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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介紹 / 各科主治醫師專長一覽表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12)
詹錕鋙：糖尿病，甲狀腺疾病，副甲狀腺疾病

王朝弘：糖尿病，甲狀腺疾病，高血脂症，副甲狀腺疾病，腎上腺疾病，各種
內分泌及新陳代謝疾病

簡銘男：糖尿病，甲狀腺疾病，高血脂症，瘦身保健，骨質疏鬆症

李淳權：糖尿病，甲狀腺疾病，瘦身保健，骨質疏鬆症

梁清香：糖尿病，甲狀腺疾病，副甲狀腺疾病，高血脂症，代謝症候群

劉松臻：糖尿病，甲狀腺疾病，瘦身保健，骨質疏鬆症

陳偉哲：第二型糖尿病、第一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代
謝症候群、甲狀腺疾病、內分泌高血壓

林君璐：糖尿病、甲狀腺疾病、代謝症候群、高血脂症、內分泌高血壓、副甲
狀腺疾病

莊世旻：代謝症候群，男性性功能障礙，甲狀腺疾病，第一型糖尿病、第二型
糖尿病，妊娠糖尿病，高血脂症，內分泌高血壓

蔡明潔：骨質疏鬆，鈣離子異常疾病，第一型糖尿病，第二型糖尿病，妊娠糖
尿病，甲狀腺疾病，內分泌疾病

廖偉丞：腦垂體疾病、甲狀腺疾病、腎上腺疾病、骨質疏鬆症、糖尿病、代謝
症候群、高血脂症

黃俊達：腦垂體疾病、糖尿病、高血脂症、內分泌高血壓、甲狀腺疾病、骨質
疏鬆症

蔡文瑄：糖尿病、高血脂症、甲狀腺疾病、代謝症候群、內分泌高血壓

胃腸肝膽科(13)
施壽全：肝膽疾病、消化性潰瘍、胃腸機能障礙

王鴻源：消化性潰瘍、肝炎

高進祿：肝炎、胃食道逆流疾病、消化性潰瘍、胃鏡檢查

周孫衍：肝炎、胃食道逆流疾病、消化性潰瘍、胃鏡檢查

林錫泉：病毒性肝炎

張文熊：胃潰瘍、膽結石

朱正心：膽道結石、胰臟疾病、內視鏡膽胰管攝影術

劉泰成：肝炎、胃食道靜脈曲張、消化性潰瘍、幽門桿菌感染腔內治療

熊立榕：消化性潰瘍、大腸激躁症及小腸疾病、肝炎、慢性肝炎、胃食道逆流

劉家源：肝炎、胃食道逆流疾病、消化性潰瘍、胃鏡檢查

陳銘仁：消化性潰瘍、肝炎、腸胃道腫瘤內視鏡治療

林慶忠：肝膽胰治療內視鏡術、肝炎、肝硬化、肝癌

陳志仁：膽胰疾病、治療性內視鏡、病毒性肝炎、肝膽胰管內視鏡

蔡樹榮：大腸鏡檢查、消化性潰瘍、肝炎、慢性腹瀉

胡光濬：消化系潰瘍、胃食道逆流、大腸激躁症、病毒性肝炎、腸胃鏡檢查、
肝硬化、肝癌

章振旺：消化性潰瘍、肝癌、肝硬化、胃食道逆流疾病、病毒性肝炎、小腸疾
病、發炎性腸道疾病

張經緯：肝炎、肝硬化、肝癌、肝腫瘤治療、消化性潰瘍

洪建源：肝膽胰治療內視鏡術、肝炎、肝硬化、肝癌

謝子鈺：內視鏡切除早期食道癌、內視鏡切除早期胃癌、切除胃黏膜下腫瘤、
內視鏡切除早期大腸癌、大腸息肉切除、內視鏡治療食道弛緩不能、
消化性潰瘍、 病毒性肝炎、發炎性腸道疾病

眼科 黃羽綾醫師

學 經 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馬偕紀念醫院眼科住院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眼科總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眼科主治醫師

醫療專長：一般眼疾、角膜疾病、青光眼、

白內障、視網膜及玻璃體疾病

門診時間：台北●下午、●晚上

淡水●上午、●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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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腸肝膽科 李儀鳴醫師

學 經 歷：國立台灣大學農化系

(現生化科技學系)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農化研究所

(現生化科學研究所)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馬偕紀念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肝膽腸胃科總醫師

醫療專長：胃食道逆流、消化道潰瘍、

胃幽門螺旋桿菌感染、

B型病毒性肝炎、C型病毒性肝炎、

脂肪肝及膽道疾病、腹部超音波、

胃鏡、大腸鏡及息肉切除

門診時間：台北●下午、●下午、

●晚上、●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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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仰哲：消化性潰瘍、病毒性肝炎、內視鏡檢查併息肉切除

賴建翰：內視鏡超音波、胰臟疾病、胃食道逆流、胃鏡減重(胃鏡縮胃術)

林揚笙：脂肪肝、大腸激躁症、消化性潰瘍、胃食道逆流、肝炎、大腸息肉切
除

林煒晟：發炎性腸炎、肝炎、消化性潰瘍

余羅業：胃食道逆流疾病、消化性潰瘍、肝炎、大腸疾病、發炎性腸道疾病

張辰皓：一般腸胃鏡、腹部超音波、幽門桿菌治療、消化性潰瘍、胃食道逆
流、急慢性肝炎、脂肪肝治療、一般內科疾病、一般肝膽腸胃疾病

李儀鳴：一般腸胃鏡、腹部超音波、幽門桿菌治療、消化性潰瘍、胃食道逆
流、急慢性肝炎、脂肪肝治療、一般內科疾病、一般肝膽腸胃疾病

林志杰：一般腸胃鏡、腹部超音波、幽門桿菌治療、消化性潰瘍、胃食道逆
流、急慢性肝炎、脂肪肝治療、一般內科疾病、一般肝膽腸胃疾病

心臟內科(14)
蔡正河：一般心臟學，高血壓

周友三：高血壓、心衰竭、瓣膜性心臟病

侯嘉殷：高血壓、高血脂、心律不整

葉宏一：一般心臟學、高血壓、高血脂、心衰竭

洪大川：高血壓、心絞痛、心衰竭、瓣膜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血管支架
置放

彭明正：一般心臟學、高血壓、狹心症、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及介入性治療

蘇正煌：高血壓性疾病、高血脂症、代謝症候群、缺氧性心臟病(心絞痛)、瓣膜
性心臟病、周邊血管動脈硬化疾病、心律不整

郭任遠：高血壓、心絞痛、不明原因性暈厥、心律不整、心臟衰竭治療、心導
管檢查及介入性治療、心臟電氣生理檢查及燒灼術、永久性心臟節律
器、體內電擊去顫器植入及追蹤

李秉穎：一般心臟學、高血壓、肺動脈高壓、狹心症、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及
介入性治療

吳懿哲：肺動脈高壓及肺動脈介入手術、心衰竭、高血壓、缺血性心臟病、冠
狀動脈介入手術、心律不整等

林慧君：一般心臟學、高血壓、狹心症、心衰竭、心肌梗塞、心臟超音波、心
導管及介入性治療

蔡政廷：一般心臟學、心臟衰竭、高血壓及高血壓性心臟病、狹心症、心臟超
音波、心導管及介入性治療、洗腎動靜脈廔管整形術、周邊血管介入
治療

張盛雄：一般心臟學、高血壓、狹心症、心律不整、電生理檢查及燒灼術、心
臟節律器及體內電擊去顫器置放、心導管及介入性治療、不明原因性
暈厥、心臟衰竭治療

陳俊延：一般內科學，高血壓，高血脂，心絞痛，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心衰
竭，心臟超音波，心導管檢查及介入治療，洗腎廔管整形術

洪崇烈：心血管影像及功能評估、心臟超音波學、心衰竭、心肌病變、植入式
心臟儀器監測、遠距醫療

顏志軒：一般心臟學、心臟預防醫學、高血壓、高血脂、肥胖症暨新陳代謝症
候群、心悸、狹心症、冠狀動脈疾病、心肌梗塞、心臟衰竭、心臟冠
狀動脈介入性治療、心臟節律器置放、動靜脈廔管整形術、心臟超音
波、周邊血管介入性治療、洗腎動靜脈廔管整形術、心臟節律器置放

蔡瑞鵬：一般內科學、高血壓，高血脂、心絞痛、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心衰
竭、心臟超音波、心導管檢查及介入治療、洗腎廔管整形術、心臟節
律器置放

復健科 柯乃鈺醫師

學 經 歷：英國里茲大學醫學系學士

馬偕紀念醫院復健科住院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復健科總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

醫療專長：疼痛復健、高齡復健、一般復健

門診時間：台北●晚上、●下午

淡水●下午、●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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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內科(16)
陳漢湘：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副甲狀腺腫瘤

吳志仁：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急慢性腎衰竭

葉瑞圻：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慢性腎臟病的保健與安寧

陳逸洲：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透析於體重調整

潘吉豐：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腎移植

林信昌：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洗腎廔管異常

林承叡：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電解質異常

施宏謀：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急性腎衰竭、慢性腎臟病

陳志揚：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腎病症候群、腎移植

吳培甄：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急性腎衰竭、慢性腎臟病、腹膜透析

林昆模：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急性腎衰竭、慢性腎臟病、電解質異常

楊明矗：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腎病症候群

施孟甫：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腎病症候群

陳淑樺：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腎病症候群

黃琪峰：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腎病症候群

陳盈穎：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腎病症候群、血液透析廔管

張健橋：腎炎、末期腎病變、高血壓、急性腎衰竭、慢性腎臟病

血液暨腫瘤科(18)
肺癌、乳癌、胃腸道癌症、泌尿道癌症及其它各類惡性腫瘤、轉移癌症、血液
病、貧血、白血病、淋巴瘤

過敏免疫風濕科(19)
李惠婷：自體免疫疾病(紅斑性狼瘡、乾燥症、硬皮症、皮肌炎、多發性肌炎

等)、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痛風、退化性關節
炎)、骨質疏鬆症、過敏性疾病

李修身：乾癬、乾癬性關節炎、痛風、乾燥症、紫斑症、血管炎、紅斑性狼
瘡、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多發性肌炎、皮肌炎、硬皮症
等各種身體免疫疾病、骨質疏鬆症、過敏性疾病

