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醫院 112 年 5~6 月份門診時間表 

腫瘤醫學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腫瘤、腫瘤計畫諮詢 專任:盧彥伸*、郭頌鑫*、蔡育傑、邵幼雲、張端瑩*、黃大成、陳偉武*、梁逸歆* 
徐偉勛*、黃懷正*、薛富仁、馬維力*、劉宗灝、黃柏翔* 

兼任:鄭安理*、楊志新*(未開放)、林宗哲*(未開放)、李日翔、劉滄梧、陳建銘 
魯維丞、郭哲銓*、林季宏*、陳國興*、沈盈君*、陳怡君*、廖斌志*、高祥豐* 
吳旭、楊博鈞、楊明翰、鄭敬文、陳省吾、吳宗哲、郭宇如、陳敬左、李佳真* 
莊建淮*、黃得瑞*、彭上軒、張宸瀚、呂庭毅 

頭頸部腫瘤、口腔癌 專任:婁培人、黃懷正*  兼任:洪瑞隆* 
肺癌 專任:施金元(未開放)、何肇基(未開放)、陳冠宇(未開放)、廖唯昱(未開放)  

兼任:楊志新*(未開放)、余忠仁、林家齊*、林宗哲*(未開放)、吳尚俊* 
肝、膽道、胰腫瘤 專任:徐志宏(未開放)、邵幼雲、楊士弘*、劉宗灝  兼任:鄭安理*、許駿*、林宗哲*(未開放)、沈盈君* 
胃腸食道腫瘤 專任:葉坤輝*、徐志宏(未開放)、邵幼雲  兼任:鄭安理*、謝銘鈞、林家齊*、林宗哲*(未開放)、郭哲銓* 
血液腫瘤及淋巴瘤 專任:吳尚儒*  兼任:鄭安理*、陳耀昌、蔡承宏* 
高劑量化療及幹細胞移植 兼任:陳耀昌 
乳癌 專任:盧彥伸*、張端瑩*、陳偉武*、馬維力*、黃柏翔*  兼任:鄭安理*、林季宏*、陳怡君* 
外科腫瘤 專任:何承懋、林本仁*、黃約翰  兼任:陳姿君* 
婦科腫瘤 專任:魏凌鴻  兼任:謝長堯 
骨及軟組織肉瘤 專任:楊榮森(未開放)、陳偉武* 兼任:洪瑞隆* 
泌尿道腫瘤 專任:蔡育傑、薛富仁  兼任:郭哲銓*、沈盈君* 
放射腫瘤 專任:黃昭源、王駿瑋*、郭頌鑫*、許峯銘*、成佳憲、蔡巧琳*  兼任:梁祥光* * 

       王裕仁、陳冠穎(未開放)、陳育瑄、劉彥廷、李奕含、藍耿學*、陳婉瑜*、陳苓諭*
賴詩璠*、許哲瑜*、呂紹綸*、楊文綺*、江韻* 

疼痛門診 專任:林至芃、謝承原 
腫瘤營養 專任:馮馨醇營養師 
身心健康門診 專任:黃薇嘉(未開放) 
腫瘤治療藥物疹 專任:朱家瑜*(未開放) 
腫瘤治療心臟門診 專任:林鴻儒*(未開放) 
癌症新藥早期臨床試驗 專任:陳偉武*  兼任:林家齊* 



臺大醫院 112 年 5~6 月份門診時間表 

腫瘤醫學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第1~12診五東一樓、第13~15診五東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腫瘤部初診；★限腫瘤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腫瘤部初診；★限腫瘤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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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02 02  黃懷正 鄭安理  洪瑞隆   225501 01 陳國興      
 125503 03    余忠仁    225502 02 邵幼雲   劉宗灝   
 125504 04  劉宗灝      225504 04   陳敬左    
 125505 05    ◎林家齊 林季宏   225505 05   楊明翰    
 125506 06 ★李日翔    ＃梁逸歆   225506 06  盧彥伸 吳宗哲  陳建銘  
 125507 07   沈盈君 黃柏翔 陳偉武   225507 07 薛富仁      

