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41212 ★吳惠東 20181111 周文堅
10141313 錢穎群 血液病 20181414 侯信安
10141717 林彥廷 20181616 蔡承宏
10141818 郭炳宏 20181717 黃泰中

呼吸系統10142121 李孟叡 20183838 林耘曲
10142626 吳尚俊 20184141 林建嶔
10142727 陳永瑄 1,3,5週/2,4週20182424 ＃呂欣瑜/呂亭緯
10142828 楊景堯 1,3,5週20184040 ＃蔡明道
10143232 簡榮彥 20110606 張弘偉
10143838 林明澤 20110909 ★林水龍

1,3,5週/2,4週10142020 ◎＃王恭仰/＃胡耕寧 腎臟科 20121414  ＃潘思宇
睡眠呼吸障礙10152626 李佩玲 20121717 ★賴俊夫

10181010 姚啟元 20121919 趙家德
10181111 ＃鄭傑隆 20122020 姜文智
10181414 ＃吳尚儒 1,2週 20121616 林裕峯
10181919 侯信安 2,4週 20123535 范俊雄
10182424 黃聖懿 20160505 陳抱宇

血液病 10182828 ＃黃懷萱 20161414 胡婉妍
10182929 林明恩 感染症 20162323 ◎＃孫幸筠
10183232田豐銘 20162828 王振泰 ＃劉旺達
10183333 ＃黃懷萱 20163434 林冠吟
10183535黃聖懿 陳建源 20163939 ◎盤松青
10183636 ◎侯信安 未開放掛號20 邱偉益
10120202 陳怡婷 未開放掛號22 黃天祥
10120404 姜至剛黃道民 未開放掛號25 張以承
10120505 張芳綺 內分泌系未開放掛號28 賴瑩純
10110808許媺琇 周鈺翔 未開放掛號30 張慶忠
10111414 ＃方震中 未開放掛號31陳沛隆吳婉禎

腎臟科 10121515 張芳綺/陳永銘 (1,3,5週/2,4週)賴台軒 未開放掛號42 王治元
10111818 吳允升 未開放掛號07 戴東原
10122121姜文智 未開放掛號19 張恬君
10122424黃政文楊紹佑 新陳代謝未開放掛號32 吳惠培
10113232 吳允升 未開放掛號34 楊偉勛 楊偉勛
10123333 洪冠予賴俊夫 未開放掛號35周祖述周祖述
10123838 黃道民 未開放掛號36 莊立民 曾慶孝

1,3,5週/2,4週10122929 ＃洪于惠/許皓翔 未開放掛號11 呂政勳
10123131 ＃林翊展/于志業 未開放掛號12許秉寧
10160505薛博仁 未開放掛號15 沈玠妤
10160606 ★王振泰 關節炎風濕症未開放掛號17 李光倫
10160909 陳宜君 未開放掛號20 謝松洲

感染科 10161313林冠吟 未開放掛號34吳政翰
10162727 莊祐中 ＃陳楷翔/黃思婷 (1,3,5週/2,4週) 未開放掛號40 呂政勳
10163131＃劉旺達 1,2,3週未開放掛號25 郭佑民
10163535 黃于珊 未開放掛號07 張博淵
未開放掛號01邱偉益 未開放掛號10 江君揚林俊立張維典
未開放掛號05 王治元 未開放掛號16曾春典
未開放掛號07李弘元 未開放掛號17林隆君

內分泌系未開放掛號25 吳婉禎 未開放掛號18吳造中
未開放掛號27施翔蓉 心臟血管未開放掛號19李源德
未開放掛號31 施翔蓉 未開放掛號26 趙嘉倫
未開放掛號36 呂金盈 未開放掛號29莊志明 陳文鍾王宗道
未開放掛號38張恬君 未開放掛號33 陳明豐簡國龍

新陳代謝未開放掛號01 莊立民 未開放掛號38江君揚
未開放掛號17郭佑民 未開放掛號40 林亮宇
未開放掛號20 謝松洲 1,3週 未開放掛號06 王宗道

關節炎風濕症未開放掛號25 許秉寧 心臟衰竭未開放掛號27何奕倫 何奕倫
未開放掛號33 謝松洲 未開放掛號02 李嘉哲
未開放掛號34李克仁 李克仁沈玠妤 未開放掛號03 林伯儒
未開放掛號36 劉津秀 未開放掛號06 王正一

高血壓未開放掛號02 洪啟盛 未開放掛號08 蘇東弘
未開放掛號06 賀立婷 未開放掛號13劉志銘 章明珠楊培銘
未開放掛號08 林彥宏 未開放掛號19 王錦堂

 
  臺大醫院總院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7號；門診：常德街 1號 

網路掛號：https://www.ntuh.gov.tw，請掃描 QRcode (可查詢看診進度) 
人工預約掛號：(一)專線電話：(02)2356-2996 電話語音掛號：(02)2356-7890 

(二)服務時間：週一~五08:00~17:00(由專人以本院網路掛號頁面協助民眾掛號) 
轉診預約掛號：請先將轉診單傳真至(02)2382-5540後，於週一~五 08:00~17:00 

電洽(02)2312-3456轉 267221預約掛號 
諮詢專線：門診諮詢：分機 262504、262505  兒醫門診諮詢：分機 270169、270170 

急診諮詢：分機 262264           住院諮詢：分機 262572 
藥品諮詢：分機 262965      健康教育中心：分機 262114(病症科別諮詢) 
建言專線：(02)2356-2877 傳真：(02)2394-5063 MAIL：service@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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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精神醫學部如何找醫師(18歲以上方得掛精神醫學部)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成人精神科疾患:憂鬱、焦慮、情感困擾、
適應障礙、失眠、腦神經衰弱、幻聽、妄想、行
為異常 

專任:黃宗正、廖士程(未開放)、陳錫中、劉智民、謝明憲、劉震鐘、吳建昌、陳宜明 
 林奕廷、王宗揚、蘇泓洸、黃薇嘉   兼任:胡海國(未開放)、楊逸鴻、王浩威(未開放) 
 王悟師、單家祁、李明濱(未開放)、林煜軒 

失智症、認知功能障礙、老年精神疾病 專任:黃宗正、廖士程(未開放)、林奕廷、劉震鐘、蘇泓洸 
成人自閉症類群 專任:簡意玲  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兼任:楊立光 同志議題諮詢(同雙性戀及彩虹多元性別) 兼任:徐志雲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精神醫學部如何找醫師(18歲以上方得掛精神醫學部)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成人精神科疾患:憂鬱、焦慮、情感困擾、
適應障礙、失眠、腦神經衰弱、幻聽、妄想、行
為異常

專任:黃宗正、廖士程(未開放)、陳錫中、劉智民、謝明憲、劉震鐘、吳建昌、陳宜明
林奕廷、蘇泓洸、黃薇嘉 兼任:胡海國(未開放)、楊逸鴻、王浩威(未開放)、王悟師
單家祁、李明濱(未開放)、林煜軒

失智症、認知功能障礙、老年精神疾病 專任:黃宗正、廖士程(未開放)、林奕廷、劉震鐘、蘇泓洸
成人自閉症類群專任:簡意玲 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兼任:楊立光 同志議題諮詢(同雙性戀及彩虹多元性別)兼任:徐志雲

精神醫學部(成人)門診時間(看診地點：精神部大樓一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精神部初診；★限精神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精神部初診；★限精神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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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101 ◎☆劉智民◎☆劉震鐘◎☆謝明憲請初診者 普通門診21110404 ★楊逸鴻 總醫師 
11110202◎＃☆吳建昌 ◎☆陳錫中◎☆黃薇嘉5/17止 儘早至門 21110606 ★吳建昌

普通門診11110202 ◎黃薇嘉5/24起 診報到， 1,3,5週21100101☆總醫師 
11110303◎☆王宗揚5/29止 ＃☆蘇泓洸★蘇泓洸因需進行 21110202 總醫師 
11110606★住院醫師★住院醫師★住院醫師★住院醫師★住院醫師詳細評估。2,4,5週21110606 總醫師 
11110707 ★黃薇嘉 1,3週/2週21100101 ◎☆簡意玲/ /☆王悟師

2,4週 11110202 ◎☆陳宜明 2,4週 21110404☆林煜軒
藥癮戒治11110101 ◎＃☆林奕廷 21110606 ☆單家祁
記憶門診11110303 ☆黃宗正 成人注意力不足症21110303☆楊立光
第3週同志諮詢11110707 徐志雲 老年精神醫學21110404 ☆楊焯翔

未開放掛號04 住院醫師住院醫師 2,4週成人自閉症類群21100101 ☆簡意玲
未開放掛號05劉震鐘◎陳宜明陳錫中劉智民 未開放掛號03 李明濱 謝明憲★蘇泓洸6/2起 
未開放掛號07林奕廷 未開放掛號05 劉智民王宗揚5/26止 
未開放掛號08 簡意玲 未開放掛號07 廖士程

老年精神門診未開放掛號02 黃宗正 未開放掛號08廖士程
1,3週 未開放掛號02 陳宜明代謝手術身心評估記憶門診未開放掛號02 黃宗正
2,4週 未開放掛號08 胡海國 1,3週 未開放掛號04 王浩威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復健部如何找醫師(12歲以上方得掛復健部)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復健治療 專任:王亭貴、盧璐(另於兒醫看診)、潘信良、施偉立、吳爵宏*、梁蕙雯、莊泓叡
蕭名彥、宋子茜*  兼任:韓德生*、吳俊良、賴彥廷、陳思遠、郭柏齡、徐紹剛* 

神經復健 專任:梁蕙雯、盧璐  兼任:張權維、吳俊良 
運動傷害:肌肉拉傷、肌肉酸痛、關節扭傷 專任:王亭貴、陳文翔、潘信良  兼任:賴金鑫(未開放)、吳俊良、韓德生*、陳思遠 
脊髓損傷 專任:潘信良 
心臟疾病復健 專任:吳爵宏*、莊泓叡、宋子茜*  兼任:陳思遠 
癌症復健 專任:邱翊翔  兼任:徐紹剛*   
認知及語言復健:語言障礙、腦傷復健 專任:盧璐 
疼痛復健:慢性疼痛、肌肉筋膜疼痛症候群 專任:潘信良、陳文翔  兼任:張權維 
骨關節疾病復健 專任:王亭貴、陳文翔、梁蕙雯、吳爵宏*、林孟廷  兼任:張權維、陳思遠 
老人復健 專任:潘信良  兼任:韓德生*、陳思遠 
鞋墊裝具、糖尿病足 專任:施偉立 
肺炎後復健 專任:莊泓叡 
肌少症 兼任:韓德生* 

復健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三西)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復健部初診；★限復健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復健部初診；★限復健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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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01 01 莊泓叡 莊泓叡 林孟廷 ＃吳爵宏 蕭名彥   222201 01  ★張權維 ★蕭名彥 林孟廷 總醫師 運動醫學預約 
普通門診 122202 02 ★梁蕙雯 ★宋子茜 施偉立  宋子茜  普通門診 222202 02  ★王亭貴  施偉立 施偉立 總機轉265292 

 122203 03 潘信良   陳文翔    222203 03  邱翊翔 吳俊良    
 122204 04 韓德生  王亭貴     222204 04 ◎賴彥廷 陳文翔 ＃★吳爵宏 總醫師   

12歲以上腦傷、語障 122202 02    盧  璐   心臟復健 222203 03    陳思遠   
癌症復健 122203 03     徐紹剛   未開放掛號 01 ＃梁蕙雯      
肩關節障礙、疼痛 122204 04  郭柏齡      未開放掛號 04     ＃莊泓叡  

 未開放掛號 03  潘信良 賴金鑫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復健部如何找醫師(12歲以上方得掛復健部)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復健治療 專任:王亭貴、盧璐(另於兒醫看診)、潘信良、施偉立、吳爵宏*、梁蕙雯、莊泓叡

蕭名彥、宋子茜*  兼任:韓德生*、吳俊良、賴彥廷、陳思遠、郭柏齡、徐紹剛* 
神經復健 專任:梁蕙雯、盧璐  兼任:張權維、吳俊良 
運動傷害:肌肉拉傷、肌肉酸痛、關節扭傷 專任:王亭貴、陳文翔、潘信良  兼任:賴金鑫(未開放)、吳俊良、韓德生*、陳思遠 
脊髓損傷 專任:潘信良 
心臟疾病復健 專任:吳爵宏*、莊泓叡、宋子茜*  兼任:陳思遠 
癌症復健 專任:邱翊翔  兼任:徐紹剛*   
認知及語言復健:語言障礙、腦傷復健 專任:盧璐 
疼痛復健:慢性疼痛、肌肉筋膜疼痛症候群 專任:潘信良、陳文翔  兼任:張權維 
骨關節疾病復健 專任:王亭貴、陳文翔、梁蕙雯、吳爵宏*、林孟廷  兼任:張權維、陳思遠 
老人復健 專任:潘信良  兼任:韓德生*、陳思遠 
鞋墊裝具、糖尿病足 專任:施偉立 
肺炎後復健 專任:莊泓叡 
肌少症 兼任:韓德生* 

復健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三西)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復健部初診；★限復健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復健部初診；★限復健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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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01 01 莊泓叡 莊泓叡 林孟廷 ＃吳爵宏 蕭名彥   222201 01  ★張權維 ★蕭名彥 林孟廷 總醫師 運動醫學預約 
普通門診 122202 02 ★梁蕙雯 ★宋子茜 施偉立  宋子茜  普通門診 222202 02  ★王亭貴  施偉立 施偉立 總機轉265292 

 122203 03 潘信良   陳文翔    222203 03  邱翊翔 吳俊良    
 122204 04 韓德生  王亭貴     222204 04 ◎賴彥廷 陳文翔 ＃★吳爵宏 總醫師   

12歲以上腦傷、語障 122202 02    盧  璐   心臟復健 222203 03    陳思遠   
癌症復健 122203 03     徐紹剛   未開放掛號 01 ＃梁蕙雯      
肩關節障礙、疼痛 122204 04  郭柏齡      未開放掛號 04     ＃莊泓叡  

 未開放掛號 03  潘信良 賴金鑫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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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親善門診 專任:蔡兆勳、詹其峰、張皓翔
婦女保健 專任:程劭儀、曾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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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至遠 兼任:黎家銘(未開放)、陳慶餘(未開放)、賴秀昀、徐愫萱
緩和醫療門診:整合性緩和醫療照顧 專任:蔡兆勳、姚建安、程劭儀、黃獻樑、彭仁奎
脂肪肝保健及減重 專任:江建勰 兼任:粘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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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染病疫苗注射與瘧疾預防性用藥諮詢與開立等 

兼任:賴俊隆、蕭儒鴻、謝孟芸、鄭偉伸、黃淑群、李雅萍、黃蘭菁、潘昱豪、周孜容

減重諮詢:肥胖 專任:黃國晉(回院支援)、張皓翔、江建勰、盧佳文 兼任:周孜容
多重慢性病整合門診 專任:蔡兆勳、劉文俊、陳晶瑩、郭斐然、程劭儀、姚建安、詹其峰、張皓翔、彭仁奎

黃獻樑、江建勰、盧佳文、曾家琳*、施至遠 兼任:王維典(未開放)、姜士中
 

家庭醫學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檢驗大樓二樓)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專線：02-23123456轉266986、266987(僅限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兼戒菸門診；(整)整合門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家醫部初診；★限家醫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家醫部初診；★限家醫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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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0101⊕姚建安(整) ⊕郭斐然(整)  ＃⊕黃獻樑(整) 住院醫師 註一 :
自費健檢請
洽諮詢電話
2356-2916~8
註二 :
各類健檢:如
成人健檢、勞
工體檢...等，
請至家庭醫學
部門診體檢掛
號處辦理。
洽詢電話
2312-3456
轉分機262601
註三 :
疫苗門診，
限滿18歲以上
，需施打疫苗
或婚前健檢的
民眾掛號。

 22330101張皓翔(整) ⊕張皓翔(整)   註四 :
 12330202  馬世明 林正元 康佑德  22330202  ＃⊕黃獻樑(整)⊕劉文俊(整)  住院醫師 國健署癌症 
 12330303⊕劉文俊(整)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彭仁奎(整)  22330303⊕彭仁奎(整)  施至遠(整)   篩檢，請至 
 12330404   盧佳文(整) 盧佳文(整) 22330404⊕江建勰(整) ⊕江建勰(整)  程劭儀(整)  西址二東癌 

