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臨床心理中心(兒童)如何找臨床心理師

參考病症 臨床心理師名單
兒童青少年心理評估、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特殊兒童如自閉症與
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學習與情緒困擾)、親職教育與親子溝通

專任:鄭安安、張志瑄、林其瑾、陳思臻、謝雅琪

臨床心理中心門診時間(本中心網址：http://www.ntuh.gov.tw/CPC)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上午☆限臨床中心初診；★限臨床中心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下午☆限臨床中心初診；★限臨床中心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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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門診13310808 鄭安安 本中心皆為自費門診，掛號病友若未能前來或需更改時間請於前一天
2,4週 13310808 林其瑾 來電總機轉266051。
第1/3週13310808 謝雅琪/陳思臻張志瑄/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實際開診請參網路公告及時更新)  門診時間表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兒醫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兒醫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心臟血管(心臟雜音、心臟疾病、心律不整、心導管治療) 專任:吳美環、邱舜南、吳恩婷、林銘泰、陳俊安、盧俊維 
兼任:呂鴻基、王主科、邱馨慧 

成人期先天性心臟病特別門診 專任:盧俊維 
神經(腦膜炎、癲癇、肌肉神經病變、發展遲緩、頭痛、眩暈、抽搐) 專任:李旺祚、范碧娟、翁妏謹、朱彥儒、王麗君  兼任:林明益、曾兆麟 
神經肌肉疾病 專任:翁妏謹、呂立、謝正宜 
感染(發熱、頭痛、喉嚨痛、咳嗽、呼吸困難、腹瀉、皮膚紅腫、骨頭
關節疼痛等症狀，或中耳炎、鼻竇炎、肺炎、感冒、咽喉炎、蜂窩性
組織炎、腸病毒、流感、及各類病毒、細菌與其他感染症) 

專任:李秉穎、黃立民、張鑾英、呂俊毅、陳中明、顏廷聿 
黃冠穎 

兼任:詹珮君、馬瑄吟 
過敏(氣喘、慢性咳嗽、過敏性鼻炎、過敏性眼結膜炎、異位性皮膚
炎、蕁麻疹) 

專任:江伯倫、楊曜旭、林于粲、王麗潔、黃妙慈、李志鴻 
俞欣慧、胡雅喬、康竣閔  兼任:周正成、張詠森 

風濕性疾病(過敏性紫斑症、幼年型類風濕性關節炎、全身性紅斑性
狼瘡、血管炎)，先天性免疫不全症 

專任:江伯倫、楊曜旭、林于粲、王麗潔、李志鴻、黃妙慈 
俞欣慧、胡雅喬、康竣閔  兼任:周正成 

消化(肝膽疾病、便秘、腹瀉、嘔吐、腸胃出血、腹痛、黃疸、營養問
題) 

專任:倪衍玄、陳慧玲、吳嘉峯、邱郁淳、戴季珊 
兼任:張美惠、許宏遠、蔡雅慧 

腎臟(血尿、蛋白尿、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構造異常、高血壓、遺傳性
腎臟病、腎臟功能異常與透析治療) 

專任:蔡宜蓉、莊國璨  兼任:曹永魁 

呼吸費力、呼吸困難、呼吸有雜音、長期咳嗽、胸壁畸形、胸凹、慢
性肺疾病、長期呼吸器使用、氣切、加護病房出院追蹤 

專任:呂立、王景甲、吳恩婷 

惡性血液病(各種血癌/白血病);良性血液病(海洋性貧血、缺鐵性貧血
、異常出血、血友病、血小板低下、白血球低下);兒童固態腫瘤(淋巴
瘤、神經母細胞瘤…等);骨髓移植;免疫細胞治療 

專任:周獻堂、盧孟佑、楊永立、張修豪、周書緯、杜佳叡 
兼任:林東燦、林凱信 

內分泌(內分泌疾病) 專任:童怡靖、李正婷、劉士嶢 
兼任:蔡文友(未開放)、蕭佩宏(未開放) 

基因醫學(遺傳諮詢、先天異常) 專任:胡務亮、簡穎秀、李妮鍾、徐瑞聲、陳薈安  兼任:黃祥博 
新生兒(早產兒、新生兒疾病) 專任:周弘傑(未開放)、曹伯年、陳倩儀、顏玎安、黃信中 

