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社區醫療活動

各科參考症狀
科別

參考症狀

心臟內科

高血壓、心律不整、心悸、胸悶、喘、昏厥、心臟衰竭、先天性心臟病、風濕
性心臟病、冠狀性動脈疾病、心絞痛、高血脂及其它各類心臟血管方面疾病

Cardiology

日 期

鄉鎮別

4/14(二) 元長鄉

服務地點名稱
1.古安宮
2.南天府

4/21(二) 元長鄉 龍岩活動中心
4/28(二) 元長鄉

活動時間

活動項目

(1)17:30～19:00
(2)19:00～20:30

社區四癌篩檢

17:30～20:30 社區四癌篩檢

(1)17:30～19:00
1.勝煌宮
2.南和合作農場 (2)19:00～20:30

社區四癌篩檢

活動報名洽詢專線：05-2648000轉5175/5283(社區醫療部)

血液腫瘤內科
Hematology & Oncology

Hepato-Gastroenterology

發燒、頭痛、皮膚出疹、四肢關節、紅腫熱痛、一般感冒、腸胃炎、流行性感
冒、皰疹、尿道炎、腎臟炎、肺炎、中樞神經感染、意識障礙、性病、傳染
病、梅毒、淋病、傷寒、不明原因之體重減輕、腹瀉、愛滋病篩檢……等
關節炎（痛風、類風濕性、退化性、感染性等）、脊椎炎、腰背肩痛、氣喘、
過敏性鼻炎、結膜炎、皮膚炎、藥物食物等過敏症、紅斑性狼瘡、硬皮症、皮
肌炎、血管炎等膠原血管和自體免疫疾病
骨質疏鬆特診 :賴寧生、黃光永、童建學、呂明錡、許寶寶
過敏氣喘特診：賴寧生、童建學、吳政翰、許寶寶
紅斑性狼瘡特診：賴寧生、童建學、呂明錡、許寶寶
脊椎炎特診：賴寧生、童建學、黃光永、吳政翰、呂明錡、許寶寶
痛風特診：賴寧生、黃光永、吳政翰、呂明錡、許寶寶
咳嗽、咳血、咳痰、胸悶、胸痛、氣喘、呼吸困難、哮喘、急慢性支氣管炎、
慢性阻塞性肺疾、肺炎、胸肺及縱膈腔腫瘤、肺結核、支氣管擴張、支氣管擴
張、呼吸道異物取出、睡眠呼吸中止、肋膜病變
腎臟炎、血尿、尿蛋白、水腫、尿毒、腎結石、尿路感染、電解質不平衡、中
毒、腰痛、次發性高血壓
十四歲以上腹痛、腹脹、腹瀉、大便不規則、食慾不振、胃酸、胃潰瘍、黑色
便、茶色尿、吞嚥困難、皮膚呈黃、Ｂ型肝炎帶原、白色便、肝機能異常、肝
膽結石、肝癌、消化道癌

新陳代謝科

糖尿病及合併症、甲狀腺功能過高、過低、甲狀腺結節、腫瘤、高脂血症（血
油高）、內分泌高血壓、新陳代謝症候群、肥胖減重、腎上腺功能過高、過
低、腎上腺腫瘤、副甲狀腺病變、骨質疏鬆、不正常血鈣、發育不良、性早
熟、腦下垂體病變、內分泌失調等

感 染 科
Infectious & Diseases

(過敏免疫風濕中心)

風濕免疫科
Immunology &
Rheumatology

胸腔內科
Chest Medicine

腎臟內科
Nephrology

國健署提供癌症篩檢項目

網路申請病歷複製服務 網路
申請
即日起提供網路申請病歷複製服務，請多加利用。
病歷
http://dalin.tzuchi.com.tw/content/52
慢性
病連
續處
方箋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預約領藥服務
本院提供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2、3次預約領藥
服務，請多加利用。
http://dalin.tzuchi.com.tw/content/39

健康
資訊
攏底嘉

預防醫學中心網站 預防
醫學
http://dl.tzuchi.com.tw/pre/ 中心

預防醫學中心網站搬新家，
歡迎您加入我們

門診 1.醫師停診、代診情況，請上網查詢，或者電話
詢問服務台，若臨時停診、代診、開診時間延
後，則於該門診區公告。
注意
事項 2.看診完畢，請至批價櫃台繳費後，再至藥局領
藥；若無開藥者，繳費後即可離院。