普通門診 12330707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季瑋珠  普通門診22330707   蔡兆勳(整)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症篩檢中心 
 12330808住院醫師 李龍騰 ⊕姚建安(整) 住院醫師  22330808     施至遠(整)洽詢電話： 

12330909  ＃曾家琳(整)   22330909     住院醫師 2312-3456 
 12331111住院醫師 詹其峰(整)  詹其峰(整)  22331111     住院醫師 轉分機266455 
 12331212◎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22331212◎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65歲 124009   09    陳晶瑩(整)  >65歲 22400909   ◎☆陳晶瑩(整)    
12330202朱家緯/劉治平     22330101  賴和賢/賴芸蜂   張哲瑞/⊕陳冠儒  
12330303   住院醫師/  22330202住院醫師/   李威龍/住院醫師   

1,3,5週/2,4週12330404  /姜士中  22330303  /周蓓莉  鄭佳瑤6/1起/住院醫師江珮甄/陳怡穎 
12330808    /余忠憲 1,3,5週/2,4週22330404   住院醫師/謝文進 

 12330909陳沛芸/     22330707  住院醫師/吳秉倫   
 12331111   ⊕洪壽宏/周孜容  22330808  陳怡安/住院醫師   

第2/4週 12330303    林佩瑜/張必正  22330909  /住院醫師    
減重諮詢 12330404   黃國晉  22331111   住院醫師/⊕潘恆嘉 /林泉洋   
非出國疫苗12330606＃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1,3週/2,4,5週22330808   ⊕王樹聲/住院醫師       
脂肪肝及減重 12330707     ★粘曉菁 第2/4週 22330202洪毓謙/莊佩倪      
1,3,5週/2,4週 12400909     ◎☆施至遠/黃獻樑 >65歲 1,3週/2,4,5週非出國疫苗22330606＃洪惠芳/住院醫師＃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1,3,5週/2,4週出國旅遊12811010   主治醫師 李雅萍/主治醫師 潘昱豪/謝孟芸 戒菸門診22370707郭斐然      
1/2/5週出國旅遊12811010黃蘭菁/莊佩倪/住院醫師      1,3,5週/2,4週 22400909◎☆賴秀昀/徐愫萱 >65歲 
1/2,5週出國旅遊12811010 吳沛儒/住院醫師      1,3,5週/2,4週出國旅遊 22811010鄭偉伸/黃淑群  主治醫師主治醫師蕭儒鴻/賴俊隆  
3/4週出國旅遊12811010住院醫師/陳沛芸 住院醫師     1/3/4週出國旅遊22811010  李怡萱/林怡妏/劉敏芝  

未開放掛號 04王維典      2/5週出國旅遊 22811010  住院醫師   
 未開放掛號 07   蔡兆勳    未開放掛號01    蔡甫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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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開放掛號 04   黃國晉   
老年醫學 未開放掛號 09   陳慶餘     未開放掛號 08邱泰源     
身心壓力 未開放掛號 11   呂碧鴻    1,3,5週 未開放掛號 03  李欣融    

         未開放掛號09  黎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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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家庭醫學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青少年親善門診 專任:蔡兆勳、詹其峰、張皓翔
婦女保健 專任:程劭儀、曾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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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至遠 兼任:黎家銘(未開放)、陳慶餘(未開放)、賴秀昀、徐愫萱
緩和醫療門診:整合性緩和醫療照顧 專任:蔡兆勳、姚建安、程劭儀、黃獻樑、彭仁奎
脂肪肝保健及減重 專任:江建勰 兼任:粘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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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染病疫苗注射與瘧疾預防性用藥諮詢與開立等 

兼任:賴俊隆、蕭儒鴻、謝孟芸、鄭偉伸、黃淑群、李雅萍、黃蘭菁、潘昱豪、周孜容

減重諮詢:肥胖 專任:黃國晉(回院支援)、張皓翔、江建勰、盧佳文 兼任:周孜容
多重慢性病整合門診 專任:蔡兆勳、劉文俊、陳晶瑩、郭斐然、程劭儀、姚建安、詹其峰、張皓翔、彭仁奎

黃獻樑、江建勰、盧佳文、曾家琳*、施至遠 兼任:王維典(未開放)、姜士中
 

家庭醫學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檢驗大樓二樓)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專線：02-23123456轉266986、266987(僅限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兼戒菸門診；(整)整合門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家醫部初診；★限家醫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家醫部初診；★限家醫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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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0101⊕姚建安(整) ⊕郭斐然(整)  ＃⊕黃獻樑(整) 住院醫師 註一 :
自費健檢請
洽諮詢電話
2356-2916~8
註二 :
各類健檢:如
成人健檢、勞
工體檢...等，
請至家庭醫學
部門診體檢掛
號處辦理。
洽詢電話
2312-3456
轉分機262601
註三 :
疫苗門診，
限滿18歲以上
，需施打疫苗
或婚前健檢的
民眾掛號。

 22330101張皓翔(整) ⊕張皓翔(整)   註四 :
 12330202  馬世明 林正元 康佑德  22330202  ＃⊕黃獻樑(整)⊕劉文俊(整)  住院醫師 國健署癌症 
 12330303⊕劉文俊(整)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彭仁奎(整)  22330303⊕彭仁奎(整)  施至遠(整)   篩檢，請至 
 12330404   盧佳文(整) 盧佳文(整) 22330404⊕江建勰(整) ⊕江建勰(整)  程劭儀(整)  西址二東癌 

普通門診 12330707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季瑋珠  普通門診22330707   蔡兆勳(整)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症篩檢中心 
 12330808住院醫師 李龍騰 ⊕姚建安(整) 住院醫師  22330808     施至遠(整)洽詢電話： 

12330909  ＃曾家琳(整)   22330909     住院醫師 2312-3456 
 12331111住院醫師 詹其峰(整)  詹其峰(整)  22331111     住院醫師 轉分機266455 
 12331212◎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22331212◎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65歲 124009   09    陳晶瑩(整)  >65歲 22400909   ◎☆陳晶瑩(整)    
12330202朱家緯/劉治平     22330101  賴和賢/賴芸蜂   張哲瑞/⊕陳冠儒  
12330303   住院醫師/  22330202住院醫師/   李威龍/住院醫師   

1,3,5週/2,4週12330404  /姜士中  22330303  /周蓓莉  鄭佳瑤6/1起/住院醫師江珮甄/陳怡穎 
12330808    /余忠憲 1,3,5週/2,4週22330404   住院醫師/謝文進 

 12330909陳沛芸/     22330707  住院醫師/吳秉倫   
 12331111   ⊕洪壽宏/周孜容  22330808  陳怡安/住院醫師   

第2/4週 12330303    林佩瑜/張必正  22330909  /住院醫師    
減重諮詢 12330404   黃國晉  22331111   住院醫師/⊕潘恆嘉 /林泉洋   
非出國疫苗12330606＃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1,3週/2,4,5週22330808   ⊕王樹聲/住院醫師       
脂肪肝及減重 12330707     ★粘曉菁 第2/4週 22330202洪毓謙/莊佩倪      
1,3,5週/2,4週 12400909     ◎☆施至遠/黃獻樑 >65歲 1,3週/2,4,5週非出國疫苗22330606＃洪惠芳/住院醫師＃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1,3,5週/2,4週出國旅遊12811010   主治醫師 李雅萍/主治醫師 潘昱豪/謝孟芸 戒菸門診22370707郭斐然      
1/2/5週出國旅遊12811010黃蘭菁/莊佩倪/住院醫師      1,3,5週/2,4週 22400909◎☆賴秀昀/徐愫萱 >65歲 
1/2,5週出國旅遊12811010 吳沛儒/住院醫師      1,3,5週/2,4週出國旅遊 22811010鄭偉伸/黃淑群  主治醫師主治醫師蕭儒鴻/賴俊隆  
3/4週出國旅遊12811010住院醫師/陳沛芸 住院醫師     1/3/4週出國旅遊22811010  李怡萱/林怡妏/劉敏芝  

未開放掛號 04王維典      2/5週出國旅遊 22811010  住院醫師   
 未開放掛號 07   蔡兆勳    未開放掛號01    蔡甫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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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開放掛號 04   黃國晉   
老年醫學 未開放掛號 09   陳慶餘     未開放掛號 08邱泰源     
身心壓力 未開放掛號 11   呂碧鴻    1,3,5週 未開放掛號 03  李欣融    

         未開放掛號09  黎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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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外科部如何找醫師(18歲以上方得掛外科部)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乳房外科:於兒醫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時間表 
乳房腫瘤診斷、乳癌篩檢、乳癌手術暨藥物治療、乳癌臨床試驗 

專任:黃俊升*、郭文宏、羅喬(未開放)  兼任:張金堅、陳火木
王明暘*、蔡立威* 

神經外科:腦膜上〔下〕出血、頭部外傷、腦中風〔腦血管障礙〕、
肢體無力或麻木、腦瘤、椎管內瘤〔脊髓瘤〕、脊椎〔髓〕傷
害、水腦症、周邊神經病變、腦動脈瘤、巴金森氏病、腦膿瘍、
腦下垂體腫瘤及其所引起之各種內分泌障礙 

專任:賴達明、曾勝弘、王國川、楊士弘、郭律廷、蕭輔仁、黃博浩* 
郭夢菲(於兒醫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時間表)、陳敞牧、曾峰毅* 
王奐之、周聖哲、陳以幸  兼任:張茂雄、高明見(未開放)、杜永光
曾漢民、黃勝堅、陳國瑋 

胸腔外科:肺腫瘤、食道腫瘤、胸腺瘤、胸腔鏡、氣胸、肺臟移
植、支氣管鏡、氣管支氣管支架 

專任:李章銘、黃培銘、徐紹勛、郭順文、陳克誠、林孟暐*、廖先啟*
江旴恒  兼任:陳晉興* 

心臟病症:心臟瓣膜疾病、冠狀動脈疾病、心臟移植、心臟衰竭、
先天性心臟病、主動脈疾病 

專任:許榮彬、周迺寬、虞希禹、陳益祥、紀乃新、黃書健、吳毅暉 
王植賢  兼任:朱樹勳(未開放)、張重義、王水深 

血管病症:周邊動/靜脈疾病、靜脈曲張、主動脈疾病、血液透析
通路(洗腎廔管及洗腎導管)、介入及微創血管手術(主動脈支
架、周邊動脈擴張及支架、微創靜脈曲張) 

專任:吳毅暉、詹志洋、周迺寬、虞希禹、陳益祥、紀乃新、黃書健 
王植賢  兼任:王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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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整形及重建 

專任:謝孟祥、鄭乃禎、洪學義、戴浩志、謝榮賢、黃慧夫、黃傑慧 
黃柏誠、官振翔*   

兼任:陳明庭、湯月碧(於形體美容中心看診)、楊永健 
整形外科:頭頸癌創傷惡性肉瘤淋巴水腫顯微重建 專任:趙崧筌 
手外科:肌腱、神經、血管重建;神經減壓、斷指重接;中風、頸椎
損傷、腦性麻痹之上肢重建;各種手部疾病 

專任:謝榮賢 

燙傷專科:燒燙傷 兼任:楊永健 
內分泌外科:甲狀腺外科 專任:陳坤源(未開放)、吳明勳、郭庭均  兼任:廖廣義(未開放)、黃實宏 
肝膽外科:膽結石、肝癌、肝腫瘤 專任:何明志、吳耀銘*、黃凱文、何承懋、陳柏達* 

兼任:游憲章(未開放)、李伯皇 
胃腸外科:胃穿孔、胃切除、胃腫瘤、消化性潰瘍、食道逆流、
病態肥胖 

專任:陳石池、林明燦、田郁文、袁瑞晃(未開放)、楊卿堯、林子忻 
賴逸儒、葉啟娟、陳炯年、李柏居、陳柏達*、吳健暉、楊博仁 

兼任:王世名(未開放) 
大腸直腸外科(大腸癌、直腸癌、肛門廔管、痔瘡、大腸直腸肛
門發炎性病變) 

專任:梁金銅、林本仁*、黃約翰、洪基翔、周宗欣、賴碩倫 
兼任:王世名(未開放) 

疝氣 專任:周宗欣、葉啟娟、洪基翔、陳炯年、陳柏達*、吳經閔 
移植外科:肝、腎臟、胰臟移植 專任:蔡孟昆、何明志、吳耀銘*、李志元、田郁文、楊卿堯、何承懋

葉啟娟、陳建嘉  兼任:李伯皇 
兒童心臟外科(另於兒醫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時間表) 專任:陳益祥、黃書健  兼任:張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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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兒外科相關疾病 

專任:許文明、林文熙、洪琬婷(於兒醫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時間表) 
兼任:賴鴻緒(於兒醫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時間表) 

 

   
 

 

外科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二東)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外科部初診；★限外科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外科部初診；★限外科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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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0707住院醫師住院醫師住院醫師住院醫師住院醫師 20520808 陳敞牧
普通門診10320909 陳石池 神經外科20521010 蕭輔仁

10331818＃楊雅雯 20521414 陳國瑋周聖哲6/1起周聖哲
10320303 ＃張茂雄 20521717 陳敞牧
10520505 王國川 腦神經外科20520505◎賴達明
10520808 王奐之 20521313 曾勝弘

神經外科10511010 ☆賴達明 電腦刀 20520909 蕭輔仁
10521111 陳以幸 肺移植、肺高壓20501313 徐紹勛
10511313 黃勝堅 肺腫瘤與肺癌20492020 徐紹勛
10521313楊士弘 胸腔外科20491515 江旴恒

腦瘤、電腦刀10520606 曾漢民 20491616 廖先啟
神經微創手術10520808郭律廷 食道肺臟20491717黃培銘
脊椎微創手術10521313 曾峰毅 心臟外科20450303 虞希禹許榮彬
腦神經微創手術10521414 黃博浩 20450808 陳益祥
腦血管外科10512020 杜永光 周邊動脈20470404 詹志洋

10490303 林孟暐 心臟血管20450505 黃書健
胸腔外科10490404 陳克誠 20451919 張重義

10490505李章銘 主動脈瘤20450808吳毅暉
10491919 陳克誠 成人心臟20451313紀乃新

食道外科10480404 李章銘 20530707 洪學義
肺癌手術10490808 陳晉興 整形外科20531010黃柏誠
食道肺臟10491515 黃培銘 20531212 官振翔
肺結節手術諮詢10492020 徐紹勛 血管瘤、血管畸形20530707 陳明庭
胸腔機器手臂手術10492020郭順文 燒燙傷 20531212 楊永健
心臟外科10450303許榮彬 顱顏 20532020 謝孟祥

10451818 ＃王植賢 甲狀腺外科20331313 黃實宏
10450808 周迺寬 肝膽移植20410303 何承懋

心臟血管10451010虞希禹 20410606 ＃李伯皇 
10451414＃王植賢 肝臟移植、肝膽手術20350404 吳耀銘

主動脈瘤10450404 詹志洋 膽胰脾 20350505 楊卿堯 
動脈瘤 10470808 王水深 肝膽微創外科20350909 吳耀銘
心臟衰竭移植10451313 陳益祥 肝膽胰 20351010 黃凱文
心臟微創手術10451818 紀乃新 胃腸腫瘤20400303 賴逸儒
周邊動脈10452020 吳毅暉 20330909李柏居
整形外科10530606 黃慧夫 消化外科20331111 葉啟娟
慢性傷口10531212鄭乃禎趙崧筌戴浩志 減重 20331515 李柏居 
乳房重建10531616 黃傑慧 腸胃外科20331616 陳炯年
手外科 10531616謝榮賢 謝榮賢 營養減重20401717 林明燦
高壓氧特別門診10531717 黃柏誠 胰臟 20331919 吳健暉
甲狀腺外科10330404 吳明勳 20420505 梁金銅
胰臟、內分泌10331818 郭庭均 結直腸肛門外科20421111 洪基翔

10330505 ＃林子忻 20421717 周宗欣
肝膽外科10350909 吳耀銘 大腸直腸癌20420707林本仁

10331010 何明志 腎臟移植外科20411010 李志元
10331414 ☆何明志 腎臟移植20331515陳建嘉

癌症微創介入治療門診10361010 黃凱文 20331616蔡孟昆
肝膽胰 10331313 陳柏達 心臟衰竭未開放掛號03許榮彬
胃癌 10400606 林明燦 心臟外科未開放掛號06 朱樹勳