兼任:陳美惠(未開放) 
生長遲緩、兒童肥胖、先天性代謝異常 專任:姜智礬、詹貽婷(未開放)、林子瑄(未開放) 
雷特氏症 專任:李旺祚、蔡文哲  兼任:沈修聿 
青少年醫學:代謝症候群(肥胖、高血壓、高血脂等)、生長發育問題、
情緒及適應障礙、一般健檢諮詢、青少年疫苗注射 

專任:王麗潔、劉士嶢、莊國璨 
 

一般兒科醫學(感冒、健康問題、生長發育評估諮詢、健檢異常回診) 總醫師/兼任:徐玉山、林文川 
小兒外科(疝氣、陰囊水腫、包皮、隱睪症、舌繫帶過短、多指症、各類
良性及惡性腫瘤、尿道下裂、腎水腫、尿路逆流及其它泌尿系統先天畸型
、斜頸、漏斗胸、胸腔及消化道先天畸型、膽道閉鎖、巨腸症、無肛症) 

專任:許文明、林文熙、洪琬婷 
兼任:賴鴻緒 

神經母細胞瘤整合式門診 專任:許文明 
先天性心臟病、風濕性心臟病、擴張性及肥原性心肌症、心衰竭與心
臟移植、先天性周邊血管異常、肺動脈高壓症候群與心肺移植 

專任:陳益祥、黃書健 
兼任:張重義 

小兒神經外科:腦腫瘤、脊髓腫瘤切除;先天脊柱裂合併神經缺損手術;
先天顱骨畸形手術;小兒及新生兒水腦症手術;腦部血管毛毛樣(霧霧)
症手術;頭部外傷;癲癇手術;腦內內視鏡手術 

專任:郭夢菲、楊士弘、周聖哲 

小兒整形外科(唇(顎)裂)、疤痕組織重建、顏面整容、顱顏外科、肢體
外傷及功能重建 

專任:謝孟祥 

小兒骨科 專任:王廷明*、吳冠彣、楊曙華(僅看脊椎)、李嘉哲、陳志偉 
兼任:郭耿南(未開放)、黃世傑 

兒童復健(發展遲緩、腦性麻痺)、語言障礙 專任:謝正宜、盧璐、林家瑋  兼任:林俐伶、沈修聿、陳怡靜 
小兒眼科:學童視力保健及眼肌斜弱視(學童近視、斜視、弱視) 專任:蔡紫薰、劉耀臨*、侯鈞賀(未開放)、賴佐庭(未開放) 

兼任:林隆光、吳淑芬(未開放) 
小兒耳鼻喉疾病 專任:許巍鐘、吳振吉、林哲儀、林怡岑 
小兒皮膚(胎記、異位性皮膚炎、汗斑、頭癬、青春痘、白斑、禿髮) 專任:戴仰霞、烏惟新  兼任:劉怡伶、何冠頤、黃幼鳴 
小兒泌尿(尿道下裂、隱睪症、疝氣、包莖、陰囊水腫、尿路逆流及
泌尿道先天畸型) 

專任:張尚仁* 

兒童牙科(齲齒的預防與治療、乳牙根管治療、兒童行為管理、混合齒
列矯正、醫院兒童牙科) 

專任:黃桂芬、張曉華、王姻麟、王詩凱 

身心障礙牙科治療，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並符合衛生福利部規定之口
腔病症者，請電洽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諮詢 

專任:楊湘(未開放)、陳信銘(未開放)、曾琬瑜(未開放)、黃桂芬 
張曉華、王姻麟、陳漪紋(未開放)、林鴻穎(未開放)、王詩凱 

兒童神經肌肉疾病聯合照護門診醫師評估後轉診 專任:第2,5週星期一上午34診胸腔科呂立、35診復健科謝正宜 
36診神經科翁妏謹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基因醫學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遺傳諮詢:先天代謝異常疾病、先天性畸形、染色體異常疾病、家
族遺傳性疾病、漢丁頓舞蹈症、小腦萎縮症、基因治療