陳天令：類風濕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氣喘及各種過敏性疾病、全身紅斑性
狼瘡及血管炎、多發性肌炎、痛風

王文修：乾癬、乾癬性關節炎、痛風、乾燥症、紫斑症、血管炎、紅斑性狼
瘡、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多發性肌炎、皮肌炎、硬皮症
等各種身體自體免疫疾病、骨質疏鬆症、過敏性疾病

一般內科及感染科(26)
一般內科性疾病、健康諮詢、發燒、高血壓、糖尿病、一般感冒、流行性感
冒、鼻炎、扁桃腺炎、氣喘性支氣管炎、肺炎、結核病、腸胃炎、腎炎、膀胱
炎、泌尿道感染、愛滋病、性傳染病、蜂窩性組織炎、骨關節炎、黴菌感染、
寄生蟲及旅遊相關疾病

老年醫學科(1G)
曾祥洸：各種高齡常見疾病、老年周全性評估、老年症候群診斷及治療(例如：

頭暈、記憶衰退、憂鬱、體重減輕、營養不良、跌倒、尿失禁、老年
衰弱症，急性功能減退)、老年慢性疾病照顧(例如：高血壓、糖尿病、
高血脂、慢性阻塞性肺病、腎功能不全、痛風、失眠、睡眠呼吸中止
症、骨質疏鬆症)、一般內科性疾病及感染症(例如：發燒、一般感冒、
流行性感冒、鼻炎、扁桃腺炎、肺炎、結核病、腸胃炎、腎炎、膀胱
炎、泌尿道感染、愛滋病、性傳染病、蜂窩性組織炎、骨關節炎、黴
菌感染、寄生蟲及旅遊相關疾病)、慢性病藥物整合及減少藥物使用、
老年疫苗接種及健康諮詢

徐慶玶：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老年病症候群、老年醫學、家庭醫學、旅遊醫
學、骨質疏鬆防治、中醫養生

張智博：各種高齡常見疾病/老年症候群的診斷及治療（例如：頭暈、記憶衰
退、憂鬱、體重減輕、營養不良、跌倒、尿失禁等、老年慢性疾病照
顧(如：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慢性肺病、痛風、失眠等)、老年
多重藥物整合、老年衰弱、肌少症及運動指導、骨質疏鬆症、居家醫
療、老年健康促進、老年疫苗接種、老人健檢

一般外科(50)及乳房外科(57)
肝膽胰、胃腸、乳房、疝氣、甲狀腺、副甲狀腺疾病及腫瘤手術、下肢靜脈曲
張、創傷、腹部急症、器官移植、減重代謝、內視鏡微創手術、達文西機器手
臂手術

劉建良：癌症手術（乳癌、胃癌、甲狀腺癌）

李居仁：甲狀腺腫瘤、乳房腫瘤手術

劉滄柏：肝膽胰、胃腸、乳房腫瘤手術、癌症手術、微創腹腔鏡手術

楊博勝：乳癌及乳房腫瘤手術、生醫發展

林鉷彬：乳房腫瘤及乳癌手術暨藥物治療、下肢靜脈曲張手術

柯文清：胃腸、乳房腫瘤、減重代謝微創手術及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疝氣

張源清：乳癌手術暨藥物治療、乳癌臨床試驗

林俊昌：肝臟移植手術、肝腫瘤及膽道微創手術及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

鄭世平：甲狀腺、副甲狀腺疾病及腫瘤手術

蔡崇鑫：肝膽胰疾病及胃腫瘤微創手術與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

蔡家騏：疝氣手術、肝腫瘤微創手術、乳房腫瘤手術

黃敦頌：肝膽胰及胃腸微創手術、肝臟移植手術、疝氣

何恭誠：胃腸消化道微創手術、減重代謝微創手術、肝膽胰手術

藍偉仁、李俊偉：一般心臟學、高血壓、狹心症、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及介入
性治療、洗腎動靜脈廔管整形術

劉俊傑：一般心臟學、心臟急重症、複雜性心導管介入治療、周邊血管疾病介
入性治療

李應湘：心臟節律器及電擊去顫器、複雜心衰竭、心律不整電燒灼術、難治型
高血壓、微創修補置換心瓣膜、數位監測心血管

林肇鋒：一般心臟學、心衰竭、高血壓、狹心症、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及介入
性治療、洗腎動靜脈廔管整形術

蕭智忠：一般內科學、高血壓、高血脂、心絞痛、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心衰
竭、心臟超音波、心導管檢查及介入治療、洗腎廔管整形術、心臟節
律器置放

余法昌：一般心臟學、心臟衰竭、高血壓及高血壓性心臟病、狹心症、心臟超
音波、心導管及介入性治療、洗腎動靜脈廔管整形術、周邊血管介入
治療

林岳鴻：一般心臟學、高血壓、狹心症、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及介入性治療、
洗腎動靜脈廔管整形術、周邊血管介入治療

宋國慈：心臟衰竭、心臟功能評估、瓣膜性心臟疾病、肥厚性心肌病變、特殊
心肌病變、遠距醫療

廖峰慶：高血壓、高血脂、狹心症、不明原因性暈厥、瓣膜性心臟病、心臟衰
竭、心導管檢查及介入性治療、洗腎廔管檢查與介入治療、心臟電氣
生理檢查及心律不整燒灼術、永久性心臟節律器/體內電擊去顫器植入
及追蹤

吳書豪：一般心臟學、心臟衰竭、高血壓、狹心症、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及介
入性治療、洗腎動靜脈廔管整形術

程崇偉：一般內科疾病、高血壓、高血脂症、冠狀動脈心臟病、心臟衰竭、複
雜性心導管介入治療、周邊血管疾病介入性治療、洗腎動靜脈廔管整
形術

林書毅：一般心臟學、心臟衰竭、高血壓、狹心症、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及介
入性治療、洗腎動靜脈廔管整形術、微創修補置換心瓣膜、結構性心
臟病

黃文弘：一般心臟學、心臟衰竭、高血壓、狹心症、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及介
入性治療、洗腎動靜脈廔管整形術

顏華志：一般心臟學、心臟衰竭、高血壓、狹心症、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及介
入性治療、洗腎動靜脈廔管整形術

簡世杰：重症加護醫療、體外循環器裝置與照護、高血壓、心絞痛、心衰竭

朱柏樺、蔡佳伶、林長逸、莊梅梅：一般心臟學、高血壓、高血脂、心絞痛、
心衰竭、心肌梗塞、心臟超音波、心導管及介入性治療、洗腎廔管整
形術

胸腔內科(15)
彭明仁：肺部腫瘤、胸腔感染症、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間質性肺病、慢性咳

嗽

陳培然：肺部腫瘤、慢性咳嗽、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胸腔感染症、結核病診
治

吳健樑：肺部腫瘤、胸腔感染症、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

蘇　健：肺部腫瘤、肺癌標靶、免疫、及化學治療、氣喘與慢性肺阻塞、間質
性肺病、呼吸道感染症及一般胸腔疾病

王玠仁：胸腔感染症、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胸腔超音波、呼吸器及胸腔重症
醫學、介入性支氣管鏡檢查與治療

郭冠志：胸腔感染症、胸腔超音波、介入性支氣管鏡檢查與治療、氣喘與慢性
阻塞肺病、結核病診治、慢性咳嗽、睡眠呼吸障礙、戒菸

鍾心珮：肺部腫瘤、呼吸道疾患、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戒菸

顏嘉德：肺部腫瘤、肺癌、精準醫療、免疫療法、戒菸

楊勝雄：肺部腫瘤、肺癌、胸腔感染症、肺結核、支氣管鏡超音波(EBUS)、氣
喘與慢性阻塞性肺病、呼吸器及胸腔重症醫學、戒菸

郭許達：肺部腫瘤、胸腔感染症、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結核病診治、間質性
肺病

沈聲燁：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肺部腫瘤、含戒菸

呂衍達：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胸腔感染症

劉景隆：氣喘與肺阻塞病、睡眠呼吸障礙、肺部腫瘤、胸腔感染症、呼吸器及
胸腔重症醫學、睡眠呼吸障礙

陳昭賢：肺部腫瘤、胸腔感染症、睡眠呼吸障礙、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結核
病診治、呼吸器及胸腔重症醫學、睡眠呼吸障礙、戒菸

吳崑明：肺癌及肺部腫瘤、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胸腔感染症及結核病、睡眠
呼吸障礙、戒菸

李士毅：一般胸腔疾病、胸痛、哮喘、肺癌、肺炎結核感染疾病、菜瓜布肺纖
維化、重症醫學、安寧緩和醫療照護

林榮祿：肺部腫瘤、胸腔感染症、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結核病

郭秋萍：慢性咳嗽、結核病診治、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胸腔感染症、肺部腫
瘤

林長怡：呼吸器及重症醫學、呼吸復健

陳彥婷：一般胸腔疾病、肺部腫瘤、肺癌治療、戒菸

張文魁：一般胸腔疾病、胸腔感染症、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

吳玟叡：肺部腫瘤、胸腔感染症、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間質性肺病、慢性咳
嗽、戒菸

余秉宗：一般胸腔疾病、肺部腫瘤介入性支氣管檢查、氣喘與慢性阻塞肺病、
胸腔感染症、戒菸

林昕緯：一般胸腔疾病

伍國綸：一般胸腔疾病

吳柔君：一般胸腔疾病

張暐弘：一般胸腔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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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芳：乳房疾病及乳癌手術暨藥物治療

