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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公休日

慢 箋 預 約 領 藥 APP
彰基體系醫院掛號 APP

內科部門診時間表
感染科、HIV 免費匿名篩檢諮詢門診、腎臟科、胸腔內科、胃腸肝膽科 01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腫瘤治療中心 02
過敏免疫風濕科、心臟血管內科、一般內科門診、老人周全醫療服務、身心科、甲狀腺特診、整合醫學科 03
外科部門診時間表
神經外科、重建整形暨手外科、胸腔外科、一般消化外科 04
乳房中心、外科特殊門診、外科卓越教學門診、大腸直腸肛門科、外傷科、心臟血管外科、泌尿外科 05
其他專科部門診時間表
骨科、婦產部、胎兒高層次超音波、女性整合門診 06
耳鼻喉暨頭頸部、口腔癌特別門診 07
顏面整形中心、神經醫學部、術前麻醉門診、遺傳諮詢門診 08
皮膚科、皮膚微整雷射、家庭醫學科 09
旅遊醫學自費門診、越南住民特別門診、社區醫療群共同照護門診、復健醫學科、微創脊椎中心特別門診、疼痛科 10
高壓氧治療中心、成人精神科、藥癮特別門診、疾管署特診、記憶門診、老年精神科 11
睡眠障礙特別門診、國際減重暨形體美容中心、整合醫學諮詢 12
中華路院區、教學研究大樓門診時間表
口腔顎面外科及口腔腫瘤特別門診、數位輔助正顎手術中心、家庭牙醫學科、牙髓病科、牙周病科、假牙補綴科、假牙補助特別門診、齒顎矯正科 14
人工植牙、唇�裂暨顱顏門診、Inter national Clinic、眼科、職業醫學科、生殖醫學中心 15
中醫部、中西醫整合門診、中醫內科 ( 放化療調理 )、中醫婦科、中醫兒科、中醫眼科、中醫皮膚科、
中醫針灸科、中醫傷科、中醫特診

16

兒童醫院門診時間表
兒童牙科、身心障礙牙科門診、早產兒特診、健兒門診、兒童內科、遺傳性代謝疾病整合門診 17
兒童耳鼻喉科、兒童皮膚科、兒童骨科、兒童外科、兒童泌尿科、青少年門診、兒童神經外科、兒童眼科、兒童發展中心 18
衛教門診時間表
免掛號 -- 糖尿病衛教中心、遠距健康管理中心、婦產科衛教室、子宮頸抹片檢查中心、腎臟保健衛教室、
門診衛教中心、腫瘤中心、兒童門診衛教中心、癌症病友服務中心、尿失禁暨排尿障礙中心

19

需掛號 -- 遺傳諮詢門診、營養諮詢、預立醫療照護諮詢、早產兒門診 19
門診戒菸時間表 13
主治醫師介紹 20
公車時刻表、專車接送時間表 21

     日期     日期 1 月 15 日1 月 15 日
星期日 ( 類流感 )星期日 ( 類流感 )

1 月 21 日1 月 21 日
星期六 ( 除夕 )星期六 ( 除夕 )

1 月 22 日1 月 22 日
星期日 ( 初一 )星期日 ( 初一 )

1 月 23 日1 月 23 日
星期一 ( 初二 )星期一 ( 初二 )

1 月 24 日1 月 24 日
星期二 ( 初三 )星期二 ( 初三 )

1 月 25 日1 月 25 日
星期三 ( 初四 )星期三 ( 初四 )

1 月 29 日1 月 29 日
星期日 ( 類流感 )星期日 ( 類流感 )

總總

院院

時間
僅上午診
9:00-12:00

上午診每日 8:30-12:00；下午診每日 14:00-17:00 僅上午診
9:00-12:00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外科 82 診 黃政諺
149125

耳鼻喉科  116 診
暨類流感特別門診

徐尉芳
183385

王恩盈
182865

王恩盈
182865

詹士奇
182274

詹士奇
182274

詹士奇
182274

吳佳佑
182460

兒兒

童童

醫醫

院院

時間
僅上午診
9:00-12:00

上午診每日 8:30-12:00；下午診每日 12:00-16:00 僅上午診
9:00-12:00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兒童科  203 診
暨類流感特別門診

盧芳廷
181054

張明裕
54090

陳冠容
176358

 蔡易晉
107239

李明聲
107484

兒童科  205 診
暨類流感特別門診

黃意評
126067

吳怡磊
162991

林昭仁
124140

         ※ 截止掛號時間：上午診至 11:30 止 、下午診至 16:30 止 ( 兒童科至 15:30 止 )。

2023 年春節2023 年春節
暨假日類流感門診表暨假日類流感門診表



線
專
務
服 ◎體檢諮詢

04-7277984
◎健康諮詢 / 靑少年諮詢專線

04-7256652
◎失能老人身心障礙者
居家服務申請專線
04-7238595 轉 4542、4543

◎抱怨專線
04-7238595 轉 3925
04-7285033 袁小姐

◎讚美專線
04-7238595 轉 3920

◎藥物諮詢專線
04-7238595 轉
( 日 )3157( 夜 )3150

◎影像醫學部 (X 光 ) 醫療諮詢專線
04-7238595 轉 3166

◎核子醫學科醫療諮詢專線
04-7238595 轉 3090

◎腫瘤諮詢專線
04-7238595 轉 6068

◎生殖醫學中心諮詢專線
 04-7238595 轉 4622

◎皮膚科醫學美療中心
04-7238595 轉 5256

◎安寧專線
04-7266130

◎居家護理專線
04-7238595 轉 4510

◎遺傳諮詢門診
04-7238595 轉 7244

◎ HIV 免費匿名篩檢諮詢專線
0983145043

◎性騷擾申訴專線
04-7238595 轉 4925
傳眞：04-7259325

◎高壓氧附設傷口治療
04-7284915

◎人體研究受試者諮詢 / 申訴專線
04-7238595 轉 8442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2:30  14:00~17:30