專任:胡務亮、簡穎秀、李妮鍾(未開放)、徐瑞聲、陳薈安

家族遺傳性心臟病(長QT症候群，布魯蓋達症候群，心律不整，心
臟肥厚，心臟擴大)

專任:莊志明(未開放)

成人代謝遺傳疾病、常見遺傳疾病治療及諮詢 專任:陳沛隆
家族遺傳癌症諮詢 專任:徐瑞聲
神經遺傳性疾病 專任:李銘仁
產檢、產前遺傳諮詢、產前診斷技術(羊膜穿刺、絨毛膜取樣術、
胚胎著床前診斷)、染色體疾病、子宮內胎兒治療

專任:李建南(未開放)、華筱玲、林芯伃、康巧鈺、戴怡芸、陳智齡
兼任:陳明

親子鑑定(包含親子、祖孫、手足之血緣鑑定)、個人基因型鑑定
聯絡電話: 23123456轉271914

專任:華筱玲、林芯伃、康巧鈺、戴怡芸、陳智齡

新生兒篩檢(蠶豆症) 專任:陳薈安
遺傳性腎病諮詢、不明原因腎衰竭、多囊腎、慢性腎病 兼任:楊豐榮(未開放)
結節硬化症 第1週星期一上午13診、37診多科醫師看診
唐氏症 第3週星期一上午34診多科醫師看診

基因醫學部門診時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基因部初診；★限基因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基因部初診；★限基因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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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傳諮詢13291313 簡穎秀 看診地點：遺傳諮詢23291414 徐瑞聲 看診地點：

13291414 胡務亮 兒童醫院二樓甲狀腺功能亢進23291414 陳沛隆 陳沛隆兒童醫院二樓
蠶豆症諮詢12511414 ◎＃陳薈安 未開放掛號09 ＃楊豐榮
神經遺傳性疾病13291414 李銘仁 第1週 未開放掛號10 莊志明 遺傳性心臟病
遺傳疾病諮詢治療12511313 徐瑞聲  

未開放掛號13  ＃李妮鍾 
1,2,3,4週未開放掛號66 楊豐榮 遺傳性腎病 
2,4週著床前基因診斷12510101＃陳明 看診地點：羊膜穿刺、血緣鑑定、產前遺傳22510101林芯伃＃戴怡芸華筱玲康巧鈺 看診地點：
產科、羊膜穿刺、產前遺傳、血緣鑑定12510101 陳智齡 陳智齡 總院三東 產檢、血緣鑑定、產前遺傳22510101  ＃戴怡芸總院三東 
羊膜穿刺未開放掛號01 ＃李建南  遺傳諮詢：初診者需先提供就診原因及家族史等資料以供醫師參考。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醫師名單 

看診對象為未滿18歲，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自閉症、情緒行為
問題、發展學習障礙，各種好發於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 

專任:高淑芬、蔡文哲、商志雍、張鎔麒、林海笛 
兼任:蔡芳茹、林育如、江惠綾、張哲嘉 

兒童心理衛生中心門診時間(看診地點：一~五兒醫四樓；六上兒醫一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兒心中心初診；★限兒心中心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兒心中心初診；★限兒心中心複診 
說 明 預約碼 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說 明 預約碼 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備 註 

 132806 06      ＊輪流看診 5/6☆林海笛、5/13商志雍、5/20☆張鎔麒、5/27蔡文哲(未開放掛號) 
 132840 40  ☆蔡芳茹  ☆林以蓉   普通門診 232340 40 ◎☆高淑芬   ☆陳思羽   

普通門診 132341 41    ＃☆張哲嘉    232343 43   ☆林芊芊    
 132342 42     ☆林繼宇   未開放掛號 41   高淑芬 張鎔麒 林海笛  
 132843 43  ◎☆商志雍 ◎☆張鎔麒 ◎☆蔡文哲 ◎☆林海笛   未開放掛號 42   蔡文哲  商志雍  

1,3,5週/2,4週 132343 43 ◎☆林育如/江惠綾       未開放掛號 43    林繼宇   
第2/4週 132307 07      ☆林繼宇/陳思羽 2,3,4,5週 未開放掛號 23   商志雍    