朱敦邦：肝膽胰疾病及胃腫瘤微創手術、腎臟移植手術

李銘鎰：乳房疾病及乳癌手術暨藥物治療、肝膽胰及胃腸手術

賴宏飛：肝膽胰及胃腸手術、肝臟移植手術、下肢靜脈曲張手術、乳房疾病

郭其毓：甲狀腺、副甲狀腺腫瘤手術及射頻消融手術、乳房疾病及乳癌手術暨
藥物治療

王柏鈞：胃腸手術、減重代謝微創手術及藥物治療諮詢、疝氣 、腹部外傷

蔡佩儀：乳房疾病及腫瘤手術、胃腸手術、腹部外傷

李其昌：甲狀腺腫瘤手術、胃腸手術、乳房疾病及腫瘤手術、腹部外傷

施凱瀚：胃腸肝膽手術、乳房疾病及腫瘤手術、腹部外傷

神經外科(53)
蔡承嘉：腦瘤手術、腦中風、腦外傷、坐骨神經痛、脊椎顯微及微創手術

陳旭照：坐骨神經痛、三叉神經痛、腰痠背痛、肩頸痠痛、頭部外傷、雙手麻
痛、腦瘤、小兒神經障礙

林瑞峰：脊椎顯微及微創手術、腕隧道症候群、脊椎手術及周邊神經障礙、腦
瘤及腦血管手術、頭部外傷及脊椎損傷之重症治療、三叉神經痛手術
治療

胡朝凱：腦部血管病變、腦部腫瘤、頭部及脊椎外傷、脊椎腫瘤、退化性脊椎
病變顯微及微創手術、周邊神經病變

楊智全：頭部外傷、腦中風、腦及脊椎腫瘤、水腦症、脊椎退化及椎間盤脫出
症、坐骨神經痛、腕隧道症候群、兒童神經系統疾病、大腦內視鏡手
術、腦下垂體內視鏡手術、脊椎微創及顯微手術

詹雲凱：腦下垂體及顱底腫瘤手術、脊椎內視鏡微創及顯微手術、坐骨神經
痛、肩頸痠痛與頸部疾患、雙手酸麻痛、腦中風、頭部以及脊椎外
傷、腦部及脊椎腫瘤、水腦症、周邊神經疾病、脊椎骨質疏鬆骨折

林新曜：腦中風、腦部外傷、顱內血管瘤、脊椎微創及顯微手術

李靜怡：腦部腫瘤、頭部及脊椎外傷、脊椎腫瘤、周邊神經病變

梁慕理：兒童神經外科、兒童腦腫瘤學、兒童癲癇手術、水腦症及腦室內視鏡
手術、中樞神經系統顱骨畸型及脊椎裂手術、腦血管重建手術

李昀儒：腦部創傷及腦出血手術 、水腦症、腦腫瘤顯微手術、脊椎顯微手術、
脊椎外傷手術

整形外科(55)
微整形治療、肉毒桿菌毒素注射、玻尿酸注射、飛梭雷射除疤、雷射除斑/除痣/
除刺青、光療除皺/除毛

歐聖運：唇顎裂手術、眼瞼下垂矯正手術、雙眼皮眼袋整形手術

董光義：燒燙傷治療、燒傷疤痕重建手術、動靜脈廔管手術、乳癌術後重建、
縮乳減胸手術

黃文成：耳朵整形手術、乳頭乳房整形手術、自體脂肪豐胸手術、乳癌術後重
建

游家孟：燒燙傷治療、燒傷疤痕重建手術、淋巴水腫手術、皮膚癌手術、狐臭
手術、顏面拉皮手術

蔡明峰：困難傷口治療、皮膚腫瘤手術、乳癌術後重建、雙眼皮手術、眼袋手
術、眼瞼下垂整形手術

姚文騰：燒漫傷治療、顯微重建手術、皮膚癌手術、顏面補脂手術(自體脂肪)、
男性女乳症手術、腹部拉皮手術

陳昱帆：手外科及顯微手術、顏面骨折手術、隆鼻整形手術、削骨手術、眼皮
眼袋手術、顏面拉皮手術、狐臭手術、乳房皮瓣重建手術、顱顏手
術、腹部拉皮

尤傑銘：手外科(手部骨折)、急慢性傷口照護、皮膚腫瘤手術、腹部拉皮手術、
抽脂體雕手術、狐臭手術、內視鏡前額拉皮手術、顱顏手術

李安莉：顏面骨折手術、小耳症、外耳重建、甲溝炎治療、乳癌術後重建、私
密處整形手術、副乳切除手術、糖尿病足、周邊神經手術、眼整形手
術

涂智鵬：手外科與顯微手術、疤痕治療、靜脈曲張治療、血管瘤手術、慢性傷
口處理、抽脂體雕手術、提乳縮乳手術、困難傷口治療、顯微重建手
術、微創扳機指手術

劉映君：燒燙傷治療及疤痕重建、複雜性顏面骨折手術、周邊神經手術、隆乳
手術、雙眼皮美容手術、眼袋手術、精準3D顱顏手術、眼球內凹、唇
顎裂、眼瞼下垂整形手術、先天顱骨畸形矯正、先天顏面不對稱、戽
斗之正顎手術及國字臉削骨手術

廖紘緯：手外科及顯微手術、顏面骨折手術、燒燙傷治療、慢性傷口處理、隆
鼻手術、乳房美容手術、乳癌術後重建、腹部拉皮手術、動靜脈廔管
手術、隆鼻與鼻翼手術

黃宣諭：手外科及顯微手術、淋巴水腫手術、顏面骨折手術、皮膚腫瘤手術、
動靜脈廔管手術、眼皮美容手術、狐臭手術、男性女乳症 

醫學美容中心(69)
各種美容手術、各種光電及針劑注射治療

大腸直腸外科(56)
劉建國：大腸直腸癌手術及化學治療、痔瘡及肛門化膿肛門廔管手術、大腸直

腸疾病治療及手術、無痛大腸鏡檢查、大腸鏡切除早期大腸癌

許希賢：大腸直腸癌手術及化學治療、痔瘡及廔管手術、大腸直腸疾病治療及
手術、無痛大腸鏡檢查

陳明仁：基因治療研究、大腸直腸外科手術、大腸鏡檢查

梁偉雄：單孔腹腔鏡及達文西微創手術、大腸直腸及肛門手術、大腸直腸癌化
學治療、大腸鏡檢查

楊靖國：達文西微創手術、3D腹腔鏡微創大腸直腸癌手術、經大腸鏡切除早期
大腸癌(ESD)、大腸直腸癌及化學治療、大腸直腸肛門疾病治療、無痛
大腸鏡檢查、大腸直腸癌篩檢、痔瘡及廔管手術

蔡柏立：各項大腸直腸肛門外科手術及疾病治療、腹腔鏡手術、大腸直腸癌手
術及化學治療、大腸鏡檢查

賴正大：大腸直腸手術、大腸鏡檢查及腹腔鏡手術、大腸癌篩檢

陳建勳：大腸鏡檢查及各式 肉切除手術、大腸直腸癌手術與化學/標靶治療、
腹腔鏡手術、腹腔內溫熱化療手術、肛門廔管與痔瘡手術

孫文俊：無痛大腸鏡檢查及 肉切除手術、腹腔鏡手術、外科大腸直腸疾病及
肛門治療手術、雷射痔瘡消融術

許自齊：大腸直腸肛門疾病手術

心臟血管外科(67)
李君儀：機器手臂微創心臟手術、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瓣膜修補術及置換術、

主動脈手術、心衰竭手術治療、周邊血管手術

吳協兆：先天性心臟與血管手術、心肺衰竭之人工心肺機治療

簡禎彥：成人心臟手術及微創手術、主動脈手術、周邊動脈疾病及動靜脈廔管
手術(不含靜脈曲張)

孫　珅：成人心臟手術、周邊血管手術、主動脈手術、靜脈曲張手術、機器手
臂微創心臟手術、血管腔內治療

張重義：先天性心臟病外科、新生兒暨嬰兒先天性心臟病、成人心臟血管外
科、大動脈暨周邊血管外科、先天性心臟病理、心臟瓣膜外科治療、
心衰竭治療

徐綱宏：先天性心臟病手術、不停跳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微創傷口瓣膜置換及
修補手術、主動脈置換及套膜支架手術、葉克膜急重症醫療、靜脈曲
張手術、洗腎廔管手術

陳宇恒：動靜脈廔管手術、成人心臟手術、胸腹主動脈手術

總醫師：洗腎廔管/導管建立及維護、靜脈曲張、周邊血管疾病、心臟及大血管
術後照護

胸腔外科(68)
黃敏雄：胸腔疾病手術、胸腔鏡手術及血管手術、手汗症、重症肌無力、氣

胸、胸腔腫瘤、吞嚥困難、氣管疾病

劉洪彰：一般胸腔疾病診治及手術、立體智慧3D微創精準手術、氣管重建手術
/雷射治療、重症肌無力、氣切照護、食道癌、肋骨骨折、腫瘤冷凍/
消融治療、胸腔腫瘤整合性治療、老人胸腔疾病、胸腔疾病手術、胸
腔鏡手術及血管手術、手汗症、重肌無力、氣胸、胸腔腫瘤、吞嚥困
難、氣管疾病

陳兆弘：一般胸腔疾病診治及手術(氣胸、膿胸、吞嚥困難、肺癌、食道癌、縱
膈腔腫瘤、胸壁腫瘤、胸壁畸形矯正、氣管重建手術/雷射治療、氣切
照護、肋骨骨折、胸部外傷)、胸腔鏡微創手術、胸腔鏡單孔手術、立
體智慧3D微創精準手術、支氣管導航、腫瘤冷凍/消融治療

黃文傑：達文西胸腔微創手術、單孔胸腔鏡胸腔手術、肺癌及食道癌治療及重
建手術、重症肌無力、胸腔疾病、胸腔腫瘤燒灼術、光動力胸腔腫瘤
治療、氣管疾病

陳治豪：胸腔疾病手術、胸腔鏡手術及血管手術、手汗症、重症肌無力、氣
胸、胸腔腫瘤、吞嚥困難、氣管疾病

詹梅麟：胸腔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一般胸腔外科疾病 (氣胸、吞嚥困難、胸
痛、膿胸)、肺癌、食道癌、縱膈腔腫瘤、手汗症、橫膈膜疾病、胸壁
腫瘤、胸壁畸形矯正、胸腔內視鏡手術、甲狀腺腫大、胸腔外傷

楊于慧：胸腔外傷及肋骨固定手術、重大外傷、複雜性或慢性膿胸、單孔胸腔
內視鏡手術、胸廓矯正手術、介入性內視鏡治療、氣管手術、一般胸
腔手術

陳震謙：胸腔腫瘤治療：運用胸腔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或單孔胸腔內視鏡手
術，進行肺癌、食道癌、縱膈腔腫瘤、重症肌無力、胸壁腫瘤等切除
及相關重建。一般胸腔外科疾病治療：手汗症、漏斗胸、氣胸、膿
胸、食道狹窄、食道弛緩不能症、氣管造廔(氣切)相關處理、人工血管
植入等。胸腔急重症手術：肋骨骨折固定、創傷性氣血胸、食道腐蝕
性傷害等