篩檢項目
篩 檢 條 件
大直腸癌糞便潛血檢查 50歲以上至未滿75歲民眾，每二年補助一次。
一、30歲以上嚼檳榔及吸菸民眾，每二年一次。
口腔黏膜檢查
二、18-30嚼檳榔之原住民，每二年補助一次。
子宮頸抹片檢查
30歲以上婦女，每年補助一次。
一、45歲以上未滿70歲婦女每二年補助一次。
乳房攝影檢查
二、40歲以上至未滿45歲且其二親等以內血親曾患有
乳癌之婦女每二年補助一次。
地點：一樓癌症篩檢窗口
時間：星期一～星期五 08：30~17：30
報名方式
電話：05-2648000#5764.5675 癌症篩檢個管師
成人預防保健
40-64歲每三年一次，65歲以上每年一次。
時間：星期一～星期五：請洽癌症篩檢櫃檯
『健康加值』方案

攜帶證件

1
2

2.語音掛號：電話(05)2648222，每日00:00～24:00
3.人工電話掛號：電話(05)2648111
每日上午8:00～12:00
下午13:30～17:30
(周六、周日及假日門診暫停服務)

自費健檢組套
大林 公司員工健檢
斗六 一 般 健 檢

3

下午診11:30～14:30

4

看診時間

學生健檢

700 元

身體檢查、飯前血糖、肝功能檢查、腎功能檢查、膽固醇檢查
、三酸甘油脂、血液常規檢查、尿液常規檢查、胸部Ｘ光、高
密度膽固醇。

5

【上午門診】現場號開放時間：上午7:00 掛號截止時間：11:30
看診時間：08:30～12:00
最晚請於門診結束前半小時報到

【夜間門診】現場號開放時間：下午5:00 掛號截止時間：20:30
看診時間：19:00～21:00
最晚請於門診結束前半小時報到

掛號須知

1.預約掛號受理35日內。
2.為節省您寶貴的時間，請多利用預約掛號，掛號方式如：人
工電話掛號、語音電話掛號、網路掛號
3.若欲親自來院掛號，請先來電或上網查詢醫師停代診情況，
以免浪費您寶貴時間。
4.初診預約掛號者，請攜帶身分證至服務台完成報到手續。
5.已是複診預約掛號者不需至櫃台報到，可直接到門診等候。
6.為避免醫療資源浪費，即日起若您已在其他醫療院所進行
CT、MRI(電腦斷層、核磁共振)之檢查者，請攜帶原X光片進
行複診，以方便醫師治療並徹底了解病情。
7.門診表上若註記『醫師約診』、『約診』『教學約診』之門
診表示僅限醫師親自約診。
8.3個月內若有3次掛號未就診，將限制只能到醫院掛號，無法
使用人工電話、電話語音、網路預約掛號。
9.持續醫事人員教育訓練，提升服務品質，教學門診將有受訓
人員在場，感謝您的配合，若您希望不要有其他人員在場，
請告知現場醫護人員。

神經內科
(腦神經內科)

(抽血檢查)

