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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 ( 週一 )
10:30-11:00 

防癌大作戰 -
反菸拒檳及癌症篩檢 

廖怡婷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 月 4日 ( 週四 )
16:00-16:30 

親子同室的好處
陳雅鈴
護理師

感恩樓
六樓婦科診區 

7 月 5日 ( 週五 )
10:30-11:00

六分鐘護一生 
江淑靜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 9日 ( 週二 )
10:30-11:00 

掉髮之評估與筋絡按摩
梁雅淳
醫   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11日 (週四 )
16:00-16:30 

認識腸病毒之居家照護 
張 文
護理師

大愛樓二樓兒
科診區 

7月12日 (週五 )
10:30-11:00 

銀髮族用藥安全宣導！
胡家瑜
藥   師

大愛樓一樓大
廳

7月15日 (週一 )
10:30-11:00 

腳踝扭傷之物理治療
尤詩瑩

物理治療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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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 ( 週三 )
10:30-11:00 

眼睛之中醫保健護理
陳語喬
護理師

第二院區
一樓大廳 

7 月 19 日 ( 週五 )
10:30-11:00 

登革熱防治
劉瑩瑩
感控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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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 (週二 )
10:30-11:00 

遠離尿失禁 
詹琴鶯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29日 (週一 )
10:30-11:00 

長期照護的另外一種選擇 --
居家護理服務 

黃秀利居家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7月30日 (週二 )
10:30-11:00 

簡介透析治療 
謝其芸
護理師 

大愛樓
一樓大廳 

108年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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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奔波看診的新選擇--慢性病整合照護門診開診囉！

                   社會邁向高齡化，多重慢性病盛行率也逐年升高
               ，慢性病患者常要多次的掛號、就診及領藥，為減輕
               病人、家屬時間及金錢上的負擔，本院特別推出整合
               照護門診，減少就醫往來奔波，減少重複用藥及檢查
，提昇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
1.適合對象：領用二科、二張慢性連續處方簽以上，合計10種(含)藥
            以上者。
2.如何參加：原就診主治醫師有開設整合照護門診，經醫師評估後、由
            衛教師收案即可。
3.好處：(1)同一醫師進行專業診療及整合。
        (2)提供週全性評估及藥物評估。
        (3)一次看診、一次拿藥，減少看多科門診花錢、花時間。
4.諮詢地點：大愛2樓健康諮詢中心
5.健康諮詢電話：04-36060666 分機：1155；04-36068278 
6.慢性病整合照護門診時段:

 

服  

務

專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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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連續處方箋領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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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號語音電話：(04)253653316 

 

◎7月份諮詢服務時間：7/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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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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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院  收  費  標  準
◎優惠身份者請於批價收費時主動出示證明文件

收費項目 掛號費 基本部份負擔(依照健保署規定)

西醫門診 上、下午120元
初診、夜診150 元
週六、國定假日150元

未經轉診240 元
經轉診100 元

中醫門診 50 元牙醫門診
急診 250 元 300 元

依健保署規定，門診藥品超出100元時，應自行繳藥品部份負擔費用金額如下:
藥費 部份負擔 藥費 部份負擔

100元以下 0 元 601~700元 120 元
101~200元 20 元 701~800元 140 元
201~300元 40 元 801~900元 160 元
301~400元 60 元 901~1000元 180 元
401~500元 80 元 1000元以上 200 元
501~600元 100 元

藥物濫用防制與反毒宣導
                                     劉凡瑀 藥師撰稿

    相信大多數的人都聽過藥物濫用這個名詞，但所謂「藥

物濫用」到底是什麼呢?藥物濫用意指未經醫囑，不當或過

度使用藥物，不只傷害自身健康，甚至可能會危害社會安全

。因此有些藥物被歸類為「管制藥品」，需經由醫師評估用

於治療或控制疾病的益處大於藥物所可能產生的風險才可開

立處方並在特別的管理下合法使用，而藥與毒其實僅一線之

隔，非作為醫療目的使用則為「毒品」。下文將分為管制藥

品及毒品來為大家介紹。

    「管制藥品」依習慣性、依賴性、濫用性及社會危害性

可分四級，第一級最嚴重，第四級最輕微，第一、二級管制

藥品多為強力止痛劑，手術所需的麻醉藥品如嗎啡

(Morphine)、吩坦尼(Fentanyl) 、阿華吩坦尼(Alfentanyl)

 、可待因(Codeine)等，管制藥品第三、四級多為我們最常

接觸到的鎮靜安眠藥，第三級管制藥品如三唑他(Triazolam)