尤裕超：一般胸腔內視鏡手術、肺癌手術、食道癌手術、肋骨固定手術、氣管
內視鏡手術、胸腔相關疾病、胸壁腫瘤、胸壁畸形矯正、胸腔內視鏡
手術、甲狀腺腫大、胸腔外傷、胸腔疾病手術、胸腔鏡手術及血管手
術、手汗症、重肌無力、氣胸、胸腔困難、吞嚥困難、氣管疾病

莫麗雯：一般胸腔內視鏡手術、肺癌手術、食道癌手術、肋骨固定手術、氣管
內視鏡手術、胸腔相關疾病、胸壁腫瘤、胸壁畸形矯正、胸腔內視鏡
手術、甲狀腺腫大、胸腔外傷

林哲弘：一般胸腔內視鏡手術、肺癌手術、食道癌手術、肋骨固定手術、氣管
內視鏡手術、胸腔相關疾病、胸壁腫瘤、胸壁畸形矯正、胸腔內視鏡
手術、甲狀腺腫大、胸腔外傷

謝易霖：胸腔疾病手術、胸腔鏡手術及血管手術、肋骨固定術、胸部外傷

何卿安：胸腔疾病手術、胸腔鏡手術及血管手術、肋骨固定術、胸部外傷

外傷科(63)
緊急外傷及多重外傷整合性照護。

小兒科部(淡水)(30)
楊俊仁、張思玟：一般兒童內科、兒童胃腸消化性疾病、兒童肝膽疾病、兒童

營養諮詢

林珊妙：一般兒童內科、呼吸道疾病、兒童心臟病 

林達雄：一般兒童內科、先天性疾病、優生保健、遺傳諮詢

楊崑德、方麗菁：一般兒童內科、過敏免疫風濕及胸腔疾病、過敏氣喘

林宜潔：一般兒童內科、兒童神經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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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綱：一般兒童內科、性早熟、成長發育、糖尿病、兒童內分泌疾病

林淳貞：一般兒童內科、兒童腎臟、泌尿系統疾病、尿床、漏尿、頻尿

龔妍心：一般兒童內科、兒童感染疾病

張　龍：一般兒童內科、感染性疾病、呼吸道疾病、兒科急症

曾愷悌：一般兒童內科、新生兒科、早產兒照護

李忠霖：一般兒童內科、先天性遺傳及新陳代謝疾病、遺傳諮詢、罕見疾病、
兒科急症

婦科(40)　產科(41)
王國恭：高危險妊娠、婦科癌症、早產預防

楊育正：婦科癌症

蘇聰賢：尿失禁、婦科癌症、頻尿、子宮下垂

李國光：不孕症、內分泌、試管嬰兒、更年期

陳持平：優生保健、遺傳諮詢

林明輝：不孕症、一般婦產科、試管嬰兒

陳治平：高危險妊娠、早產預防、妊娠評估

張志隆：婦科癌症、一般婦產科、腹腔鏡手術

王有利：一般婦產科、婦女泌尿、更年期、骨盆鬆弛、腹腔鏡手術

黃建霈：早產兒防治、一般婦產科、更年期

陳子健：婦科癌症與腫瘤、達文西電腦手臂手術、單孔與傳統腹腔鏡手術、一
般婦產科

陳震宇：高危險妊娠、高層次超音波、子宮內胎兒治療、一般婦產科

翁仕賢：腹腔鏡手術、子宮內膜異位症、慢性骨盆疼痛

陳楨瑞：婦科腫瘤、微創手術、化學治療

黃文助：一般婦產科、婦女泌尿

陳宜雍：高危險妊娠、高層次超音波、一般婦產科

劉蕙瑄：一般婦產科、婦女泌尿

翁嘉穗：一般婦產科、婦科癌症

王亮凱：高危險妊娠、高層次超音波、一般婦產科

陳馨文：優生保健、一般婦產科、遺傳諮詢

黃琬珺：一般婦產科、婦科癌症

林　鈴：一般婦產科、婦科癌症

邱上琪：不孕症、試管嬰兒、冷凍卵子、生育保存、 一般婦產科

黃千慧：一般婦產科、產檢及接生、更年期

陳思嘉：一般婦科、婦科腫瘤、婦科癌症、一般產科

吳方慈：產前診斷、優生保健 、遺傳諮詢、一般婦產科

李冠昇：不孕與生殖內分泌、試管嬰兒 、冷凍卵子、 一般婦產科

神經科(20)
薛一鴻：頭痛、眩暈、失智症

傅維仁：腦血管疾病、腦中風

鄭世榮：巴金森氏症、動作障礙、偏頭痛

周碩彬：癲癇、神經性疼痛、末梢神經病變/肌肉疾病

林雅如：腦血管疾病、周邊神經病變

陳儀敏：腦血管疾病、一般神經科

陳培豪：帕金森氏病、動作障礙疾病、失智症、偏頭痛

周兆亮：一般神經科疾病、腦中風

陳律安：癲癇、偏頭痛、腦血管疾病

李卓育：巴金森氏症、失智症、周邊神經肌肉疾病、腦中風

崔百青：腦中風、一般神經科疾病

郭書帆：一般神經科疾病、腦中風、高血壓糖尿病控制

黃勇評、謝皓揚、陳信維：一般神經科疾病

陳宥儒：一般神經科疾病、失智症

林暐婷：一般神經科疾病

精神醫學部(21)
陳喬琪：一般精神醫學

劉珣瑛：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焦慮症、憂慮症、老人精神醫學

李朝雄：壓力調適、身心醫學、精神藥理學、預防精神醫學

孫藝文：老人精神醫學、一般精神醫學、雙極疾患

臧汝芬：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注意力不足症候群、兒童網路成癮、親子衝突

方俊凱：心理腫瘤醫學、酒藥癮、自殺防治、安寧緩和醫療

徐堅棋：恐慌症、一般精神醫學、司法精神醫學

劉惠青：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早期療育評估、青少年辯證行為治療

林承儒：老人精神醫學、一般精神醫學、自殺防治、辯證行為治療

吳書儀：婦女身心醫學、心理腫瘤醫學、辯證行為治療、焦慮症、壓力及情緒
調適

柯凱婷：身心醫學、老人精神醫學、心理腫瘤及疼痛醫學

黃郁心：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一般精神醫學、早期療育評估

林　穎：睡眠醫學、辯證行為治療、老人精神醫學、一般精神醫學

邱于峻：老人精神醫學、司法精神醫學、一般精神醫學

李昀澤：成癮防治、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一般精神醫學

陳苡芃：老人精神醫學、失智症情緒行為問題、一般與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 

黃韋傑：身心醫學、心理腫瘤及疼痛醫學、酒藥癮、安寧緩和醫療

李宗翰：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與成癮問題、早期療育評估、一般精神醫學

陳奕廷：酒藥癮治療、疼痛醫學、司法精神醫學、一般精神醫學

王皓瑋：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早期療育評估、一般精神醫學

胡敬和：酒藥癮治療、恐慌症、行為成癮治療、一般精神醫學

林辰翰：一般精神醫學、疼痛醫學、酒藥癮治療、婦女身心醫學

心理諮詢門診(PS)
鍾昭瑛臨床心理師：親職諮詢、情緒與壓力調適、女性壓力調適、創傷後減壓

治療、家暴與性侵害當事人之心理治療、一般心理健康諮詢

詹美玉臨床心理師：心理衡鑑、青少年與成人心理治療、壓力管理與情緒調
適、親職諮詢

王加恩臨床心理師：兒童與青少年情緒行為困擾心理評估與諮商、自閉症 / 亞
斯柏格症 / 注意力不足過動的心理與行為治療、憂鬱與焦慮困擾心理
諮詢、嬰幼兒心理健康諮詢

洪偉智臨床心理師：兒童青少年心理諮詢與治療、家長親職諮詢、焦慮症心理
諮詢與治療

林誼杰臨床心理師：壓力管理與情緒調適、認知行為治療

張輊竤臨床心理師：身心壓力評估與治療、兒童青少年行為與情緒障礙

周昕韻諮商心理師：自殺 / 傷防治、複雜性悲傷、創傷處理

邱玉菁諮商心理師：個人及家庭之醫療諮商、心理腫瘤醫學、悲傷輔導與治
療、自殺防治、伴侶與家族

顏亭如諮商心理師：失智症家庭心理諮詢、青少年與成人心理治療、高齡者心
理諮商

盧忻燕諮商心理師：失落悲傷、癌症伴侶諮商、醫療諮商、婚姻諮商、創傷修
復、親密暴力、親職議題、職涯轉換 

皮膚科(24)
陳秀琴：小兒皮膚病、青春痘、皮膚美容、雷射治療、一般皮膚病

涂玫音：接觸性皮膚炎、職業性皮膚病、一般皮膚病

吳南霖：乾癬、異位性皮膚炎、蕁麻疹、發炎及免疫性皮膚病、白斑、青春
痘、醫學美容、一般皮膚病

林揚志：皮膚美容、雷射治療、一般皮膚病

吳育弘：皮膚病理、一般皮膚病

蕭百芬：青春痘、乾癬、蕁麻疹、異位性皮膚炎、白斑、標靶藥物皮膚副作
用、醫學美容、一般皮膚病

呂柏萱：青春痘、異位性皮膚炎、醫學美容、雷射治療、落髮、白斑、乾癬、
一般皮膚病

王仁佑：一般皮膚病、先天及免疫性皮膚病、皮膚及軟組織超音波

王研人：皮膚癌、黑色素瘤、莫氏手術、化膿性汗腺炎、白斑、蟹足腫、醫學
美容、疤痕

許仁灝：小兒皮膚病、青春痘、雷射治療、醫學美容、一般皮膚病

張哲皓：小兒皮膚病、青春痘、雷射治療、醫學美容、一般皮膚病

黃靜雯：青春痘、乾癬、醫學美容、雷射治療、一般皮膚病

楊兆傑：皮膚過敏、皮膚感染、皮膚腫瘤、醫學美容、雷射美容、肉毒桿菌及
微整型

疼痛門診(28)
各種神經疼痛、肌筋膜疼痛、截肢後之幻肢痛、脊椎關節病變之疼痛、脊椎穿
刺後之頭痛、脊椎傷害後之疼痛、癌症疼痛

勞萱之：兒童疼痛、癌症疼痛、超音波介入性疼痛治療

高聖欽：下背痛、癌症疼痛、超音波介入性疼痛治療

黃健中：下背痛、癌症疼痛、超音波介入性疼痛治療

楊英威：癌症疼痛及神經痛

黃韋傑：疼痛精神醫學、身心醫學

林辰翰：疼痛精神醫學、身心醫學

李政憲：肩頸疼痛、下背痛、癌症疼痛、超音波及Ｘ光導引介入性疼痛治療

骨科部(52)
蘇榮源：一般骨科、骨折外傷、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郭兆光：一般骨科、骨折外傷、運動傷害、關節鏡、微創人工膝關節置換、關
節重建