 未開放掛號 40     陳思羽           
 未開放掛號 41 商志雍(2,4,5週) 高淑芬   蔡文哲           
 未開放掛號 42 張鎔麒   林海笛   欲參與自閉症及ADHD研究初診請洽總機02-23123456轉266798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小兒部初診；★限小兒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小兒部初診；★限小兒部複診 
說 明 預約碼 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說 明 預約碼 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備 註 
一般兒科 130130 30 黃祥博      一般兒科 230130 30 ◎主治醫師    ◎＃總醫師  
心臟血管 130529 29 陳俊安 ＃邱馨慧  林銘泰 邱舜南   230527 27 林銘泰  吳美環    

 130531 31   王主科  ＃盧俊維   230529 29    陳俊安   
成人先天性心臟病 130535 35  ＃盧俊維     心臟血管 230531 31    吳美環   
心臟科成長、發育 130537 37    ◎呂鴻基    未開放掛號 10   邱舜南    
2,4週兒童睡眠障礙 130135 35    ＃張詠森    未開放掛號 28 王主科      
神經 130309 09     范碧娟  心臟胸腔 230513 13 吳恩婷      

 130330 30  李旺祚      230313 13   范碧娟    
1,3,4週 130309 09 翁妏謹       230321 21 李旺祚      
1,3,5週限動作障礙 130323 23    李旺祚    230323 23    翁妏謹   
腎臟 131123 23   蔡宜蓉  蔡宜蓉  神經 230327 27     朱彥儒  

 131128 28    曹永魁    230334 34   王麗君    
 130121 21 顏廷聿 李秉穎 呂俊毅  李秉穎   230335 35 王麗君      
感染 130222 22 陳中明 張鑾英   顏廷聿   230336 36 林明益      

 130223 23  呂俊毅      230337 37 曾兆麟      
 130227 27 黃冠穎      腎臟 231123 23 莊國璨      

1,3,5週/2,4週 130221 21    黃冠穎/黃立民   感染 230121 21  黃立民  陳中明 張鑾英  
 130410 10      ＃楊曜旭  230122 22     詹珮君  
 130421 21      ＃林于粲 1,2,3,4週 230123 23     馬瑄吟  
 130422 22      ＃王麗潔 2,3,4,5週 230121 21   ＃主治醫師    

過敏免疫 130423 23 ＃王麗潔       230422 22 ＃俞欣慧 康竣閔     
 130433 33    周正成 ＃黃妙慈   230128 28     胡雅喬  
 130434 34     ＃俞欣慧  過敏免疫 230433 33 江伯倫  江伯倫    
 130436 36    ＃楊曜旭    230435 35   ＃楊曜旭    

1,3,5週咳嗽氣喘 130423 23      ＃李志鴻  230436 36   ＃林于粲    
2,4週濕疹、蕁麻疹 130423 23      ＃李志鴻 消化 231030 30    許宏遠   
眼鼻、皮膚過敏 130427 27   李志鴻    健康活力門診 231022 22   ＃陳慧玲、徐千婷    

 131014 14 倪衍玄      健康活力門診僅看第1週，限7-18歲，減重、運動、飲食控制。  
 131022 22    邱郁淳   小兒胸腔 232427 27  ＃呂立     
消化 131027 27    陳慧玲 張美惠   未開放掛號 22   ＊輪流看診   ＊輪流看診 

 131028 28  ＃戴季珊      230828 28   林凱信   05/10林銘泰 
 131035 35   ＃吳嘉峯    血液腫瘤 230829 29   林東燦   05/17＃呂  立 
 131036 36     ＃吳嘉峯   230830 30   周獻堂   05/24吳恩婷 

1,3,5週/2,4週 131030 30     ＃戴季珊/蔡雅慧   231423 23  ＃劉士嶢    05/31＃王景甲 
 未開放掛號 36  ◎陳慧玲     內分泌 未開放掛號 29 ＃蕭佩宏     06/14林銘泰 

小兒胸腔 130134 34    ＃王景甲    未開放掛號 31 ＃蔡文友  ＃童怡靖   06/21＃呂  立 
 130828 28 周獻堂  杜佳叡  ＃張修豪  基因醫學 231413 13    李妮鍾  06/28吳恩婷 
 130829 29   ＃楊永立     231434 34 ＃陳薈安      