◎華仁愛產後護理之家
04-7008520
服務時間：10:00~22:00

(

◎急診急救專線
04-7238595 轉 5191
04-7255123 24 小時 )
服務台專線
04-7238595 轉 3100
週一至週五
08:00~18:00
週六（例假日除外）
08:00~12:30

◎

5. 初診患者就診時，為了用藥安全，請攜帶目前服用的藥物，以供醫師參考。

 

＊ 本院為醫學中心負有教學之責任，教學門診均由臨床經驗豐富、醫術精良之主治醫師
帶領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學生共同為您診療，並經您同意後塡寫同意書以愼重，且就診
時可隨您意願調整。

6.美容e 院門診採約診方式，看門診前請必先來電預約，診療時段預約及掛號專線：
04-7238595-5256 掛號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 9:00~12:00 下午2:00~9:00

星期六　　　　 早上 9:00~12:00
 

 

掛   號   須   知

看診時間
＊上午門診：08:30 開始至 12:00 結束 ( 術前麻醉門診 08:00 開始 )
＊下午門診：14:00 開始 17:00 結束。（疼痛科門診 13:30 開始）
＊夜間門診：18:00 開始 21:00 結束。
＊星期六下午停診。
就診注意事項

1. 看診時請攜帶身分證件及健保 I C卡。
2. 本院可代辦重大傷病證明，請向一樓服務台查詢。
3. 保險對象因緊急傷病就醫，未能即時繳驗保險憑證或身分證件者，可於

就醫之日起十日內，攜帶健保卡及收據辦理退費手續。
4. 掛號費種類 時  段 價   格 備        註

初診掛號費 不分時段  150 元

 複診掛號費 日診  120 元
夜診  130 元

特別門診掛號費
時間外指定門診

日診 初診 150 元
複診 130 元

1. 特別門診：
門診表註記 ※ 符號。

2. 時間外指定門診：
醫師未排定門診時段患者指定醫師看診。夜診 初診 150 元

複診 150 元
急診掛號費 不分時段 250 元

掛號費種類 時  段 價   格 備        註
初診掛號費 不分時段  150元

 複診掛號費
日診  120元
夜診  130元

特別門診掛號費
時間外指定門診

日診 初診 150 元
複診 130 元

1. 特別門診：
門診表註記 ※ 符號。

2. 時間外指定門診：
醫師未排定門診時段患者指定醫師看診。夜診 初診 150 元

複診 150 元
急診掛號費 不分時段 250元

部分負擔
中 醫 門 診 50 元
牙 醫 門 診 50 元
一 般 門 診 420 元
持有轉診單 170 元
急診檢傷分類 部分負擔金額

1 級、2 級 450 元

3 級、4 級、5 級 550 元

部分負擔
中 醫 門 診 50元
牙醫門 診 50元
一 般 門 診 420元
持有轉診單 170元
急診檢傷分類 部分負擔金額

1 級、2 級 450 元

◎初診預約掛號初診預約：
＊本院提供四種初診預掛號服務途徑：

1. 人工電話初診預約 。2.現場初診預約。3.網路初診預約。4. APP初診預約。
＊看診當日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至一樓掛號櫃台前，操作平板塡寫初診
     資料，請抽取號碼牌依序至櫃台完成掛號手續。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7:30後，至二樓第一收費處辦理。）

 04-7225132 

C：語音掛號服務 24 小時
D：自動掛號機服務

B：人工電話掛號服務(上午8點開始 )A : 現場掛號櫃台服務（上午 8 點開始）

一般門診
上午診 請於 11:30 以前掛號
下午診 請於 16:30 以前掛號
夜    診  請於 20:30 以前掛號

精神科初診
上午診 請於 11:00 以前掛號
下午診 請於 16:00 以前掛號
夜    診  請於 20:00 以前掛號

兒童發展
中心初診

上午診 請於 11:00 以前掛號
下午診 請於 15:30 以前掛號

◎上午診 請於 11:00 以前掛號
◎下午診 請於 16:00 以前掛號
◎ 預約後，請於看診當日直接至診間

報到候診即可。

◎一樓掛號收費櫃台旁
◎二樓第一收費處前
◎教研大樓一樓二樓自助繳費機旁
◎兒童醫院一樓服務台前

掛號服務：◎人工電話掛號 04-7225132 ◎語音電話掛號 04-7285152
◎當時段看診進度電話查詢 04-7225132

 

近來詐騙集團之詐騙手法時而翻新，為防範
民眾屢受歹徒詐騙而蒙受財物損失，有疑問
請撥打防詐騙專線「 165 」

彰基門診基本部份負擔收費說明：本
院門診部份負擔依健保署規定由醫院
代收並需申報繳回健保署，彰基為醫
學中心層級，基本部份負擔費用為
420 元，和區域醫院層級部份負擔
240元代收金額不同。為響應分級醫
療，若民眾持轉診單就醫，門診基本
部份負擔則降為 170 元，各醫院層級
部份負擔收費標準詳見健保署網頁說
明，並歡迎您隨時洽詢。