劉士嘉：一般骨科、骨折外傷、小兒骨科、髖關節重建及人工關節手術、骨質
疏鬆及骨骼疾病

李毅明：一般骨折、創傷治療、運動傷害、職業傷害、關節置換重建手術、老
人退化性關節之預防保健及治療

黃德揚：一般骨科、骨折外傷、骨骼肌肉系統腫瘤手術、關節重建、訂製型人
工關節重建、骨質疏鬆及骨骼疾病、骨髓炎及高壓氧治療

盧永昌：一般骨科、骨折外傷、運動傷害重建手術、關節內視鏡微創手術、人
工關節微創手術

張定國：一般骨科、骨折外傷、脊椎外科、骨質疏鬆及骨骼疾病、高壓氧治
療、醫學工程

劉岳青：一般骨科、骨折外傷、脊椎外科、骨質疏鬆及骨骼疾病

莊閔堯：一般骨科、手部及腕部與上肢疾患、骨折外傷、肘關節、關節鏡手
術、肌肉骨骼關節超音波、骨質疏鬆

陳暐錚：人工關節置換、骨折外傷、運動傷害、關節鏡微創手術、肩關節

楊鎮宇：一般骨科、骨折外傷、小兒骨科、肢體矯正手術、骨質疏鬆、人工關
節置換手術

王國壽：一般骨科、骨折外傷、骨盆髖臼骨折、肌肉及骨骼腫瘤、微創人工髖
關節置換、微創人工膝關節置換、骨質疏鬆、高壓氧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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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磊勃：一般骨科、骨折外傷、頸椎退化性疾病、頸椎顯微手術、脊椎微創手
術、脊椎外科、脊椎腫瘤手術、複雜頸腰脊椎再翻修手術、脊椎骨折
手術、骨質疏鬆

柳宗廷：上肢骨折、下肢骨折、骨折外傷、微創人工膝關節置換、微創人工髖
關節置換、肩部疾患、運動傷害、韌帶重建、骨質疏鬆、背痛、肌肉
骨骼關節超音波、板機指、腕隧道症候群、玻尿酸注射

簡愷廷：微創單通道及雙通道脊椎內視鏡手術、脊椎外科、一般骨科、骨折外
傷

張皓鈞：一般骨科、骨折外傷、足踝外科、骨盆髖臼骨折、骨質疏鬆

陳紀穎：一般骨科、骨折外傷、開放性骨折、腕關節鏡微創手術、手部及腕部
與上肢疾患骼、軟組織重建、手部畸形及攣縮矯正、顯微手術 、一般
人工關節置換、骨質疏鬆  

林宗諭：一般骨科、骨折外傷、運動傷害、關節鏡微創手術、髖關節、骨質疏
鬆

黃昱景：一般骨科、骨折外傷、脊椎外科、脊椎微創手術、骨質疏鬆

鄭凱元：一般骨科、骨折外傷、小兒骨科、骨質疏鬆

吳柏儒：一般骨科、骨折外傷、骨盆髖臼骨折、骨質疏鬆

連彥翔：一般骨科、骨折外傷、脊椎外科、骨質疏鬆

泌尿科(54)
林文州：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攝護腺、老年泌尿問題、性功能障礙

張奐光：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婦女泌尿疾病、小兒泌尿疾病

楊志東：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泌尿道腫瘤

邱文祥：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腹腔鏡手術、達文西手術、泌尿道腫瘤

許炯明：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泌尿道腫瘤

林文榮：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腹腔鏡手術、達文西手術、泌尿道腫瘤

周永強：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婦女泌尿疾病（含間質性膀胱炎及膀胱過動症）

蔡維恭：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男性更年期、性功能障礙

江百凱：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男性更年期、性功能障礙

陳建志：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腹腔鏡手術、達文西手術、男性不孕症、泌尿道腫瘤。

李致樵：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腹腔鏡手術（含疝氣）、達文西手術、泌尿道腫瘤。

陳鈺昕：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腹腔鏡手術（含疝氣）、泌尿道腫瘤、男性更年期、性功能障礙

曾仁澍：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腹腔鏡手術（含疝氣）、達文西手術、泌尿道腫瘤。

林祖鋒：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腹腔鏡手術（含疝氣）

陳祺方：一般泌尿疾病、泌尿道結石(含軟式輸尿管鏡手術)、攝護腺(含雷射手
術)

