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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5月份門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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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   約   掛   號   須   知
自動掛號機服務時間 06: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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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chung Tzu Chi Hospital Health Education Seminars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五月份衛生教育講座

   

 

醫師介紹

黃  舜  平  醫師 

美國南加州大學遺傳分子細胞生物學博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台北榮民總醫院眼科部住院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眼科主治醫師
花蓮慈濟醫院研究部/眼科主治醫師

1.青光眼疾病診斷與治療
2.退化性視網膜疾病診治
3.葡萄膜炎疾病診治

眼科

學歷

經歷

專長

1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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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讓您的人生也跟著"搖頭"
                                   沈逸婷 藥師撰
    在群魔亂舞的PUB裡，來一顆藥丸或一支菸可讓您更
激情狂熱，享受的當下high翻天，但藥效過後留下來的
是難以回復的身體傷害。PUB、KTV、Club等娛樂場所常
見之毒品包含K他命、搖頭丸、大麻等。
    K他命（Ketamine）是一種用於人或動物麻醉之速效
、全身性麻醉劑，會使人產生與現實環境解離的麻醉作
用。醫療上的主要用途為手術麻醉，但使用後的幻覺及
興奮感造成濫用。K他命長期使用會導致藥物依賴性及耐
藥性，K他命停藥後，雖不會產生身體上的戒斷症狀，但
因心理依賴性使此藥物不易戒除。濫用K他命會產生記憶
力變差、時空錯亂、注意力不集中、社交能力變差等表
徵；並引起膀胱功能障礙（容量減少），膀胱炎（包括
非感染性膀胱炎，間質性膀胱炎，潰瘍性膀胱炎，糜爛
性膀胱炎，膀胱炎出血），排尿困難，血尿，頻尿，尿
失禁，尿急等副作用。在台灣，K他命被列為第三級毒品
。
    搖頭丸（主成份MDMA）於1914年作為食慾抑製劑開
發，在70年代主要用來心理治療方面。然而，因其欣快
感的作用使其由醫療單位流入娛樂場所。 長期使用搖頭
丸的人可能產生耐藥性，但一般不會有明顯的生理戒斷
。搖頭丸主要產生心理戒斷症狀，可能會有沮喪憂鬱、
全身乏力、睡眠異常、或焦慮易怒等表徵。此外，長期
使用搖頭丸也可能會有記憶力及認知能力變差，巴金森
氏症、憂鬱症、妄想性精神病(特別是之前就有精神病史
的病患)等。在台灣，搖頭丸被列為第二級毒品。
    大麻，使用歷史最長的毒品。主要使用在醫療和娛
樂方面，在國際及美國各地，大麻的合法與否皆有所不
同。但在台灣，大麻列為第二級毒品作為管制。2016年
國發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二級毒品大麻調降
至三級毒品與開放管制醫療研究」，提案被法務部否決
。大麻以劑量依賴性方式損害各種神經心理學功能，特
別是注意力、專注力、情節記憶和聯想學習。青少年長
期使用大麻與精神分裂症的發展有關。
    娛樂用藥雖然生理成癮性較低，但其心理依賴度造
成難以戒斷。最佳的辦法就是遠離是非場所，避免接觸
毒品。了解毒品，拒絕毒品，莫讓您的人生也跟著"搖
頭"。

戒成專線：0800-770-885 （請請您，幫幫我）

~中醫帶您認識腰痛~
                                        林彥承醫師撰寫    
    「腰部痠痛是現代人常見的身體不適，不管男女老少或多
多少都曾經有腰部痠痛的經驗。從久站、久坐或長期姿勢不良
引起的腰痠，到搬重物或施力不當引起的急性腰扭傷（又稱作
「閃到腰」），腰部的不適感總會在生活上產生諸多的不方便
。腰部痠痛的常見原因有很多，除了一般人常遇到的「閃到腰
」之外，與脊椎退化有關「椎間盤突出」、「骨刺」，與內科
有關的「腎臟病」、「腎臟及尿路結石」都有可能造成腰部痠
痛。而就算都沒有以上的原因，從中醫的角度來看，感受寒濕
之邪氣、抑或是過勞或久病引起的腎虧也是一般民眾朗朗上口
的原因。究竟腰痛該怎麼鑑別診斷？而知道腰痛的成因之後又
該怎麼治療？除了物理治療跟手術以外是否還有第三條路可以
選擇呢？本次衛教由林彥承中醫師教導民眾了解腰痛，內容包
括腰痛常見的原因、腰痛的治療以及如何預防腰痛等三大主題
，如果你或是身邊的家人／朋友們有腰痛的困擾，那就不能錯
過5／8（二）早上10：30於第二院區一樓大廳舉行的中醫衛教
，一起來認識腰痛！