婚前健檢
精液檢查時間(需禁慾三天)
星期一至五：13:30～16:00

2500元

3500 元

(請事先預約)
限大林專用

6

3500 元

(請事先預約)
限大林專用

福慧健檢套餐

7

(公務機關體檢)
＊請事先預約
＊限斗六專用 (限週四上午)
＊公務人員請先向您的機構詢問，
本院是否符合體檢補助對象。

3500元

身體檢查、B型肝炎檢查、C型肝炎檢查、肝功能檢查、膽固
醇檢查、腎功能檢查、痛風篩檢、血液常規檢查、尿液常規檢
查、胸部Ｘ光檢查。

<女性>

CEA大腸癌、胃癌、胰臟癌、
肺癌篩檢
CA199胰臟癌篩檢
AFP肝癌篩檢
CA153乳癌篩檢
CA125卵巢癌篩檢
身體檢查、飯前血糖、B型肝炎檢查、肝功能檢查、膽功能檢查
、腎功能檢查、血脂肪檢查、梅毒篩檢、海洋性貧血篩檢、蠶
豆症篩檢、血液常規檢查、尿液常規檢查、(女性)德國麻疹、
(男性)精液檢查、胸部Ｘ光檢查。
身體檢查、飯前血糖、B型肝炎檢查、C型肝炎檢查、肝功能檢
查、膽功能檢查、腎功能檢查、血脂肪檢查、梅毒篩檢、痛風
篩檢、血液常規檢查、尿液常規檢查、胸部Ｘ光檢查、心電圖
檢查、超音波檢查、醣化血紅素。
身體檢查、B型肝炎檢查、C型肝炎檢查、肝功能檢查、膽功能
檢查、腎功能檢查、梅毒篩檢、痛風篩檢、尿液常規檢查、胸
部X光、心電圖檢查、超音波檢查、骨質密度、肝癌篩檢、癌細
胞篩檢、(女性)卵巢癌篩檢、(男性)攝護腺癌篩檢。
體格評估、體格檢查、飯前血糖、肝功能檢查、B型肝炎檢
查、C型肝炎檢查、腎功能檢查、甲狀腺檢查、電解質檢查
、血液常規檢查、三酸甘油脂、尿液常規檢查、痛風檢查、
風濕因子檢查、血型、癌症檢查(不含乳癌篩檢)、腹部超音
波檢查、胸部X光檢查、靜態心電圖檢查。

1200元

身體檢查、B型肝炎檢查、C型肝炎檢查、肝功能檢查、腎功
能檢查、痛風篩檢、電解質檢查、膽功能檢查、肝癌篩檢、
尿液常規檢查。

上班族疲勞篩檢
9

1500元

身體檢查、飯前血糖、肝功能檢查、腎功能檢查、甲狀腺檢
查、電解質檢查、血液常規檢查、紅血球沉降速率、尿液常
規檢查、靜態心電圖檢查、胸部Ｘ光檢查。

10

600 元

身體評估檢查、梅毒血清、傷寒、A型肝炎、胸部X光檢查。

8

肝腎疾病篩檢
限斗六專用

限斗六專用

餐飲人員健檢
11 汽、機車考照體檢
限大林專用

12

一般理學健檢

170 元

150 元

失智症門診：曹汶龍

一般外科

一般外傷、乳房硬塊、甲狀腺肥大、表皮及軟部組織腫瘤、疝氣及胃腸疾病（
胃腸出血及腫瘤、腸阻塞、盲腸炎、腹膜炎）、大腸、直腸、肛門疾病

肝腎移植

肝臟移植、肝硬化合併有腹水、食道靜脈瘤出血、肝昏迷、肝癌、腎臟移植、
腎病、洗腎

肝膽胰腸胃外科

肝膽腫瘤、肝癌、膽道癌、膽結石、膽道結石、腹腔鏡膽囊切除、脾臟及胰臟

內分泌外科

Endocrine Surgery

一般外科

General Surgery

胸腔外科
整形外科

Plastic Surgery

雷射中心

Laser and Skin Csre Center

心臟血管外科

Cardiovascular Surgery

腦神經外科
(脊椎神經外科)
Neurosurgery

婦 產 科
Obstetrics & Gynecology

小 兒 科
Pediatrics

骨

科

Orthopedics

公務人員健檢B套

頭痛、癲癇、中風、半身不遂、肌力減退喪失、肢體無力或麻木、腦炎、腦膜
炎、肌肉病變、各種神經痛、肌肉抽搐症、手腳顫抖、不自主運動、步調不
穩、失語症、意識障礙

大腸直腸腫瘤、痔瘡、肛裂、肛門廔管、大腸息肉、便血、脫肛、大便失禁、
大腸直腸外科
Colon and Rectal Surgery 肛門腫痛、人工造口問題等

CEA大腸癌、胃癌、胰臟癌、
肺癌篩檢
男性 1000 元
女性 1200 元 CA199胰臟癌篩檢
AFP肝癌篩檢
PSA攝護腺癌篩檢

癌症指標篩檢

服務對象包含面臨疾病或生活適應、壓力、情緒、行為、人際關係、家庭關係
、子女教養、生涯規劃、自律神經失調、睡眠困擾、健忘、壓力引起之相關身
心症狀等問題，以及希望增進自我認識、獲得心理成長、提升對自己與生活之
滿意度者；並區分為兒童青少年及成人兩大類。服務項目包括心理諮詢、心理
衡鑑、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General Surgery