眼　　科(70)
吳愛卿：視網膜科、一般眼疾、視網膜及玻璃體疾病、白內障

謝瑞玟：青光眼科、一般眼疾、青光眼、白內障

康孟喆：眼整形科、一般眼疾、眼窩及眼瞼整形、白內障、斜視

鄭惠川：角膜科、一般眼疾、角膜疾病、白內障、近視屈光手術

陳立仁：視網膜科、一般眼疾、視網膜及玻璃體疾病、白內障

吳鑑修：眼整形科、一般眼疾、眼瞼及眼窩整形、白內障、角膜疾病、近視屈
光手術

藍郁文：青光眼科、一般眼疾、青光眼

莊怡群：小兒眼科、一般眼疾、斜視手術、小兒眼疾、白內障、眼瞼整形

詹維鈞：葡萄膜炎科、一般眼疾、葡萄膜炎、視網膜及玻璃體疾病、白內障

蔡翔翎：視網膜科、一般眼疾、視網膜及玻璃體疾病、白內障

曹友平：角膜科、一般眼疾、角膜疾病、白內障

葉淑飴：角膜科、一般眼疾、角膜疾病、角膜移植、白內障

周宜德：青光眼科、一般眼疾、青光眼、白內障、小兒眼疾

蔣孟君：小兒眼科、一般眼疾、小兒眼疾、白內障、斜視手術、眼瞼整形

賴勇仁：葡萄膜炎科、一般眼疾、葡萄膜炎、視網膜及玻璃體疾病、白內障

張瓊方：眼神經科、一般眼疾、眼神經眼疾、眼瞼整形及眼窩腫瘤、白內障

邱芳儀：視網膜科、一般眼疾、視網膜及玻璃體疾病、葡萄膜炎、青光眼、白
內障

林偉哲：青光眼科、一般眼疾、青光眼、白內障、視網膜及玻璃體疾病

褚庭雯：角膜科、一般眼疾、角膜疾病、角膜移植、白內障

黃羽綾：一般眼科、一般眼疾、青光眼、白內障、視網膜及玻璃體疾病

耳鼻喉頭頸外科系(71)
李國森：小兒呼吸道疾病手術、鼻部內視鏡手術、喉部雷射手術、唾液腺內視

鏡手術、打鼾及睡眠呼吸中止症

林鴻清：人工耳蝸植入手術、耳部手術、聽障、眩暈

蔡循典：耳部疾病手術、眩暈、遺傳性聽障

呂宜興：頭頸部腫瘤與癌症(鼻咽癌、口腔癌、喉癌、下咽癌、及唾液腺腫瘤)、
癌症整合照顧、臨床試驗

李振川：頭頸部腫瘤整合治療、口腔腫瘤外科手術、頭頸部雷射手術及內視鏡
微創手術

王瀛標：鼻部內視鏡微創手術、顱底導航手術、過敏性鼻炎、鼻竇炎、鼻及鼻
竇腫瘤、打鼾及睡眠呼吸中止症

王碩仁：一般耳鼻喉疾病、頭頸部超音波、鼻竇內視鏡

蘇晉輝：唾液腺內視鏡手術、一般耳鼻喉疾病、小兒耳鼻喉疾病、鼻部及喉部
手術

謝麗君：吞嚥嗓音咽喉部功能障礙、眩暈、小兒與成人喉部手術、小兒耳鼻喉
疾病

褚嘉慧：一般耳鼻喉疾病、成人及嬰幼兒聽力障礙、耳內視鏡及顯微鏡手術、
耳部急慢性疾病、眩暈耳鳴

劉天仁：耳科疾病與聽障、打鼾、呼吸中止症

陳姵妤：小兒與成人聽力障礙、中耳炎、耳鳴、耳部疾病、頭頸部超音波

沈廣軒：睡眠呼吸中止症、鼻竇炎、扁桃腺病變、頭頸部腫瘤

林家興：鼻部美容整形、功能性鼻整型

林建甫：頭頸部腫瘤(口腔、咽喉、甲狀腺、唾液腺)、頸部及甲狀腺超音波、打
鼾及睡眠呼吸中止症、達文西機械手臂微創手術、一般耳鼻喉科疾病

潘奕安：一般耳鼻喉頭頸疾病、打鼾與睡眠呼吸中止症、嗓音與吞嚥疾病、喉
顯微手術、鼻部內視鏡微創手術、小兒耳鼻喉科

李翊豪：一般耳鼻喉頭頸部疾病、小兒耳鼻喉科疾病、小兒及成人呼吸道手
術、喉部顯微手術、過敏性鼻炎及慢性鼻竇炎、打鼾及睡眠呼吸中止
症

復健科(73)
楊百嘉：腦中風、骨刺神經壓迫症、一般復健

蘇王麟：坐骨神經痛、周邊神經損傷、一般復健

姜義彬：一般復健超音波檢查、骨骼肌肉超音波及超音波導引注射、骨關節復
健、腦中風

陳麗如：一般復健、義肢與輔具醫療評估及處方、足部疾患復健、燙傷復健、 
癌症復健、震波治療、術後復健

謝曉芙：一般復健、骨骼肌肉超音波及超音波導引注射、骨科術後復健、運動
傷害復健含青少年及身障者、小兒麻痺後期照顧、輔具及長照復健醫
療詢

吳雅婷：兒童復健、神經復健、腦中風、老人復健醫學

柯乃鈺：老人復健醫學、疼痛復健

放射腫瘤科(74)
各種腫瘤之放射治療(含光子刀、立體定位放射手術、手術中放療及螺旋刀放療
等)、全身性治療(含化療、標靶及免疫治療等)、高熱治療

安寧緩和專科
賴允亮：安寧緩和醫療、癌症安寧緩和醫療、晚期癌症緩和醫療、預立醫療諮

商

方俊凱：一般安寧醫療、心理社會靈性照顧

蘇文浩：安寧緩和醫療、癌症安寧緩和醫療、癌症疼痛控制

嚴從毓：安寧緩和醫療、癌症安寧緩和醫療、晚期癌症緩和醫療

黃國哲：安寧緩和醫療

黃韋傑：安寧緩和醫療

侯天崎：安寧和緩醫療、癌症安寧緩和醫療、晚期癌症緩和醫療、安寧居家照
護、預立醫療諮詢

家庭醫學科(75)
鍾嫈嫈：心臟內科、家庭醫學

黃麗卿：家庭醫學、老年醫學、疾病篩檢、瘦身減重、心血管預防醫學、預防
醫學

林錦龍：家庭醫學、社區醫學、預防醫學、戒菸、慢性疾病

鄒孟婷：家庭醫學、旅遊醫學、職業醫學、預防醫學、老年醫學、中醫養生、
戒菸

林建輝：家庭醫學、預防醫學、慢性疾病、健康諮詢

林憶珊：家庭醫學、戒菸、減重、老年醫學、慢性疾病

黃偉新：家庭醫學、預防醫學、睡眠醫學、旅遊醫學、職業醫學、戒菸

詹欣隆：家庭醫學、健康檢查、旅遊醫學、慢性病暨老年醫學、戒菸、減重、
社區醫學

徐慶玶：家庭醫學、旅遊醫學、骨質疏鬆防治、慢性病暨老年醫學、中醫養生

蘇珮甄：家庭醫學、慢性疾病、語言障礙、語言遲緩、構音及音聲異常、戒
菸、旅遊醫學

蔡蕙如：家庭醫學、慢性疾病、預防醫學、疾病篩檢、健康促進

邵馨慧：家庭醫學、旅遊醫學、預防醫學、慢性疾病

梁倪嘉：家庭醫學、慢性疾病、預防醫學、疾病篩檢、健康促進、職業醫學

張家禎：家庭醫學、預防醫學、旅遊醫學、慢性疾病、戒菸

許馨尹：家庭醫學、慢性疾病、篩檢預防醫學、戒菸、旅遊醫學、安寧緩和醫
學

黃姚睿：家庭醫學、慢性疾病、篩檢預防醫學、戒菸、旅遊醫學

林信惠：家庭醫學、旅遊醫學、預防醫學、慢性疾病、骨質疏鬆防治、安寧緩
和醫學、戒菸



牙
科
～
急
診
醫
學
科

29

張宇辰：家庭醫學、旅遊醫學、慢性疾病、骨質疏鬆防治、運動處方、戒菸、
安寧緩和醫學

蔣得明：家庭醫學、職業病、慢性疾病、篩檢預防醫學、戒菸、旅遊醫學、安
寧緩和醫學

馬筱淇：家庭醫學、旅遊醫學、篩檢預防醫學、慢性疾病、安寧緩和醫學、骨
質疏鬆防治、戒菸

蕭宇軒：家庭醫學、旅遊醫學、篩檢預防醫學、慢性疾病、骨質疏鬆防治、睡
眠醫學、減重

牙　　科(72)
劉季煒：牙髓病科、根管治療、根管顯微鏡、家庭牙科

張雅芩：牙髓病轉診、顯微鏡輔助根管治療、顯微根尖手術、牙髓病難症處理
(特殊形態根管、額外根管、鈣化根管、管穿孔修補、斷裂器械移除)、
活髓治療、根尖開口未閉合牙齒處理、陶瓷嵌體製作、居家美白

王亭雅：傳統根管治療、顯微根管治療、顯微根尖手術、牙髓病難症處裡（鈣
化根管、根管穿孔修補、斷裂器械移除）、牙髓病轉診、恆牙外傷處
理、牙體復型、美容牙科

黃文馨：義齒 復（牙冠牙橋、活動假牙、全口假牙）

盧幼情： 復牙科、牙冠、牙橋、固定義齒、部分活動假牙、全口假牙、牙齒
美容(美白、陶瓷貼片)、人工植牙

王慧媛：義齒 復(牙冠牙橋、活動假牙、全口假牙)、顳顎關節咬合障礙、人工
植牙、全口重建、打鼾及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之牙科治療

張琮凱：義齒 復(牙冠牙橋、活動假牙、全口假牙)、美容牙科、人工植牙

張嫣蘭： 復治療(牙冠牙橋、活動假牙、全口假牙、人工植牙、全口重建)、家
庭牙醫科

顏永昇：牙周病治療、牙周翻瓣手術、牙周再生手術、各式口腔軟硬組織移植
手術、人工植牙、家庭牙醫科

陳立盛：牙周病科、家庭牙科

孫千婷：牙周整體治療、牙周再生手術、牙根覆蓋及牙周美容術、牙冠增長
術、黏膜牙齦手術、牙周微創手術、齒槽骨重建、鼻竇增高術、軟硬
組織移植手術、人工植牙、數位微創植牙

蔡昆哲：牙周整體治療、牙周再生手術、牙根覆蓋及牙周美容手術、牙冠增長
術、粘膜牙齦手術、骨再生手術、人工植牙

趙子婷：兒童牙科、特殊需求兒童牙科、全身麻醉、鎮靜麻醉全口重建、兒童
早期矯正、肌功能矯正裝置、青少年牙科治療、齲齒、乳牙根管治
療、兒童蜂窩性組織炎、兒童牙套、兒童義齒、乳牙換牙、兒童外傷
處理、溝隙封填、全口塗氟、咬合不正、不合作孩童之行為誘導、哺
育期幼兒之齲齒控制、早療兒童牙科治療

謝旻桓：乳牙齲齒、根管治療、乳牙換牙空間處理、兒童義齒、兒童外傷處
理、嬰幼兒塗氟、齲齒控制與口腔衛生指導、不合作孩童之行為誘
導、身心障礙兒童門診、全身麻醉全口重建、兒童咬合誘導矯正

黃慈睿：兒童牙科、身心障礙兒童門診、全身麻醉/鎮靜麻醉下全口重建、兒童
咬合不正及早期矯正治療、乳牙齲齒、根管治療、兒童牙套義齒、乳
牙換牙、兒童外傷處理、溝隙封填、多生牙處理、全口塗氟、齲齒控
制與口腔衛生指導、不合作孩童之行為誘導

賴泰廷：兒童/青少年咬合誘導、顱顏生長牽引、兒童/青少年齒顎矯正、成人齒
顎矯正、成人合併正顎手術之齒顎矯正、家庭牙醫科

林詩穎：兒童/青少年咬合誘導、顱顏生長牽引、兒童/青少年齒顎矯正、成人齒
顎矯正、成人合併正顎手術之齒顎矯正

邱雨婷：兒童/青少年咬合誘導、顱顏生長牽引、兒童/青少年齒顎矯正、成人齒
顎矯正、成人合併正顎手術之齒顎矯正

林弘斌：口腔黏膜疾病診斷與治療、口腔顎顏面組織病理診斷

曾笙庭：兒童牙科、身心障礙兒童門診、全身麻醉/鎮靜麻醉下全口重建、兒童
咬合不正及早期矯正治療、乳牙齲齒、根管治療、兒童牙套義齒、乳
牙換牙、兒童外傷處理、溝隙封填、多生牙處理、全口塗氟、齲齒控
制與口腔衛生指導、不合作孩童之行為誘導

身心障礙口腔診治特約牙醫師
王慧媛、劉季煒

口腔顎面外科(92)
劉崇基：口腔癌及口腔腫瘤手術、顏面畸形及正顎手術、唾液腺腫瘤及唾液腺

結石手術、顏面骨折手術、顳顎關節手術、人工植牙、顎骨重建手
術、阻生齒

鄭介原：口腔癌及口腔良性腫瘤手術、正顎手術及顏面削骨手術、顏面骨折手
術、唾液腺內視鏡手術、顳顎關節手術、人工植牙及齒槽骨重建手術

林鈞盛：口腔癌及口腔良性腫瘤手術、口腔癌前期病變診治、顏面畸形及正顎
手術、顏面外傷及骨折手術、顳顎關節手術、人工植牙及 復前手術
包含(齒槽骨重建手術及鼻竇增高手術)、阻生齒

陳宣妤：口腔癌及口腔良性腫瘤手術、唾液腺內視鏡及手術、正顎手術、顳顎
關節手術、顏面骨折手術、人工植牙及齒槽骨重建手術、阻生齒、頭
頸部超音波

黃子桓：口腔顎面惡性及良性腫瘤手術、頭頸部顯微皮瓣重建手術、正顎手
術、顏面外傷骨折手術、人工植牙及 復前手術

林　立：口腔癌及口腔腫瘤手術、頭頸部良性腫瘤及囊腫手術、正顎及顏面削
骨手術、顏面外傷及骨折手術、頭頸部感染手術、唾液腺手術、阻生
齒手術

朱怡瑾：口腔癌及口腔腫瘤手術、口腔良性腫瘤及囊腫手術、阻生牙及贅生齒
手術、顏面外傷及骨折手術、頭頸部感染手術、唾液腺手術、 復前
及齒槽骨重建手術、顎顏面矯正手術

