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醫院 108 年 6~7 月份門診時間表
7 家庭醫學部如何找醫師
○
家庭醫學部醫師提供:慢性病診斷追蹤處理(包含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症、代謝症候群、消化性潰瘍、胃食道逆流、慢性失眠
痛風及高尿酸血症、氣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骨質疏鬆症、功能性腸胃症狀、便秘、甲狀腺疾病)。急性症狀(如泌尿道症狀、呼吸
道症狀、腹部疼痛、腸胃道症狀、頭痛、倦怠、背痛、肩頸部疼痛、心悸、常見皮膚疾患如濕疹、蕁麻疹及一般皮膚病等)。預防
保健(週期性健康檢查、疫苗注射、婚前健檢、學生體檢及各式工作體檢等)。
參考病症
醫師名單
婦女保健
專任:程劭儀
老人醫學特別門診:老人周全性評估
專任:陳晶瑩、黃獻樑、彭仁奎 兼任:黎家銘(未開放)、陳慶餘(未開放)、施至遠、賴秀昀、徐愫萱、李易翰
緩和醫療門診:整合性緩和醫療照顧
專任:姚建安、程劭儀、蔡兆勳、黃獻樑、彭仁奎
脂肪肝保健及減重
兼任:洪淩鈺(未開放)
青少年親善門診
專任:詹其峰、蔡兆勳、張皓翔
身心壓力特別門診
兼任:呂碧鴻(未開放)
旅遊醫學:留學生體檢與預防注射、國際旅遊傳染病兼任:賴俊隆、黃淑群、蕭儒鴻、謝孟芸、鄭偉伸、李雅萍、黃蘭菁
疫苗注射與瘧疾預防性用藥諮詢與開立等
潘昱豪
減重諮詢:肥胖
專任:黃國晉(回院支援)、張皓翔、江建勰、楊昆澈、盧佳文

7 家庭醫學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檢驗大樓二樓)
○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星期二上午第1、3週：蔡兆勳、彭仁奎、黃獻樑。
星期四下午第2週：姚建安；第4週：程劭儀。
⊕兼戒菸門診
上午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兼戒菸門診
下午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說 明預約碼 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備 註 說 明 預約碼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備 註
123301 01 姚建安 ⊕郭斐然 ⊕王維典 ⊕黃獻樑 盧佳文 註一:
223301 01 張皓翔
住院醫師
123302 02
馬世明
康佑德 ⊕張皓翔 除自費健檢外
223302 02
⊕黃獻樑 劉文俊
123303 03 劉文俊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彭仁奎 之各類健檢
223303 03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123304 04 住院醫師 蔡詩力
住院醫師 ⊕王維典 請至家庭醫
223304 04 江建勰 ⊕江建勰
蔡兆勳
學部門診體 普通門診 223307 07
普通門診 123307 07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蔡兆勳 季瑋珠
程劭儀
檢掛號處辦
123308 08 住院醫師
姚建安 盧佳文
223308
08
住院醫師
理。洽詢電話
123309 09 ⊕彭仁奎
223309 09
住院醫師
：2356-2916~8
123311 11 住院醫師 詹其峰
詹其峰
223311
11
住院醫師
註二:
123312 12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疫苗門診，
223312 12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限滿18歲以上
223301 01
賴和賢/賴芸蜂
池岸軒/⊕陳冠儒
，
需施打疫苗
123302 02 朱家緯/劉治平
223302 02 住院醫師/洪毓謙
住院醫師/王維慶 徐麗娟/張必正
或婚前健檢
123303 03
⊕楊昆澈/⊕羅名宇6/13止
223303 03
李欣融/周蓓莉
的民眾掛號。
1,3,5週/2,4週123308 08
⊕謝孟芸/余忠憲註三:
1,3,5週/2,4週223304 04
林曉凌/謝文進
123311 11
⊕洪壽宏/住院醫師國健署癌症
223307 07
住院醫師/吳秉倫
住院醫師/李依錦
223308 08
⊕王樹聲/住院醫師 陳怡安/劉翊民
篩檢，請至
223311 11
住院醫師/⊕潘恆嘉 李易翰/住院醫師
西址二東癌
家庭醫業 128202 02
林正元
住院醫師
症篩檢中心 1,3,5週 223303 03
1,3,5週家醫初診>65歲124009 09
◎施至遠 洽詢電話： 2,4週 223309 09
住院醫師
2,4週家醫初診>65歲124009 09
◎黃獻樑 2312-3456 家醫初診>65歲224009 09
◎陳晶瑩
非出國疫苗 123306 06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轉分機66455 1,3,5週家醫初診>65歲224009 09 ◎賴秀昀
1,3,5週/2,4週出國旅遊128110 10 住院醫師/黃蘭菁
主治醫師 李雅萍/主治醫師 潘昱豪/謝孟芸
2,4週家醫初診>65歲224009 09 ◎徐愫萱
1/2,5週出國旅遊 128110 10
吳沛儒/住院醫師
1,3,5週/2,4週非出國疫苗 223306 06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林泉洋/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洪惠芳
3/4週出國旅遊 128110 10
李伊真/盧佳文
1,3,5週/2,4週出國旅遊228110 10 鄭偉伸/黃淑群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賴俊隆/蕭儒鴻
減重諮詢 123304 04
黃國晉
1,2,3,5/4週出國旅遊228110 10
住院醫師/劉敏芝
家庭醫業 未開放掛號07
洪淩鈺
戒菸門診 223707 07 郭斐然
家庭醫學 未開放掛號08
李龍騰
家庭醫業 未開放掛號01
蔡甫昌
老年醫學 未開放掛號09
陳慶餘 陳晶瑩
家庭醫學 未開放掛號04
黃國晉
身心壓力 未開放掛號11
呂碧鴻
未開放掛號08 邱泰源
社區照護 未開放掛號05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1,3,5週 未開放掛號09
黎家銘
癌症篩檢 上、下午皆於99診看診
社區照護 未開放掛號05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