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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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衛生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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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導航放射治療簡介
           臺中慈濟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 陳冠文醫師 
※什麼是影像導航？※什麼是影像導航？
    在每日進行放射治療前，放射師均會利用您身上及
模具上的記號線來進行擺位，而若有影像導航放射治療
（Image-Guided Radiotherapy，以下簡稱IGRT）的輔
助，則可於每次治療前，利用IGRT來加強定位，校正擺
位誤差，進而提高精準度。
    具有影像導航功能的直線加速器在機器二側配備有
機械手臂，連結高解析度的X光射源(kilovoltage X-ray)
及影像成像系統，在機器手臂轉動一圈之後，可迅速擷
取治療部位的三度空間錐狀射束電腦斷層影像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再與定位時
所取得的電腦斷層影像進行影像融合及比對，經由電腦
軟體的運算及專業人員的判讀，得知治療時與定位時的
位移差，並進行自動校正，以期達到最精準的治療效果
。

※對我有什麼幫助？※對我有什麼幫助？
理論上，IGRT具有下列優點：
    增加治療精準度：對於每日擺位的位移，IGRT藉由
軟體協助及專業判讀，進行校正，提昇治療的準確度。
可能減輕治療副作用：當精準度提高，治療的範圍可以
稍微縮小，減少鄰近正常組織所接受的劑量，進而減輕
病患的副作用。但IGRT並無法讓您在治療時完全沒有副
作用。 
    觀察治療反應：若您尚未接受腫瘤切除手術，透過
每日定位的電腦斷層影像，可以觀察腫瘤對治療的大致
反應；如果腫瘤縮小的速度快，醫師也能視狀況需要調
整治療計畫。觀察體型及腫瘤位置變化：透過每日定位
的電腦斷層影像，可以觀察病患的體型和腫瘤的位置在
療程中是否改變，醫師便能視情況調整治療計畫。

※對我有什麼其他的影響？※對我有什麼其他的影響？
    每日治療時間略為延長：因需加上定位及影像比對
的時間，每天躺在治療床上的時間會比一般患者延長5-
10分鐘。
    身體接受到的輻射劑量微幅增加：因每日定位時均
使用X-光攝影，身體接受到的輻射劑量會微幅增加，較
一般治療的患者約增加1%左右。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使
用影像導航的技術會增加病患的不適或罹癌風險。

中醫成長發育經，讓您輕鬆轉大人！
                                        梁雅淳醫師撰寫
    孩子長高的機會一生只有一次?不是，其實是兩次！想想孩
子青春期每年可以長高5~10cm，另外一個長高的機會其實是在
嬰兒期，一年平均可以長高25cm。
    很多人想要讓孩子在青春期吃轉骨方，卻又不知道該不該
相信民俗偏方，平常想讓孩子多一些營養，卻又怕孩子第二性
徵提早報到 (乳房發育、陰囊長大、長陰毛等等)。專業的中醫
師可以幫助評估孩子的體質建議該攝取的食物，並提供能幫助
孩子長高的穴位按摩，讓家長跟孩子在家裡也能幫助孩子「轉
大人」。無論是一歲內的嬰幼兒，還是國小國中的孩子，都應
該有屬於自己的「成長發育經」，本次衛教由梁雅淳中醫師，
教導民眾中醫對於孩子成長發育的觀點，7/3（二）早上10：30
於第二院區一樓大廳的中醫衛教，快來跟大家一起練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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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機專線(04)36060666分機9 健康諮詢及戒菸專線(04)36068278

癌症篩檢服務電話分機4089、4090

人工預約掛號/慢性連續處方簽領藥(04)25363315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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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66、88號    網址：taichung.tzuchi.com.tw 日間照護中心電話分機2151 

毒品偽裝 全員破解
                                  林書鳴 藥師撰稿
    毒品會對腦中樞神經造成影響而有耐受性，吸毒者
為達到預期的效果，依賴毒品，往往需要反覆增加使用
量，常常會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過量使用．造成中毒現
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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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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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來路不明的零食、咖啡包、
茶包或糖果，避免掉入新興毒品之陷阱。常見許多包裝
多樣化的新興毒品，包裝如糖衣般易讓人誤食，這些新
興毒品多與愷他命、搖頭丸（MDMA）、4-甲基安非他命
（PMA）等混摻，製成毒咖啡包、飲料包等包裝，使用
後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根據國內濫用藥物檢驗通報系統
統計資料顯示，檢出新興毒品「合成卡西酮類物質」案
件次數逐年增加，合成卡西酮類物質常見品項包含
Mephedrone(喵喵)、Methylone、MDPV、Ethylone等，
屬中樞神經興奮劑，具成癮性，毒性反應類似甲基安非
他命及搖頭丸，使用後會出現心搏過速、妄想、幻覺、
憂鬱與高血壓等副作用，並會有暴力和自殘行為。
    當有人拿著巧克力、咖啡包、王子麵、跳跳糖等食
物，邀請您一起分享時，小心可能吃進包藏毒品的「要
命零食」！為了滿足消費者求新、求變、求刺激、趕流
行、好奇心的心態，不法分子將毒品偽裝成日常生活中
的食品，讓人防不勝防，對人體的危害風險不容輕忽。