開立診斷書及複印病歷摘要、報告手續
(1) 開立診斷書：

請攜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於該主治醫師看診時段掛號開立之。
若委託他人代辦申請者，請攜帶委託人及被委託人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
及印章，並須塡寫「病歷資料申請委託書」，於該主治醫師看診時掛號開立之。

(2) 複印病歷摘要＼報告＼影像檢查光碟：

(3) 申請門診費用證明或補發收據，請攜帶委託人及被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至二樓門診收費處辦理，費用3張以內50元，第4張起每張10元。

-- 請攜帶身份證並塡寫「病歷資料申請書」，於一樓病歷複印第⑦、⑧櫃台辦理。
-- 若委託他人代辦申請者，請攜帶委託人及被委託人身份證，並須塡寫「病歷資
　料申請委　託書」，於一樓病歷複印第⑦、⑧櫃台辦理，「病歷資料申請委
　託」，請向一樓病歷複印第⑦、⑧櫃台、診療室索取或至本院網站下載申請書 
　https://www1.cch.org.tw/opd/opd_11.aspx
-- 保險公司服務人員若欲查詢患者之病歷資料，須備妥患者委託書並行文至本院
　病歷發展課由專人處理，請勿以掛號方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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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診掛號費 日診  120 元
夜診  130 元

特別門診掛號費
時間外指定門診

日診 初診 150 元
複診 130 元

1. 特別門診：
門診表註記 ※ 符號。

2. 時間外指定門診：
醫師未排定門診時段患者指定醫師看診。夜診 初診 150 元

複診 150 元
急診掛號費 不分時段 250 元

掛號費種類 時  段 價   格 備        註
初診掛號費 不分時段  150元

 複診掛號費
日診  120元
夜診  130元

特別門診掛號費
時間外指定門診

日診 初診 150 元
複診 130 元

1. 特別門診：
門診表註記 ※ 符號。

2. 時間外指定門診：
醫師未排定門診時段患者指定醫師看診。夜診 初診 150 元

複診 150 元
急診掛號費 不分時段 250元

部分負擔
中 醫 門 診 50 元
牙 醫 門 診 50 元
一 般 門 診 420 元
持有轉診單 170 元
急診檢傷分類 部分負擔金額

1 級、2 級 450 元

3 級、4 級、5 級 550 元

部分負擔
中 醫 門 診 50元
牙醫門 診 50元
一 般 門 診 420元
持有轉診單 170元
急診檢傷分類 部分負擔金額

1 級、2 級 450 元

◎初診預約掛號初診預約：
＊本院提供四種初診預掛號服務途徑：

1. 人工電話初診預約 。2.現場初診預約。3.網路初診預約。4. APP初診預約。
＊看診當日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至一樓掛號櫃台前，操作平板塡寫初診
     資料，請抽取號碼牌依序至櫃台完成掛號手續。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7:30後，至二樓第一收費處辦理。）

 04-7225132 

C：語音掛號服務 24 小時
D：自動掛號機服務

B：人工電話掛號服務(上午8點開始 )A : 現場掛號櫃台服務（上午 8 點開始）

一般門診
上午診 請於 11:30 以前掛號
下午診 請於 16:30 以前掛號
夜    診  請於 20:30 以前掛號

精神科初診
上午診 請於 11:00 以前掛號
下午診 請於 16:00 以前掛號
夜    診  請於 20:00 以前掛號

兒童發展
中心初診

上午診 請於 11:00 以前掛號
下午診 請於 15:30 以前掛號

◎上午診 請於 11:00 以前掛號
◎下午診 請於 16:00 以前掛號
◎ 預約後，請於看診當日直接至診間

報到候診即可。

◎一樓掛號收費櫃台旁
◎二樓第一收費處前
◎教研大樓一樓二樓自助繳費機旁
◎兒童醫院一樓服務台前

掛號服務：◎人工電話掛號 04-7225132 ◎語音電話掛號 04-7285152
◎當時段看診進度電話查詢 04-7225132

 

近來詐騙集團之詐騙手法時而翻新，為防範
民眾屢受歹徒詐騙而蒙受財物損失，有疑問
請撥打防詐騙專線「 165 」

彰基門診基本部份負擔收費說明：本
院門診部份負擔依健保署規定由醫院
代收並需申報繳回健保署，彰基為醫
學中心層級，基本部份負擔費用為
420 元，和區域醫院層級部份負擔
240元代收金額不同。為響應分級醫
療，若民眾持轉診單就醫，門診基本
部份負擔則降為 170 元，各醫院層級
部份負擔收費標準詳見健保署網頁說
明，並歡迎您隨時洽詢。

開立診斷書及複印病歷摘要、報告手續
(1) 開立診斷書：

請攜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於該主治醫師看診時段掛號開立之。
若委託他人代辦申請者，請攜帶委託人及被委託人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
及印章，並須塡寫「病歷資料申請委託書」，於該主治醫師看診時掛號開立之。

