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醫院 111 年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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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黃俊升*、郭文宏、羅喬 兼任:張金堅、陳火木、王明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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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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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賴達明、曾勝弘、王國川、楊士弘、郭律廷、蕭輔仁、黃博浩
肢體無力或麻木、腦瘤、椎管內瘤〔脊髓瘤〕、脊椎〔髓〕傷
郭夢菲(於兒醫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時間表)、陳敞牧、曾峰毅
害、水腦症、周邊神經病變、腦動脈瘤、巴金森氏病、腦膿瘍、
王奐之、周聖哲 兼任:張茂雄、高明見(未開放)、杜永光、曾漢民
腦下垂體腫瘤及其所引起之各種內分泌障礙
蔡瑞章、陳國瑋
胸腔外科:肺腫瘤、食道腫瘤、胸腺瘤、胸腔鏡、氣胸、肺臟移專任:李章銘、黃培銘(回院支援)、徐紹勛、郭順文、陳克誠、林孟暐*
植、支氣管鏡、氣管支氣管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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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許榮彬、周迺寬、虞希禹、陳益祥、紀乃新、黃書健、吳毅暉
先天性心臟病、主動脈疾病
王植賢、周恒文、陳政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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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專任:吳毅暉、詹志洋、周迺寬、虞希禹、陳益祥、紀乃新、黃書健
通路(洗腎廔管及洗腎導管)、介入及微創血管手術(主動脈支
王植賢、周恒文 兼任:王水深
架、周邊動脈擴張及支架、微創靜脈曲張)
整形外科:唇〔顎〕裂、疤痕組織重建、顏面整容、顱顏外科、專任:謝孟祥、鄭乃禎、洪學義、戴浩志、謝榮賢、黃慧夫、黃傑慧
肢體外傷及功能重建、乳房整形及重建
楊永健、黃柏誠、官振翔*
兼任:陳明庭、湯月碧(於形體美容中心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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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椎專任:謝榮賢
損傷、腦性麻痹之上肢重建;各種手部疾病
燙傷專科:燒燙傷
專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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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瑞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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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陳石池、林明燦、田郁文、袁瑞晃(未開放)、楊卿堯、林子忻
病態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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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直腸肛專任:梁金銅、林本仁*、黃約翰、洪基翔、周宗欣、賴碩倫
門發炎性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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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瑞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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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指專任:許文明、林文熙(於兒醫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時間表)