結直腸肛門外科10421515 黃約翰賴碩倫 甲狀腺及副甲腺未開放掛號04 吳明勳
減重、消化外科10331717 楊博仁 甲狀腺外科未開放掛號06 廖廣義
消化系統腫瘤、疝氣10331818 吳經閔 未開放掛號11 陳坤源
2,4週胃腸腫瘤及疝氣10331616 吳經閔 神經外科未開放掛號05 王國川
胰臟 10400909 楊卿堯 未開放掛號06高明見

10321717 田郁文 腦神經外科未開放掛號10 賴達明
結直腸肛門外科未開放掛號03 王世名 脊椎微創未開放掛號14 曾峰毅

未開放掛號05 梁金銅 胃腸腫瘤未開放掛號09 賴逸儒
肝膽外科未開放掛號09 游憲章 胰臟 未開放掛號18 田郁文
甲狀腺外科未開放掛號11 陳坤源 肺癌手術特別門診未開放掛號20 陳晉興
胃腸外科未開放掛號16 袁瑞晃 胸腔外科未開放掛號20郭順文

 

臺大醫院112年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醫師名單 
環境職業病:肺、肝、腎、神經、皮膚、噪音損傷、
針扎、化學中毒

專任:郭育良、杜宗禮、朱柏青、蘇大成、林義哲
兼任:李念偉、陳仲達、葉詩帆、林維安、謝秉儒、施屏、黃敬淳、陳宗延

職業性壓力、過勞與心血管疾病 專任:杜宗禮、朱柏青、蘇大成、林義哲 兼任:施屏、黃敬淳、陳宗延 
職業性下背痛、手臂頸肩疾病 專任:郭育良、杜宗禮、朱柏青、林義哲 兼任:謝秉儒、施屏、黃敬淳、陳宗延 
職災所致之工作失能 專任:郭育良、朱柏青 兼任:葉詩帆、陳宗延 
勞工一般及特殊健檢 專任:郭育良、朱柏青、林義哲 兼任:陳秉暉、施屏、黃敬淳 
環境與職業呼吸系統疾病 專任:陳啟信 
職場女性健康諮詢 專任:郭育良、杜宗禮、朱柏青 兼任:葉詩帆、施屏、陳宗延 
油症特別諮詢 專任:郭育良 
勞動能力減損諮詢 兼任:李念偉、陳宗延 
勞工適應性評估:配工、傷病勞工之復工 專任:郭育良、杜宗禮、朱柏青、林義哲 兼任:葉詩帆、林維安、謝秉儒、施屏、黃敬淳、陳宗延
環境醫學:重金屬檢測 專任:陳保中 兼任:施屏 
石綿肺、塵肺症、職業性肺病 兼任:楊孝友 
臺灣大學員工一般作業健康檢查 專任:朱柏青、陳保中、蘇大成、杜宗禮、陳啟信、林義哲 兼任:楊孝友 
環境職業性心臟病 專任:蘇大成 
精神疾患、人因安全危害 專任:杜宗禮、朱柏青 

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一東)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環職部初診；★限環職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環職部初診；★限環職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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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門診 12690101＃謝秉儒蘇大成◎郭育良 ＃李念偉＃杜宗禮  22690101 ◎杜宗禮 ◎朱柏青＃林義哲

 12690202＃黃敬淳◎施 屏＃楊孝友＃朱柏青＃林義哲 普通門診 22690202◎陳保中  郭育良 ＃陳宗延陳秉暉
勞工特殊健檢 12690303住院醫師  22690303＃陳啟信  
欲進行職業傷病認定者，若無本院就醫資料，請提供先前就醫醫院之「病歷摘要」、「診斷書」、「影像學檢查報告」：如X
光片、核磁共振攝影、超音波等相關資料。勞工特殊健檢：請持勞工保險職業病健康檢查證明單。總機轉267491或267067

2,3,4,5週22690101＃陳仲達5/29止  
1,3週/2,4週 22690202  林維安/◎葉詩帆   

臺大醫院112年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醫師名單 
環境職業病:肺、肝、腎、神經、皮膚、噪音損傷、
針扎、化學中毒

專任:郭育良、杜宗禮、朱柏青、蘇大成、林義哲
兼任:李念偉、陳仲達、葉詩帆、林維安、謝秉儒、施屏、黃敬淳、陳宗延

職業性壓力、過勞與心血管疾病 專任:杜宗禮、朱柏青、蘇大成、林義哲 兼任:施屏、黃敬淳、陳宗延 
職業性下背痛、手臂頸肩疾病 專任:郭育良、杜宗禮、朱柏青、林義哲 兼任:謝秉儒、施屏、黃敬淳、陳宗延 
職災所致之工作失能 專任:郭育良、朱柏青 兼任:葉詩帆、陳宗延 
勞工一般及特殊健檢 專任:郭育良、朱柏青、林義哲 兼任:陳秉暉、施屏、黃敬淳 
環境與職業呼吸系統疾病 專任:陳啟信 
職場女性健康諮詢 專任:郭育良、杜宗禮、朱柏青 兼任:葉詩帆、施屏、陳宗延 
油症特別諮詢 專任:郭育良 
勞動能力減損諮詢 兼任:李念偉、陳宗延 
勞工適應性評估:配工、傷病勞工之復工 專任:郭育良、杜宗禮、朱柏青、林義哲 兼任:葉詩帆、林維安、謝秉儒、施屏、黃敬淳、陳宗延
環境醫學:重金屬檢測 專任:陳保中 兼任:施屏 
石綿肺、塵肺症、職業性肺病 兼任:楊孝友 
臺灣大學員工一般作業健康檢查 專任:朱柏青、陳保中、蘇大成、杜宗禮、陳啟信、林義哲 兼任:楊孝友 
環境職業性心臟病 專任:蘇大成 
精神疾患、人因安全危害 專任:杜宗禮、朱柏青 

環境暨職業醫學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一東)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環職部初診；★限環職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環職部初診；★限環職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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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門診 12690101＃謝秉儒蘇大成◎郭育良 ＃李念偉＃杜宗禮  22690101 ◎杜宗禮 ◎朱柏青＃林義哲

 12690202＃黃敬淳◎施 屏＃楊孝友＃朱柏青＃林義哲 普通門診 22690202◎陳保中  郭育良 ＃陳宗延陳秉暉
勞工特殊健檢 12690303住院醫師  22690303＃陳啟信  
欲進行職業傷病認定者，若無本院就醫資料，請提供先前就醫醫院之「病歷摘要」、「診斷書」、「影像學檢查報告」：如X
光片、核磁共振攝影、超音波等相關資料。勞工特殊健檢：請持勞工保險職業病健康檢查證明單。總機轉267491或267067

2,3,4,5週22690101＃陳仲達5/29止  
1,3週/2,4週 22690202  林維安/◎葉詩帆   

 臺大醫院112年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內科部如何找醫師(18歲以上方得掛內科部)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內分泌:甲〔副〕狀腺病變、月經異常、泌乳異
常、肢端肥大、突眼、骨質疏鬆

專任:王治元*(未開放)、李弘元、施翔蓉(未開放)、陳沛隆(未開放)、邱偉益(未開放)
呂金盈*、吳婉禎(未開放)、林志弘、賴瑩純

兼任:黃天祥(未開放)、張慶忠(未開放)、曾芬郁、蔡明翰、粘峯榕*
新陳代謝:糖尿病、肥胖症、高脂血症、痛風 專任:莊立民(未開放)、楊偉勛(未開放)、周祖述(未開放)、曾慶孝、王治元*(未開放)

張恬君(未開放)、張家勳、李弘元、呂金盈*、江怡德、張以承(未開放)、賴瑩純
兼任:戴東原(未開放)、粘峯榕*、吳惠培(未開放)

糖尿病病變篩檢診:糖尿病病變 專任:莊立民(未開放)、王治元*(未開放)、江怡德、張恬君(未開放)、李弘元、張家勳
張以承(未開放)、賴瑩純  兼任:戴東原(未開放)

關節炎風濕症:類風濕性關節炎、肌肉壓痛、紅
斑性狼瘡、免疫疾病

專任:許秉寧(未開放)、謝松洲*(未開放)、李克仁*、沈玠妤*、郭佑民、呂政勳 
劉津秀(未開放)、鄭喬峯  兼任:殷光達、李光倫(未開放)、吳政翰(未開放)

心臟血管:高血壓、呼吸困難、昏倒、胸痛〔悶〕
、間歇性跛行、心臟疾患、心臟衰竭

專任:吳造中(未開放)、張博淵(未開放)、何奕倫(未開放)、黃瑞仁(未開放) 
高憲立(未開放)、劉言彬、王宗道*、林隆君、蔡佳醍*、李百卿、蘇大成
林亮宇*、黃建華、黃惠君*、林茂欣、陳盈憲、林鴻儒*、莊志明(未開放)
張維典(未開放)、吳卓鍇*、賴凌平(未開放)、賀立婷*、黃慶昌、洪啟盛
葉志凡*、林柏志*、王怡智、李任光、游治節、楊鎧鍵*、江君揚(未開放)
林彥宏、楊荔丹、柯宗佑*、鄭人方、林廷澤*、蔡承烜

兼任:陳明豐(未開放)、曾春典(未開放)、李源德(未開放)、廖朝崧、吳彥雯
張芳杰(未開放)、陳錦澤、林岳志、趙嘉倫(未開放)、朱景祺、江福田(未開放)
林俊立(未開放)、李啟明(未開放)、陳文鍾(未開放)

高血脂:膽固醇過高 專任:簡國龍(未開放)、蘇大成
腦血管疾病:腦中風 專任:吳茲皓  兼任:黃瑞雄
消化系:嘔吐、腹瀉、胃痛、腸胃炎、腸胃道出
血、膽結石、膽囊炎、胰臟炎、胃腫瘤、肝炎、
肝硬化、黃疸、腹痛〔脹〕、口腔潰爛、吞嚥困
難

專任:王錦堂(未開放)、王秀伯(未開放)、陳培哲、高嘉宏(未開放)、吳明賢(未開放)
陳健弘*(未開放)、楊智欽、劉俊人*、魏淑鉁(未開放)、章明珠(未開放) 、張毓廷
梁嘉德*、賴祐平、李宜家、邱瀚模、劉志銘*(未開放)、陳美志、劉振驊
曾屏輝、廖偉智(未開放)、陳建全、陳淑靜、楊宏志*、蘇東弘、凃佳宏
董建志、陳介章、蔡丰喬、張立群、曾岱宗(未開放)、許文峰、洪俊銘*
郭雨庭、陳彥年*、韓明倫、徐士哲*、黃永輝

兼任:許金川(未開放)、王正一(未開放)、林肇堂(未開放)、陳恆德、黃冠棠(未開放)
楊培銘(未開放)、翁昭旼(未開放)、鄭祖耀*(未開放)、李宣書(未開放) 
林伯儒*(未開放)、翁孟慈(未開放)、李嘉哲(未開放)、廖思涵*

呼吸系統:胸痛〔悶〕、呼吸困難、肺癌、結核
病、氣喘、咳嗽、咳血、胸部腫塊

專任:楊泮池*(未開放)、王鶴健*、吳惠東、郭炳宏、鄭之勛、古世基、陳冠宇(未開放)
郭律成、陳啟信、李佩玲、蔡子修、許嘉林、王振源、何肇基、廖唯昱
阮聖元、黃俊凱、郭耀文、錢穎群、施金元*(未開放)、楊景堯、簡榮彥
樹金忠、黃俊達、鐘桂彬、陳永瑄、林書永、張立群、李孟叡、陳彥霖

兼任:楊錫欽、林明澤、袁昂(未開放)、李麗娜(未開放)、林彥廷*、吳尚俊*
氣喘、過敏症 兼任:王躬仁、李光倫(未開放)
血液病:蠶豆症、地中海型貧血、血友病、血液
凝固異常、血液腫瘤

專任:姚明*、周文堅、黃聖懿、柯博升*、吳尚儒*、侯信安、陳建源、周聖傑
黃懷萱*、黃泰中*、林建嶔、蔡承宏*、林明恩、鄭傑隆*、田豐銘*、姚啟元

兼任:沈銘鏡(未開放)、田蕙芬(未開放)、蔡偉(未開放)、林耘曲*
腎臟:水腫、蛋白尿、血尿、尿量減少、腎臟功
能異常、尿毒症、高血壓

專任:陳永銘、嚴崇仁、方震中、洪冠予、林水龍、黃政文(回院支援)、吳允升*
楊紹佑、姜文智、姜至剛、林裕峯*、黃道民、賴台軒*、張芳綺、陳怡婷
賴俊夫、周鈺翔、趙家德、潘思宇、蔡宏斌

兼任:吳寬墩(未開放)、吳明修、朱宗信、李素慧、范俊雄、張弘偉、許媺琇
感染症:蜂窩組織炎、不明熱、腦膜炎、登革熱專任:張上淳(未開放)、陳宜君、洪健清(未開放)、謝思民、盛望徽、王振泰、孫幸筠

盤松青、莊祐中、黃于珊、陳抱宇、林冠吟
兼任:范俊雄、薛博仁、胡婉妍*

感染症/曝露前後預防性投藥諮詢 專任:孫幸筠、劉旺達*  兼任:胡婉妍*

內科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三西)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內科部初診；★限內科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內科部初診；★限內科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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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0202 周文堅 20210202粘峯榕
10010707 林鴻儒 內分泌系20210505賴瑩純
10010808 ◎嚴崇仁 20212626 ★蔡明翰
10010909 古世基 20213232 林志弘
10011212柯博升 李素慧 1,3,5週/2,4週20214141 游紘權/李宜鴻  
10011313 盤松青殷光達 新陳代謝20233535 ＃★江怡德 
10011515姚 明 吳明修 關節炎風濕症20281212 ★呂政勳

普通門診10011616 ★王振源 20283838 李克仁★郭佑民
10012121 梁嘉德 ★姚 明 20080505 楊荔丹
10012222 ★陳培哲 周聖傑 20080707 ★蔡佳醍
10012323郭律成 朱宗信 20081111 游治節吳彥雯
10012626 盛望徽 20081515 ★黃惠君
10012929劉俊人 鄭之勛 20081616 廖朝崧朱景祺
10013636★張家勳 林隆君 心臟血管20082222 陳盈憲 ◎陳彥秀/呂忠穎 (1,3,5週/2,4週)
10013939 ◎＊輪流看診◎＊輪流看診◎＊輪流看診◎＊輪流看診＊輪流看診 20082424 (1,3,5週/2,4週)◎吳源堃/蕭擎宇黃慶昌
10014242◎☆林水龍◎嚴崇仁5/30止◎林冠吟◎☆黃道民◎＃孫幸筠週二39診 20082525吳卓鍇
10210707 ★曾慶孝 05/02孫幸筠 20082828李任光  

內分泌系10211919 ★張家勳 05/09簡榮彥 20083030 王怡智 ★洪啟盛 
10213535 呂金盈 05/16趙家德 20083232 劉言彬
10213838 ★李弘元 05/23許文峰 2,4週 20083636蔡承烜

1,3,5週10211818 陳柏儒 05/30鄭傑隆腦血管疾病20012020吳茲皓
新陳代謝10231616 ＃江怡德 06/06孫幸筠 20012121 黃瑞雄
關節炎風濕症10281313 鄭喬 8:30看診 06/13簡榮彥高血脂症20083737 ★蘇大成

10281616沈玠妤 06/20趙家德 1,2,3,4週高血壓20081515 林岳志
1,3,5週/2,4週10281010◎＃藍士勛/張庭暐 06/27許文峰 20100404楊智欽許文峰
2,4週 10281818 ◎林昱亨週三39診 20101010張毓廷

10080101 吳卓鍇 05/03李佩玲 20101212 李宜家
10080303 黃惠君 05/10洪俊銘 20101313 邱瀚模
10080606 林茂欣 05/17蔡承烜 20101414徐士哲 陳介章
10080808 游治節 05/24謝思民消化系統20102121 曾屏輝 陳建全
10081010 葉志凡 05/31黃俊達 20102222★賴祐平
10081111 葉志凡 06/07謝思民 20102323陳彥年
10081212 李任光 06/14洪俊銘 20102727 洪俊銘
10081515 林亮宇 06/21蔡承烜 20102828 張立群

