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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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