(2) 複印病歷摘要＼報告＼影像檢查光碟：

(3) 申請門診費用證明或補發收據，請攜帶委託人及被委託人之身分證（正本），
       至二樓門診收費處辦理，費用3張以內50元，第4張起每張10元。

-- 請攜帶身份證並塡寫「病歷資料申請書」，於一樓病歷複印第⑦、⑧櫃台辦理。
-- 若委託他人代辦申請者，請攜帶委託人及被委託人身份證，並須塡寫「病歷資
　料申請委　託書」，於一樓病歷複印第⑦、⑧櫃台辦理，「病歷資料申請委
　託」，請向一樓病歷複印第⑦、⑧櫃台、診療室索取或至本院網站下載申請書 
　https://www1.cch.org.tw/opd/opd_11.aspx
-- 保險公司服務人員若欲查詢患者之病歷資料，須備妥患者委託書並行文至本院
　病歷發展課由專人處理，請勿以掛號方式查詢。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感染科 ( 一般內科 )
(HIV 病免費匿名篩檢諮詢門診 )

參考症狀：心悸、心臟無力、高血壓、胸悶、胸痛、
心絞痛、心律不整、先天性心臟病、風濕性心臟病、
其他心臟血管方面之疾病、高血脂、水腫、呼吸困難。
有◎記號者為「多重疾病用藥整合照護門診」。

上午 7 劉尊榮 063557 劉元孟 145568 （熱帶疾病特診）

陳昶華 076590 劉元孟 145568 李育霖 145370
下午 7 陳昶華 076590 李育霖 145370 ◎許瑛敉 131624 劉尊榮 063557 ◎許瑛敉 131624
夜間 7 李育霖 145370

腎臟科
參考症狀：血尿、蛋白尿、水腫、
腰部酸痛、解尿疼痛、頻尿、高血
壓、急慢性腎功能異常、血液及腹
膜透析、腎臟移植、電解質異常。
有◎記號者為「多重疾病用藥整合
照護門診」。

上午

28 張凱傑 180337 ◎蔡俊傑 144942 楊　郁 002219 ◎邱炳芳 068505 吳家麟 143843 蔡俊傑（1/7.21）（1/7.21）
144942

張凱傑（1/14.28）（1/14.28）
180337

29 ◎邱炳芳 068505 文耀閣 045440 謝堯棚 102407 文耀閣 045440 謝堯棚 102407 邱炳芳 068505

37
（移植特診）（1/13.27）

◎邱炳芳 ( 約診 )
◎蔡俊傑 （1/6）    

( 約診 )

下午

28 許高鳴 181156 朱映珊 332555 許高鳴 181156 楊　郁 (13:30 看診 )(13:30 看診 )
002219 ◎蔡俊傑 144942

29 吳家麟 143843 謝堯棚 102407 文耀閣 045440 張凱傑 180337
37

（移植特診）（13:30 看診）

楊　郁 (1/6.20)(1/6.20)    
（ 約 診 ）

胸腔內科
參考症狀：咳嗽、咳血、氣喘、肺
阻塞、肺炎、肺結核、肺部結節、
肺腫瘤、胸悶、支氣管擴張、特異
性肺纖維化、類流感及打鼾、睡眠
呼吸中止。
有◎記號者為「多重疾病用藥整合
照護門診」。

上午

3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俊維 182866
（另提供門診戒菸）

◎陳正雄 077112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聖皓 112364
（另提供門診戒菸）

◎陳正雄 077112
（另提供門診戒菸）

張竣期 100102
（另提供門診戒菸）

黃國揚 183188
5

（另提供門診戒菸）

紀炳銓 099257
（另提供門診戒菸）

黃國揚 183188
（另提供門診戒菸）

蔡偉宏 080690
（另提供門診戒菸）

葉金水 091628
（另提供門診戒菸）

◎詹博強 362167
6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慶雄 047822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明泰 013081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慶雄 047822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聖皓 112364
（另提供門診戒菸）

紀炳銓 099257
（另提供門診戒菸）

蔡偉宏 080690
9

（另提供門診戒菸）

施穎銘 132506
14 林楷煌 330468
130 呂俊佑 181947

下午

3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明泰 013081 ◎詹博強 362167 （另提供門診戒菸）

張竣期 100102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明泰 013081 陳宗銘 360724
5 蔡偉宏 080690 王竹賢 330446 （另提供門診戒菸）

施穎銘 132506 溫仁和 006060 （另提供門診戒菸）

葉金水 091628
6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聖皓 112364
（胸腔腫瘤）

葉金水 091628
（另提供門診戒菸）

◎陳正雄 077112
（咳　嗽）

紀炳銓 099257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慶雄 047822
9 溫仁和 006060

19 呂俊佑 181947
24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俊維 182866
夜間 6

（另提供門診戒菸）

黃國揚 183188
（另提供門診戒菸）

施穎銘 132506
（另提供門診戒菸）

張竣期 100102
（另提供門診戒菸）

詹博強 362167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俊維 182866
胃腸肝膽科
參考症狀：腹痛、大便習慣或顏色改
變、 體重下降 、胃酸逆流、胃十二
指腸潰瘍、吞嚥困難、肝膽結石、膚
色變黃、肝機能異常、B 型肝炎、C 
型肝炎、脂肪肝、胃腸肝膽胰腫瘤、
克隆氏症、潰瘍性結腸炎。

上午

14 周昆慶 084798
21 吳順生 018840 林彥至 144315 徐友春 077149 吳東龍 180278 蘇維文 035301 顏旭亨 091646
22 蕭舜文 177099 施凱倫 107400 陳洋源 027716 蘇維文 035301 （肝癌治療）（9:00 看診）

◎楊承達 149054 蕭舜文 177099
23 楊佳偉 097601 徐友春 077149 楊佳偉 097601 施凱倫 107400 范泉山 060909 蘇培元（肝癌治療）（肝癌治療）