Thracic Surgery

公務人員健檢A套

【下午門診】現場號開放時間：中午11:30 掛號截止時間：17:00
看診時間：14:00～17:30
最晚請於門診結束前半小時報到

老人疾病預防、診斷及治療、慢性病長期照護、 高血壓、糖尿病、心衰竭、肺
氣腫、關節炎、腰酸背痛、骨質疏鬆、失智、中風後遺症、行動不便、尿失
禁、老人憂鬱症、失眠、服務內科初診及病況不明朗之病患、以及不知道自己
Internal Medicine & Geriatrics 的病情應該掛那一科的患者。
身心症狀、全家人的保健疾病、各種常見疾病、中老年人慢性病（高血壓、糖
尿病、高血脂、停經症候群、骨質疏鬆、肝炎追蹤等等）身體健康檢查、無法
決定看診科別、醫療保健諮詢、一般體檢證明、青少年特別門診、癌末病患安
家 醫 科
寧療護、婚前檢查、預防保健
Family Medicine
衛教門診參考症狀:1.自覺身體狀況不佳,接受過很多檢查,仍不知健康情形者2.主
訴症狀眾多不知該如何就醫者3.同時罹患多種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不知該如
何服藥治療者4.希望有充份時間與醫師溝通病情者
家醫暨職業醫學科 職業傷病診斷治療及諮詢、勞工健康檢查，異常體檢報告複檢及追蹤、職場健
康促進
Occupational Medicine

Gastro Hepatobiliary Surgery 疾病、胰臟癌等

檢查項目

1000 元

甲狀腺特診：陳品汎、顏士棠、陳霆昌、連偉成
肥胖特診：陳品汎、顏士棠、陳霆昌、連偉成
生長遲緩特診：陳品汎、顏士棠、陳霆昌
糖尿病特別門診：陳品汎、顏士棠、陳霆昌、連偉成

一般內科及老人醫學
整合門診

Clinical Psychology Center

健保IC卡
需空腹8小時

費 用

<男性>

現場號取號時間(限自動掛號機及櫃台掛號)
上午診07:00～09:30
夜 診17:00～19:30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Neurology

編
號

1.櫃台服務時間
週一～週三：08:00～20:30
週四～週五：08:00～18:30

(肝膽腸胃內科)

臨床心理中心

自費健檢門診健檢中心

門診掛號批價服務時間

腸胃內科

Metabolism
& Endocrinology

健保IC卡

貧血、白血病、紫斑、異常出血、骨髓相關疾病、紅白血球及血小板過高或過
低、各類血液疾病、各類腫瘤疾病、血液凝固疾病

汽、機車考照之身體評估、檢查。

關節中心
Joint Center
&
Arthroplasty Center

眼

科

Ophthalmology

耳鼻喉科
Otolaryngology
(ENT)

睡眠中心

(需攜帶2張六個月內1吋照片、身份證或駕照其一，未攜帶者無法體檢)

皮 膚 科

身體基本評估、檢查。(不作任何檢驗、檢查)

麻 醉 科

◆健檢報告如需貼照片請務必當天攜帶，事後恕不接受補貼照片。
◆組套1～10健檢報告將於10天（不含例假日及郵寄時間）後由服務台以掛號信寄出，或服務台電話通知自行
到院領取。
◆大林慈濟醫院健康檢查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08：30～11：30，下午2：00～5：00（星期三僅至下
午3：00）。週六、週日及假日門診暫停服務。服務專線(05)2648000 分機5920或5921。
◆斗六慈濟醫院健康檢查時間為：健檢時間：週一～週六上午08:30-11:30，服務專線：
(05)5372000分機125、126。
◆「公務人員健檢」請洽本院13樓預防醫學中心詢問、預約，專線(05)2648000分機2328或2329。