內科腫瘤 125508 08 徐偉勛  莊建淮 廖斌志 邵幼雲  內科腫瘤 225508 08 郭頌鑫    ◎劉滄梧  
 125509 09 張端瑩  薛富仁 徐偉勛    225509 09 魯維丞    呂庭毅  
 125510 10  蔡育傑      225510 10     馬維力  
 125511 11 高祥豐   ◎許駿 黃大成   225511 11  吳 旭     
 125513 13  ＃梁逸歆  郭哲銓 張宸瀚   225512 12 黃大成      
 125514 14  黃得瑞 黃懷正 楊博鈞    225513 13 彭上軒   郭宇如 李佳真  
 125515 15   馬維力  鄭敬文   225514 14     陳省吾  

頭頸腫瘤 126507 07  ＃婁培人     肺癌腫瘤 225514 14 吳尚俊      
外科腫瘤 125503 03  何承懋     限胰臟癌 225505 05 ◎楊士弘      
腸癌外科 125504 04   陳姿君    血液腫瘤 225503 03   蔡承宏    

 125506 06  林本仁      225505 05     ＃吳尚儒  
腸癌 125506 06   謝銘鈞    1,3,5週 225502 02   陳耀昌    

腸癌、胃癌 125510 10     葉坤輝  外科腫瘤 225504 04     黃約翰  
乳癌 125513 13   陳怡君    婦科腫瘤 226110 10    謝長堯   

婦科、頭頸腫瘤 126610 10    黃昭源    226111 11     魏凌鴻  
 126607 07 ＃賴詩璠       226606 06 許哲瑜      
 126609 09  王駿瑋      226607 07   王駿瑋    

放射腫瘤 126610 10 ＃呂紹綸       226610 10 ＃陳苓諭      
 126612 12 ＃藍耿學 許峯銘  ＃陳育瑄   放射腫瘤 226611 11   王嘉  ◎成佳憲   
 126632 32  ★藍耿學   ＃★呂紹綸   226612 12  ＃陳婉瑜  江 韻   
 126635 35  ＃賴詩璠 ＃江韻 陳苓諭 ＃楊文綺   226614 14  ＃楊文綺  ＃梁祥光   

癌症止痛 125504 04     林至芃   226615 15  ＃李奕含   劉彥廷  
 未開放掛號 01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226632 32 ＃蔡巧琳      
 未開放掛號 02    楊志新   1,3週 226636 36     ＃王裕仁  
 未開放掛號 03   住院醫師    癌症止痛 225509 09   謝承原    

內科腫瘤 未開放掛號 04    蔡育傑   腫瘤營養 225503 03  馮馨醇(自費)      
 未開放掛號 06    徐志宏    未開放掛號 01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未開放掛號 08  徐志宏      未開放掛號 02     洪瑞隆  
 未開放掛號 14 林宗哲      內科腫瘤 未開放掛號 03    余忠仁   
 未開放掛號 03 何肇基       未開放掛號 09    張端瑩   

肺癌 未開放掛號 04 陳冠宇       未開放掛號 13  林鴻儒     
 未開放掛號 14     施金元  肺癌 未開放掛號 12   廖唯昱    

胃癌 未開放掛號 05  葉坤輝     限胰臟癌 未開放掛號 10   楊士弘    
限胰臟癌 未開放掛號 10   楊士弘    骨科腫瘤 未開放掛號 03     楊榮森  
限化學治療 未開放掛號 03     盧彥伸  放射腫瘤 未開放掛號 07  蔡巧琳     
放射腫瘤 未開放掛號 11   成佳憲    身心健康門診 未開放掛號 04 黃薇嘉      

 未開放掛號 12     陳冠穎           
腫瘤治療藥物疹 未開放掛號 01    朱家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