血液腫瘤 130837 37     ＃盧孟佑   231228 28    ＃黃信中   
 130839 39   ＃張修豪  ＃周書緯  新生兒 231229 29  陳倩儀     
 未開放掛號 37   盧孟佑     未開放掛號 27    ＃曹伯年   
 131431 31  ＃童怡靖  ＃李正婷    未開放掛號 28  周弘傑     

內分泌 未開放掛號 28      ＃童怡靖  231333 33  ＃王麗潔  ＃劉士嶢 ＃顏玎安、王景甲  
 未開放掛號 29      ＃李正婷 兒童健檢 231334 34  ＃總醫師  ＃吳恩婷   
 未開放掛號 31 ＃蔡文友、劉士嶢     ＃蔡文友、劉士嶢 及預防注射 231335 35  ＃胡雅喬  ＃李正婷 ＃童怡靖  

基因醫學 131413 13  簡穎秀      未開放掛號 34     ＃周書緯  
 131414 14   胡務亮    僅限嬰幼兒疫苗接種，看病需另掛普通門診。請攜帶兒童健康手冊，於看診當日12:30~16:00至兒醫2樓 

新生兒 131234 34  ＃顏玎安 ＃曹伯年    32診抽『報到用號碼牌』，13:00開始依抽號順序檢視接種時程，並依原掛號診別及醫師安排新的看診順序 
 未開放掛號 37  ＃黃信中     兒童COVID-19康復整合門診 1,3,5週 未開放掛號 22   ＃陳美惠    

1,3週 未開放掛號 35    陳倩儀   
適用兒童COVID-19感染個案急性期過後， 
仍有各種症狀或後遺症者，掛號請掃描 

營養諮詢 132125 25 ◎＃姜智礬      
 未開放掛號 25  ＃林子瑄  ◎＃詹貽婷   

第4週雷特氏症小兒神經、天使症 130333 33 李旺祚     
第4週雷特氏症兒童心理 未開放掛號 34 蔡文哲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小兒部初診；★限小兒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小兒部初診；★限小兒部複診 
說 明 預約碼 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說 明 預約碼 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備 註 
青少年門診 130133 33  莊國璨     青少年門診 230122 22    ＃王麗潔   
早療聯合門診 2,4週小兒耳鼻喉科 04   許巍鐘     230129 29     ＃劉士嶢  
(02)23123456  2,4週小兒神經科 07   翁妏謹     231909 09  洪琬婷 林文熙    
轉分機270401  2,4週兒童心理科 08   蔡文哲    小兒外科 231910 10 許文明    賴鴻緒  
鄧小姐 2/4週兒童復健科 06   ＃盧璐/謝正宜     未開放掛號 09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131909 09      林文熙 2,3,4,5週 未開放掛號 10    ◎住院醫師   
小兒外科 131910 10 洪琬婷 賴鴻緒  許文明   先天性心臟病 231910 10  陳益祥     

 未開放掛號 09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231914 14 黃書健      
小兒心臟外科 131938 38     張重義  神經外科 231939 39 郭夢菲  郭夢菲 楊士弘   
先天性心臟病 131910 10   黃書健    整形外科 231938 38 謝孟祥     <20歲 
神經外科 131909 09   周聖哲    顱顏整合門診 未開放掛號 14   ＃謝孟祥   第3週 
小兒骨科 132239 39 吳冠彣      小兒骨科 232238 38   黃世傑    
脊椎側彎 132238 38  ＃王廷明     1,3,4週 232238 38    李嘉哲   
1,3,5週/2,4週 132238 38    ＃楊曙華/陳志偉    未開放掛號 39     ◎＃郭耿南  
兒童復健 132506 06  ◎＃謝正宜 ＃林家瑋◎盧璐  兒童復健 232506 06   ★盧璐    
1,3,4週 132506 06 ◎＃謝正宜       232507 07  ＃總醫師   ＃林家瑋  
1,3,5週 132507 07   林俐伶    2,4週 232507 07    ＃陳怡靜  
第2週 132507 07 ＃沈修聿      第1週 未開放掛號 06    ＃林家瑋  
第1週肉毒素注射 未開放掛號 06   ◎謝正宜   231704 04   ＃蔡紫薰    
小兒眼科         小兒眼科 未開放掛號 03   ＃林隆光、吳淑芬    
1,3,4,5週/第2週 131703 03   ＃林隆光/★林隆光 (限3歲以上)  視力保健、斜弱視  未開放掛號 04 ＃劉耀臨 蔡紫薰5/30止     
1,2,4,5週 131704 04 ＃劉耀臨      2,4週 未開放掛號 03    侯鈞賀  低視能門診 
1,3,4,5週 131704 04     ＃蔡紫薰   未開放掛號 04    主治醫師   
1,3週/第2週 131704 04      ＃劉耀臨/蔡紫薰 小兒耳鼻喉 231805 05  林怡岑5/30止 吳振吉    
1,3,5週 未開放掛號 04    ＃賴佐庭   小兒皮膚 231602 02 劉怡伶      
第2週 未開放掛號 04     ＃蔡紫薰  1,3,5週 231601 01   何冠頤    
第3週 未開放掛號 04 ＃劉耀臨      特殊需求門診 未開放掛號 46 林鴻穎 曾琬瑜 王詩凱 陳漪紋 楊  湘  
小兒耳鼻喉 131805 05 許巍鐘、王彥斌、李家萱 林哲儀  林怡岑6/1起 林哲儀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僅限持身心障礙手冊，  

