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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 schedule May 2019
108年5月份門診表

能付出愛心就是福，
         能消除煩惱就是慧。

 恭錄 證嚴法師靜思語

佛 教 慈 濟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臺 中 慈 濟 醫 院
Taichung Tzu Chi Hospital, Buddhist Tzu Chi Medical Foundation

第        一        院        區
5/6、13、20、27 5/7、14、21、28 5/1、8、15、22、29 5/2、9、16、23、30 5/3、10、17、24、31 5/4、11、18、25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科          別 樓層 診察室 上午 下午 夜診 上午 下午 夜診 上午 下午 夜診 上午 下午 夜診 上午 下午 夜診 上午

神經內科
Neurology

大愛樓
2樓

第281診 楊智勝 郭啟中 郭啟中 凃敏謙  凃敏謙 郭啟中 凃敏謙 凃敏謙教學診
(限醫師約診)

第282診 陳盈助 陳盈助 陳盈助 凃敏謙 陳盈助 楊智勝 林琪偉 陳盈助5/4、18

第283診 黃慶峰 張滋圃(教學診)
(肉毒桿菌特約診) 黃慶峰 楊智勝 郭啟中 林琪偉 黃慶峰 林琪偉 黃慶峰 黃慶峰 林琪偉

第285診 林琪偉 曾啟育 曾啟育 張滋圃 張滋圃 曾啟育 張滋圃 張滋圃 楊智勝

第286診 傅進華 林書漢 林書漢 林書漢 傅進華
5/1、15、29 傅進華 林書漢

5/23 傅進華 林書漢 林書漢5/4、18

腦中風特別門診 林書漢 林書漢 凃敏謙

記憶特別門診 黃慶峰 凃敏謙 黃慶峰 凃敏謙

頭痛特別門診 陳盈助 陳盈助

頭暈特別門診 張滋圃 張滋圃

巴金森症及動作障礙
特別門診 郭啟中

自律神經特診(睡眠障礙) 林書漢

癲癇特別門診 楊智勝 楊智勝

蝶骨腦波特別門診
(與小兒科神經合開)

楊智勝
限醫師約診

◎教學門診僅限醫師親自約診◎曾啟育02036◎陳盈助02037◎黃慶峰02038◎張滋圃02044◎郭啟中02049◎凃敏謙02059◎楊智勝02061◎林書漢02072◎傅進華0208◎林琪偉02065

失智暨一般神經科整合門診 大愛樓2樓 黃慶峰 黃慶峰 凃敏謙 凃敏謙 凃敏謙 黃慶峰 黃慶峰

家庭醫學科
Family Medicine

大愛樓
1樓

第106診 李祥煒 李宜軒 蔡恩霖 李祥煒 黃家榆 李宜軒 林巧容 蔡恩霖 吳雅婷5/30 黃家榆275診 林巧容

第107診 林佳佳 吳雅婷5/27 林佳佳275診 吳雅婷5/28 蔡恩霖275診 蔡恩霖 林巧容 吳雅婷275診
5/29 李祥煒 李思賢 林佳佳 黃家榆 黃家榆102診

第251診 李思賢(教學診) 李宜軒(教學診)

減重特別門診 李祥煒 李祥煒 李祥煒

老年醫學門診 吳雅婷 吳雅婷 吳雅婷

安寧緩和特診 蔡恩霖 蔡恩霖 蔡恩霖 蔡恩霖

◎吳雅婷08142◎蔡恩霖08076◎林巧容08175◎林佳佳08192◎李宜軒08215◎李思賢08236◎黃家榆08242◎李祥煒08250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大愛樓
地下1樓 第B18診 李祥煒

疼痛照護門診
Pain Service

感恩樓
1樓

第128診 陳鵬安
請掛復健科

陳鵬安130診
請掛復健科

陳鵬安130診
請掛復健科

陳鵬安
請掛復健科

陳鵬安
請掛復健科

◎陳鵬安10052

新陳代謝及內分泌科
Metabolism 

& Endocrinology

大愛樓
2樓

第263診 黃怡文 宋育民 宋育民
(限醫師約診) 宋育民 黃怡文

第268診 邱世欽 邱世欽 陳品汎
胰島素調整門診

邱世欽
5/7、21 邱世欽 尤咨云 尤咨云

5/1、15、29 邱世欽 尤咨云 尤咨云5/4、18

第267診 黃怡瓔 尤咨云 連續血糖偵測門診
266診 黃怡瓔 黃怡瓔(教學診)