造口病友會
活動時間：107年5月26日(六)上午9點30分至11點30分
活動地點：第一院區大愛五樓502會議室
主辦單位：台中慈濟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社會服務室/傷造口治療小組
活動對象：造口病友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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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來電聯絡(04)36060666#4153 蔡社工師

服  

務

專

線

時 間 內 容

09:30～09:45        報到

09:45～09:50      主管致詞

09:50～10:30    造口輔具介紹            張華茹護理師

10:30～10:35      休息時間

10:35～11:30  問題討論及經驗分享          醫療團隊

11:30～             賦歸

講  師

總機專線(04)36060666分機9

意見反應專線(04)25365959

健康諮詢及戒菸專線(04)36068278

癌症篩檢服務電話分機4089、4090

預約掛號/慢性連續處方簽領藥(04)25363315
(Operator)

(Customer Service and Suggestion)

(Health Information Line/Quit smokink line)

(Cancer Screning Service)(ext.4089、4090)

(Phone Registration)

服務台諮詢服務分機3456(ext.3456)

語音掛號服務(04)25363316

藥物諮詢專線(04)36060833

自費高級健檢預約專線分機4501、4502

轉診轉檢服務分機3458

護理之家諮詢電話分機3786
Customer Service and Line

(Voice Registration)

(Drug Information Counseling Line)

(Health Information Line)(ext.4501、4502)

(Referral and Information Line)(ext.3458)

(TAICHUNG TZUCHI NURSING HOME)

院址：42743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66、88號    網址：taichung.tzuchi.com.tw
日間照護中心電話:2151 

蔬食聰明選，抗氧化守護您的心
               朱映儒營養師撰稿 陳開湧營養師審閱
    由於現代人忙碌的生活型態(久坐、缺乏運動、低
頭族...)及飲食習慣改變(外食、西餐、吃到飽餐廳等)
，容易造成脂肪堆積與肥胖，而肥胖是許多疾病的危險
因子，也與心血管疾病有關。衛福部最新公布國人十大
死因中，有許多與心血管相關的疾病，如心臟疾病、腦
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可見保護心血管是為一重要課
題。常見的心血管疾病包括冠狀動脈症候群、中風、高
血壓性心臟病、週邊動脈阻塞等。 
    近年來，許多研究提出老化、癌症、發炎、免疫疾
病等都可能是由體內的氧化壓力引起，亦有研究表示氧
化壓力高的族群如：肥胖、冠心病、糖尿病、關節炎等
，其發生心血管疾病風險亦較高，因此降低我們體內的
氧化壓力相對重要。人體細胞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有
著許多氧化還原反應，會有抗氧化力及自由基產生，正
常情況下，身體會修補自由基所帶來的傷害，自由基因
為環境或不好的飲食習慣越來越多，且隨著人體年齡增
長，抗氧化物質合成能力下降，因此體內抗氧化物質不
足。當體內防禦系統與過多自由基無法相抗衡時，就會
造成氧化壓力過高，導致疾病產生。因此每個人都應該
認識抗氧化物質有哪些以及如何聰明選擇抗氧化蔬食。
    人體可自行合成的三大抗氧化酵素：過氧化氫酶、
麩胱甘肽過氧化酶、超氧歧化酶，會隨年齡增長與疾病
產生而減少；所以從飲食中攝取就變得很重要，由飲食
中可攝取的抗氧化物質如下： 
(1)β-胡蘿蔔素：紅黃色食物及綠色蔬菜，如紅蘿蔔、
   紅肉番薯、番茄、南瓜、柿子、芒果、木瓜、紅莧
   菜、皇宮菜、菠菜、茼蒿、芥藍菜、蘆筍等。甜椒
   含量亦高，建議可加入蔬菜類或蛋白質食物混炒，
   可增加維生素之攝取量之外，配色好看又好吃。
(2)維生素C：富含維生素C的水果有芭樂、奇異果、龍
   眼、柳丁、木瓜、葡萄柚、橘子、檸檬等；而蔬菜
   類的前幾名則是花椰菜、皇宮菜、結頭菜、芥菜、
   高麗菜、甜椒等。
(3)維生素E：多來自油脂類，含量最高依序排列為黃豆
   油、玉米油、亞麻仁油、紅花籽油、葵花籽油、芥
   花籽油，烹煮時選擇這些植物用油最佳，另外小麥
   胚芽、堅果中杏仁及核桃、酪梨亦富含維生素E、葉
   菜類則是日本小松菜含量最高。
(4)茄紅素：紅橙色食物，例如蕃茄、紅葡萄柚、西瓜
   、石榴、櫻桃等。
    除了挑選富含抗氧化物質的食物之外，多吃膳食纖
維和蕈菇類也能減少膽固醇進而達保護心血管之功效，
避免抽菸、喝酒、熬夜等不良生活習慣、避免長時間在
高紫外線下曝曬、減少幅射線與電磁波的接觸等都能減
少自由基產生，另外要有充足睡眠、定期運動、定期健
康檢查、常自我檢視，都些都能使我們遠離心血管疾病
，長命樂活至百歲。