Dermatology

(疼痛門診)
Pain Clinic

泌 尿 科
Urology

復 健 科

Rehabilitation

身心醫學科
Psychiatry

中 醫 科
Chinese Medicine

牙

科

甲狀腺疾病、副甲狀腺病變
一般外傷處置、一般外科處理及手術、皮膚及深部腫瘤手術
氣管、支氣管及肺部發炎或腫瘤、胸部外傷及氣胸、血胸、膿胸、食道阻塞、
吞嚥困難及胃酸逆流、胸腺瘤、重症肌無力症及其他胸腔部位腫瘤、胸腔鏡手
術、甲狀腺腫瘤
顏面外傷、燙傷、手部外科、肌腱及周邊神經受損、美容外科 、抽脂、皮膚雷
射、狐臭治療、肢體外傷重建、先天性畸形
傷口暨腫瘤特診：黃介琦、許宏達
靜脈曲張特診：許宏達
雷射治療、膚質保養、鼻部修整、眼皮手術、狐臭治療、義乳手術等
心臟、食道、胸腔腫瘤、周邊血管有關外科疾病如風濕性心臟病、頸動脈疾
病、冠狀動脈疾病、瓣膜性心臟病、狹心病、動脈瘤、靜脈瘤、動脈阻塞、深
部靜脈栓塞
頭部外傷及其後遺症、脊椎骨髓外傷、腦瘤、脊椎脊髓腫瘤、頸椎、腰椎關節炎
、骨刺、頸椎腰椎椎間盤突出、腦出血、腦血管病變（腦血管動靜畸型、動脈瘤
等）水腦症、多汗症、顏面痙攣、癲癇、巴金森氏症及其他不自主運動之外科治
療、頭頸部酸痛、腰部、下背痛、坐骨神經痛、三叉神經痛、各種神經痛
孕婦產前後檢查、不規則陰道出血、白帶或不正常分泌物、月經失調、不孕
症、腹部疼痛、婦科腫瘤、避孕、婦女更年期障礙、結紮、例行婦科和子宮頸
抹片檢查、經血過多、痛經、子宮膀胱脫垂、小便失禁、經前不適、陰部腫
塊、青少女保健、青少女發育異常、性病診治、性交疼痛、重複流產
乳房超音波特診：陳建翰
不孕症特診：洪英俊
尿失禁子宮脫垂特診：許鈞碩
婦科腫瘤：許鈞碩、謝明智、陳建翰
高危險妊娠：謝明智、莊啟柔
凡十八歲以下身體不適者可掛兒童一般內科、另設各專、看診病症與一般成人相同
小兒腎臟特診：洪也婷
小兒感染特診：王俊隆
小兒神經特診：王聖凱
小兒過敏免疫：林士惟、洪也婷、倪忠美
新生兒特診：陳聖達、呂志忠

關節病變,關節炎(退化性、類風濕性、痛風、僵直性),脊椎病變(頸椎、胸椎、腰椎)
及相關症狀(背痛、坐骨神經痛),筋骨創傷(骨折、脫臼、肌肉韌帶扭傷、運動傷害)
關節特診：林敬興、劉耿彰、謝明宏、楊昌蓁
脊椎特診：楊昌蓁、劉耿彰、謝明宏
運動傷害特診：林敬興
肩關節特診：林敬興
肌少症、骨質疏鬆症特診：謝明宏
各種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結晶性關節炎、細菌性關節
炎、外傷性關節炎）、人工關節後遺症（活動異常、疼痛、鬆脫）、運動傷害
（軟骨、韌帶、肌腱及肌肉損傷）
膝關節特診：呂紹睿、許家禎
髖關節特診：許家禎
肩關節特診：許家禎
運動傷害特診：許家禎
關節炎特診：蕭雅尤、許家禎、蔡坤維
手術前健康諮詢：蕭雅尤
一般眼科疾病（視力減退、眼睛紅腫、酸痛、奇癢、流淚不止等）、隱形眼鏡
配戴、白內障、飛蚊症、玻璃體出血、視網膜出血、視網膜發炎變性等（糖尿
病、高血壓、腎臟病等患者應定期看診，即早偵測網膜病變）
糖尿病視網膜診：樊文雄
青光眼特診：樊文雄
視網膜特診：王璟煜
參考症狀：耳部：耳鳴、眩暈、聽力障礙、中耳積水、中耳珍珠瘤、外耳結
節、耳部外傷、中外耳炎、耳朵癢、突發性耳襲、耳咽管阻塞、助聽器選配、
耳腫瘤、學前聽障檢查
鼻部：鼻塞、鼻竇炎、鼻中膈彎曲、流鼻血、過敏性鼻炎、鼻子結癤、肥厚性
鼻炎、鼻外傷及顏面骨折、鼻腫瘤
喉部：語言障礙、聲音沙啞、吞嚥困難、腮腺及淋巴腺炎、扁桃腺發炎、口腔
潰瘍、舌頭發炎、咳嗽、喉頭癢及發炎、聲帶炎、聲帶麻痺、聲帶結癤及息
肉、喉腫瘤
其他：頭頸部腫瘤、唾液腺腫瘤、鼻竇腫瘤、鼻咽癌、口腔癌、頸部淋巴腺腫
大、舌及口腔咽喉病及一般耳鼻喉疾病
口腔咽喉腫瘤特診：黃俊豪、侯思任
眩暈及聽障特診：黃俊豪、侯思任
鼻病特診：黃俊豪、侯思任
打鼾特診：黃俊豪、侯思任
參考症狀：耳鳴、睡眠障礙、打鼾