(限醫師約診) 尤咨云 黃怡瓔 黃怡瓔
(限醫師約診) 邱世欽

◎黃怡瓔29008◎邱世欽29031◎陳品汎29006◎宋育民29048◎尤咨云29052◎黃怡文29054

心臟內科
Cardiology

大愛樓
2樓

第238診 林浩德
林俊龍5/7(特約診)

蔡川忠
5/28(特約診)

蔡川忠 林浩德
281診間 莊銘仁 林浩德 莊銘仁 陳美綾 蔡川忠

281診 林浩德 陳美綾 陳美綾
(281診) 蔡川忠

第239診 蔡川忠 林茂仁 陳美綾
(250診) 蔡川忠5/7 林茂仁 林茂仁(教學診)

(限醫師約診)
莊銘仁

281診間 林茂仁 莊銘仁

◎心臟科門診限15歲以上民眾掛號(蔡川忠醫師僅限18歲以上民眾掛號。)◎林俊龍2007◎林浩德20028◎林茂仁20033◎蔡川忠20041◎莊銘仁20045◎陳美綾20073

三高整合門診 大愛樓
2樓

第239診 蔡川忠 莊銘仁238診 林茂仁 林浩德238診
◎林茂仁20033◎林浩德20028◎蔡川忠20041◎莊銘仁20045

腎臟內科
Nephrology

大愛樓
2樓

第270診 陳志聰 陳志聰 陳一心
腹膜特約診 陳一心 陳一心 陳志聰

腹膜特約診 楊洵 楊洵 楊洵 
(第276診) 陳志聰9:00開始看診

第271診 陳慧芬 馬弘桓 陳慧芬
(腹膜透析特約診) 馬弘桓 陳世權 陳世權 陳慧芬 陳世權 陳慧芬 陳世權

特約診
第278診 馬弘桓 陳一心276診

◎陳一心 22022 ◎陳志聰 22034 ◎陳慧芬 22040 ◎馬弘桓 22042 ◎楊洵 22049 ◎陳世權 22056

胸腔內科
Chest Medicine

大愛樓
1樓

第101診 邱國樑
睡眠呼吸障礙 劉奕亨 邱國樑 李彥憲 邱國樑 李彥憲 李彥憲 陳立修(教學診)

(限醫師約診)
        張尚妙5/4    劉建明5/11
        倪永倫5/18  劉奕亨5/25

第102診 倪永倫 劉建明 陳立修(276診) 劉建明 倪永倫 倪永倫(276診) 陳立修 劉建明 陳立修 陳立修      
第103診 李彥憲 沈煥庭 張尚妙 張尚妙 張尚妙(276診) 劉奕亨 邱國樑B07診 沈煥庭(276診) 劉奕亨 劉奕亨(279診)

◎邱國樑19030◎倪永倫19039◎沈煥庭19046◎李彥憲19004◎劉建明19028◎張尚妙19029◎陳立修19038◎劉奕亨19053

肝膽腸胃科
Gastroenterology

大愛樓
2樓

第218診 林志明 林邑穎 周偉強 蔡佳勳 林邑穎 林邑穎 周偉強 周偉強
(膽道結石) 蔡佳勳

第219診 許芳銓 林忠義 廖光福
(17:30開診) 林志明 許芳銓 廖光福 許芳銓 蔡松茂

5/1、15、29 廖光福 葉俊麟 蔡佳勳
5/9、23

蔡松茂
（限45名） 林志明 林邑穎 林志明

第220診 張歐高奇 蔡松茂 蔡松茂 許芳銓 林忠義 張歐高奇
廖光福

5/9、23教學診
(限醫師約診)

