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 下午

單位 看診醫師 燈號 看診地點 看診醫師 燈號 看診地點 值班總醫師 燈號

林燕淑 2987C 中正樓二樓5診 邱仁輝 2026J 中正樓二樓2診

代診醫師 中正樓二樓2診

劉俊煌 1278J 二門診一樓1診

陳三奇 1373L 二門診一樓3診

柯博伸 4205A 二門診一樓7診

腫瘤醫學部-腫瘤內

科
趙毅 1322F 中正樓B1-5診 陳盛鈺 1612B 中正樓B1-7診 許珮 1464E

胡育文 4265H 中正樓B1-2診 王令瑋 4233H 中正樓B1-6診

劉裕明 4240H 中正樓B1-15診 楊婉琴 4218G 中正樓B1-8診

高齡醫學門診 彭莉甯 1477L 長青樓一樓1診 黃安君 1596A 長青樓一樓2診 黃安君 1596A

劉瑞瑤 1800L 一門診三樓1診 張安慧 1733E 一門診三樓1診

戴英修 1732D 一門診三樓2診 吳旻聰 1839G 一門診三樓2診

傅中玲 3288H 一門診二樓8診 宋秉文 3288H 一門診二樓7診

鍾芷萍 3231H 一門診二樓6診 周建成 3491G 一門診二樓9診

廖翊筑 3291D 一門診二樓15診

李宜中 3299A 一門診二樓12診

林炯熙 1681L 一門診二樓2診 李文興 1886H 一門診二樓2診

蔡維禎 1402G 一門診二樓6診 郭英調 1660D 一門診二樓6診

歐朔銘 1376C 一門診三樓12診 李國華 1345D 一門診三樓17診

林志慶 1784K 一門診三樓15診

李國華 1345D 一門診三樓17診

過敏免疫科 洪明理 8467E 一門診三樓16診 黃德豐 7141G 一門診三樓16診 洪明理 8467E

張世霖 1642L 二門診二樓1診 許百豐 1954D 二門診二樓14診

余文鍾 1755B 二門診二樓3診 鍾法博 1056J 二門診二樓18診

林幸榮 1109D 二門診二樓6診

宋思賢 1255L 二門診二樓7診

盧澤民 1863K 二門診二樓18診

心律不整特別門診 羅力瑋 1544F 二門診二樓16診

羅景全 1783J 二門診三樓1診 林漢傑 1145A 二門診三樓6診

謝昀蓁 4209E 二門診三樓5診 盧俊良 1608E 二門診三樓7診

侯明志 1414A 二門診三樓10診

林崇棋 1058L 二門診三樓12診

黃怡翔 1782H 二門診三樓14診

辛怡芳 1012D 二門診三樓18診

排班醫師 二門診三樓2診

胡啟民 1694F 二門診三樓3診

值班醫師 二門診三樓5診

李奕彥 8867L 二門診三樓6診

感染科 黃祥芬 3152H 二門診三樓14診 黃盈綺 1585H

蕭逸函 3020A 湖畔門診2樓1診 陳燕溫 5342D 湖畔門診2樓2診

江起陸 3016J 湖畔門診2樓2診 潘聖衛 5352G 一門診三樓二診

周昆達 3135E 湖畔門診2樓3診

馮嘉毅 3138H 湖畔門診2樓9診

神經外科 許孜榮 3419B 一門診二樓11診 費立宇 3212C 一門診二樓3診 許孜榮 3419B

胸腔外科 徐博奎 2358H 一門診二樓10診 值班醫師 一門診二樓11診 林逸翰 2847F

心臟外科 黃竣暘 2135G 一門診二樓9診 陳嘉葦 2248J 一門診二樓9診 陳嘉葦 2248J 

器官移植 龍藉泉 2218L 一門診三樓1診 陳正彥 2058J 一門診三樓5診

黃奕燊 2028L 二門診二樓15診 魏子鈞 2133E 二門診二樓5診

陳嘉宏 2206F 二門診二樓16診

一般外科 李威志 2246G 二門診三樓9診 李威志 2246G 二門診三樓9診

乳房疾病 代診醫師 二門診三樓11診

直腸外科 蔡易展 2214G 二門診三樓16診 林宏鑫 2061E 二門診三樓16診 蔡易展 2214G

李忠潔 2243D 二門診三樓2診