111252

下午

21 施凱倫 107400 楊佳偉（14:30 看診）（14:30 看診）
097601 蘇維文 035301 吳順生 018840 吳順生 018840

22
（脂肪肝治療）（14:30 看診）

蘇培元 111252 周昆慶 084798 （肝癌治療）

◎楊承達 149054 徐友春 077149 周昆慶 084798
23 范泉山 060909 范泉山 060909 林彥至（胰臟疾病）

144315 陳洋源 027716 顏旭亨 091646
30 李國彰（14:30 看診）（14:30 看診）

362953

37 吳東龍 180278 李國彰（B.C 肝）
362975

夜間

22
（脂肪肝治療）

楊承達 149054 顏旭亨 091646 ( 18:30 看診 ) ( 1/12.26 )

柯孟佑 363177
23

（脂肪肝治療）

蘇培元 111252 林彥至 144315

門診時間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1月

內 科 部 門 診

1



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參考症狀：甲狀腺疾病、糖尿病、
高血壓、肥胖、血脂異常、代謝症
候群、腦下垂體病、腎上腺、副甲
狀腺病變及各種內分泌異常、骨質
疏鬆症、甲狀腺腫瘤與細針穿刺細
胞學檢查、甲狀腺消融手術、經皮
甲狀腺腫瘤酒精注射、遠距血糖管
理與照護、連續血糖監測系統與胰
島素幫浦。
有◆記號者為骨疏特診。
有◎記號者為「多重疾病用藥整合
照護門診」。

上午

19
（另提供門診戒菸）

蔡東華 050367
（8:00 看診）

◆杜思德 010836 ◎王舒儀 086761 林思涵 177085 （甲狀腺癌）

◎王舒儀 086761
(含職業病特診、游離幅射、

另提供門診戒菸 )

謝芳傑 090279
20

（另提供門診戒菸）

蘇矢立 (8:00 看診 )    
089933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世鐸 (1/10)    
091633

（另提供門診戒菸）

蘇矢立 (8:00 看診 )    
089933

鄭博中 180459 （另提供門診戒菸）

◎許上人 067781
（另提供門診戒菸）

蔡東華 050367
24

（另提供門診戒菸）

◎許上人 067781
（骨質疏鬆、另提供門診戒菸）

廖培湧 (8:00 看診 )    
048795

鄭博中 180459 （另提供門診戒菸）

蘇矢立 (8:00 看診 )    
089933

黃品鈞 182462 （另提供門診戒菸）

廖培湧 048795
30

（另提供門診戒菸）

◆郭仁富 103348
（另提供門診戒菸）

◆郭仁富 103348
（另提供門診戒菸）

◆郭仁富 103348 ◆鄭畬方 143989 李仰民 331663

下午

19
（另提供門診戒菸）

謝芳傑 090279
（甲狀腺）（13：30 看診）

◆杜思德 010836
（1/12.26）

◎王舒儀 086761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世鐸 091633
20 林子健 363309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世鐸 091633 蔡麗卿 360732 林思涵 177085
24 李仰民 331663 陳育正 302282 （另提供門診戒菸）

廖培湧 048795
30

（高齡糖尿特診）

王志仁 332068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世鐸 091633

夜間

19 杜思德 010836 （另提供門診戒菸）

謝芳傑 090279 林思涵 177085 （甲狀腺消融）

◆鄭畬方 143989
20

（另提供門診戒菸）（高血脂症）

蘇矢立 089933
另提供門診戒菸）

蔡東華 050367
24

（另提供門診戒菸）

廖培湧 048795

腫

瘤

治

療

中

心

血液腫瘤科
參考症狀：臉色蒼白、貧血、異常出血、
淋巴瘤、白血病等血液疾病與各種腫瘤診
斷與化學治療。各種腫瘤的整體規劃治療
與追蹤。癌症疼痛緩和治療。DNA 親子鑑
定、血型鑑定與輸血或放血治療。各種內
科病、各種不舒服、各類貧血、身體摸到
不明腫塊、硬塊、懷疑得癌症：頭頸癌、
乳癌、肺癌、腸胃道癌、大腸直腸癌、攝
護腺癌、淋巴瘤、各種癌症之診療，手術
後之抗癌治療、緩和醫療、癌痛控制。
※ DNA 親子鑑定改預約制，預約及
查詢電話為：04-7238595 轉 7341
※ 細胞治療特診採預約制，詢問電
話為：04-7238595#7226

上午

17 王全正 114992 林炫聿 093687 （9:00 看診）

賴冠銘 143830 石宇閎 161540 （細胞治療特診）

曾若涵 155627
（細胞治療特診）

曾若涵 (1/14.28)    
155627

18
（細胞治療特診）

曾若涵 155627 石宇閎 161540 王全正 114992 林炫聿 093687 （細胞治療特診）

賴冠銘 143830
（一般內科）

林正純 111227
37

（一般內科）

林正純 111227

下午

16 教學門診 (1/5)
111710

17 黃晟維 332620 （同步電化療特診）

范聖暐 363327
（細胞治療特診）

曾若涵 155627 石宇閎 161540 王全正 114992
18 林炫聿 093687 （細胞治療特診）

賴冠銘 143830
（血栓及凝血異常疾病特診）

沈銘鏡 111710 王全正 114992 林炫聿 093687
血友病及血栓中心
參考症狀：1. 先天及後天性出血性疾病：
皮膚、鼻腔口腔黏膜組織及肌肉關節等
出現紫斑、腫脹和出血不止現象、月經
過多等包括：血友病、類血友病及血小
板功能異常等後天出血性疾病 2. 下肢腫
脹、胸痛、咳血等懷疑有深層靜脈阻塞
及肺栓塞疾病及內臟靜脈血管阻塞如腦
部、肝門靜脈、上部腸系膜靜脈栓塞等。

