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 下午

單位 看診醫師 看診地點 診間 看診醫師 看診地點 診間

馮晉榮 中正二樓乳醫中心 3診

林燕淑 中正二樓乳醫中心 5診

蕭樑材 二門診二樓 2205診

王浩元 二門診二樓 2203診

腫瘤醫學部-腫瘤內科 陳三奇 二門診二樓 2214診 賴峻毅 二門診二樓 2212診

劉裕明 二門診二樓 2217診 黃品逸 二門診二樓 2215診

陳一瑋 二門診二樓 2214診

彭莉甯 三門診六樓 3608診 陳亮宇 三門診六樓 3605診

陳亮宇 三門診六樓 3609診

劉瑞瑤 二門診二樓 2206診 劉瑞瑤 二門診二樓 2207診

陳紓涵 二門診二樓 2207診 陳紓涵 二門診二樓 2211診

陳韋達 二門診二樓 2208診 劉虹余 二門診二樓 2218診

顏得禎 二門診二樓 2211診

一般內科 黃惠君 三門診二樓 3207診 莊喬琳 三門診二樓 3207診

腎臟科 歐朔銘 三門診三樓 3309診 歐朔銘 三門診三樓 3309診

過敏免疫科 劉德鈴 三門診三樓 3310診 蔡弘正 三門診三樓 3310診

江晨恩 三門診三樓 3305診 林晉宇 三門診三樓 3314診

盧澤民 三門診三樓 3306診 呂信邦 三門診三樓 3315診

宋思賢 三門診三樓 3307診

林彥璋 三門診三樓 3308診

黃怡翔 三門診三樓 3319診 胡果正 三門診三樓 3318診

李沛璋 三門診三樓 3318診

張重昱 三門診三樓 3316診

吳俊鋒 二門診二樓 2202診

胡啟民 二門診二樓 2216診

黃君睿 二門診二樓 2212診

感染科 陳夙容 三門診二樓 3205診 陳伯亮 三門診二樓 3205診

*類流感門診 陳夙容 湖畔門診二樓 5217診 陳伯亮 湖畔門診二樓 5217診

馮嘉毅 三門診二樓 3209診 柯信國 三門診二樓 3208診

江起陸 三門診二樓 3210診 林芳綺 三門診二樓 3209診

羅永鴻 三門診二樓 3211診

葉美吟 三門診三樓 3301診 郭昭宏 三門診三樓 3302診

張志漳 三門診三樓 3302診

胸腔外科 徐博奎 三門診二樓 3212診 林志銘 三門診二樓 3212診

心臟外科 陳柏霖 三門診三樓 3303診 陳柏霖 三門診三樓 3303診

器官移植 龍藉泉 三門診五樓 3523診 陳正彥 三門診五樓 3524診

陳鵬 三門診三樓 3311診 陳鵬 三門診三樓 3311診

陳人傑 三門診三樓 3312診

江青樹 三門診五樓 3520診 江青樹 三門診五樓 3520診

鄭涵方 三門診五樓 3521診

直腸外科 林春吉 三門診五樓 3522診 官泰全 三門診五樓 3522診

王劭丞 三門診五樓 3525診 王劭丞 三門診五樓 3525診

馬群毓 三門診五樓 3561診

泌尿外科

心臟內科

內科部-血液腫瘤科

神經內科

家庭醫學科

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

高齡醫學門診

整形外科

一般外科

*欲掛類流感門診，請告知掛號櫃檯，本院將協助儘速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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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內科

新陳代謝科

乳房醫學中心

胃腸肝膽科

神經外科



上午 下午

單位 看診醫師 看診地點 診間 看診醫師 看診地點 診間

林峻正 三門診二樓 3201診 許逵翔 三門診二樓 3203診

許逵翔 三門診二樓 3203診 林峻正 三門診二樓 3201診

陳昆暉 三門診二樓 3202診 陳昆暉 三門診二樓 3202診

陳怡仁 一門診四樓 1407診 吳華席 一門診四樓 1403診

張燕後 一門診四樓 1401診 張嘉珮 一門診四樓 1402診

劉家豪 一門診四樓 1402診

兒童門診(不施打預防針) 洪妙秋 湖畔門診三樓 5307診 陸振翮 湖畔門診三樓 5307診

兒童外科兼泌尿外科 劉君恕 湖畔門診三樓 5306診

耳鼻喉-耳科 褚嘉慧 二門診六樓 2602診

耳鼻喉-鼻頭頸科 洪莉婷 二門診六樓 2605診 洪莉婷 二門診六樓 2605診

耳鼻喉-喉頭頸科 許彥彬 二門診六樓 2606診 張嘉帆 二門診六樓 2606診

陳世真 三門診七樓 3706診 陳克華 三門診七樓 3709診

李安斐 三門診七樓 3710診 周昱百 三門診七樓 3710診

吳志翹 三門診七樓 3709診 張晉瑜 三門診七樓 3712診

翁章旂 三門診七樓 3712診

易婕安 二門診七樓 2701診 謝嘉瑩 二門診七樓 2701診

賴博堂 二門診七樓 2702診

劉子綸 二門診七樓 2703診

謝嘉瑩 二門診七樓 2705診

疼痛控制 何善台 二門診二樓 2210診

李政源 三門診六樓 3605診 王文正 三門診六樓 3603診

王文正 三門診六樓 3603診

戴英修 三門診六樓 3606診

蔡世仁 二門診二樓 2201診

劉慕恩 二門診二樓 2202診

黃凱琳 二門診二樓 2203診

林聖雄 二門診二樓 2206診

顏見明 傳統醫學部 2診 顏見明 傳統醫學部 2診

吳鑄峰 傳統醫學部 3診 吳鑄峰 傳統醫學部 3診

王嘉琪 中正樓五樓 2診 蔡泊意 中正樓五樓 5診

楊翠芬 中正樓五樓 6診

骨科

婦女醫學部

復健醫學科

眼科

傳統醫學

皮膚科

口腔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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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暨精神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