參考資料：Manna P, Jain SK. Obesity, oxidative stress, 
adipose tissue dysfunction, and the associated health risks:
causes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Metab Syndr Relat Disord 
2015; 13: 423-444.
衛福部食藥署台灣食品成分資料庫2017版

 

 

 
   

 

 

 

 

   K他命        搖頭丸         大麻
(Ketamine)       (MDMA)     (Marijuana)

毒品特性 中樞神經抑制劑 中樞神經興奮劑  中樞神經迷幻劑

毒品級別    第三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醫療用途     手術麻醉         無             無

濫用方式                    口服          煙吸
口服、鼻吸、

煙吸、注射

全癌病友講座
癌症保險及自費營養品專題講座

※時間：107年05月26日(六) 09：30～11：30

※地點：台中慈濟醫院大愛樓一樓人文空間（靜思書軒旁）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第一院區）

※活動費用：免費

※主辦單位：台中慈濟醫院 營養科、核子醫學科

            社會服務室、癌症中心、慈濟基金會志工

※活動內容

    ～為維護與尊重病友的權益，敬請準時蒞臨會場～

※報名管道：

(1)現場報名：社會服務室（1F）

             癌症資源中心（B1）

(2)電話報名：04-3606-06666轉分機4000、4153

時間 活動主題 講師
09：00 ～ 09：30 報到、相見歡

09：30 ～ 09：40
院部主管
致歡迎詞

血腫科暨癌症
中心李典錕 主任

09：40 ～ 10：30
癌症飲食致勝關鍵
自費營養品面面觀

營養科李依蓁 
營養師

10：30 ～ 10：40 身心寬暢中場休息

10：40 ～ 11：30
經濟風險管理癌症

治療好放心
知名壽險公司
鄭淳清 襄理

11：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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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 日 ( 週二 )
10:30-11:00

認識肺癌
黃寶華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5月 3日 ( 週四 )
16:00-16:30

哺乳姿勢
張淑娥
護理師

感恩樓
六樓婦科診區

5月 4日 ( 週五 )
10:30-11:00

六分鐘護一生
劉心怡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5月 7日 ( 週一 )
10:30-11:00

預防保健講座
陳昱廷
醫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5月10日 (週四 )
16:00-16:30

肺炎鏈球菌之預防
陳宛鈴
護理師

大愛樓
二樓兒科診區

5月11日 (週五 )
10:30-11:00

空氣隱形殺手 - 養肺之道！
蔡韻婷
藥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5月14日 (週一 )
10:30-11:00

夏季營養保健
陳開湧
營養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5月16日 (週三 )
10:30-11:00

消化性潰癢中醫護理
黃逸榛
護理師

第二院區
一樓大廳

5月21日 (週一 )
10:30-11:00

預防保健講座
魏妤芯
治療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5月25日 (週五 )
10:30-11:00

認識肺癌
黃寶華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5月29日 (週二 )
10:30-11:00

簡介透析治療
鄭雅云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5月28日 (週一 )
10:30-11:00

疼惜咱寶貝 - 談早期療育
郭哲延
社工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五月份諮詢服務時間：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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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保局駐點諮詢服務時間

※初複診民眾皆可預約掛號。
※本院接受預約掛號期限一個月。
※可利用本院網路查詢看診進度。
※初診民眾請攜帶IC健保卡及身分證明文件，至掛號櫃檯辦理報到
   ，並填寫初診基本資料。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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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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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主題 講題 課程屬性

5 月 19日
產前教育I(產前準備)產前教育II

（非藥物減痛）（請事先報名）

林慧敏

護理師

雙親
教育

100P

100P

初診報到時間 上午11:30止、下午16:30止、夜間20:30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