上午 146 專科醫師 ( 約 診 ) 沈銘鏡 328059 沈銘鏡 ( 約 診 ) 血 友 病 整 體
醫療特診 ( 約 診 ) 沈銘鏡 ( 約 診 ) 專科醫師 ( 約 診 )

下午 146  專科醫師 ( 約 診 ) 沈銘鏡 ( 約 診 ) 專科醫師 ( 約 診 ) 血 友 病 整 體
醫療特診 ( 約 診 ) 專科醫師 ( 約 診 )

※1. 星期二上午沈銘鏡醫師之門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 先報到先看診 )。2. 血友病整體醫療特診採預約制，預約及查詢電話為：04-7238595 轉 7246。

放射腫瘤科
( 地下一樓）
參考症狀：癌症或其他良性疾
病之放射線治療，頭頸癌之化
學治療、標靶治療及免疫治療。
※ 放射腫瘤科依現場報到順序
看診與原先掛號號碼無關。

上午

1 ※林進清 182715 ※林進清 182715 ※林進清 182715 ※何宇傑 181009 ※楊繕駿 169336 ※楊繕駿（1/7）
169336

2 ※周采薇 125587 ※周采薇 125587
3 ※張東浩 081006 ※何宇傑 181009 ※張東浩 081006 ※何宇傑（1/14）

181009

4 ※林振斌 146894 ※ 洪儷中 117784 ※林振斌 146894 ※ 洪儷中 117784
5 ※楊繕駿 169336 ※黃家俊 101878 ※黃家俊 101878 ※ 黃家俊 （1/28）

101878

下午

2 ※周采薇 125587 ※周采薇 125587
3 ※張東浩 081006 ※張東浩 081006 ※何宇傑 181009 ※何宇傑 181009
4 ※ 洪儷中 117784 ※林振斌 146894 ※ 洪儷中 117784 ※林振斌 146894
5 ※黃家俊 101878 ※楊繕駿 169336 ※楊繕駿 169336 ※黃家俊 101878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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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過敏免疫風濕科
參考症狀：痛風、類風濕性關節炎、
僵直性脊椎炎、紅斑性狼瘡、硬皮
症、皮肌炎、雷諾式症、血管炎、
乾躁症、骨質疏鬆、異位性皮膚炎、
過敏性蕁麻疹等。

上午
1 田雅之 143973 洪明暉 181505 施柏丞 181155 （關節炎、骨質疏鬆）

蕭凱鴻 182672 李品萱 363088 施柏丞 181155
14 劉昭韓 182057

下午 1 施柏丞 181155 蕭凱鴻 182672 劉昭韓 182057 洪明暉 181505 田雅之 143973
夜間 1 蕭凱鴻 182672 許吟姿（17:30 看診）

302628 洪明暉 181505 田雅之 143973 劉昭韓 182057
心臟血管內科
參考症狀：心悸、運動性呼吸困難、
高血壓、胸悶、心絞痛、心律不整、
先天性心臟病、風濕性心臟病及其
他心臟血管方面之疾病。
有◎記號者為「多重疾病用藥整合
照護門診」。

上午

9 楊淵博 ( 約 診 ) 王聖云 175880 （另提供門診戒菸）

余昭宏 129887 王聖云 175880
10 陳宏德 360713 李政良 362197 張惟智 155387 張永明 361727  傅智群 180304 簡思齊 150502
11

（另提供門診戒菸）

楊淵博 (8:00 看診 )    
140382

夏建勳 045421 黃靜惠 028071 林禮賢 362332 夏建勳 045421 張惟智 155387
12 張惟智 155387 楊伯達 362998 陳清埤 072809 蔡正道 362982 ◎楊秉忠 150480 黃宏凱 120656
37 ◎廖英傑 182818 黃宏凱 120656 傅智群 180304

下午

9 楊淵博 140382 心  律  調  節 黃宏凱 120656 ◎簡思齊 150502
10

（心衰竭特診）

◎簡思齊 150502
（節律器特診）

◎廖英傑 182818 ◎簡思齊 150502 ◎楊秉忠 150480 黃靜惠 028071
11 陳清埤 072809 黃靜惠 028071 夏建勳（13:00 看診）

045421 陳清埤 072809 黃祺元 183993
12 王聖云 175880 ◎楊秉忠 150480 施淳友 180439 陳韋傑 182360 施淳友 180439
37 廖英傑 182818

夜間

11 夏建勳 （1/3.17.31）
045421 楊淵博 ( 約 診 )

12 陳宏德 360713
一般內科門診
參考症狀：各種內科疾病：如貧血、
關節炎、糖尿病、高血壓、咳嗽、
發燒、腹痛、腰痛、類流感等。
有◎記號者為「多重疾病用藥整合
照護門診」。

上午

16 教學門診 180275 教學門診 （1/3.17.31）
125630 教學門診 （1/18）

145568 教學門診 （1/5.12）
125756 ◎吳彬彬 125630

30 李仰民 331663

下午

16 教學門診 （1/10.17.31）
120752 朱映珊 180275 ◎賴冠如 120752

24 李仰民 331663
老人周全醫療服務
參考症狀：甲參考症狀：65 歲以上老人。近期
身心功能改變、憂鬱、記憶差。常跌倒、尿失
禁、胃口差、減少活動、同時使用多種藥物。
＊提供失智及高齡門診整合照護服務。 