蕭子皓：口腔癌及口腔腫瘤手術、口腔良性腫瘤及囊腫手術、顏面外傷及骨折
手術、正顎手術、唾液腺手術、阻生齒手術、人工植牙及補骨手術

中醫內科(C7)
陳光偉：癌症調養及治療、肝膽胃腸消化疾病、過敏免疫風濕疾病、新陳代謝

疾病、乾燥症、皮膚疾患

李炎東：過敏性疾病(鼻過敏、氣喘等)、睡眠障礙、皮膚疾病、消化道疾病

李以荍：癌症輔助調理、乳癌治療後更年期症狀、頭頸癌放療後口乾、腸胃疾
病、睡眠及情緒調理

高晧宇：胸腔科(過敏感冒咳喘、肺癌)、肝膽腸胃病、腎臟泌尿病、結石頻尿、
血液腫瘤疾病、眼科

徐培倩：自律神經失調、失眠、憂鬱躁鬱、焦慮恐慌、便祕、腸躁症、眩暈、
乾癬、乾燥症、癌症調理

張珮琳：痤瘡、濕疹、異位性皮膚炎、乾癬、皮膚疾患、腸胃疾病、睡眠障
礙、更年期症候群

歐冠沂：體質調理、感冒、頭痛、睡眠障礙、情緒調理、腸胃機能障礙、便
秘、筋骨痠痛

陳旺全：過敏性疾病、血管內分泌疾病、消化肝膽疾病、腎泌尿生殖疾病、癌
瘤疾病

林高士：皮膚疾病、過敏免疫風濕疾病、血液腫瘤疾病、睡眠障礙、疑難雜症

中醫婦兒科(C6)
瞿瑞瑩：男女不孕症、孕期調養與安胎、產後坐月子調理、婦女病、更年期症

候群、乳癌調理

張絜閔：兒童暨青少年過敏疾病(呼吸道、皮膚、腸胃)、生長發育、性早熟、妥
瑞及過動

周慧雯：男女不孕、產後調理、月經不調、多囊卵巢及子宮內膜異位、泌尿、
更年期及婦癌調理

黃家瑩：乳癌、婦癌輔助調理、膀胱過動、尿失禁、調經帶下、多囊性卵巢、
不孕症、更年期障礙"

劉永晴：月經相關疾病、子宮卵巢病變、內分泌失調及體重管理、孕產調理、
更年期及泌尿相關疾病

中醫針灸、骨傷科(C2、C3)
陳兆暐：急慢性扭挫傷、疼痛症候群、腦中風、腦性麻痺、坐骨神經痛、運動

傷害、筋骨關節疾病

王宏銘：急慢性疼痛、下背痛、神經疾病(腦中風、顏面麻痺)、發展遲緩、眼科
疾病、耳鼻喉科疾病

林詩荏：顏面神經麻痺、坐骨神經痛、中風、失智、帕金森氏症、骨關節疼
痛、扭挫傷及肌肉痠痛、眼耳科疾病

周彥瑢：退化性骨關節疾病、腦中風後遺症、運動傷害、癌症中醫輔助治療

急診醫學科
張國頌：毒藥物醫學、老人急重醫學、環境醫學、航空急症、大型救護

陳長志：一般急重症、外傷急重症、老人急重症、腹部急症

張文瀚：一般急重症、外傷急重症、老人急重症、疼痛、災難急症

莊錦康：一般急重症、內科急重症、急症超音波、腹痛急症

蘇昱彰：內科急重症、外傷急重症、老人急重症、毒藥物急症、急症影像

鄧立明：一般急重症、外傷急重症、泌尿急重症

簡定國：一般急重症、老人急重症、外傷急重症

謝尚霖：一般急重症、內科急重症、到院前救護

蔡維德：一般急重症、內外科急重症、災難醫學

王樹林：一般急重症、外傷急重症、消化外科

龔律至：一般急重症、內外科急重症、毒藥物急症

周敬堯、馮嚴毅、林峯：一般急重症、內外科急重症、老人急重症

簡立仁：一般急重症、內外科急重症、急症超音波

黃書田：一般急重症、內外科急重症、外傷急重症、毒藥物急症

劉哲宏、沈靜宜、陳心堂：一般急重症、內外科急重症、外傷急重症

陳邦彥：一般急重症、災難醫學、大型活動緊急救護

黃章喜：一般急重症、內外科急重症、過敏免疫風濕疾病

黃明源：一般急重症、急病超音波、老人急重症

黃明堃：內外科急重症、環境醫學

陳楷宏、王禎毅：一般急重症、內外科急重症、老人急重症

劉良嶸、余宗儒：一般急重症、內外科急重症、外傷急重症

楊修武：一般急重症、老人急重症、內科急重症、外科急重症、外傷急重症、
腹部急症

蘇柏華：一般急重症、內科急重症、外科急重症

王志平：一般急重症、內科急重症、外科急重症、老人急重症

邱毓惠：一般急重症、內科急重症、外傷急重症

黃蘭綺：一般急重症、內科急重症、外科急重症

劉恩睿、華伯堅、蔡宜勳：一般急重症、內科急重症、外科急重症

鄭耀銘：外傷急重症、心臟胸腔外傷、災難醫學、航空救護

林吟憲：一般急重症、外傷急重症、毒物急重症

黃志鈞：一般急重症、內科急重症、外科急重症

張澤霖：外傷急重症、大腸直腸外科、安寧和緩醫學

邱玟姍：一般急重症、內科急重症、外科急重症

劉蕙慈：一般急重症、內外科急重症、毒物急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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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部 ◎ 
※ 由醫師約診，不受理電話預約 ＃ 限掛專科門診
◆ 含四項癌症篩檢追蹤門診 達文西手術

19

兒醫兒醫

胸腔內科(15)

時段樓別 診間看診地點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巫映蓉 6333

王玠仁 5797

伍國綸 4084

陳昭賢 6262
(含睡眠呼吸障礙、戒菸)

 

上午
213 3

224 12

213 3

李淳權 5957

陳彥婷 4093
(含戒菸、肺癌治療)

 潘吉豐 5956  

張育誠 6481張育誠 6481

林煥超 5853 張義芳 5895蘇迺文 6286

 

林炯森 5893 蘇迺文 6286 陳功深 5757 張明志 4041

374

30

30

 

※宋孟達

※洪家燕

 

223 11

225 13

225 13

227 15

223 11 蘇穎文 5896

 

陳淑樺 6225 陳淑樺 6225

 林承叡 5977 林承叡 5977 林承叡 5977

呂衍達 4067 王玠仁 5797

林長怡 4065 郭秋萍 4028 張文魁 6431

246 28

林慧君 4039225 13

247 29

梁清香 5969

林書毅 5068

林書毅 5068

陳彥婷  4093
(含戒菸、肺癌治療)

陳昭賢 6262
(含睡眠呼吸障礙、戒菸)

陳昭賢 6262
(含睡眠呼吸障礙、戒菸)

鍾心珮 4044
(含戒菸、肺癌治療)

鍾心珮 4044
(含戒菸、肺癌治療)

詹美玉 4119
(11/8、22，12/13、27)

盧忻燕 I720
(11/3、17，12/1、15、29)

顏亭如 B898
(自費心理諮詢)

顏亭如 B898
(自費心理諮詢)

邱玉菁 C761
(自費心理諮詢)

陳彥婷 4093
(含戒菸、肺癌治療)

郭冠志 6329
(含睡眠呼吸障礙、戒菸)

劉景隆 5839
(含睡眠呼吸障礙)

郭冠志 6329
(含睡眠呼吸障礙、戒菸)

張文魁 6431

231 16

232 17

232 17

231 16 林長怡 4065郭秋萍 4028

233 18 林慶忠 4063 劉泰成 5975

梁清香 5969

廖偉丞 5147 蔡文瑄 5198 張珈源 5062

224 12 林君璐 6454
(教學門診)

蔡文瑄 5198蔡文瑄 5198

李淳權 5957

李淳權 5957
梁清香 5969莊世旻 6472 蔡明潔 6488 蔡明潔 6488 梁清香 5969廖偉丞 5147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註：每週三下午心腎共照門診由心臟內科程崇偉醫師及腎臟內科黃琪峰醫師共同看診(醫師約診)。

上午

下午

上午
黃琪峰 5814

陳淑樺 6225216 6

223 11 黃琪峰 5814

潘吉豐 5956

潘吉豐 5956

黃琪峰 5814黃琪峰 5814216 6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日間
化療中心

成人心理
衡鑑室

下午

下午

上午

※江翊豪

※林建鴻

※陳功深 ※洪家燕

※蔡官哲

※江翊豪

※陳洛合※陳洛合

※陳天令

※蔡官哲

三樓

十一樓

內科系 ( 馬偕樓 )內科系 ( 馬偕樓 )

247 29

246 28 李俊偉 6272

陳俊延 5970林書毅 5068 林長逸 4081

林長逸 4081

陳俊延 5970李俊偉 6272

江翊豪 6422 江翊豪 6422蔡官哲 6253

劉俊傑 5804 ※心腎共照211 1 李應湘 5832
(節律器門診)

＃ 

程崇偉 5027
(13:30起看診)

郭任遠 5813洪大川 4057 郭任遠 5813 林慧君 4039212 2 林書毅 5068 李應湘 5832

程崇偉 5027
(13:30起看診)

程崇偉 5027
(11/2、16、30，12/14、28)

洪崇烈 5818
(11/9、23，12/7、21)

(心衰竭門診)

陳俊延 5970
(職業病診)

＃ 

林建鴻 5831

林建鴻 5831

224 12 宋孟達 5485

宋孟達 5485

簡銘男 5951△ 簡銘男 5951△

洪家燕 5905@

日間化療評估門診 (醫師自約診，不開放掛號)

廖峰慶 4095211 1 李俊偉 6272李俊偉 6272蘇正煌 5801
(教學門診)

程崇偉 5027
(08:30起看診)

葉宏一 4042

陳天令 5860王文修 5107李惠婷 4006

李惠婷 4006

黃增裕 5981 黃增裕 5981鄭明偉 5082 鄭明偉 5082

236 21 鄭明偉 5082 李祐寧 4062 李祐寧 4062

李祐寧 4062

黃增裕 5981

巫映蓉 6333

246 28上午

246 28下午

236 21上午

341 1

上午

下午

322 2

心臟內科(14)

腎臟內科(16)

 

血液暨腫瘤科(18) @ 女醫師

二
樓

二
樓

二
樓

二
樓

二
樓

二
樓

九
樓

二
樓

二
樓

二
樓

洪家燕 5905@

心理諮詢門診(PS)