心臟血管10081717 劉言彬 06/28李佩玲 20103131 郭雨庭
10081818林柏志 陳盈憲 週四39診 20103232凃佳宏
10081919林彥宏★楊鎧鍵 李百卿 05/04林隆君 2,4週 20104040 吳心耘
10082121 柯宗佑 05/11張立群 肝病 20102626 ★劉振驊
10082323 黃建華 05/18楊紹佑 20140101 楊錫欽
10082626黃慶昌 05/25蔡宏斌 20140202 鐘桂彬
10082929 王宗道 06/01黃于珊 20140303錢穎群郭炳宏 陳彥霖
10083030 陳錦澤 06/08林鴻儒 20140404 郭耀文 張立群/林書永 (1,3,5週/2,4週)
10083737林廷澤 06/15林隆君 20140707★王鶴健
10083838 林柏志 06/29張立群 20140808 阮聖元黃俊達(1,3,5週)

1,3,5週/2,4週10082828 ◎陳子揚/ 鄭人方/賀立婷 週五39診呼吸系統20141212 許嘉林
1,3週 10083232 王宗道 05/05劉旺達 20141717 蔡子修
心血管遺傳疾病10080707 ★蔡佳醍 05/12吳尚儒 20142121簡榮彥

10100404 韓明倫 05/19周鈺翔 20142323 廖唯昱
10101010 ★陳淑靜陳美志 05/26許甯傑 20142525 楊景堯
10101616 蘇東弘 06/02陳抱宇 20143333 鄭之勛 黃俊凱

消化系統10102020董建志 ＃呂佳容/吳浩宇 (1,3,5週/2,4週) 06/09李孟叡 20144141 ★蔡子修
10103131 楊宏志 06/16劉旺達1,3,5週20143636★樹金忠
10103232 廖思涵 06/23吳尚儒 胸腔科、職業病20011818 陳啟信
10103434 蔡丰喬 06/30周鈺翔 肺癌 20142020 何肇基

1,3,5週/2,4週10102424 陳嘉國/ 張浩哲/林弘堯 氣喘過敏20281818 王躬仁
10102525 黃永輝/陳恆德 睡眠呼吸障礙20152424李佩玲

2,4週 10102828 張勝傑 20180202 黃泰中
10140202 ★阮聖元 20180808陳建源

未開放掛號09 張維典 消化系統未開放掛號22 劉俊人
未開放掛號12 林茂欣 未開放掛號23 魏淑鉁 翁孟慈
未開放掛號14 張博淵 李啟明 未開放掛號26劉振驊

心臟血管未開放掛號17 ＃高憲立 未開放掛號29 高嘉宏 鄭祖耀
未開放掛號20 黃瑞仁 未開放掛號30楊宏志
未開放掛號25王怡智 未開放掛號33黃冠棠
未開放掛號27 江福田 未開放掛號34 吳明賢
未開放掛號28＃高憲立 未開放掛號39 魏淑鉁
未開放掛號34 吳造中 1,2,3,4週未開放掛號09 凃佳宏
未開放掛號35 莊志明 肝病 未開放掛號09 陳健弘

1,3,5週未開放掛號11 張芳杰 膽胰疾病未開放掛號24 廖偉智
高血脂症未開放掛號06簡國龍 未開放掛號01楊泮池

未開放掛號26 蘇大成 未開放掛號02 王鶴健
未開放掛號01 魏淑鉁 呼吸系統未開放掛號06許嘉林
未開放掛號03章明珠 廖偉智賴祐平翁昭旼 未開放掛號15王振源
未開放掛號05 曾岱宗 未開放掛號35 陳冠宇
未開放掛號07 許金川 未開放掛號36 郭律成

消化系統未開放掛號09高嘉宏 2,4週 未開放掛號09 袁 昂
未開放掛號16 王秀伯 未開放掛號03 蔡 偉
未開放掛號22李宣書 梁嘉德楊智欽 未開放掛號05 黃聖懿
未開放掛號25 陳培哲 血液病未開放掛號06 柯博升
未開放掛號33＃林肇堂 未開放掛號10 田蕙芬

呼吸系統未開放掛號14古世基 未開放掛號13 姚 明
第1週 未開放掛號06 李麗娜 未開放掛號01 陳永銘
肺癌 未開放掛號17 施金元 未開放掛號04 林水龍
血液病未開放掛號11沈銘鏡 腎臟科未開放掛號05 吳寬墩

未開放掛號05 謝思民 未開放掛號18 吳允升楊紹佑
感染症未開放掛號09 張上淳 未開放掛號25 姜至剛

未開放掛號11 洪健清 1,2,4,5週未開放掛號36 嚴崇仁
未開放掛號23 ＃孫幸筠 感染症未開放掛號15 陳宜君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內科部初診；★限內科部複診 未開放掛號26 ◎盛望徽
內分泌系20210101 ★曾芬郁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眼科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眼科 專任:侯鈞賀(另於兒醫看診)  兼任:薛琴、曾佳慧、黃宇軒、謝旻瑾、洪國磯、陳韻怡 

      張珮瑤、馬一心(未開放)、夏昀(另於兒醫看診)、許詠瑞、林暄婕、崔美琦 
屈調:隱形眼鏡、近視、老花 專任:蔡紫薰(另於兒醫看診)、朱筱桑、劉耀臨*(另於兒醫看診)、侯鈞賀 

兼任:林隆光(於兒醫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時間表)、李宜潔(未開放) 
角膜:角膜雷射近視、散光、遠視手術、角膜疾病
角膜移植手術 

專任:胡芳蓉、王一中、陳偉勵、朱筱桑、劉欣瑜*、侯鈞賀   
兼任:江怡慧 

腫瘤、眼窩及整型:甲狀腺突眼、眼部美容、雙眼
皮、眼袋、義眼處置、鼻淚管手術、眼皮下垂 

專任:廖述朗、魏以宣 

青光眼 專任:王清泓*(未開放)、黃振宇 
兼任:鄭琪睿(未開放)、陳裕芳(未開放)、郭柏邑*(未開放)、楊佳靜、張珮瑤 

眼神經:視神經疾病、眼球運動障礙 專任:陳達慶、林昭文*  兼任:周介仁(未開放)、詹立瑋(未開放) 
網膜:視網膜剝離、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黃斑部病變、其他網膜病變 

專任:楊長豪*、何子昌*、陳達慶、謝易庭、賴佐庭(另於兒醫看診) 
兼任:陳慕師(未開放)、楊中美、施智偉、馬一心(未開放)、夏昀、林暄婕、崔美琦 

高度近視(600度以上近視) 專任:何子昌*  兼任:黃建融、夏昀、王詩文、崔美琦 
葡萄膜炎 專任:林昌平、葉伯廷(未開放)  
白內障 專任:胡芳蓉、林昌平、何子昌*、王一中、陳偉勵、黃振宇、葉伯廷(未開放) 

蔡紫薰、魏以宣、謝易庭、朱筱桑、陳達慶、林昭文*、劉欣瑜*、劉耀臨* 
侯鈞賀、賴佐庭 

小兒眼科:學童近視散光、斜視、弱視 專任:蔡紫薰、劉耀臨*  兼任:林隆光、李宜潔(未開放)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眼科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眼科部初診；★限眼科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眼科部初診；★限眼科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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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0303    楊長豪 胡芳蓉 21340606     林昭文 
 11340404   楊中美 陳偉勵   21340707   夏 昀   
 11340505  陳偉勵  侯鈞賀   普通門診 21340808陳達慶      
 11340606楊長豪  何子昌 林昌平    21340909總醫師 總醫師 總醫師 總醫師 總醫師  

普通門診 11340808陳達慶  林昌平 王一中 ☆廖述朗   21341010  黃振宇     
 11340909     王一中   21341212魏以宣      
 11341010  侯鈞賀 謝易庭    1,3,5週 21340505    ☆侯鈞賀  特殊需求視覺門診
 11341111   劉耀臨 總醫師   成人斜視、屈調 21340101    蔡紫薰   

11341212     主治醫師週五12診 角膜疾病 21340707朱筱桑     
1/2,3,4,5週11340202     江怡慧/薛琴、總醫師5/5楊佳靜  21341010    劉欣瑜  
1,3,5/2,4週 11340707  ◎☆謝旻瑾/黃振宇◎☆許詠瑞/陳達慶◎☆施智偉/林暄婕       /◎☆張珮瑤5/12洪國磯 眼神經 21340808     陳達慶 
1/3,5週11340707     ◎☆謝易庭/朱筱桑5/19曾佳慧 高度近視21340505  ★何子昌/黃建融/崔美琦   限600度 
1/3週 11340909劉欣瑜/黃宇軒    5/26陳韻怡 21340606   何子昌/王詩文   以上近視
角膜疾病11341111     劉欣瑜  未開放掛號 01    劉耀臨 

11341212   朱筱桑     未開放掛號 02王一中 何子昌  鄭琪睿/李宜潔賴佐庭  
眼整型 11341212魏以宣       未開放掛號02    陳裕芳/郭柏邑  
網膜 11340404楊中美       未開放掛號03陳偉勵 胡芳蓉 王清泓 王清泓  

 113406 06  賴佐庭      未開放掛號 05  馬一心何子昌    
第5週 11341212    賴佐庭   未開放掛號 06＃陳偉勵 廖述朗     

 未開放掛號01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未開放掛號 07  廖述朗  黃振宇 陳達慶、詹立瑋  
 未開放掛號02   郭柏邑    未開放掛號 08  葉伯廷     
 未開放掛號03  胡芳蓉     未開放掛號10   謝易庭  魏以宣  

未開放掛號05     黃振宇   未開放掛號11陳慕師  廖述朗 朱筱桑   
眼神經 未開放掛號 08  林昭文     未開放掛號12  林昌平 廖述朗 朱筱桑/劉欣瑜 楊長豪 

 未開放掛號 09 周介仁 葉伯廷  葉伯廷        
 未開放掛號10,11謝易庭             
 未開放掛號12    何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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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號小撇步 
一、門診網路開放時間：門診兩週前 00:00 & 門診前一日 18:00，請下載 
台大醫院行動服務 APP 
               AppStore下載      Google play下載 

二、轉診掛號： 
台大醫院與基層醫療院所提供整合照護，建議您可先至基層醫療院所

或台大醫療體系就醫，開立之轉診單請傳真至(02)2382-5540， 
週一~五 8:00~17:00電洽(02)2312-3456轉 267221由專人為您安排 
 

★初診病人掛號後請掃描 QR Code輸入資料，再持雙證件至櫃檯報到 
初診報到截止時間：上午門診 10:30前；下午門診 15:00前 



 

符號說明：◎為教學診，因進行教學討論，可能等候時間較長；＃為依報到順序看診 
☆為限該部初診；★為限該部複診 

未開放掛號：係指由醫師自行約診，不接受櫃檯或網路電話掛號。 

欄 

7 

 
  

 
就醫小叮嚀 

成人與兒童之分界年齡： 
內科部/外科部/泌尿部/神經部/精神部：限18歲以上成人，18歲以下請掛兒童醫院門診 

門診預約取消或延期： 
可利用電話(語音或人工預約掛號專線)、網路、e院便利站及臨櫃辦理等方法取消，最遲需 
於就診當日上午門診 09:30前；下午門診 14:00前取消。 

★半年內連續爽約 2次，自第 2次起 3個月內將無法採用預約方式掛號，需自行前來現場掛號。 
★半年內累積 10次取消掛號，則自第 10次取消日期起，3個月內不接受電話、網路或 e院 
便利站(Kiosk機)掛號，請來院掛號。 
門診就診時間：週一~五上午門診 09:00~12:00；下午門診 13:30~16:30 

   醫師請假查詢  看診進度查詢  線上繳費查詢 

6/22(四)端午節，門診休診 

欄 

5 

欄 

6 

 
  

 
就醫小叮嚀 

成人與兒童之分界年齡： 
內科部/外科部/泌尿部/神經部/精神部：限18歲以上成人，18歲以下請掛兒童醫院門診 

門診預約取消或延期： 
可利用電話(語音或人工預約掛號專線)、網路、e院便利站及臨櫃辦理等方法取消，最遲需 
於就診當日上午門診 09:30前；下午門診 14:00前取消。 

★半年內連續爽約 2次，自第 2次起 3個月內將無法採用預約方式掛號，需自行前來現場掛號。 
★半年內累積 10次取消掛號，則自第 10次取消日期起，3個月內不接受電話、網路或 e院 
便利站(Kiosk機)掛號，請來院掛號。 
門診就診時間：週一~五上午門診 09:00~12:00；下午門診 13:30~16:30 

   醫師請假查詢  看診進度查詢  線上繳費查詢 

6/22(四)端午節，門診休診 

欄 

5 

欄 

6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耳鼻喉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耳鼻喉科 專任:林志峰、謝敦理、陳俊男、林哲儀(另於兒醫看診)、曾文萱

陳贈成*、林珮璇
耳鳴、眩暈(眩暈症)、聽力障礙 專任:劉殿楨、楊庭華、吳振吉(另於兒醫看診)、林珮璇

兼任:楊怡和(未開放)
鼻竇炎及過敏 專任:葉德輝、林志峰、林怡岑(另於兒醫看診)
睡眠呼吸障礙 專任:葉德輝、譚慶鼎、許巍鐘(另於兒醫看診)、謝敦理
音聲復健(聲音沙啞) 專任:譚慶鼎、曾文萱
頭頸部外科及口腔腫瘤:鼻咽癌、口腔癌、頸部腫塊 專任:婁培人、王成平、楊宗霖、陳俊男、陳贈成*
小兒耳鼻喉疾病、氣管切開術 專任:許巍鐘、吳振吉、謝敦理、林哲儀
兼任:林凱南、許權振、柯政郁*、廖伯武、鄭博文、王士豪、羅武嘉、石堅、吳俊璟、吳敏如、李德敬、鄒繼群、呂松柏、王國榮
徐茂銘(未開放)、張燕良(未開放)、黃同村、林正民、張淳翔、黃立華、林敬原、楊文立、陳建銓、陳柏豪、葉春風、范振杰
毛念生、詹益智(未開放)、沈挺毅、陳正蔚、廖立人、林坤霖、蕭宏榮、吳啟東、魏銘華、劉行哲、周承良、陳怡州、滕宣德
施偉勛、游基松、許明哲、李國鴻、吳金龍、鄭爵儀、黃姿穎、邱楠超、林萬哲、沈福全、邱顯斌、黃琮瑋、郭明得

   王守仁、王棨德、林芳瑩、盧漢隆、薛婉儀、邱昱勳(未開放)、李建林、劉嘉銘、謝佳穎、朱水松、陳沛生、黃弘孟、陳玉祥
   邱康瑄、陳景中、李卓學、陳欣琳*

耳鼻喉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耳鼻喉部初診；★限耳鼻喉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耳鼻喉部初診；★限耳鼻喉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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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0202 葉德輝 註ㄧ: 21230101 謝敦理
李德敬 符合30歲 邱康瑄、陳景中

普通門診11230303柯政郁 以上，嚼( 李卓學
11230404謝敦理楊宗霖 戒)檳榔或 21230303 許巍鐘

王國榮、呂松柏 抽菸者(洽 陳柏豪、陳建銓
11230505  陳欣琳 詢電話總普通門診 楊文立、毛念生

耳部疾病11260101＃楊庭華 吳振吉 ＃楊庭華 ＃★楊庭華機轉分機 陳沛生、范振杰
林凱南、鄭博文謝佳穎、鄒繼群 林坤霖、陳正蔚黃弘孟、吳金龍267671)。 葉春風
羅武嘉、廖伯武 廖立人 註二: 21230505 謝敦理

鼻竇炎、鼻過敏11300202林志峰 葉德輝◎林志峰林志峰超過兩年( 林萬哲、沈福全
李建林 朱水松、王士豪劉嘉銘、魏銘華李國鴻 含)未曾至 21230707 林珮璇

吳啟東、劉行哲 耳鼻喉部 1,3週 21230606林哲儀
蕭宏榮 之病友，耳部疾病21260101林珮璇劉殿楨劉殿楨 林珮璇

口腔咽喉11230303 ◎譚慶鼎 上午診者 郭明得、黃琮瑋 許權振、陳玉祥
頭頸腫瘤11230303 婁培人 請於上午 王守仁、王棨德 許明哲、黃姿穎

黃立華、林敬原 10:30前 鄭爵儀、林芳瑩
頭頸部外科11230404 ＃★王成平先至診間鼻竇炎、鼻過敏21300202 林怡岑
口腔腫瘤篩檢 邱顯斌、沈挺毅報到，另口腔咽喉21230303譚慶鼎 曾文萱