上午 14
（多重藥物整合）

◎王志仁 163532 ◎王志仁 163532
下午 14 ◎陳振釗 361920 ◎王志仁 163532 ◎陳振釗 361920 ◎陳振釗 361920
有◎記號者為「多重疾病用藥整合照護門診」。

身心科
參考症狀：失眠、焦慮、憂慮、情緒障礙、適
應障礙症、身心症、婦女身心症、經前焦慮、
產後憂鬱、更年期焦慮、更年期憂鬱等。

上午

9
陳昱安 （1/6）

168713

陳佳儒 （1/13.20.27）
361330

50 陳力源 161319
甲狀腺特診
參考症狀：甲狀腺癌術後追蹤治療、甲狀腺癌
放射碘 (I-131) 治療、甲狀腺癌標靶治療。

下午 24 王舒儀 （1/4.18）
（約 診）

整合醫學科
參考症狀：1. 各種內科疾病：如貧血、
高血壓、關節炎、糖尿病、咳嗽、發
燒、腹痛、腰痛、類流感等症狀。2.經
常性住院及多重慢性病。3. 整合醫學
病房下轉基層醫療院所有就醫需求。

上午 50 ◎顏子傑（腎臟科）
181037 ◎黃晟維（血液腫瘤）

181014 ◎黃晟維（血液腫瘤）
181014

下午 50 ◎顏子傑（腎臟科）
181037

有◎記號者為「多重疾病用藥整合照護門診」。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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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神經外科
參考症狀：頭部外傷、腦瘤、顱內
動脈瘤、顱內動靜脈畸形、腦下垂
體腫瘤、出血性腦中風、脊椎骨
折、脊椎損傷 、坐骨神經痛、骨質
疏鬆、頸、腰椎關節炎 ( 骨刺、狹
窄、滑脫 )、脊椎椎間盤突出、周
邊神經壓迫 ( 手、腳麻、腕隧道症
候群 )、多汗症、三叉神經痛、運
動障礙手術 ( 如：巴金森深部腦電
極植入手術 )。
◆記號者為骨疏特診。

上午

84
（脊椎門診）

鄭均洹 083998 蔡昇樺 362647
（脊椎門診）

辛明泰 (9:00 看診 )    
129109

◆孫立偉 ( 約 診 )
（脊椎門診）

◆孫立偉 182034
85

（腦下垂體特別門診）

張尚文 133393 顏華正 090211
（脊椎門診）

鄭均洹 083998
（脊椎門診）

張凱勝 363132
（脊椎微創、脊椎內視鏡、骨質疏鬆）

◆陳建民 096015
130

（脊椎微創、脊椎內視鏡、骨質疏鬆）

◆陳建民 096015

下午

71 程彥博 (14:30 看診 )    
361740

84
（腦瘤、腦下垂體特別門診）

辛明泰 129109
（脊椎門診）

◆孫立偉 182034
85

（脊椎門診）

顏華正 090211
（腦瘤、動脈瘤、巴金森氏症手術）

鄭均洹 083998
（脊椎門診）

張尚文 133393 陳志一 361847 顏華正 090211

130 教學門診（1/5）
黃祖源 181055

重

建

整

形

暨

手

外

科

整形外科
參考症狀 : 唇顎裂、眼瞼下垂及各
種臉頸畸形、皮膚良性、惡性腫
瘤、皮膚外傷及臉部骨折、外傷及
畸形、乳癌手術、乳房重建、頭頸
部及口腔腫瘤、燒燙傷及疤痕。

上午 75 周惠能 168540 林士隆 (9:00 看診 )    
103280 高文彬 (9:00 看診 )    

140825

下午 75 高文彬 140825 林士隆 103280 施博淳 361590 周惠能 168540
創傷暨手外科
參考症狀 : 全身一般創傷、手
部外傷及畸形重建。

上午 75 潘　毅 (9:00 看診 )    
104080 潘　毅 (9:00 看診 )    

104080

下午 75 潘　毅 104080

慢性傷口門診
上午 75 周惠能 168540

（高壓氧）

潘　毅 (9:00 看診 )    
104080

（高壓氧）

潘　毅 (9:00 看診 )    
104080

林士隆 (9:00 看診 )    
103280 高文彬 (9:00 看診 )    

140825

下午 75 高文彬 140825 林士隆 103280 施博淳 361590 周惠能 168540 （高壓氧）

潘　毅 104080
胸腔外科
參考症狀：胸部外傷、肋骨骨折、非心
因性胸痛、吞嚥困難、咳血、胃酸逆流
性食道炎、雙手多汗症、腋下多汗合併
狐臭等。肺癌、食道癌、及胃賁門癌手
術治療，各種胸腔良惡腫瘤之手術，氣
胸、血胸、膿胸之手術治療，先天胸廓
畸形之矯正手術，食道、氣管狹窄之手
術治療，重症肌無力症之手術治療，橫
膈疝氣之手術治療，食道疾病之手術治
療。提供 2D 與 3D 微創胸腹腔鏡手術、
達文西機械手臂輔助手術、Hybrid OR 
複合式手術室影像導引手術服務等。