陳慶恩 2292G 二門診三樓3診

兒童外科 劉君恕 2505D 湖畔門診3樓6診

神經內科

心臟內科

2206F

整形外科

3019G

陳嘉宏泌尿外科

李威志 2246G

李忠潔 2243D

胸腔內科

徐瑞彣 3162L

李奕彥 8867L新陳代謝科

李斯凱 8838C肝膽胃腸科

張均輔

 1828C蔡泉財

家庭醫學科 戴英修

李威志 2246G

內科部-血液腫瘤科

腫瘤醫學部-放射腫

瘤科

1732D

許珮  1464E

楊婉琴 4218G

一般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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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科 蔡亨政 1656G

乳房醫學中心



上午 下午

單位 看診醫師 燈號 看診地點 看診醫師 燈號 看診地點 值班總醫師 燈號

邱方遙 2340H 湖畔門診2樓5診 周伯鑫 2807E 湖畔門診2樓8診

林希賢 2992A 湖畔門診2樓6診 林峻正 2809G 湖畔門診2樓7診

王榮磻 2483H 湖畔門診2樓5診

蔡尚聞 2207G 湖畔門診2樓6診

張嘉珮 3521D 一門診四樓1診 張嘉珮 3521D 一門診四樓1診

洪煥程 3707C 一門診四樓2診 吳華席 3642G 一門診四樓3診

葉長青 3600D 一門診四樓5診

劉希儒 3606K 一門診四樓6診

宋文舉 3821C 湖畔門診三樓1診 陸振翮 3903F 湖畔門診三樓9診

陳俊仁 3847D 湖畔門診三樓6診 王馨慧 3943G 湖畔門診三樓5診

楊佳鳳 3841J 湖畔門診三樓3診

耳鼻喉-耳科 黃啟原 5081E 二門診五樓3診 廖文輝 5093K 二門診五樓5診

耳鼻喉-鼻喉頭頸科 藍敏瑛 5160E 二門診五樓1診 許志宏 5034D 二門診五樓5診

耳鼻喉-喉頭頸科 朱本元 5173L 二門診五樓3診 朱本元 5071B 二門診五樓3診

范乃文 4068H 二門診六樓1診 排班醫師 二門診六樓1診

鄭惠禎 4035G 二門診六樓3診 排班醫師 二門診六樓4診

吳志翹 4021L 二門診六樓7診

陳雅琪 1584G 二門診七樓1診 吳富雅 4989A 二門診七樓1診

黃湘婷 4864E 二門診七樓2診

陳依仁 4988L 二門診七樓3診

施文宇 4883K 湖畔門診三樓6診

疼痛控制 何善台 5536H 一門診三樓7診 李明穎 5622H

王文正 4701K 一門診三樓10診 王文正 4701K 一門診三樓10診

吳貞宜 4714E 一門診三樓5診

林韋丞 3241L 二門診三樓5診

洪成志 3281A 二門診三樓6診

黃凱琳 3245D 二門診三樓8診

杜培基 3486J 二門診一樓3診

黃茂軒 3198D 二門診一樓5診

白雅美 3365F 二門診一樓6診

曾元卜 4304G 傳統醫學部中內3診 曾元卜 4304G 傳統醫學部針灸2診

代診醫師 傳統醫學部針灸4診 代診醫師 傳統醫學部針灸4診

王嘉琪 5206L 中正樓五樓2診 楊翠芬 5211J 中正樓五樓5診

蔡泊意 5269K 中正樓五樓6診

吳啟弘

黃毓璇

林育寬 2842A

3962A

傳統醫學

5128A

4707E

4989A

陳以琳

朱子宏

皮膚科

兒童門診

4038K

婦產科

骨科

曾元卜 4304G

吳富雅

3468E

口腔醫學科

106年1月31日(二)(初四)春節門診看診醫師名單

身心暨精神科

黃毓雯

眼科

邱之擎 5245L復健醫學科

江岭諭 3534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