吳俊璟 下午診者 吳敏如 周承良、陳怡州
11230505 ★陳俊男 陳俊男 請於下午 滕宣德、施偉勛

第1週 未開放掛號05＃王成平 15:30前 游基松、薛婉儀
眩暈門診未開放掛號01 楊怡和 先至診間嗓音吞嚥疾病21230303 曾文萱

黃同村、林正民 報到。 鼻竇炎、鼻過敏未開放掛號02 葉德輝
張淳翔 詹益智、邱昱勳

口腔咽喉未開放掛號06 曾文萱 鼻竇內視鏡未開放掛號02林怡岑6/5起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耳鼻喉部初診；★限耳鼻喉部複診頭頸部外科未開放掛號02 王成平
頭頸部外科21230404 ＃陳贈成＃陳贈成 2,3週口腔腫瘤 徐茂銘
口腔腫瘤  邱楠超 頭頸部外科未開放掛號03 柯政郁

21230505＃陳贈成楊宗霖 頭頸部外科未開放掛號04 婁培人
普通門診21230404 ◎陳俊男 1,3,5週口腔腫瘤 張燕良
1,3,5週/2,4週 石 堅/盧漢隆 頭頸癌、音聲吞嚥復健未開放掛號06 ＃曾文萱＃曾文萱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耳鼻喉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耳鼻喉科 專任:林志峰、謝敦理、陳俊男、林哲儀(另於兒醫看診)、曾文萱

陳贈成*、林珮璇
耳鳴、眩暈(眩暈症)、聽力障礙 專任:劉殿楨、楊庭華、吳振吉(另於兒醫看診)、林珮璇

兼任:楊怡和(未開放)
鼻竇炎及過敏 專任:葉德輝、林志峰、林怡岑(另於兒醫看診)
睡眠呼吸障礙 專任:葉德輝、譚慶鼎、許巍鐘(另於兒醫看診)、謝敦理
音聲復健(聲音沙啞) 專任:譚慶鼎、曾文萱
頭頸部外科及口腔腫瘤:鼻咽癌、口腔癌、頸部腫塊 專任:婁培人、王成平、楊宗霖、陳俊男、陳贈成*
小兒耳鼻喉疾病、氣管切開術 專任:許巍鐘、吳振吉、謝敦理、林哲儀
兼任:林凱南、許權振、柯政郁*、廖伯武、鄭博文、王士豪、羅武嘉、石堅、吳俊璟、吳敏如、李德敬、鄒繼群、呂松柏、王國榮
徐茂銘(未開放)、張燕良(未開放)、黃同村、林正民、張淳翔、黃立華、林敬原、楊文立、陳建銓、陳柏豪、葉春風、范振杰
毛念生、詹益智(未開放)、沈挺毅、陳正蔚、廖立人、林坤霖、蕭宏榮、吳啟東、魏銘華、劉行哲、周承良、陳怡州、滕宣德
施偉勛、游基松、許明哲、李國鴻、吳金龍、鄭爵儀、黃姿穎、邱楠超、林萬哲、沈福全、邱顯斌、黃琮瑋、郭明得

   王守仁、王棨德、林芳瑩、盧漢隆、薛婉儀、邱昱勳(未開放)、李建林、劉嘉銘、謝佳穎、朱水松、陳沛生、黃弘孟、陳玉祥
   邱康瑄、陳景中、李卓學、陳欣琳*

耳鼻喉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耳鼻喉部初診；★限耳鼻喉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耳鼻喉部初診；★限耳鼻喉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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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0202 葉德輝 註ㄧ: 21230101 謝敦理
李德敬 符合30歲 邱康瑄、陳景中

普通門診11230303柯政郁 以上，嚼( 李卓學
11230404謝敦理楊宗霖 戒)檳榔或 21230303 許巍鐘

王國榮、呂松柏 抽菸者(洽 陳柏豪、陳建銓
11230505  陳欣琳 詢電話總普通門診 楊文立、毛念生

耳部疾病11260101＃楊庭華 吳振吉 ＃楊庭華 ＃★楊庭華機轉分機 陳沛生、范振杰
林凱南、鄭博文謝佳穎、鄒繼群 林坤霖、陳正蔚黃弘孟、吳金龍267671)。 葉春風
羅武嘉、廖伯武 廖立人 註二: 21230505 謝敦理

鼻竇炎、鼻過敏11300202林志峰 葉德輝◎林志峰林志峰超過兩年( 林萬哲、沈福全
李建林 朱水松、王士豪劉嘉銘、魏銘華李國鴻 含)未曾至 21230707 林珮璇

吳啟東、劉行哲 耳鼻喉部 1,3週 21230606林哲儀
蕭宏榮 之病友，耳部疾病21260101林珮璇劉殿楨劉殿楨 林珮璇

口腔咽喉11230303 ◎譚慶鼎 上午診者 郭明得、黃琮瑋 許權振、陳玉祥
頭頸腫瘤11230303 婁培人 請於上午 王守仁、王棨德 許明哲、黃姿穎

黃立華、林敬原 10:30前 鄭爵儀、林芳瑩
頭頸部外科11230404 ＃★王成平先至診間鼻竇炎、鼻過敏21300202 林怡岑
口腔腫瘤篩檢 邱顯斌、沈挺毅報到，另口腔咽喉21230303譚慶鼎 曾文萱

吳俊璟 下午診者 吳敏如 周承良、陳怡州
11230505 ★陳俊男 陳俊男 請於下午 滕宣德、施偉勛

第1週 未開放掛號05＃王成平 15:30前 游基松、薛婉儀
眩暈門診未開放掛號01 楊怡和 先至診間嗓音吞嚥疾病21230303 曾文萱

黃同村、林正民 報到。 鼻竇炎、鼻過敏未開放掛號02 葉德輝
張淳翔 詹益智、邱昱勳

口腔咽喉未開放掛號06 曾文萱 鼻竇內視鏡未開放掛號02林怡岑6/5起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耳鼻喉部初診；★限耳鼻喉部複診頭頸部外科未開放掛號02 王成平
頭頸部外科21230404 ＃陳贈成＃陳贈成 2,3週口腔腫瘤 徐茂銘
口腔腫瘤  邱楠超 頭頸部外科未開放掛號03 柯政郁

21230505＃陳贈成楊宗霖 頭頸部外科未開放掛號04 婁培人
普通門診21230404 ◎陳俊男 1,3,5週口腔腫瘤 張燕良
1,3,5週/2,4週 石 堅/盧漢隆 頭頸癌、音聲吞嚥復健未開放掛號06 ＃曾文萱＃曾文萱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泌尿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泌尿科(前列腺肥大、血尿、尿路感染、
腰痛)

專任:劉詩彬、蒲永孝*、闕士傑*、黃昭淵、王碩盟、黃國皓*、李苑如、陳忠信
姜宜妮*、張奕凱、洪健華*、曾啟新、張尚仁*、楊佩珊

兼任:余宏政、張宏江*、陳世乾、謝汝敦、謝德生、張孝欽、黃士維、周淇業
張宇鳴、呂育全*、戴逸昇、葉亭均、伍嘉偉、馮國剛、鄭功祥

排尿障礙、婦女泌尿、尿失禁 專任:張尚仁*、楊佩珊、李苑如 兼任:余宏政
男性排尿障礙 專任:闕士傑*
泌尿腫瘤(腎、前列腺、膀胱…等) 專任:蒲永孝*、闕士傑*、黃昭淵、黃國皓*、陳忠信、張奕凱、洪健華*、曾啟新

兼任:余宏政、謝德生、呂育全*、馮國剛
腎血管及腎移植 專任:闕士傑*、王碩盟
尿路結石 專任:李苑如、洪健華*  兼任:馮國剛
男性生殖、性功能障礙 專任:劉詩彬、姜宜妮*、張奕凱 兼任:余宏政、張宏江*、謝汝敦
男性結紮 專任:張奕凱、闕士傑*
小兒泌尿 專任:黃國皓*、張尚仁* 兼任:陳世乾
腹腔鏡手術(微創手術) 專任:闕士傑*、黃昭淵、王碩盟、黃國皓*、陳忠信、李苑如、張奕凱、洪健華*

曾啟新 兼任:呂育全*、馮國剛

泌尿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二樓) 
為正確溝通病情，不能以華語溝通者需有精通華語者陪伴就醫。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泌尿部初診；★限泌尿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泌尿部初診；★限泌尿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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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0101張尚仁 劉詩彬    21620101  張尚仁     
11620202     張奕凱 21620202闕士傑    馮國剛  

普通門診11620303  張奕凱  ＃★王碩盟  普通門診21620303   總醫師    
11620404  ☆張孝欽    21620404  ◎曾啟新   曾啟新  
11620505  李苑如 張奕凱 黃國皓 張宏江 21620505姜宜妮 洪健華  方楚文  
11620606  ★陳世乾   ★謝汝敦  21620606    洪健華 呂育全  

1,3,5週/2,4週11620202  ◎鄭功祥/ 周淇業/張宇鳴  2,3,4,5週21620303     謝德生  
11620303 /◎葉亭均    ◎馮國剛/陳忠信 泌尿腫瘤 21620303蒲永孝 陳忠信     

1,3週/5週11620303◎黃士維/◎★伍嘉偉     2,4週 21740101   黃昭淵    
泌尿腫瘤11740101    闕士傑 婦女泌尿及排尿障礙21740202 楊佩珊     
婦女泌尿及排尿障礙11740202楊佩珊     腎臟移植21620303    ★王碩盟、闕士傑   

11740404    楊佩珊  前列腺 21740606劉詩彬      
尿路結石11790404李苑如     男性生殖 217506 06   ★余宏政    
前列腺 11750606  劉詩彬   泌尿腫瘤 未開放掛號 02   陳忠信    
性功能障礙11740606    姜宜妮  2,4週尿路結石未開放掛號 05  李苑如     
2,4週軟式輸尿管鏡手術11620202  ◎戴逸昇   未開放掛號 05    黃國皓   

未開放掛號 01   黃昭淵黃昭淵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臨床心理中心(成人)如何找臨床心理師

參考病症 臨床心理師名單
成人心理評估、心理諮詢及心理治療;生活壓力適應、疾病調適
與情緒適應;人際溝通與感情關係;自我探索

專任:鄭逸如(未開放)、鄭婷文、張琦郁、葉怡君、楊織羽、楊于婷
張今菁(未開放)

臨床心理中心(成人)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檢驗大樓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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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週111201 01    楊于婷   普通門診 211201 01 鄭婷文   
2,4週 111206 06   楊于婷    21120404楊織羽    
第1週 111201 01   ☆葉怡君   2,4週 21120202   ＃張琦郁

未開放掛號 01張琦郁 鄭逸如   未開放掛號 01葉怡君  鄭婷文  楊于婷 
未開放掛號 02  葉怡君   未開放掛號 02 鄭逸如    罕病心理 
未開放掛號 03   張今菁   未開放掛號 06    張琦郁  

2,4週 未開放掛號 02   葉怡君   1,3,5週未開放掛號 01   張琦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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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總機轉26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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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病症 臨床心理師名單
成人心理評估、心理諮詢及心理治療;生活壓力適應、疾病調適
與情緒適應;人際溝通與感情關係;自我探索

專任:鄭逸如(未開放)、鄭婷文、張琦郁、葉怡君、楊織羽、楊于婷
張今菁(未開放)

臨床心理中心(成人)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檢驗大樓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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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週111201 01    楊于婷   普通門診 211201 01 鄭婷文   
2,4週 111206 06   楊于婷    21120404楊織羽    
第1週 111201 01   ☆葉怡君   2,4週 21120202   ＃張琦郁

未開放掛號 01張琦郁 鄭逸如   未開放掛號 01葉怡君  鄭婷文  楊于婷 
未開放掛號 02  葉怡君   未開放掛號 02 鄭逸如    罕病心理 
未開放掛號 03   張今菁   未開放掛號 06    張琦郁  

2,4週 未開放掛號 02   葉怡君   1,3,5週未開放掛號 01   張琦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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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總機轉266051。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婦產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婦女疾病 專任:戴依柔*、潘松坡、康巧鈺、楊博凱、吳珮琪、陳智齡 
兼任:李文瑞、柯滄銘、黃冠穎 

腫瘤:子宮肌瘤、卵巢瘤、婦科癌症、子宮頸癌、
子宮內膜癌、卵巢癌 

專任:嚴孟祿、陳啟豪*、張廷禎、許博欽、童寶玲(回院支援)、鄭文芳*、魏凌鴻
張文君*、江盈澄*、陳宇立、戴依柔* 

兼任:林鶴雄、陳瑞堅、周松男、謝長堯、張道遠、陳祈安(未開放) 
停經:骨質疏鬆、更年期 專任:嚴孟祿、陳啟豪*、張廷禎  兼任:陳瑞堅、周松男、連義隆 
子宮頸內皮病變 專任:江盈澄*、戴依柔*  兼任:林鶴雄、陳瑞堅、陳祈安(未開放) 
乳房疾病篩檢 專任:許博欽、陳啟豪*、張廷禎、徐明洸(回院支援)  兼任:陳瑞堅 
子宮頸癌疫苗諮詢 專任:鄭文芳* 
子宮頸癌病毒篩檢 兼任:周松男 
產科及胎兒異常:胎兒生長遲滯、羊水過少 專任:徐明洸(回院支援)、施景中、李建南、華筱玲、林芯伃、康巧鈺、陳智齡 

兼任:黃冠穎 
內分泌及不孕症、子宮肌瘤、子宮內膜異位症、
不孕症、人工授精、試管嬰兒 

專任:楊政憲、趙光漢、陳美州、吳明義、陳思原、黃楚珺、潘松坡、凃怡安 
兼任:何弘能、連義隆 

多囊性卵巢疾病 專任:陳美州 
習慣性流產 兼任:何弘能 
妊娠糖尿病 專任:李弘元(未開放)  專任營養師:陳慈佾(未開放) 

兼任:陳思潔(未開放)  兼任營養師:何明華(未開放) 
婦女泌尿:泌尿道感染、頻尿、解尿困難、尿失禁 專任:張廷禎、吳珮琪  兼任:林鶴雄、張道遠 

婦產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三東)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婦產部初診；★限婦產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婦產部初診；★限婦產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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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02 02 李建南 張文君 戴依柔     206605 05   陳  瑢    
 107203 03 陳宇立      普通門診 206607 07 ◎連義隆 林芯伃     
 106604 04  戴依柔   童寶玲   206608 08     李文瑞  

普通門診 107905 05   陳涵英     206613 13  吳珮琪     
 106607 07  林冠廷      207201 01    張文君   
 106608 08  柯滄銘 鄭文芳  許博欽  婦科腫瘤 207205 05 魏凌鴻      
 106613 13    ◎施景中    207207 07     張道遠  

婦女整合門診 106613 13 吳珮琪     婦女的福音  207208 08 謝長堯      
腫瘤門診 107201 01    陳瑞堅  女性癌症篩 妊娠、乳房疾病 207701 01     徐明洸  
腫瘤、停經 107207 07   周松男   檢診療、超 產檢、一般婦科 206602 02 康巧鈺 陳智齡     
腫瘤、腹腔鏡 106601 01     陳啟豪 音波診斷、  206604 04  黃冠穎     
婦科腫瘤、腹腔鏡 107203 03   許博欽   產後憂鬱症、 產前檢查 207904 04   李建南  李建南  

 107607 07 許博欽     孕產期、更年 腫瘤、更年期、骨鬆 207205 05  嚴孟祿     
婦癌特別門診 107203 03     魏凌鴻 期問題諮詢 子宮鏡 208306 06 吳明義 楊博凱 楊政憲 凃怡安 吳明義  
子宮鏡 108306 06 楊政憲  吳明義  楊政憲  陰道鏡 207213 13 陳啟豪  陳瑞堅 江盈澄 江盈澄  

 107903 03    ◎康巧鈺    208301 01 楊博凱      
產檢、一般婦科 106605 05 華筱玲 戴怡芸  戴怡芸   內分泌、不孕症 208303 03 趙光漢    潘松坡  

 106606 06    ＃華筱玲    208307 07    陳思原   
產前檢查 107905 05     林芯伃   208308 08  黃楚珺     
胎兒異常 107913 13  ◎施景中     習慣性流產、不孕症 208608 08    何弘能   

 108301 01 李浩宇      腫瘤、尿失禁 206601 01   張廷禎    
內分泌、不孕症 108302 02    黃楚珺   試管嬰兒、生殖科技 未開放掛號 02    趙光漢   

 108306 06  陳美州     腫瘤、更年期、骨鬆 未開放掛號 04    嚴孟祿   
 108307 07    陳美州   腫瘤、腹腔鏡 未開放掛號 08   鄭文芳    