、硝西泮(Flunitrazepam)等，第四級管制藥品如阿普唑他

(Alprazolam) 、可那氮平(Clonazepam)、史蒂諾斯

(Zolpidem)等，史蒂諾斯（Zolpidem）為國內常用安眠藥，

作為快速誘導入眠藥物，藥效短，起床時藥物代謝完畢，不

會有頭暈昏沉的問題，安全性佳，但服藥後可能會發生「夢

遊」的問題，有些人會無意識地做一些事情，例如:吃東西

、駕車、烹煮等行為，但是隔天睡醒卻完全失憶，一點也想

不起來，所以為降低「夢遊」可能導致的危險事件風險，建

議在床上服藥後就直接睡覺，並且最好在睡眠期間盡量不受

到干擾。

    衛福部健保署統計，目前全國鎮靜安眠藥近三年內使用

人數從411.7萬人成長至426.5萬人，幾乎每5人就有1人用藥

，睡眠問題成為一個須被重視的議題，大家應具備正確使用

「鎮靜安眠藥五大核心能力」： 

能力一 做身體的主人：

(1)養成良好作息與睡眠習慣。(2)不要自行購買安眠藥。

(3)不要拿親友正在使用的安眠藥自行服用。(4)請勿重複就

   診。

能力二 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失眠就醫時，向醫師清楚

說明自身狀況：

(1)失眠狀況。(2)特殊體質。(3)過去病史。(4)使用中藥物

。(5)工作特質。(6)懷孕(或哺乳)。(7)打呼情形。(8)其他

可能影響睡眠的生活習慣。

能力三 看清楚藥品標示：

    領安眠藥時，請攜帶健保卡(或身分證明文件)並請閱覽

藥袋標示、仿單（藥品使用說明書）及用藥指導單張認識用

藥：

(1)姓名。(2)藥品用法。(3)藥品適應症。(4)藥品名稱和外

觀。(5)注意事 項、副作用或警語。(6)使用天數。(7)藥品

保存方法與期限。

能力四 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1)服藥時間。(2)服藥劑量。(3)服用天數。(4)常見副作用

。(5)交互作用。(6)勿轉售或轉讓。(7)避免突然停藥。(8)

配合良好作息習慣。(9)告知同住親友正在服用安眠藥。

能力五 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1)紀錄諮詢電話：將認識的醫師或藥師的聯絡電話記在緊

急電話簿內，以作為健康諮詢之用。

(2)問專家：用藥的任何問題，應請教醫師或藥師(或直接撥

打藥袋上的藥師電話諮詢請教)，不要聽信非醫藥專業人員

的建議。

    「毒品」依照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亦可分為

四級，第一級是危害最嚴重的，譬如大家最耳熟能詳的海洛

因，第二級毒品包括大麻、安非他命以及搖頭丸，第三級毒

品則包括愷（K）他命，吸食K他命者經常會傷害泌尿系統，

膀胱儲尿功能會隨著施用量增加而下降，頻尿也會越來越嚴

重，必須要終身包尿布，造成不可挽回的遺憾。第四級毒品

中較為常見的是一粒眠，常被有心人士拿來濫用讓人陷入深

層的昏睡，所以應謹慎小心，可用一些對應技巧拒絕毒品誘

惑如下：

1.直接拒絕，如:「不用了啦!這東西不太適合我啦!」

2.逃離現場，如:「我還有事，先走囉!」

3.轉移話題，如:「我最近發現一個新的電動更有趣，還是

  回家打電動比較好玩啦!」

4.自我解嘲，如:「如果被我媽發現我會被趕出家門啦!我還

  是不要冒險。」

5.友誼勸服，如:「吸毒只會讓你後悔莫及，快丟了它吧!」

   不只為了自己的健康，也為了社會大眾的安全，我們應

具備正確的藥物使用觀念，並勇於向毒品說「不」，遠離毒

害，共同為下一代創造一個健康無毒的家園。

天天五蔬果，你真的做到了嗎？！
                                       王慈欣營養師撰文
    看似每天生活都會看到吃到的蔬菜水果，實際上我們真
的都吃對吃夠了嗎？！根據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最新國民營養
健康狀況變遷調查（102-105年），19歲以上成人每日蔬果
攝取達5份且至少含3份蔬菜比率僅12.8%，國人普遍蔬果攝
取不足。衛福部每日飲食指南建議天天「五」蔬果的「五」
並非是指蔬果的種類，也不是蔬果的顏色，而是強調蔬果
「攝取的份量」，每天至少攝取「３份蔬菜」及「２份水果
」，至於份量該怎麼吃呢？
常用份量換算看這邊：
１份蔬菜（可食部分生重約100
公克）：＝煮熟後相當於直徑15
公分盤（手掌大）1碟＝收縮率
較高的蔬菜如莧菜、地瓜葉等，
煮熟後約半碗＝收縮率較低的蔬
菜如青花菜、芥蘭菜等，煮熟後
約2/3碗。
    外食族也可以用紙便當盒來衡量份量（如圖），煮熟蔬
菜裝三格約有1.5份，午、晚餐各吃1.5份一天３蔬就達標了！
１份水果（可食重量約80~120公克）：
＝拳頭大小約為一份＝切塊水果、小漿果類如葡萄2/3碗約
為一份（碗口直徑約11公分*碗深5公分）

