午13：30～16：00

坐骨神經痛是老年人的專利嗎？
中醫教您如何解決惱人的坐骨神經痛！ 

                            中醫部住院醫師廖振宇撰寫
    現代人愛窩在電腦前，又坐姿不正，常常被坐骨神經痛
找上而不自知。很多年輕的電腦族有坐骨神經痛問題，相較
於西醫多以止痛藥、建議臥床休息治療，中醫以傷科整復手
法加上針灸，活血去瘀、疏通經絡，反而能一「針」見效。
坐骨神經痛的疼痛表現，是從腰臀往下傳至大腿、小腿，甚
至到足部，並非只侷限在下背部，西醫治療多建議病患臥床
休息，並服用止痛藥雙管齊下，缺點是遠期療效不夠理想，
在中醫上，會以改善血液循環，解除肌肉痙攣、緩解疼痛為
目的，施以針灸。
    11/7（二）上午10:30在第二院區大廳，廖振宇中醫師將
教導民眾如何養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正確姿勢，以及如果坐
骨神經痛前來就診時，我們可以用哪些武器幫您解決惱人的
坐骨神經痛！

新進醫師介紹

葉� 瓊� 璣� � � � 醫師 

中山醫藥大學醫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住院醫師
部立台中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光田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1.憂鬱症、躁鬱症、思覺失調症
2.失智症焦慮疾患
3.酒精等物質使用疾患

身心醫學科

學歷

經歷

專長

1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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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慈濟醫院行動APP

    本院設有「行動醫療APP」，提供門診掛號服務、查詢即
時門診各項資訊及看診進度等，可隨時掌握看診資訊，敬請大
德多加利用，以節省您寶貴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