生殖醫學 108302 02     楊博凱  1,3,5週/2,4週 未開放掛號 03   陳思潔/李弘元   妊娠糖尿病 
婦女泌尿 106613 13   林鶴雄    1,3,5週/2,4週(自費) 未開放掛號 07   ◎＃陳慈佾/何明華   妊娠糖尿營養門診 
2,4週 107204 04    張廷禎  更年期、尿失禁 2,4週 未開放掛號 05    ＃張廷禎  更年期、尿失禁 

 未開放掛號 01   陳祈安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婦產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婦女疾病 專任:戴依柔*、潘松坡、康巧鈺、楊博凱、吳珮琪、陳智齡 
兼任:李文瑞、柯滄銘、黃冠穎 

腫瘤:子宮肌瘤、卵巢瘤、婦科癌症、子宮頸癌、
子宮內膜癌、卵巢癌 

專任:嚴孟祿、陳啟豪*、張廷禎、許博欽、童寶玲(回院支援)、鄭文芳*、魏凌鴻
張文君*、江盈澄*、陳宇立、戴依柔* 

兼任:林鶴雄、陳瑞堅、周松男、謝長堯、張道遠、陳祈安(未開放) 
停經:骨質疏鬆、更年期 專任:嚴孟祿、陳啟豪*、張廷禎  兼任:陳瑞堅、周松男、連義隆 
子宮頸內皮病變 專任:江盈澄*、戴依柔*  兼任:林鶴雄、陳瑞堅、陳祈安(未開放) 
乳房疾病篩檢 專任:許博欽、陳啟豪*、張廷禎、徐明洸(回院支援)  兼任:陳瑞堅 
子宮頸癌疫苗諮詢 專任:鄭文芳* 
子宮頸癌病毒篩檢 兼任:周松男 
產科及胎兒異常:胎兒生長遲滯、羊水過少 專任:徐明洸(回院支援)、施景中、李建南、華筱玲、林芯伃、康巧鈺、陳智齡 

兼任:黃冠穎 
內分泌及不孕症、子宮肌瘤、子宮內膜異位症、
不孕症、人工授精、試管嬰兒 

專任:楊政憲、趙光漢、陳美州、吳明義、陳思原、黃楚珺、潘松坡、凃怡安 
兼任:何弘能、連義隆 

多囊性卵巢疾病 專任:陳美州 
習慣性流產 兼任:何弘能 
妊娠糖尿病 專任:李弘元(未開放)  專任營養師:陳慈佾(未開放) 

兼任:陳思潔(未開放)  兼任營養師:何明華(未開放) 
婦女泌尿:泌尿道感染、頻尿、解尿困難、尿失禁 專任:張廷禎、吳珮琪  兼任:林鶴雄、張道遠 

婦產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三東)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婦產部初診；★限婦產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婦產部初診；★限婦產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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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02 02 李建南 張文君 戴依柔     206605 05   陳  瑢    
 107203 03 陳宇立      普通門診 206607 07 ◎連義隆 林芯伃     
 106604 04  戴依柔   童寶玲   206608 08     李文瑞  

普通門診 107905 05   陳涵英     206613 13  吳珮琪     
 106607 07  林冠廷      207201 01    張文君   
 106608 08  柯滄銘 鄭文芳  許博欽  婦科腫瘤 207205 05 魏凌鴻      
 106613 13    ◎施景中    207207 07     張道遠  

婦女整合門診 106613 13 吳珮琪     婦女的福音  207208 08 謝長堯      
腫瘤門診 107201 01    陳瑞堅  女性癌症篩 妊娠、乳房疾病 207701 01     徐明洸  
腫瘤、停經 107207 07   周松男   檢診療、超 產檢、一般婦科 206602 02 康巧鈺 陳智齡     
腫瘤、腹腔鏡 106601 01     陳啟豪 音波診斷、  206604 04  黃冠穎     
婦科腫瘤、腹腔鏡 107203 03   許博欽   產後憂鬱症、 產前檢查 207904 04   李建南  李建南  

 107607 07 許博欽     孕產期、更年 腫瘤、更年期、骨鬆 207205 05  嚴孟祿     
婦癌特別門診 107203 03     魏凌鴻 期問題諮詢 子宮鏡 208306 06 吳明義 楊博凱 楊政憲 凃怡安 吳明義  
子宮鏡 108306 06 楊政憲  吳明義  楊政憲  陰道鏡 207213 13 陳啟豪  陳瑞堅 江盈澄 江盈澄  

 107903 03    ◎康巧鈺    208301 01 楊博凱      
產檢、一般婦科 106605 05 華筱玲 戴怡芸  戴怡芸   內分泌、不孕症 208303 03 趙光漢    潘松坡  

 106606 06    ＃華筱玲    208307 07    陳思原   
產前檢查 107905 05     林芯伃   208308 08  黃楚珺     
胎兒異常 107913 13  ◎施景中     習慣性流產、不孕症 208608 08    何弘能   

 108301 01 李浩宇      腫瘤、尿失禁 206601 01   張廷禎    
內分泌、不孕症 108302 02    黃楚珺   試管嬰兒、生殖科技 未開放掛號 02    趙光漢   

 108306 06  陳美州     腫瘤、更年期、骨鬆 未開放掛號 04    嚴孟祿   
 108307 07    陳美州   腫瘤、腹腔鏡 未開放掛號 08   鄭文芳    

生殖醫學 108302 02     楊博凱  1,3,5週/2,4週 未開放掛號 03   陳思潔/李弘元   妊娠糖尿病 
婦女泌尿 106613 13   林鶴雄    1,3,5週/2,4週(自費) 未開放掛號 07   ◎＃陳慈佾/何明華   妊娠糖尿營養門診 
2,4週 107204 04    張廷禎  更年期、尿失禁 2,4週 未開放掛號 05    ＃張廷禎  更年期、尿失禁 

 未開放掛號 01   陳祈安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神經部如何找醫師(18歲以上方得掛神經部)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神經科 專任:范淞斌 兼任:張楊全、溫瑩蓉、張峻源、劉冠吟、黃柏豪、林洳甄、許博荏

吳孟真(未開放)、李君右、楊博丞、蔡欣熹、郭明哲*、朱海瑞、高伊慧、張楷杰
李嵐忻、薛頌儒、李承軒、張馨方、張腕玲、古宗禾、柯孋衿、李政霖

失智症(老年失智) 專任:陳達夫*、程郁文 兼任:朱智邦(未開放)、邱銘章
腦血管疾病(中風) 專任:鄭建興、湯頌君、蔡力凱、葉馨喬、陳志昊
癲癇症 專任:郭鐘金、劉宏輝、饒敦、賴星融
周邊神經病變(手腳末端麻木無力) 專任:謝松蒼(未開放)、李銘仁、趙啟超、薛學文 兼任:楊智超(未開放)
肌肉疾病遺傳性疾病(罕見疾病) 專任:李銘仁 兼任:楊智超(未開放)
動作障礙(巴金森氏症及不自主動作) 專任:吳瑞美、戴春暉、林靜嫻 兼任:范恬心、郭明哲*
神經免疫性疾病(多發性硬化症) 專任:蘇真真 兼任:楊智超(未開放)

神經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檢驗大樓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神經部初診；★限神經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神經部初診；★限神經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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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0101 ◎☆鄭建興◎☆張楊全◎☆吳瑞美◎☆蔡力凱神經部初 21060101郭明哲 ★蔡力凱
11060202◎☆饒 敦◎☆蘇真真◎☆戴春暉◎☆李銘仁◎☆薛學文診係指未 21060202賴星融賴星融
11060303 ◎☆林靜嫻 ◎☆湯頌君◎☆趙啟超看過神經普通門診 21060303朱永載 陳志昊
11080303 ◎☆葉馨喬 部門診或 21060404★劉宏輝

普通門診 11060404★劉冠吟 ★趙啟超★林靜嫻 逾二年未 21060808 范淞斌 蔡欣熹
11060505 ★郭鐘金 ★戴春暉曾就診， 21060101 /謝沛峰
11060606★李銘仁★湯頌君 ★蘇真真應掛初診 21060202 許博荏/朱海瑞 /溫瑩蓉李嵐忻/張馨方
11060707 ★葉馨喬 ★饒敦者，若掛 21060404 張楷杰/薛頌儒
11060808 ★薛學文★鄭建興 ★高伊慧複診將無 1,3,5週/2,4週21060505 黃柏豪/鄭章佑

1,3,5週/2,4週11060606 柯孋衿/鍾季廷 法受理。 21060606 李承軒/張腕玲
1,3週/2,4週11060505 ★林洳甄/范恬心 21060707李君右/楊博丞 李政霖/張峻源

11060101◎☆陳達夫 21060808徐仁佑5/15起/古宗禾
失智症整合門診11060303◎☆程郁文 失智症整合門診21060808 ★程郁文

11060606 ★陳達夫 1,3週 21060101 ★邱銘章
未開放掛號04 吳瑞美 1,3週/2,4週未開放掛號01 朱智邦/程郁文記憶門診
未開放掛號05楊智超 未開放掛號05 郭鐘金
未開放掛號08 謝松蒼 未開放掛號07 戴春暉

顫抖症暨神波刀醫療需求請掛朱永戴醫師 未開放掛號08 謝松蒼
1,3週 未開放掛號06 吳孟真 肉毒桿菌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神經部如何找醫師(18歲以上方得掛神經部)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神經科 專任:范淞斌 兼任:張楊全、溫瑩蓉、張峻源、劉冠吟、黃柏豪、林洳甄、許博荏

吳孟真(未開放)、李君右、楊博丞、蔡欣熹、郭明哲*、朱海瑞、高伊慧、張楷杰
李嵐忻、薛頌儒、李承軒、張馨方、張腕玲、古宗禾、柯孋衿、李政霖

失智症(老年失智) 專任:陳達夫*、程郁文 兼任:朱智邦(未開放)、邱銘章
腦血管疾病(中風) 專任:鄭建興、湯頌君、蔡力凱、葉馨喬、陳志昊
癲癇症 專任:郭鐘金、劉宏輝、饒敦、賴星融
周邊神經病變(手腳末端麻木無力) 專任:謝松蒼(未開放)、李銘仁、趙啟超、薛學文 兼任:楊智超(未開放)
肌肉疾病遺傳性疾病(罕見疾病) 專任:李銘仁 兼任:楊智超(未開放)
動作障礙(巴金森氏症及不自主動作) 專任:吳瑞美、戴春暉、林靜嫻 兼任:范恬心、郭明哲*
神經免疫性疾病(多發性硬化症) 專任:蘇真真 兼任:楊智超(未開放)

神經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檢驗大樓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神經部初診；★限神經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神經部初診；★限神經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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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0101 ◎☆鄭建興◎☆張楊全◎☆吳瑞美◎☆蔡力凱神經部初 21060101郭明哲 ★蔡力凱
11060202◎☆饒 敦◎☆蘇真真◎☆戴春暉◎☆李銘仁◎☆薛學文診係指未 21060202賴星融賴星融
11060303 ◎☆林靜嫻 ◎☆湯頌君◎☆趙啟超看過神經普通門診 21060303朱永載 陳志昊
11080303 ◎☆葉馨喬 部門診或 21060404★劉宏輝

普通門診 11060404★劉冠吟 ★趙啟超★林靜嫻 逾二年未 21060808 范淞斌 蔡欣熹
11060505 ★郭鐘金 ★戴春暉曾就診， 21060101 /謝沛峰
11060606★李銘仁★湯頌君 ★蘇真真應掛初診 21060202 許博荏/朱海瑞 /溫瑩蓉李嵐忻/張馨方
11060707 ★葉馨喬 ★饒敦者，若掛 21060404 張楷杰/薛頌儒
11060808 ★薛學文★鄭建興 ★高伊慧複診將無 1,3,5週/2,4週21060505 黃柏豪/鄭章佑

1,3,5週/2,4週11060606 柯孋衿/鍾季廷 法受理。 21060606 李承軒/張腕玲
1,3週/2,4週11060505 ★林洳甄/范恬心 21060707李君右/楊博丞 李政霖/張峻源

11060101◎☆陳達夫 21060808徐仁佑5/15起/古宗禾
失智症整合門診11060303◎☆程郁文 失智症整合門診21060808 ★程郁文

11060606 ★陳達夫 1,3週 21060101 ★邱銘章
未開放掛號04 吳瑞美 1,3週/2,4週未開放掛號01 朱智邦/程郁文記憶門診
未開放掛號05楊智超 未開放掛號05 郭鐘金
未開放掛號08 謝松蒼 未開放掛號07 戴春暉

顫抖症暨神波刀醫療需求請掛朱永戴醫師 未開放掛號08 謝松蒼
1,3週 未開放掛號06 吳孟真 肉毒桿菌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營養室自費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二西)

掛號費100元+諮詢費200元；如加做體組成測量+150元
如單做體組成測量：掛號費100元+測量費150元(含報告說明)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營養室初診；★限營養室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營養室初診；★限營養室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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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諮詢 12470101 ◎＃陳乃嘉   ◎＃鄭千惠   營養諮詢 22470101  ◎＃王文霆   ◎＃賴聖如
1,3,5週/2,4週 12470101     ◎＃鄭金寶/葉宜玲  1,3,5週/2,4週 22470101   ◎＃蕭佩珍/林京美 ◎＃陳珮蓉/郭月霞  
一般、腎臟透析12470101  ◎＃鍾佳倫     一般、兒童、腸胃 22470101◎＃陳燕慈     
一般、術前後12470101  ◎＃賴聖如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老年醫學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醫師名單 

老年常見症候群(包括跌倒、譫妄、失智、憂鬱、尿失禁、營養
不良、活動力減退等)、同時有多種慢性疾病、多重用藥諮詢、
周全性老年評估、老人健檢異常項目之複查。 

專任:詹鼎正、陳人豪、溫瓊容、陸鳳屏、林坤霈、周怡君、吳孟真 
兼任:蔡克嵩(未開放)、翁菁甫、楊鎮嘉、劉乃瑄、李榕修、王智瑩 
梁家欣 

老年醫學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三西) 
＊星期一上午1診：5/1李榕修、5/8王智瑩、5/15劉乃瑄、5/22梁家欣、6/5李榕修、6/12王智瑩、6/19劉乃瑄、6/26梁家欣 
＊星期二上午1診：5/2溫瓊容、5/9陸鳳屏、5/16吳孟真、5/23陳人豪、6/6溫瓊容、6/13陸鳳屏、6/20吳孟真、6/27周怡君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老醫部初診；★限老醫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老醫部初診；★限老醫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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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01 01 ＊輪流看診 ◎＊輪流看診 ＃★吳孟真 陸鳳屏  老年醫學部 普通門診 200301 01  ★陳人豪 ★林坤霈 ★周怡君 陳人豪 老年醫學部 
普通門診 100302 02  林坤霈     (整合照護門診) 200302 02  ★陸鳳屏  溫瓊容   
(整合照護門診) 100323 23     詹鼎正 內科部23診  200303 03   周怡君    

 未開放掛號 01     溫瓊容 老年醫學部 第2週 200301 01 翁菁甫      
教學門診因進行教學討論，等候時間較長。 第4週 200302 02   楊鎮嘉    
 1,3,5週 未開放掛號 01 ◎蔡克嵩     僅看內分泌疾病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老年醫學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醫師名單 

老年常見症候群(包括跌倒、譫妄、失智、憂鬱、尿失禁、營養
不良、活動力減退等)、同時有多種慢性疾病、多重用藥諮詢、
周全性老年評估、老人健檢異常項目之複查。 

專任:詹鼎正、陳人豪、溫瓊容、陸鳳屏、林坤霈、周怡君、吳孟真 
兼任:蔡克嵩(未開放)、翁菁甫、楊鎮嘉、劉乃瑄、李榕修、王智瑩 
梁家欣 

老年醫學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三西) 
＊星期一上午1診：5/1李榕修、5/8王智瑩、5/15劉乃瑄、5/22梁家欣、6/5李榕修、6/12王智瑩、6/19劉乃瑄、6/26梁家欣 
＊星期二上午1診：5/2溫瓊容、5/9陸鳳屏、5/16吳孟真、5/23陳人豪、6/6溫瓊容、6/13陸鳳屏、6/20吳孟真、6/27周怡君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老醫部初診；★限老醫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老醫部初診；★限老醫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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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01 01 ＊輪流看診 ◎＊輪流看診 ＃★吳孟真 陸鳳屏  老年醫學部 普通門診 200301 01  ★陳人豪 ★林坤霈 ★周怡君 陳人豪 老年醫學部 
普通門診 100302 02  林坤霈     (整合照護門診) 200302 02  ★陸鳳屏  溫瓊容   
(整合照護門診) 100323 23     詹鼎正 內科部23診  200303 03   周怡君    