一般皮膚病、疥瘡、禿髮、皮膚癬、青春痘、灰指甲、狐臭、紅斑性狼瘡、色
素斑、性病、皮膚病變手術（痣、疤痕、雞眼、色素斑等）、皮膚腫瘤及切除
、雷射除痣、去斑、磨皮、除毛、除血管瘤、做臉護膚、美白導入
神經痛症候群(三叉神經痛、疱疹後神經痛等)、癌症疼痛、筋膜痛症候群、下
背痛、坐骨神經痛退化性關節疾患疼痛
血尿、夜尿、排尿困難、尿失禁、頻尿、尿路結石、膀胱炎、攝護線肥大、生
殖泌尿道外傷、性功能障礙、包皮、陰囊積水、疝氣、癌症
骨骼肌肉神經變、腰頸背痛、關節疼痛、運動傷害、中風、脊椎損傷、腦性麻
痺、灼傷及外傷引致的功能或活動障礙之肢體復健、截肢後復健訓練、發展遲
緩、斜頸、小兒麻痺後遺症、附設兒童復健中心、語言、吞嚥功能障礙
失眠症、焦慮、憂鬱、心理困擾、躁鬱、腦神經衰弱、幻覺、酒癮、藥癮、過
動、自閉、兒童青少年問題
身心記憶門診：蔡宗晃
身心成癮門診：蔡宗晃
感冒、氣喘、過敏性鼻炎、胃腸機能障礙、慢性肝炎、體重控制、青春痘、更年期
症候群、兒科體質調理、中風後遺症、月經異常、產後調理、運動傷害、酸痛症。
口腔外科（牙科植牙、口腔腫瘤、口腔潰瘍、口腔癌、口腔黏膜病變、顏面蜂
窩性組織炎、顏顎面外傷骨折、智齒拔除、顳顎關節疾病、顎骨矯正手術、牙
齒自體移植)。
一般牙科疾病(如蛀牙、牙齒疼痛、牙齦腫、出血、化膿、口腔感染、口臭
等)、局部及全口假牙、根管治療、美白、齒顎矯正、植牙。

Dentistry

服務台服務時間

本院往返大林後火車站接駁車

週一～週五08:00～17:30 週六、週日及假日門診暫停服務

醫 院 大 門 口 çè 大 林 後 火 車 站
週一至週五

解

0 8：0 0～1 7：1 5 (約1 5分 鐘 一 班)
1 8：1 5 (最 後 一 班 次)

門牙美觀性植牙、電腦斷層掃描3D定位植牙、困難植牙、補骨後植牙、鼻竇增
高術、植牙失敗(植體周圍炎患者)，請掛鄭朝鴻醫師門診。
鄭朝鴻：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
台灣植牙醫學會專科醫師。
癌症放射科治療以及有關腫瘤之一般諮詢
放射腫瘤科
Radiation Oncology
乳房腫瘤門診：林宏益
服務項目：腫瘤防治宣導，腫瘤衛教諮詢，衛教手冊給予，社區資源轉介，心
整合性腫瘤科
理輔導，關懷病友活動，假髮借用， 提供帽子頭巾-以上皆為免費之病友服務
Combination care for Cancer
，迎來電詢問！

營養諮詢

Nutrition Consultation

糖尿病、腎臟病、肝臟疾病、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壓、腫瘤疾病、肥胖症、
營養不良、生長發育遲緩等飲食計劃及諮詢，管灌、流質、飲食設計。

除 人 間 的 災 難 ， 一 定 要 從 改 善 人 心 做 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