林忠義
教學診 蔡佳勳 張歐高奇

◎僅限18歲以上民眾掛號 ◎林忠義23024◎林邑穎23034◎廖光福23039◎許芳銓23047◎林志明23054◎蔡松茂23055◎張歐高奇23059◎周偉強23061◎蔡佳勳23066◎葉俊麟23070

風濕免疫科
Immunology

& Rheumatology

大愛樓
2樓

第262診 呂傳欽 呂傳欽

第265診 林亮宏 林亮宏 林亮宏 林亮宏(特約診) 林亮宏 林亮宏(特約診)
◎林亮宏26007◎呂傳欽26018

重大疾病整合門診 第265診 李典錕(B02診) 林金瑤(第B13診) 林亮宏 邱建銘(第217診) 林亮宏

感染內科
Infectious Diseases

大愛樓
2樓

第260診 何承懋 黃銘義 王瑞興
(預防性投藥) 黃銘義 黃銘義 何承懋 黃銘義 王瑞興

(預防性投藥) 黃銘義 王瑞興        

第265診 王瑞興
(預防性投藥)

黃銘義(教學診)
(限醫師約診)

◎黃銘義27016◎王瑞興27026◎何承懋27030

身心醫學科
Psychiatry

大愛樓
2樓 第一院區第277診 蕭亦伶

(277診)
許峰碩

(第262診) 曾秀甄

合心樓
1樓

第二院區 許峰碩 
曾秀甄 葉瓊璣 葉瓊璣 許峰碩 曾秀甄

葉瓊璣 蕭亦伶 許峰碩 
葉瓊璣

蕭亦伶
曾秀甄

許峰碩5/4、18   葉瓊璣5/4、18
曾秀甄5/11、25 蕭亦伶5/11、25

◎身心醫學科上、下午門診看診地點請至第二院區◎自殺防治專線(04)36060666分機2399◎特約門診僅限醫師親自約診 ◎蕭亦伶17029◎許峰碩17064◎曾秀甄17069◎葉瓊璣17078

一般外科
General Surgery

大愛樓
地下
1樓

第B10診 余政展
9點開始看診

余政展
9點開始看診

余政展
9點開始看診 余政展

第B12診 陳家鴻 陳家鴻 陳家鴻 陳家鴻 陳家鴻278診 陳家鴻 9點開始看診

第B13診 林金瑤
(女性整合門診) 林金瑤

林金瑤
(乳癌特約診)
限醫師約診

林金瑤
(乳癌特約診) 林金瑤 林金瑤

第B15診
(乳房篩檢特別診)

陳詩華

第B16診 高國堯 高國堯277診    
18:30開始看診 高國堯 高國堯

第B17診 謝宗宇 謝宗宇 謝宗宇 謝宗宇
277診

林俊宏
(5/16停診)

林俊宏
特約診 謝宗宇

肝膽腸胃外科 高國堯 謝宗宇
余政展 謝宗宇 高國堯 陳家鴻

高國堯
陳家鴻
余政展

謝宗宇
陳家鴻 謝宗宇 高國堯

陳家鴻
謝宗宇
余政展 余政展 陳家鴻 陳家鴻

甲狀腺外科 高國堯 謝宗宇 謝宗宇 高國堯 陳家鴻 高國堯 陳家鴻 謝宗宇 陳家鴻 謝宗宇 高國堯 陳家鴻 林金瑤 林金瑤 謝宗宇 陳家鴻 陳家鴻

疝氣特別門診 高國堯 謝宗宇
林金瑤 謝宗宇 高國堯 陳家鴻 高國堯

林金瑤 陳家鴻 謝宗宇 陳家鴻 謝宗宇 陳家鴻 林金瑤 林金瑤 謝宗宇 陳家鴻 陳家鴻

減重特別門診 余政展 陳家鴻 余政展 陳家鴻 陳家鴻 余政展 余政展 陳家鴻 陳家鴻
◎陳家鴻03017◎謝宗宇03019◎張群明03026◎林金瑤03105◎高國堯03145◎林俊宏03040◎余政展03137◎陳詩華60067