 未開放掛號 01     溫瓊容 老年醫學部 第2週 200301 01 翁菁甫      
教學門診因進行教學討論，等候時間較長。 第4週 200302 02   楊鎮嘉    
 1,3,5週 未開放掛號 01 ◎蔡克嵩     僅看內分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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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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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0202 黃懷正鄭安理 洪瑞隆 22550101陳國興  
 12550303 余忠仁 22550202邵幼雲 劉宗灝
 12550404 劉宗灝 22550404 陳敬左
 12550505 ◎林家齊林季宏 22550505 楊明翰
 12550606★李日翔 ＃梁逸歆 22550606 盧彥伸吳宗哲 陳建銘
 12550707 沈盈君黃柏翔陳偉武 22550707薛富仁  

內科腫瘤 12550808徐偉勛 莊建淮廖斌志邵幼雲 內科腫瘤22550808郭頌鑫 ◎劉滄梧
 12550909張端瑩 薛富仁徐偉勛 22550909魯維丞 呂庭毅
 12551010 蔡育傑 22551010 馬維力
 12551111高祥豐 ◎許駿黃大成 22551111 吳 旭   
 12551313 ＃梁逸歆 郭哲銓張宸瀚 22551212黃大成   
 12551414 黃得瑞黃懷正楊博鈞 22551313彭上軒 郭宇如李佳真
 12551515 馬維力 鄭敬文 22551414  陳省吾

頭頸腫瘤 12650707 ＃婁培人 肺癌腫瘤22551414吳尚俊
外科腫瘤 12550303 何承懋 限胰臟癌22550505◎楊士弘
腸癌外科 12550404 陳姿君 血液腫瘤22550303 蔡承宏

 12550606 林本仁 22550505 ＃吳尚儒
腸癌 12550606 謝銘鈞 1,3,5週 22550202 陳耀昌
腸癌、胃癌 12551010 葉坤輝 外科腫瘤22550404 黃約翰
乳癌 12551313 陳怡君 婦科腫瘤22611010 謝長堯
婦科、頭頸腫瘤 12661010 黃昭源 22611111 魏凌鴻

 12660707＃賴詩璠 22660606許哲瑜
 12660909 王駿瑋 22660707 王駿瑋

放射腫瘤 12661010＃呂紹綸 22661010＃陳苓諭
 12661212＃藍耿學許峯銘 ＃陳育瑄 放射腫瘤22661111 王嘉 ◎成佳憲
 12663232 ★藍耿學 ＃★呂紹綸 22661212 ＃陳婉瑜 江 韻
 12663535 ＃賴詩璠＃江韻陳苓諭＃楊文綺 22661414 ＃楊文綺 ＃梁祥光

癌症止痛 12550404 林至芃 22661515 ＃李奕含 劉彥廷
 未開放掛號01 住院醫師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22663232＃蔡巧琳
 未開放掛號02 楊志新 1,3週 22663636 ＃王裕仁
 未開放掛號03 住院醫師 癌症止痛22550909 謝承原

內科腫瘤 未開放掛號04 蔡育傑 腫瘤營養2255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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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骨科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骨科 專任:王貞棣、侯君翰、張允亮、李嘉哲、林蔚鑫、陳志偉、黃全敬、陳宣佑、蔡岳呈

     范垂嘉   兼任:劉堂桂、劉華昌、陳博光、蔡清霖、江清泉、林晉、孫瑞昇
陳山志、李裕滄、林偉彭、蔡文基、謝瑞洋、王俊傑*

骨外傷科 專任:張宗訓、曾子豪、張允亮、李嘉哲、林蔚鑫、陳志偉、黃全敬、陳宣佑、蔡岳呈 
運動傷害科:膝部十字韌帶斷裂、半月板破裂、
肩關節傷害 

專任:王至弘、江鴻生、張宗訓、曾子豪、蔡岳呈

手外科及肘、腕關節障礙 專任:張志豪、曾子豪、張允亮、陳宣佑、蔡岳呈
肩關節傷害 專任:張志豪、張宗訓、曾子豪、張允亮、蔡岳呈
膝關節障礙:人工膝關節、膝關節退化 專任:王至弘、江鴻生、王貞棣、侯君翰、張宗訓
髖關節障礙:人工髖關節、髖關節退化、髖關節
早期病變 

專任:王至弘、王廷明*、王貞棣、侯君翰   

骨盆骨折 專任:李嘉哲
足踝外科 專任:陳沛裕、范垂嘉  兼任:王崇禮
脊椎外科:頸/胸/腰椎椎間盤/椎體/椎管/神經病變、
脊椎側彎及駝背畸形、內視鏡及微創脊椎手術 

專任:楊曙華、王廷明*、胡名孝、吳冠彣、陳志偉、黃全敬

小兒骨科:小兒上下肢、髖關節、脊椎疾病 
(於兒醫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表) 

專任:王廷明(週二上午)、楊曙華(週四上午、限脊椎疾病)、吳冠彣(週一上午)
李嘉哲(週四下午)、陳志偉(週四上午) 

兼任:郭耿南(未開放)、黃世傑(週三下午)
骨腫瘤、骨質疏鬆、骨骼代謝 專任:楊榮森、侯君翰、李嘉哲、林蔚鑫
骨骼骨質病變 兼任:劉堂桂

骨科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二西)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骨科部初診；★限骨科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骨科部初診；★限骨科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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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0101  ＃侯君翰  小兒骨科 20560101   陳宣佑 劉華昌 蔡清霖 
 10560202＃王貞棣   吳冠彣  請參閱兒醫 20560202  李嘉哲    

普通門診 10560303＃孫瑞昇    張宗訓 門診時間表 20560303蔡文基   陳博光  
 10560505＃王廷明 王至弘   看診地點：普通門診20560505     范垂嘉 
 10560606  ◎陳山志  林 晉  兒童醫院3樓 20560606楊榮森   陳宣佑 
 10560707  江鴻生  李嘉哲 陳志偉 20560707◎謝瑞洋  ＃王廷明   

2,3,4,5週10560505     黃全敬 20560808王俊傑   蔡岳呈  
1,3,5/2,4週10560303   陳宣佑/李裕滄   1,3週 20560808     ★林偉彭 
1,2週 10560101    ＃★劉堂桂   20560303    張宗訓 
第1週 10560505   江清泉 骨外傷科 20560505   曾子豪  
骨外傷科 10560303  黃全敬    20560707  蔡岳呈    
膝關節障礙10560505   王至弘  第3週 20560707     蔡岳呈 
髖關節障礙10560606  ＃王貞棣   膝關節障礙20590505王至弘     
運動傷害 10590707   曾子豪    20590707    ★江鴻生  
肩關節障礙 10560101曾子豪    肩關節障礙 20560505  張宗訓    
手外科 10620202   ＃張允亮   手外科 20620202   ＃張允亮   

10620606     ＃張允亮  20620303   張志豪   
足踝外科 10620606◎王崇禮      20560101  范垂嘉    

 10560808     范垂嘉 足踝外科 20620202     陳沛裕 
10600101  ＃楊曙華   ＃楊曙華  20620606   陳沛裕   

脊椎外科 10600202 胡名孝    脊椎外科 20600303  黃全敬    
 10600303   胡名孝   20600606    胡名孝  
 10560808  陳志偉    脊椎側彎 20560202    吳冠彣  
 10560202     林蔚鑫 骨腫瘤 20560505   林蔚鑫   

骨腫瘤 10560505   林蔚鑫   骨鬆骨腫瘤 20560606  楊榮森    
 10560707 ＃侯君翰      未開放掛號02＃王貞棣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骨科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骨科 專任:王貞棣、侯君翰、張允亮、李嘉哲、林蔚鑫、陳志偉、黃全敬、陳宣佑、蔡岳呈

     范垂嘉   兼任:劉堂桂、劉華昌、陳博光、蔡清霖、江清泉、林晉、孫瑞昇
陳山志、李裕滄、林偉彭、蔡文基、謝瑞洋、王俊傑*

骨外傷科 專任:張宗訓、曾子豪、張允亮、李嘉哲、林蔚鑫、陳志偉、黃全敬、陳宣佑、蔡岳呈 
運動傷害科:膝部十字韌帶斷裂、半月板破裂、
肩關節傷害 

專任:王至弘、江鴻生、張宗訓、曾子豪、蔡岳呈

手外科及肘、腕關節障礙 專任:張志豪、曾子豪、張允亮、陳宣佑、蔡岳呈
肩關節傷害 專任:張志豪、張宗訓、曾子豪、張允亮、蔡岳呈
膝關節障礙:人工膝關節、膝關節退化 專任:王至弘、江鴻生、王貞棣、侯君翰、張宗訓
髖關節障礙:人工髖關節、髖關節退化、髖關節
早期病變 

專任:王至弘、王廷明*、王貞棣、侯君翰   

骨盆骨折 專任:李嘉哲
足踝外科 專任:陳沛裕、范垂嘉  兼任:王崇禮
脊椎外科:頸/胸/腰椎椎間盤/椎體/椎管/神經病變、
脊椎側彎及駝背畸形、內視鏡及微創脊椎手術 

專任:楊曙華、王廷明*、胡名孝、吳冠彣、陳志偉、黃全敬

小兒骨科:小兒上下肢、髖關節、脊椎疾病 
(於兒醫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表) 

專任:王廷明(週二上午)、楊曙華(週四上午、限脊椎疾病)、吳冠彣(週一上午)
李嘉哲(週四下午)、陳志偉(週四上午) 

兼任:郭耿南(未開放)、黃世傑(週三下午)
骨腫瘤、骨質疏鬆、骨骼代謝 專任:楊榮森、侯君翰、李嘉哲、林蔚鑫
骨骼骨質病變 兼任:劉堂桂

骨科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二西)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骨科部初診；★限骨科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骨科部初診；★限骨科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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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0101  ＃侯君翰  小兒骨科 20560101   陳宣佑 劉華昌 蔡清霖 
 10560202＃王貞棣   吳冠彣  請參閱兒醫 20560202  李嘉哲    

普通門診 10560303＃孫瑞昇    張宗訓 門診時間表 20560303蔡文基   陳博光  
 10560505＃王廷明 王至弘   看診地點：普通門診20560505     范垂嘉 
 10560606  ◎陳山志  林 晉  兒童醫院3樓 20560606楊榮森   陳宣佑 
 10560707  江鴻生  李嘉哲 陳志偉 20560707◎謝瑞洋  ＃王廷明   

2,3,4,5週10560505     黃全敬 20560808王俊傑   蔡岳呈  
1,3,5/2,4週10560303   陳宣佑/李裕滄   1,3週 20560808     ★林偉彭 
1,2週 10560101    ＃★劉堂桂   20560303    張宗訓 
第1週 10560505   江清泉 骨外傷科 20560505   曾子豪  
骨外傷科 10560303  黃全敬    20560707  蔡岳呈    
膝關節障礙10560505   王至弘  第3週 20560707     蔡岳呈 
髖關節障礙10560606  ＃王貞棣   膝關節障礙20590505王至弘     
運動傷害 10590707   曾子豪    20590707    ★江鴻生  
肩關節障礙 10560101曾子豪    肩關節障礙 20560505  張宗訓    
手外科 10620202   ＃張允亮   手外科 20620202   ＃張允亮   

10620606     ＃張允亮  20620303   張志豪   
足踝外科 10620606◎王崇禮      20560101  范垂嘉    

 10560808     范垂嘉 足踝外科 20620202     陳沛裕 
10600101  ＃楊曙華   ＃楊曙華  20620606   陳沛裕   

脊椎外科 10600202 胡名孝    脊椎外科 20600303  黃全敬    
 10600303   胡名孝   20600606    胡名孝  
 10560808  陳志偉    脊椎側彎 20560202    吳冠彣  
 10560202     林蔚鑫 骨腫瘤 20560505   林蔚鑫   

骨腫瘤 10560505   林蔚鑫   骨鬆骨腫瘤 20560606  楊榮森    
 10560707 ＃侯君翰      未開放掛號02＃王貞棣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形體美容醫學研究中心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手術大樓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美容中心初診；★限美容中心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美容中心初診；★限美容中心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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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01 01 洪學義 黃慧夫 湯月碧    普通門診 227301 01  官振翔  戴浩志   

 127302 02 陳柏樺 黃常銘 曾忠仁  楊永健   227302 02 廖怡華 謝榮賢 沈宜萱  黃柏誠  
顱顏整形 127301 01     謝孟祥  乳房整形 227302 02    鄭乃禎   
靜脈曲張 127302 02    周迺寬    未開放掛號 01 鄭乃禎      

 未開放掛號 01    黃傑慧   鼻整形 未開放掛號 01   黃柏誠    
 未開放掛號 03 郭源松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皮膚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皮膚病(帶狀疱疹可諮詢皮膚部任一診) 兼任:陳小菁、陳玄祥、陳怡穎、陸惟誠、柯玫如、陳怡如、胡淑玲

許紹軒、蕭子臨、蕭全佑、曾奕騰、邱泰翔、黃柏瑋*、高榮廷
皮膚外科雷射特約診:痘疤整形、色素母斑、血管瘤、皮膚惡性
腫瘤

專任:廖怡華、沈宜萱、陳柏樺、黃常銘
兼任:紀秀華、陳昭旭、王修含、葉陳璞

接觸性及職業性皮膚病:溼疹、接觸性皮膚炎、藥物過敏 專任:朱家瑜* 兼任:孫啟璟、莊德揚
青春痘:痤瘡、脂漏性皮膚炎、臉部溼疹、毛囊角化症 專任:邱政偉、黃常銘 兼任:賴碧芬、王修含
漢生病、黴菌及感染性皮膚病:足癬、甲癬、體癬及深部黴菌感染專任:詹智傑、邱政偉、烏惟新(另於兒醫看診)
免疫性皮膚病:紅斑性狼瘡、皮肌炎、鞏皮症、(類)天疱瘡、
藥物疹、血管炎

專任:朱家瑜* 兼任:王莉芳、楊佳懿、卓雍哲

小兒皮膚:各種小兒皮膚病 專任:戴仰霞(另於兒醫看診)、烏惟新 兼任:邱顯清
異位性皮膚炎:小兒及成人異位性皮膚炎 專任:戴仰霞、朱家瑜*、詹智傑 兼任:王莉芳、卓雍哲
色素斑:色素沉著、白斑 專任:林頌然、陳柏樺 兼任:紀秀華
乾癬 專任:蔡呈芳、詹智傑、陳柏樺
除皺、止汗、色素移植:肉毒桿菌素、多汗症、老化〔皺紋〕、白斑專任:蔡呈芳
掉髮 專任:蔡呈芳、林頌然
精神皮膚病 兼任:張俊祥
皮膚美容 專任:廖怡華、沈宜萱、陳柏樺、黃常銘 兼任:陳昭旭、葉陳璞
皮膚高頻超音波 兼任:王修含

皮膚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皮膚部初診；★限皮膚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皮膚部初診；★限皮膚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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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0101★蔡呈芳沈宜萱楊佳懿黃常銘◎烏惟新 門診光療中心 未開放掛號 09 詹智傑  
11810202 廖怡華廖怡華陳柏樺★朱家瑜 服務時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皮膚部初診；★限皮膚部複診
11810505 陳小菁◎紀秀華週一至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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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0606黃奕維陸惟誠 ＃賴碧芬葉陳璞上午09:00~11:30         21810101 邱泰翔烏惟新高榮廷
11810707黃常銘 陳昭旭 週一、二、三、五 21810202沈宜萱★蔡呈芳 ◎孫啟璟 陳柏樺
11810909◎紀秀華 ◎詹智傑 ◎☆孫啟璟下午13:30~16:30 21810505烏惟新★王莉芳 張綜顯 胡淑玲
11811313林頌然 邱顯清 普通門診 21810606★林頌然 謝庭軒丘逸恆◎劉威廷 黃常銘
11810202 /◎★王修含 21810707  邱政偉陳昭旭  ★邱政偉
11810505◎蕭全佑/黃柏瑋 21810909★邱政偉許紹軒詹智傑  

1,3,5週/2,4週11810707 /莊德揚陳怡穎/ 21811313 ★朱家瑜 ◎張俊祥 
11810909 ◎☆柯玫如/陳玄祥 1,3,5週 21810707◎卓雍哲
11811313 /陳怡如 21811313 戴仰霞 <18歲