# 曾祥洸 5953
(含感染、藥物整合)

(限18歲以上)

# 曾祥洸 5953
(含感染、藥物整合)

(限18歲以上)

# 張智博 5741
(含藥物整合)(限18歲以上)

# 曾祥洸 5953
(含感染、藥物整合)

(限18歲以上)(教學門診)

胃腸肝膽科(13)  ◆ 含大腸癌篩檢追蹤門診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12) △日語(簡銘男)

註：心理諮詢門診健保不給付，就診需自費。心理諮詢門診電話: (02)2809-4661 轉 2778。

過敏免疫風濕科(19)

老年醫學科(1G)

一般內科及感染科(26)

212 郭任遠 5813

廖峰慶 4095

2 林慧君 4039

# 張智博 5741
(含藥物整合)(限18歲以上)

張辰皓 5121陳彥伯 6257◆ 

234 19 蔡樹榮◆ 4089 王勝永 5904 王勝永 5904 王勝永 5904陳銘仁 4099陳志仁 4064
(08:30起看診)

陳席軒◆ 6344
(08:30起看診)

何承祐 5185235 20 賴建翰 6410 ◆ 賴建翰 6410何承祐 5185 ◆ 陳彥伯 6257

233 18 林慶忠 4063
(教學門診)

劉家源 4091劉泰成 5975 ◆ 陳彥伯 6257 張辰皓 5121

235 20 何承祐 5185 賴建翰 6410陳席軒 6344 張辰皓 5121

234 19 蔡樹榮◆ 4089 陳席軒◆ 6344王勝永 5904 陳志仁 4064
(13:30起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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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俊傑 5804

兒童疼痛科
勞萱之：兒童疼痛、疼痛醫學

兒童急診科
許丁元、賴妮均、陳凱威、李健瑋、林柏志、陳宇萱、王志豪、

許晏騰

兒童一般外科及泌尿科

王念陸：一般兒童外科手術、新生兒手術、兒童泌尿系統手術、尿
道下裂、兒童腹腔鏡微創手術、先天性巨結腸症、無肛症
手術、斜頸

許錦城：一般兒童外科手術、新生兒手術、兒童泌尿系統手術、尿
道下裂、兒童腫瘤手術、無肛症手術

張嘉宇：一般兒童外科手術、新生兒手術、兒童泌尿系統手術、兒
童腹腔鏡微創手術、無肛症手術、兒童腫瘤手術、兒童外
傷手術

黃　萱：一般兒童外科手術、新生兒手術、兒童泌尿系統手術、尿
道下裂、兒童腹腔鏡微創手術、先天性巨結腸症、無肛症
手術、斜頸

葉奕廷：兒童內視鏡微創手術、兒童胸腔及腹腔手術、兒童泌尿系
統手術、新生兒手術

兒童骨科部

劉士嘉：一般骨科、骨折外傷、小兒骨科、髖關節重建及人工關節
手術、骨質疏鬆及骨骼疾病

黃德揚：兒童骨骼肌肉系統腫瘤

張定國：兒童脊椎手術、脊椎側彎手術

楊鎮宇：一般骨科、骨折外傷、小兒骨科、肢體矯正手術

鄭凱元：一般骨科、骨科外傷、兒童骨科

兒童神經外科

楊智全：兒童神經系統疾病、頭部外傷、水腦症、腦中風、腦及脊
椎腫瘤、脊椎退化及椎間盤脫出症、坐骨神經痛、腕隧道
症候群、大腦內視鏡手術、腦下垂體內視鏡手術、脊椎微
創及顯微手術

梁慕理：兒童神經外科、兒童腦腫瘤學、兒童癲癇手術、水腦症及
腦室內視鏡手術、中樞神經系統顱骨畸型及脊椎裂手術、
腦血管重建手術

兒童心臟外科

吳協兆：先天性心臟與血管手術、心肺衰竭之人工心肺機治療

張重義：先天性心臟病外科、新生兒暨嬰兒開心手術、低體重新生
兒先天性心臟病手術、複雜性先天性心臟病理、成人心臟
血管外科、大動脈暨周邊血管外科、心臟瓣膜外科治療、
心衰竭治療

徐綱宏：成人瓣膜手術、成人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主動脈手術、單
純性先天性心臟病、複雜性先天性心臟病、成人先天性心
臟病手術、早產兒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心室發育不良單一
心室循環手術、嬰幼兒葉克膜體外循環醫療、先天性心臟
病手術重症照護

(含戒菸、肺癌治療)

兒童眼科

莊怡群：兒童眼疾、斜弱視、斜視近視手術、角膜塑型術、眼整形
手術、白內障手術、一般眼疾

詹維鈞：一般眼疾、葡萄膜炎、視網膜玻璃體疾病、白內障、兒童
眼疾

蔡翔翎：一般眼疾、視網膜疾病、白內障、角膜塑型術、兒童眼疾

陳立仁：一般眼疾、視網膜玻璃體疾病、白內障、兒童眼疾

周宜德：一般眼疾、白內障、青光眼、角膜塑型術、兒童眼疾

兒童耳鼻喉科
李國森：兒童呼吸道疾病手術、鼻部內視鏡手術、喉部雷射手術、

唾液腺內視鏡手術

蘇晉輝：兒童耳鼻喉疾病、耳部、鼻部、喉部手術、唾液腺內視鏡
手術、一般耳鼻喉疾病

謝麗君：兒童耳鼻喉科、耳部、鼻部、喉部手術

潘奕安：一般耳鼻喉頭頸疾病、打鼾與睡眠呼吸中止症、嗓音與吞
嚥疾病、喉顯微手術、鼻部內視鏡微創手術、小兒耳鼻喉
科

李翊豪：一般耳鼻喉頭頸部疾病、小兒耳鼻喉科疾病、小兒及成人
呼吸道手術、喉部顯微手術、過敏性鼻炎及慢性鼻竇炎、
打鼾及睡眠呼吸中止症

兒童心智科

劉珣瑛：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焦慮症、憂慮症、老人精神醫學

臧汝芬：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注意力不足症候群、兒童網路成癮
、親子衝突

劉惠青：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早期療育評估、青少年辯證行為治
療

黃郁心：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一般精神醫學、早期療育評估

李昀澤：成癮防治、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一般精神醫學

陳苡芃：老人精神醫學、失智症情緒行為問題、一般與兒童青少年
精神醫學 

李宗翰：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與成癮問題、早期療育評估、一般精
神醫學

王皓瑋：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早期療育評估、一般精神醫學  

兒童皮膚科

陳秀琴：小兒皮膚病、青春痘、皮膚美容、雷射治療、一般皮膚病

吳育弘：黑色素瘤、遺傳性皮膚病、一般皮膚病

許仁灝：小兒皮膚病、青春痘、雷射治療、醫學美容、一般皮膚病

張哲皓：小兒皮膚病、青春痘、雷射治療、醫學美容、一般皮膚病

兒童復健科

吳雅婷：兒童復健、一般復健、腦中風、老人復健醫學

莊曜嘉：兒童復健、燙傷復健、一般復健

陳功深 5757
高晧宇 6715

(癌症中西醫整合門診)

詹喬雅 5163

康家健 5057
吳冠緯 5086 (12月)

(11月)

李騏宇 5022
李庚頷 5018 (12月)

(11月)

淡水

 

兒童內科
黃富源：一般兒童內科、新生兒科、感染疾病、兒童腎臟病、氣喘

及肺炎

高信安：一般兒童內科、新生兒疾病、過敏症、氣喘症

劉希哲、葉庭吉、侯人尹：一般小兒科、兒童血液腫瘤

李宏昌、楊俊仁、陳偉燾、江椿彬：一般兒童內科兒童腸胃消化性
疾病、兒童肝膽疾病、兒童營養諮詢

陳銘仁、葉樹人、林珊妙、趙彥鈞、洪偉力、田智瑋：兒童心臟疾
病、兒童心律不整、兒童心導管、兒童心臟超音波、胎兒
先天性心臟疾病諮詢、一般兒童內科

黃琪鈺、丁瑋信：一般兒童內科、兒童內分泌疾病、糖尿病

李燕晉：糖尿病、甲狀腺疾病

林炫沛：一般兒童內科、先天性疾病、遺傳諮詢

林達雄：一般兒童內科、先天性疾病、優生保健、遺傳諮詢

徐世達、高羽璇、方麗菁：一般兒童內科、過敏免疫風濕及胸腔疾
病、過敏氣喘、異位性皮膚炎

許瓊心、張瑞幸、詹偉添：一般兒童內科、新生兒疾病

邱南昌：一般兒童內科、兒童神經系統疾病、感染疾病

何啟生、林宜潔、黃佳雲：一般兒童內科、兒童神經系統疾病、呼
吸系統疾病

蔡政道、林淳貞、林自華、張濱璿：一般兒童內科、兒童腎臟、泌
尿系統疾病、尿床、漏尿、頻尿

紀　鑫、黃競瑩、龔妍心：一般兒童內科、兒童感染疾病

黃瑽寧：一般兒童內科、疫苗諮詢、感染性疾病、呼吸道疾病、育
兒諮詢

林翔宇：一般兒科、遺傳及新陳代謝疾病、遺傳諮詢、罕見疾病、
兒童成長發育、早期療育評估、呼吸道過敏疾病

陳慧如：兒童發展評估、發展遲緩早期療育評估、兒童神經系統疾
病

張弘洋：一般兒童呼吸、腸胃道疾病、新生兒及早產兒照護、預防
注射

陳佳慧：新生兒及早產兒照護、一般兒科

楊崑德：過敏、氣喘暨臨床免疫治療

林佳瑩：一般兒童內科疾病、兒科呼吸道過敏及腸胃疾病、新生兒
與早產兒照護、預防注射、早產兒追蹤、兒童急診及重症
醫學

李忠霖：一般兒童內科、先天性遺傳及新陳代謝疾病、遺傳諮詢、
罕見疾病、兒科急症

翁書釗：一般兒科學、兒童腸胃肝膽消化疾病、嬰幼兒營養治療、
青少年醫學、腹部超音波、胃鏡及大腸鏡診斷及治療、內
視鏡瘜肉切除術

王律婷：一般兒童內科、成長發育、肥胖、兒童糖尿病、內分泌疾
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