症、各類良性及惡性腫瘤、尿道下裂、腎水腫、尿路逆流及其兼任:賴鴻緒(於兒醫看診，請參閱兒醫門診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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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院 111 年 10~11 月份門診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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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07 07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
205208 08
陳敞牧
普通門診 103209 09
陳石池
神經外科 205210 10
蕭輔仁
103318 18 楊雅雯
205214 14
陳國瑋
周聖哲
103203 03
＃張茂雄
205217 17
陳敞牧
105205 05
王國川
腦神經外科 205205 05 ◎賴達明
神經外科 105208 08
王奐之
205213 13
曾勝弘
105110 10
☆賴達明
電腦刀 205209 09
蕭輔仁
105213 13 楊士弘
肺移植、肺高壓205013 13
徐紹勛
徐紹勛
105219 19 ＃蔡瑞章
胸腔外科 204915 15
江旴恒
腦瘤、電腦刀105206 06
曾漢民
204916 16
廖先啟
神經微創手術105208 08 郭律廷
食道肺臟 204917 17 黃培銘
脊椎微創手術105213 13
曾峰毅
心臟外科 204503 03
虞希禹 許榮彬
腦神經微創手術 105214 14
黃博浩
204508 08
陳益祥
腦血管外科105120 20
杜永光
周邊動脈 204704 04
詹志洋
104903 03
林孟暐
204505 05
黃書健
胸腔外科 104904 04
陳克誠
心臟血管 204515 15
周恒文
104905 05 李章銘
204519 19
張重義
104919 19
陳克誠
主動脈瘤 204508 08 吳毅暉
食道外科 104804 04
李章銘
成人心臟 204513 13 紀乃新
肺癌手術 104908 08
陳晉興
205307 07
洪學義
胸腔腫瘤、氣胸手術104914 14
徐紹勛
整形外科 205310 10 黃柏誠
食道肺臟 104915 15
黃培銘
205312 12
官振翔
肺結節手術諮詢 104920 20
徐紹勛
血管瘤、血管畸形205307 07
陳明庭
胸腔機器手臂手術 104920 20 郭順文
燒燙傷 205312 12
楊永健
心臟外科 104503 03 許榮彬
陳政維
顱顏 205320 20
謝孟祥
104518 18
＃王植賢
甲狀腺外科 203313 13
黃實宏
104508 08
周迺寬
肝膽移植 204103 03
何承懋
心臟血管 104510 10 虞希禹
204106 06
＃李伯皇
104514 14 ＃王植賢
肝臟移植、肝膽手術203504 04
吳耀銘
主動脈瘤 104504 04
詹志洋
膽胰脾 203505 05
楊卿堯
動脈瘤 104708 08
王水深
肝膽微創外科 203509 09
吳耀銘
心臟衰竭移植104513 13
陳益祥
肝膽胰 203510 10
黃凱文
心臟微創手術104518 18
紀乃新
胃腸腫瘤 204003 03
賴逸儒
周邊動脈 104520 20
吳毅暉
203309 09 李柏居
整形外科 105306 06
黃慧夫
消化外科 203311 11
葉啟娟
慢性傷口 105312 12 鄭乃禎 趙崧筌 戴浩志
減重 203315 15
李柏居
乳房重建 105316 16
黃傑慧
腸胃外科 203316 16
陳炯年
手外科 105316 16 謝榮賢
謝榮賢
營養減重 204017 17
林明燦
高壓氧特別門診 105317 17
黃柏誠
胰臟 203319 19
吳健暉
甲狀腺外科103304 04
吳明勳
204205 05
梁金銅
胰臟、內分泌103318 18
郭庭均
結直腸肛門外科204211 11
洪基翔
103305 05
＃林子忻
204217 17
周宗欣
肝膽外科 103509 09
吳耀銘
大腸直腸癌 204207 07 林本仁
103310 10
何明志
腎臟移植外科 204110 10
李志元
103314 14
☆何明志
移植外科 204111 11
胡瑞恒
癌症微創介入治療門診103610 10
黃凱文
腎臟移植 203315 15 陳建嘉
肝膽胰 103313 13
陳柏達
203316 16 蔡孟昆
胃癌 104006 06
林明燦
心臟衰竭 未開放掛號03 許榮彬
結直腸肛門外科104215 15
黃約翰 賴碩倫
心臟外科 未開放掛號06
朱樹勳
減重、消化外科103317 17
楊博仁
第1週 未開放掛號20
陳政維
消化系統腫瘤、疝氣103318 18
吳經閔
甲狀腺及副甲腺未開放掛號04
吳明勳
胰臟 104009 09
楊卿堯
甲狀腺外科 未開放掛號06
廖廣義
103217 17
田郁文
未開放掛號11
陳坤源
結直腸肛門外科未開放掛號03
王世名
神經外科 未開放掛號05
王國川
未開放掛號05
梁金銅
未開放掛號06 高明見
肝膽外科 未開放掛號09
游憲章
腦神經外科 未開放掛號10
賴達明
甲狀腺外科未開放掛號11
陳坤源
脊椎微創 未開放掛號14
曾峰毅
胃腸外科 未開放掛號16
袁瑞晃
胃腸腫瘤 未開放掛號09
賴逸儒
胰臟 未開放掛號18
田郁文
肺癌手術特別門診 未開放掛號20
陳晉興
胸腔外科 未開放掛號20 郭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