1,3週 11810505 蕭子臨   2,4週 21810202  曾奕騰 
除皺止汗色素移植12781313 蔡呈芳(自費)  21810909 戴仰霞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皮膚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除總院開診外，另於癌醫開診 醫師名單
一般皮膚病(帶狀疱疹可諮詢皮膚部任一診) 兼任:陳小菁、陳玄祥、陳怡穎、陸惟誠、柯玫如、陳怡如、胡淑玲

許紹軒、蕭子臨、蕭全佑、曾奕騰、邱泰翔、黃柏瑋*、高榮廷
皮膚外科雷射特約診:痘疤整形、色素母斑、血管瘤、皮膚惡性
腫瘤

專任:廖怡華、沈宜萱、陳柏樺、黃常銘
兼任:紀秀華、陳昭旭、王修含、葉陳璞

接觸性及職業性皮膚病:溼疹、接觸性皮膚炎、藥物過敏 專任:朱家瑜* 兼任:孫啟璟、莊德揚
青春痘:痤瘡、脂漏性皮膚炎、臉部溼疹、毛囊角化症 專任:邱政偉、黃常銘 兼任:賴碧芬、王修含
漢生病、黴菌及感染性皮膚病:足癬、甲癬、體癬及深部黴菌感染專任:詹智傑、邱政偉、烏惟新(另於兒醫看診)
免疫性皮膚病:紅斑性狼瘡、皮肌炎、鞏皮症、(類)天疱瘡、
藥物疹、血管炎

專任:朱家瑜* 兼任:王莉芳、楊佳懿、卓雍哲

小兒皮膚:各種小兒皮膚病 專任:戴仰霞(另於兒醫看診)、烏惟新 兼任:邱顯清
異位性皮膚炎:小兒及成人異位性皮膚炎 專任:戴仰霞、朱家瑜*、詹智傑 兼任:王莉芳、卓雍哲
色素斑:色素沉著、白斑 專任:林頌然、陳柏樺 兼任:紀秀華
乾癬 專任:蔡呈芳、詹智傑、陳柏樺
除皺、止汗、色素移植:肉毒桿菌素、多汗症、老化〔皺紋〕、白斑專任:蔡呈芳
掉髮 專任:蔡呈芳、林頌然
精神皮膚病 兼任:張俊祥
皮膚美容 專任:廖怡華、沈宜萱、陳柏樺、黃常銘 兼任:陳昭旭、葉陳璞
皮膚高頻超音波 兼任:王修含

皮膚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皮膚部初診；★限皮膚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皮膚部初診；★限皮膚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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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0101★蔡呈芳沈宜萱楊佳懿黃常銘◎烏惟新 門診光療中心 未開放掛號 09 詹智傑  
11810202 廖怡華廖怡華陳柏樺★朱家瑜 服務時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皮膚部初診；★限皮膚部複診
11810505 陳小菁◎紀秀華週一至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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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0606黃奕維陸惟誠 ＃賴碧芬葉陳璞上午09:00~11:30         21810101 邱泰翔烏惟新高榮廷
11810707黃常銘 陳昭旭 週一、二、三、五 21810202沈宜萱★蔡呈芳 ◎孫啟璟 陳柏樺
11810909◎紀秀華 ◎詹智傑 ◎☆孫啟璟下午13:30~16:30 21810505烏惟新★王莉芳 張綜顯 胡淑玲
11811313林頌然 邱顯清 普通門診 21810606★林頌然 謝庭軒丘逸恆◎劉威廷 黃常銘
11810202 /◎★王修含 21810707  邱政偉陳昭旭  ★邱政偉
11810505◎蕭全佑/黃柏瑋 21810909★邱政偉許紹軒詹智傑  

1,3,5週/2,4週11810707 /莊德揚陳怡穎/ 21811313 ★朱家瑜 ◎張俊祥 
11810909 ◎☆柯玫如/陳玄祥 1,3,5週 21810707◎卓雍哲
11811313 /陳怡如 21811313 戴仰霞 <18歲

1,3週 11810505 蕭子臨   2,4週 21810202  曾奕騰 
除皺止汗色素移植12781313 蔡呈芳(自費)  21810909 戴仰霞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牙科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醫師名單

全口咬合重建、顎顏面缺損、人工植牙補綴、固定及活動假牙:牙冠、牙橋及全口假牙 專任:李明澍、楊宗傑、胡家源、歐旭峯、王翰偉、藍翊豪、林承斌
齲齒暨牙齒美容:齲齒復形、牙齒美白、樹脂暨瓷牙貼面、嵌體
治療、嵌體牙橋、全瓷冠、3D齒雕、植牙

專任:陳敏慧、李伯訓、姜昱至

牙髓病科:牙痛、齒髓炎、根尖膿腫、根尖囊腫、根管治療後牙
齒美白、根尖手術、根管顯微鏡治療、牙根尖成形術

專任:林思洸、李苑玲、蔡宜玲、顏意欣

牙齦過度增生、牙齦退縮、牙周手術、植牙手術、牙床保存缺損修補、牙周
美容手術、牙冠增長、牙周病症:口臭、牙齦腫痛、牙齦流血、牙齒動搖

專任:王振穎、郭彥彬、陳漪紋、張博鈞、陳容慈、杜哲彰、吳凡承

顳顎關節，顏面疼痛 專任:蔡志孟
整體病患牙科照護、急症處理 專任:林思洸
口腔黏膜及顎骨疾病:口腔良性及惡性腫瘤、唾液腺腫瘤、齒源
性囊腫及腫瘤、口腔感染性疾病、復發性口腔潰瘍、扁平苔癬

專任:王逸平、張玉芳

非顳顎關節病症、齒顎矯正科:齒列不正、咬合不正、骨性咬合
異常、上下顎前突、錯咬、開咬、先天性唇顎裂合併咬合異常

專任:陳羿貞、張瑞青、姚宗珍
兼任:徐儷芳

口腔癌、口腔良性腫瘤、正顎手術、人工植牙手術、顎骨骨折、
放射性骨壞死、口腔良性病灶光電療法、智齒拔除、頭頸部感
染、唾液腺病變治療

專任:郭生興、李正喆、章浩宏、陳信銘、鄭世榮、林鴻穎、何念恩
兼任:(由醫師自行約診，現場未開放或網路電話掛號)

郭英雄週三上午11診，韓良俊週一下午10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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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銘、曾琬瑜、黃桂芬、張曉華、王姻麟、林鴻穎
王詩凱、陳漪紋(未開放)

牙科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六西及九西)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牙科部初診；★限牙科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牙科部初診；★限牙科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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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20 20◎陳敏慧 ◎王振穎 ◎李明澍註一：
依報到順序
看診，請於
上午診10:30
下午診15:00
以前，須本
人親自到診
間完成報到
手續。
註二：
因健保規定
，牙科同一
日僅能掛一
診，結一次
掛號費。

22042020◎陳容慈 ◎姜昱至◎蔡宜玲◎吳凡承
一般牙科120421 21◎張博鈞 ◎李伯訓 ◎杜哲彰 22042121 ◎顏意欣

120422 22◎胡家源◎郭彥彬◎李苑玲 一般牙科22152121 ◎楊宗傑
補綴 121521 21 ◎藍翊豪 22042222 ◎陳漪紋

121522 22 ◎王翰偉 22132222◎林思洸
口腔黏膜120814 14 ◎張玉芳 ◎王逸平 22152222 林承斌

122005 05 ◎郭生興 ◎郭生興 補綴 22154343◎＃歐旭峯
口腔顎面外科122006 06 ◎李正喆◎李正喆 顳顎關節、顏面疼痛22151212 ◎蔡志孟

122007 07◎陳信銘 22152222 ◎☆蔡志孟
122011 11◎林鴻穎 22200202 ◎何念恩

1,2,4週122011 11 ◎林鴻穎 口腔顎面外科22200707 ◎陳信銘
僅看腫瘤，無提供拔牙122009 09 ◎鄭世榮 22200808 章浩宏
齒列矯正(自費門診)121959 59 ◎＃張瑞青◎＃陳羿貞◎＃姚宗珍◎＃陳羿貞 22202222 ◎何念恩
特殊需求門診133347 47 醫師輪診 僅看腫瘤，無提供拔牙22200909 ◎鄭世榮

未開放掛號 46楊 湘楊 湘 陳信銘黃桂芬 齒列矯正22195959◎＃陳羿貞◎＃主治醫師◎＃姚宗珍
1,3,5週/2,4週未開放掛號46 張曉華/王姻麟 (自費門診) 22196060 ◎＃張瑞青◎＃張瑞青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看診地點在兒童醫院四樓，僅限持身心
障礙手冊，一般門診無法配合治療，諮詢及預約電話總機轉270475

1,3,5週22196060 ◎＃徐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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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牙科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醫師名單
全口咬合重建、顎顏面缺損、人工植牙補綴、固定及活動假牙:牙冠、牙橋及全口假牙 專任:李明澍、楊宗傑、胡家源、歐旭峯、王翰偉、藍翊豪、林承斌
齲齒暨牙齒美容:齲齒復形、牙齒美白、樹脂暨瓷牙貼面、嵌體
治療、嵌體牙橋、全瓷冠、3D齒雕、植牙

專任:陳敏慧、李伯訓、姜昱至

牙髓病科:牙痛、齒髓炎、根尖膿腫、根尖囊腫、根管治療後牙
齒美白、根尖手術、根管顯微鏡治療、牙根尖成形術

專任:林思洸、李苑玲、蔡宜玲、顏意欣

牙齦過度增生、牙齦退縮、牙周手術、植牙手術、牙床保存缺損修補、牙周
美容手術、牙冠增長、牙周病症:口臭、牙齦腫痛、牙齦流血、牙齒動搖

專任:王振穎、郭彥彬、陳漪紋、張博鈞、陳容慈、杜哲彰、吳凡承

顳顎關節，顏面疼痛 專任:蔡志孟
整體病患牙科照護、急症處理 專任:林思洸
口腔黏膜及顎骨疾病:口腔良性及惡性腫瘤、唾液腺腫瘤、齒源
性囊腫及腫瘤、口腔感染性疾病、復發性口腔潰瘍、扁平苔癬

專任:王逸平、張玉芳

非顳顎關節病症、齒顎矯正科:齒列不正、咬合不正、骨性咬合
異常、上下顎前突、錯咬、開咬、先天性唇顎裂合併咬合異常

專任:陳羿貞、張瑞青、姚宗珍
兼任:徐儷芳

口腔癌、口腔良性腫瘤、正顎手術、人工植牙手術、顎骨骨折、
放射性骨壞死、口腔良性病灶光電療法、智齒拔除、頭頸部感
染、唾液腺病變治療

專任:郭生興、李正喆、章浩宏、陳信銘、鄭世榮、林鴻穎、何念恩
兼任:(由醫師自行約診，現場未開放或網路電話掛號)

郭英雄週三上午11診，韓良俊週一下午10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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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銘、曾琬瑜、黃桂芬、張曉華、王姻麟、林鴻穎
王詩凱、陳漪紋(未開放)

牙科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六西及九西)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牙科部初診；★限牙科部複診◎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牙科部初診；★限牙科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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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20 20◎陳敏慧 ◎王振穎 ◎李明澍註一：
依報到順序
看診，請於
上午診10:30
下午診15:00
以前，須本
人親自到診
間完成報到
手續。
註二：
因健保規定
，牙科同一
日僅能掛一
診，結一次
掛號費。

22042020◎陳容慈 ◎姜昱至◎蔡宜玲◎吳凡承
一般牙科120421 21◎張博鈞 ◎李伯訓 ◎杜哲彰 22042121 ◎顏意欣

120422 22◎胡家源◎郭彥彬◎李苑玲 一般牙科22152121 ◎楊宗傑
補綴 121521 21 ◎藍翊豪 22042222 ◎陳漪紋

121522 22 ◎王翰偉 22132222◎林思洸
口腔黏膜120814 14 ◎張玉芳 ◎王逸平 22152222 林承斌

122005 05 ◎郭生興 ◎郭生興 補綴 22154343◎＃歐旭峯
口腔顎面外科122006 06 ◎李正喆◎李正喆 顳顎關節、顏面疼痛22151212 ◎蔡志孟

122007 07◎陳信銘 22152222 ◎☆蔡志孟
122011 11◎林鴻穎 22200202 ◎何念恩

1,2,4週122011 11 ◎林鴻穎 口腔顎面外科22200707 ◎陳信銘
僅看腫瘤，無提供拔牙122009 09 ◎鄭世榮 22200808 章浩宏
齒列矯正(自費門診)121959 59 ◎＃張瑞青◎＃陳羿貞◎＃姚宗珍◎＃陳羿貞 22202222 ◎何念恩
特殊需求門診133347 47 醫師輪診 僅看腫瘤，無提供拔牙22200909 ◎鄭世榮

未開放掛號 46楊 湘楊 湘 陳信銘黃桂芬 齒列矯正22195959◎＃陳羿貞◎＃主治醫師◎＃姚宗珍
1,3,5週/2,4週未開放掛號46 張曉華/王姻麟 (自費門診) 22196060 ◎＃張瑞青◎＃張瑞青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看診地點在兒童醫院四樓，僅限持身心
障礙手冊，一般門診無法配合治療，諮詢及預約電話總機轉270475

1,3,5週22196060 ◎＃徐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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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麻醉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神經痛﹝或痠、麻﹞:帶狀皰疹神經痛、三叉神經痛、枕神經痛、非典型臉部疼痛、下背痛、坐骨神經痛、頸椎腰椎狹窄、
脊椎骨刺壓迫神經痛、椎間盤突出、糖尿病末梢神經痛、複雜性區域疼痛症候群等;肌肉筋膜痛:筋膜炎、肌肉緊張痛、足底
筋膜炎等;其他慢性疼痛:纖維肌痛症、幻肢痛、慢性胰臟炎;術後慢性疼痛:胸腔、乳房、疝氣、關節置換等手術後疼痛;癌症
疼痛:各類癌症疼痛以及止痛藥輸注幫浦植入手術諮詢、脊髓刺激療法諮詢 

麻醉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二西)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麻醉部初診；★限麻醉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麻醉部初診；★限麻醉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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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門診 124601 01 孫維仁 林峯盛 孫維仁 周韋翰 林峯盛  疼痛門診 224601 01    林文瑛   

          未開放掛號 01     林至芃  
         2,4週 未開放掛號 01 周韋翰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麻醉部如何找醫師 
參考病症 

神經痛﹝或痠、麻﹞:帶狀皰疹神經痛、三叉神經痛、枕神經痛、非典型臉部疼痛、下背痛、坐骨神經痛、頸椎腰椎狹窄、
脊椎骨刺壓迫神經痛、椎間盤突出、糖尿病末梢神經痛、複雜性區域疼痛症候群等;肌肉筋膜痛:筋膜炎、肌肉緊張痛、足底
筋膜炎等;其他慢性疼痛:纖維肌痛症、幻肢痛、慢性胰臟炎;術後慢性疼痛:胸腔、乳房、疝氣、關節置換等手術後疼痛;癌症
疼痛:各類癌症疼痛以及止痛藥輸注幫浦植入手術諮詢、脊髓刺激療法諮詢 

麻醉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西址一樓二西)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麻醉部初診；★限麻醉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麻醉部初診；★限麻醉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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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門診 124601 01 孫維仁 林峯盛 孫維仁 周韋翰 林峯盛  疼痛門診 224601 01    林文瑛   

          未開放掛號 01     林至芃  
         2,4週 未開放掛號 01 周韋翰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影像醫學部門診時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影醫部初診；★限影醫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影醫部初診；★限影醫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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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創栓塞暨透析通路 127701 01  吳志宏    東址磁振正子掃描中心 介入性神經微創手術 227701 01   王堯弘   麻醉部1診 
介入性神經微創手術 127701 01    ＃廖庭蔚  腦部神波刀特別門診 肢體疼痛栓塞治療 227601 01  黃新傑    東址磁振正子掃描中心 

         四肢疼痛介入評估 227602 02   ＃王彧宸    
         1,3週 未開放掛號 01 ＃張允中     胸腔乳房影像介入諮詢 

 
 

臺大醫院 112年 5~6月份門診時間表 
核子醫學部門診時間(看診地點：東址診療大樓二樓)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上午  ☆限核醫部初診；★限核醫部複診 ◎教學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下午  ☆限核醫部初診；★限核醫部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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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醫諮詢 233505 05   路景竹   12:00報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