乳房專科門診
Breast Outpatient Clinics

大愛樓
地下
1樓

第B12診 謝宗宇B17診 謝宗宇B17診 陳家鴻 陳家鴻 陳家鴻 謝宗宇(277診) 陳家鴻 林俊宏(特約診) 陳家鴻278診 陳家鴻
第B13診 林金瑤 林金瑤 謝宗宇B17診 林俊宏B17診 林金瑤 林金瑤 謝宗宇B17診

◎陳家鴻03017◎謝宗宇03019◎林金瑤03105◎高國堯03145◎林俊宏03040◎林金瑤醫師之特約門診不開放現場掛號，於外院切片確診之乳癌患者，請來電乳房醫學中心專線協助約診，就診時請務必攜帶外院診斷之病理報告、影像光碟、其他相關文件。◎乳房醫學中心專線：04-3606-0666轉分機3413延珍個管師、5089家寧個管師。

微創中心
Minimally Imvasive

Surgery Center

大愛樓
2樓

胸腔鏡手術 吳政元105診 吳政元105診 吳政元105診 吳政元105診

腰椎內視鏡手術 林英超276診

腰椎骨釘融合手術 黃伯仁278診

靜脈曲張手術 黃慶琮252診 黃慶琮252診 黃慶琮252診 黃慶琮252診

心臟瓣膜及主動脈支架手術 余榮敏252診

大腸直腸手術 方佳偉217診 林北江216診 劉張惠泉217診 邱建銘217診

大愛樓
地下
1樓

疝氣手術 林殿璜232診 林金瑤B13診 林殿璜232診 陳家鴻B12診 
高國堯B16診 林金瑤B13診 陳家鴻B12診

減重手術 余政展B10診 陳家鴻B12診 余政展B10診
陳家鴻B12診 陳家鴻B12診 余政展B10診 余政展B10診 陳家鴻278診 陳家鴻B12診

乳房腫瘤 林金瑤B13診 林金瑤B13診 林金瑤B13診 林金瑤B13診

甲狀腺手術 高國堯B16診 高國堯277診 高國堯B16診

整形手術 陳俊豪111診

消化道腫瘤手術 高國堯B16診
余政展B10診 高國堯B16診 余政展B10診 高國堯B16診 余政展B10診 余政展B10診

感恩樓
2樓

泌尿道手術 陳至正230診

膝關節中心 余曉筌122診 余曉筌122診 余曉筌122診
◎陳家鴻03017◎林金瑤03105◎高國堯03145◎林英超04032◎黃伯仁04037◎吳政元52005◎余榮敏53016◎黃慶琮35005◎邱建銘36008◎劉張惠泉36016◎方佳偉36019◎林北江36025◎陳俊豪05022◎余曉筌09116◎林殿璜15055◎陳至正15078

胸腔外科
Thoracic Surgery

大愛樓
1樓

第103診 徐中平5/17、24

第105診 吳政元 吳政元(279診) 柯志霖 吳政元 柯志霖 吳政元 柯志霖
◎吳政元52005◎柯志霖52015◎徐中平52017

心臟外科
Cardiovascular

Surgery

大愛樓
2樓

第239診 吳慧中251診 蔡宗博

第250診 謝世榮 謝世榮 謝世榮 謝世榮 吳慧中第282診

第252診 余榮敏 余榮敏 余榮敏262診 吳慧中 余榮敏
◎余榮敏53016◎蔡宗博53013◎謝世榮53026◎蔡宗博門診時間15:30~17:00(限掛5名)◎吳慧中53029

血管外科
Vascular Surgery

大愛樓
2樓

第252診 黃慶琮 黃慶琮 黃慶琮 黃慶琮

靜脈曲張特別門診 黃慶琮 黃慶琮 黃慶琮 黃慶琮

◎黃慶琮35005◎黃慶琮醫師上午門診9點開始看診、下午診2點開始看診。

宗旨：人本醫療、尊重生命

任務：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願景：發展以病人為中心之醫療人文典範醫院

目標：1.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服務與管理模式
      2.發展跨院區、跨科部之整合性醫療
      3.推動全方位預防醫學及健康促進服務
      4.鼓勵創新與學習，提升教學研究品質
      5.建立具備醫學倫理與醫療人文精神之組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