 
 

  

  萬一仍有朋友或藥頭積極介紹毒品給您時，千萬不
要因為不好意思拒絕而服用，為了幫助您遠離毒品誘惑
，食藥署特地提供反毒防身5招術： 
（一）直接拒絕：勇敢向毒品說不。
（二）遠離現場：立刻離開是非場所。
（三）轉移話題：巧妙轉移注意力。
（四）自我解嘲：幽默調侃自己拒絕。
（五）友誼勸服：表達關愛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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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諮詢服務時間：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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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1日
母乳手工皂製作（須準備材料，

請事先報名，全程免費）

呂采諺

護理師

母乳支持
團體

初診報到時間 上午11:30止、下午16:30止、夜間20:30止

意見反應專線(04)25365959
(Customer Service and Suggestion)

愛心獻髮 希望無限
             因為您的善心，可以讓病友重拾信心
             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迎接美麗的人生
                                發佈日期： 2018年6月1日
活動辦法：
1.徵求不曾染燙、長度需超過30公分的頭髮。
2.頭髮請完全吹乾後再剪下並束好，用乾淨的夾鏈袋裝著，並
  將夾鏈袋放置於信封袋中，郵寄或親送至本院。
3.本院提供捐髮感謝狀，請在信封內留下紙條註明捐贈者之大
  名、電話、收件地址（捐者個資於寄出感謝狀後嚴謹銷毀）
  。
聯絡方式：
專線：04-3606-0666 轉 4000 林儀婷社工
地址：42743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   癌症資源中心收
            
                                  臺中慈濟醫院 感恩您~          

三伏貼特別門診公告
不只是鼻過敏，三伏貼對反覆感冒與腹瀉也可調理！

    古人養生講究順天應時，強調「春夏養陽，秋冬養
陰」，就是希望能順天地陰陽移轉而調整保健方式。而
「三伏天」指的是農曆夏至以後的三個特定的日子，不
論對地球或是人體而言，都是一年當中陽氣最盛的時期
，所以傳統中醫研發出「冬病夏治」的特殊療法，在特
定時期治療，由皮膚滲入穴位經絡，直達病處，可以更
有效提高身體的免疫功能，到秋冬季節交換時，就能避
免外感疾病侵犯，減少哮喘病發作，達到扶正祛邪的效
果。

    「三伏貼療法」是根據清朝名醫張璐的經驗處方加
以調整，使用白芥子、延胡索等多種中藥材研粉，混合
新鮮薑汁後塗於特定穴位。對於兒童反覆氣喘及過敏性
鼻炎發作有不錯的預防及治療效果。

    往年中醫部都以推動預防保健與「兒童過敏體質」
調理為目標，今年將更擴大對象到「反覆感冒」或「慢
性腹瀉」的病人，不僅限於兒童，成年人也適用三伏貼
的治療，尤其是家中身體較為虛弱的長輩，更可以利用
穴位敷貼袪除體內寒邪，許多臨床證據顯示，在調整體
質上有很大幫助。

    今年將於7/21、7/28、8/4連續三個週六上午開辦
三伏天特別門診，以方便為來院大德同時進行體質診斷
評估，並解說飲食宜忌。另外，在7/21-8/11期間，歡
迎大德來第二院區由掛號櫃檯安排中醫部「諮詢門診」
，也都可接受三伏貼療程。
    
    本療程費用共計1200元，三人同行或慈濟委員及慈
濟員工優惠價1000元，今年將是最後一次加贈「三九貼
」療程之特殊優惠，現場並致贈中醫結緣小物，如果有
任何需要及服務諮詢，請洽：第二院區掛號櫃台
(04)3606-0666轉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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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 日 ( 週一 )
10:30-11:00

中醫衛教講座
林彥辰
醫   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 3日 ( 週二 )
10:30-11:00

藥物成癮
曾秀甄
醫   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 5日 ( 週四 )
16:00-16:30

擠乳的方法及母乳的保存
陳靜瑤
護理師

感恩樓
六樓婦科診區

7月 6日 ( 週五 )
10:30-11:00

六分鐘護一生
黃瓊瑩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 9日 ( 週一 )
10:30-11:00

低熱量點心
吳淑惠
營養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12日 (週四 )
16:00-16:30

認識腸病毒之居家照護
賴金萍
護理師

大愛樓
二樓兒科診區

7月13日 (週五 )
10:30-11:00

藥物濫用防治宣導！
蔡淨嚴
藥   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16日 (週一 )
10:30-11:00

「輔具」知多少
林怡均
職能治療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18日 (週三 )
10:30-11:00

痛風中醫護理
張綵宸
護理師

第二院區
一樓大廳

7月23日 (週一 )
10:30-11:00

安寧緩和及器官捐贈宣導
林怡嘉
社工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31日 (週二 )
10:30-11:00

簡介透析治療
楊明潔
護理師

大愛樓一樓大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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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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