 未開放掛號 05   許巍鐘、康焜泰    一般門診無法配合治療，諮詢及預約電話總機轉270475。  
第3週 未開放掛號 02 許巍鐘       網路自行掛號 83  胡雅喬     
小兒皮膚 131601 01 烏惟新 戴仰霞      依報到順序看診 85     周書緯  
1,3週/2,4週 131601 01    黃幼鳴/★戴仰霞   COVID-19  89  胡雅喬     
2,4週小兒泌尿 132623 23    張尚仁   疫苗門診  93     周書緯  
兒童牙科 132024 24 ◎＃王詩凱 ◎＃張曉華 ◎＃黃桂芬 ◎＃王姻麟 ◎＃張曉華    96    劉士嶢   
特殊需求門診 133347 47  醫師輪診       97    劉士嶢   

 未開放掛號 46 楊  湘 楊  湘  陳信銘 黃桂芬           
1,3,5週/2,4週 未開放掛號 46   張曉華/王姻麟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血友病中心門診時間(看診地點：兒童醫院一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血友中心初診；★限血友中心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血友中心初診；★限血友中心複診 
說 明 預約碼 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說 明 預約碼 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備 註 

 133401 01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周聖傑  233401 01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  
 133402 02 ＃周聖傑 ＃周聖傑      233402 02    徐思淳 莊名凱  

<18歲 133402 02     ＃楊永立   未開放掛號 02 沈銘鏡      

 
 

臺大醫院兒童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乳房醫學中心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乳房外科 專任:黃俊升*、郭文宏、羅喬(未開放)  兼任:陳火木、張金堅、王明暘*、蔡立威* 
乳房腫瘤 專任:盧彥伸*(未開放)、張端瑩*、陳偉武*、黃柏翔*  兼任:林季宏*、陳怡君* 
乳房重建整形 專任:黃傑慧(未開放) 
婦女保健 專任:程劭儀 

乳房醫學中心門診時間(看診地點：兒童醫院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乳醫中心初診；★限乳醫中心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乳醫中心初診；★限乳醫中心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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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16 16 ☆黃俊升 ☆郭文宏  黃俊升 ☆郭文宏  乳房外科 216516 16  郭文宏   張金堅  
乳房外科 116518 18 蔡立威  王明暘     216518 18   王明暘    

 116520 20     陳火木  乳房腫瘤 216715 15  陳怡君     
乳房腫瘤 116718 18     黃柏翔   216720 20 林季宏      

 116720 20  張端瑩 陳偉武    婦女保健 216618 18 程劭儀      
乳房外科 未開放掛號 18  羅  喬  羅  喬   乳房外科 未開放掛號 15 黃俊升      
乳房腫瘤 未開放掛號 20    盧彥伸    未開放掛號 18    羅  喬   

         乳房重建 未開放掛號 15    黃傑慧   
         乳房腫瘤 未開放掛號 20   陳偉武 盧彥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