蔬果好處多，為何每天攝取足夠份量蔬果很重要呢？
1.蔬果含豐富膳食纖維：利於體重控制預防肥胖、減少心血
 管相關疾病、助於降低腸道癌症、調節餐後血糖穩定。
2.蔬果富含植化素：常見植化素如茄紅素、類胡蘿蔔素、類
 黃酮、葉綠素、花青素等，研究證實具有心血管保健、抗
 氧化、抗發炎、防癌、增強免疫力、保護眼睛、調節荷爾
 蒙等功用，建議多樣顏色搭配能攝取到各種植化素！
3.為維生素、礦物質豐富來源：這邊要特別提醒，不建議以
 果汁取代水果，現榨果汁加工的過程易造成維生素及植化
 素如花青素的流失及破壞，且水果渣過濾掉後少了攝取膳
 食纖維帶來的好處；而市售果汁常添加過量糖，因此攝取
 蔬果建議以未加工水果為優先選擇。
資料來源：
1.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102-105年)
2.Kishimoto Y, Tani M, KondoK:Pleiotropic preventive effects of dietary 
  polyphenol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13,67:532-5.
3.Forni C, Facchiano F, Bartoli M, Pieretti S, Facchiano A, D'Arcangelo D, N 
  orelli S, Valle G, Nisini R, Beninati S, Tabolacci C, Jadeja RN: Beneficial 
  Role of Phytochemicals on Oxidative Stress and Age-Related Diseases.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9.

門   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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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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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診報到時間 上午11:30止、下午16:30止、夜間20:30止

 夏季養生有一絕、穴位藥灸三伏貼!
                                      台中慈院中醫部　提供
    「三伏天」是自夏至起的三個最熱的時期，許多疾病包括過敏
性鼻炎、氣喘、慢性腹瀉等...最容易在這段期間發作。三伏貼也可
藉由「穴位貼灸療法」，利用辛溫通經，逐痰平喘的藥物針對特定
穴位敷貼以達到提升人體正氣，加強抵抗力以預防疾病的發生。
　　所謂的「穴位貼灸療法」，是根據清朝名醫張璐的經驗處方，
對於寒性體質的呼吸疾患，使用多種中藥材研粉，與薑汁混合後經
醫師評估敷於合宜的穴位，使藥氣從皮膚滲入，進而活化經絡氣血
運行，達到調整免疫反應的目的，對於氣喘及過敏性鼻炎、慢性腹
瀉的發作，有明顯的預防效果。
　　本院中醫部以推動社區醫學及預防保健為目標，故本次三伏貼
敷貼期間訂於108年7月13日、7月20日、7月27日，三個週六上午，
設立三伏貼特別門診，歡迎有需要的民眾多加利用，讓家裡的長輩
與小朋友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照護與健康保健觀念！
　　為了確保醫療服務品質，請盡早預約掛號，我們將有中醫部醫
師為您進行完整的四診分析、中醫衛教養生保健諮詢等，且還可為
您與家人安排時間回醫院看健康，持續享受實惠的中醫醫療，一年
到頭都有中醫師守護您的健康喔！
【本療程費用】三次全療程900元/人，單次療程500元/人。
【三伏貼假日門診】
　時間：2019.7.13、7.20、7.27，週六上午08：30-12：00
　地點：第二院區163診鄭宜哲醫師 
【三伏貼平日門診】敷貼期間：2019.7.13至8.3

                  台中慈院關心您的健康　中醫部全體感恩合十 

Taichung Tzu Chi Hospital Health Education Seminars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慈濟醫院
7月份衛生教育講座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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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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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日
母乳手工皂製作（須準備材料，

請事先報名，全程免費）
外聘講師 母乳

支持團體

圖片來源：台中慈濟醫院營養科王慈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王嘉涵 王嘉涵 邱詩方 鄭宜哲 邱詩方 鄭宜哲 

下午 鄭宜哲 林昱廷 鄭宜哲 吳思儀 鄭宜哲  

夜間 吳思儀 王嘉瑩 郭佩珍 陳智聖 洪崚育  

 
 

~腎情相待~血液透析病友講座
活動時間：108年07月16日(二)上午9：00 至 11：10
活動地點：台中慈濟醫院大愛樓一樓靜思書軒旁(人文空間)
主辦單位：台中慈濟醫院腎臟內科/血液透析室/社會服務室
活動費用：免費，另備有茶點。
活動內容：

報名方法：報名方法：
1.請洽 二樓透析室 或 一樓社會服務室 1.請洽 二樓透析室 或 一樓社會服務室 
2.來電詢問(04)3606-0666轉4153 2.來電詢問(04)3606-0666轉4153 
 ~台中慈濟醫院　腎臟內科/血液透析室/社會服務室 誠摯邀請您~ ~台中慈濟醫院　腎臟內科/血液透析室/社會服務室 誠摯邀請您~

內容
時間 活動主題 講師

09:00~09:25 報到

09:25~09:30 主管致詞 腎臟內科 陳一心主任

09:30~10:10 《洗腎面面觀》 腎臟內科 陳慧芬 醫師

10:10~10:50 《中醫穴道、筋絡按摩》 中醫部 陳柏彰 醫師

10:50~11:10 Q&A 透析室

11:10~ 賦歸

Chinese Medicine

Psychiatry

Preventive 
Medic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