上午 73 鄭清源 062980
（高壓氧）

黃弘哲 (9:00 看診 )    
361735

王秉彥 (9:00 看診 )    
156283 洪維亨 161450 鄭清源 (9:00 看診 )    

062980 黃章倫 144474

下午

73 張平憲 (14:30 看診 )    
362241 王秉彥 156283 洪維亨 161450 黃章倫 (14:30 看診 )    

144474 侯振泰 330087

74 陳恆中 (14:30 看診 )    
363148

82
（高壓氧）

黃弘哲 361735
84 教學門診 （1/31）

144474

一般消化外科
參考症狀：體表腫瘤、膿瘍、下肢
靜脈曲張及一般傷口；甲狀腺及副
甲狀腺疾病；消化系統（肝、膽、
胰、胃腸道）腫瘤、肝膽結石、消
化性潰瘍（胃腸出血、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及其併發症（例如
穿孔、出血、幽門阻塞）、腹部急
症（闌尾炎、盲腸炎、腸阻塞、缺
血性腸症、腹膜炎等）、疝氣（脫
腸）。

上午

74 教學門診 （1/9）
091694

（內視鏡、疝氣）（9：00 看診）

曹連誠 133808 張逸林 363370

82
（疝氣微創手術）

張宏基 021591 曾信順 091694
（疝氣微創手術）

張宏基 021591
（內視鏡微創）（9：00 看診）

曹連誠 133808 詹健彬 055916

83
（1/2.9.30）

林國華 120380
（甲狀腺外科）

楊力衡 035342
（移植門診）

林國華 120380
（靜脈曲張）

李東炎 069051
（內視鏡、疝氣）

黃政諺 149125
（內視鏡、甲狀腺）（9：00 看診）

曹連誠 (1/7)    
133808

下午

82 詹健彬 055916 張介瑋 363362 吳益利 363340 張維容 362922

83
（靜脈曲張）

李東炎 069051
（內視鏡、甲狀腺）

黃政諺 149125 林國華 120380
（甲狀腺外科）

楊力衡 035342
84

（限看甲狀腺、腎上腺）（15：00 看診）

劉高明 361082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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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乳房中心
參考症狀：乳房或腋下腫塊、乳頭不正常分泌
物、乳房篩檢異常、各種乳癌手術（例如整形
式乳癌切除手術、腫瘤超音波導引微創手術、
內視鏡手術、達文西手術�）以及乳房重建手術。
備註：1. 確診為乳癌病患欲掛號陳達人主任門診者，請  

洽 0979-932736 安排就診事宜。
2. 星期一下午 105 診限癌症初診病患掛號 ( 看診時間

13：00 � 15：00)，若非癌症初診病患，將由中心協助
掛號至乳房中心其他門診時段。

3. 已切片確診為乳癌者、癌症初診患者、欲諮商及加掛
陳守棟醫師門診者，請撥 0971-103735 找楊小姐 - 陳
守棟醫師助理協助安排就診。

4. 星期四下午 105 診陳達人主任門診於 12：30 開始看診。

上午

103
（限乳癌術後復建特診）

廖淑芬 094882 陳守棟 001886 （微創手術）

陳達人（約診）蘇進成 151423

105 陳達人 115045 陳守棟 001886 （人工血管植入）

曾信順 091694
（超音波檢查 11 點前報到）

賴鴻文 (8:00 看診 )    
143809

蘇進成 151423 林　喆 � 100807

下午

103 賴鴻文 143809 （乳房預防與篩檢）

曾信順 091694 蘇進成 151423 林敬翰 363358

105
（限癌症初診）

陳達人（約診）
（內視鏡乳房手術）

賴鴻文 143809 陳達人 (12:30 看診 )    
115045

外科特殊門診
上午 130

（脊椎內視鏡、骨質疏鬆）

陳建民 096015
下午 130 陳建民 ( 約 診 ) 賴鴻文（1/12.19.26）

( 約  診 )   
黃祖源   （1/5）

181055

外科卓越教學門診 下午

67 教學門診 （1/3）
161450

84 教學門診 （1/17）
133393

大腸直腸肛門科
參考症狀：便血、內外痔、脫肛、
便秘、下痢、大便失禁、肛病、
腹痛、腹脹、大便不規則 ( 裡急後
重 )、肛門痛腫、下腹部腫瘤、大
腸癌、直腸肛門癌、大腸直腸病症、
痔瘡手術、無痛性大腸鏡檢查、腹
腔鏡手術、大腸直腸肛門功能檢
查。

上午

71 劉佑碩 184403 劉佑碩 184403
72 陳志誠  (9:00 看診 )    

117190 黃玄遠  (9:00 看診 )    
107431 張譽耀 177176 黃玄遠  (9:00 看診 )    

107431 黃玄遠  (9:00 看診 )    
107431

下午

71 劉佑碩 184403 張譽耀 177176 劉佑碩 184403

72 張譽耀 177176 陳志誠 117190
外傷科
參考症狀：外傷急重症治療、一般外傷治療、
急症腹部手術、一般外科手術及疾病治療、
全身皮膚及軟組織良、惡性腫瘤手術、外傷
傷口、慢性困難傷口及術後傷口追蹤治療、

肢體關節韌帶外傷後遺症評估及治療。

上午 74 黃勉書  (9:00 看診 )    
068186 郭加敏  (9:30 看診 )    

362420

下午 74 李坤樺 088847 張維容 181291 李育賢 161652
夜間 74 李坤樺 088847

心臟血管外科
參考症狀：1. 成人心臟手術：微創心臟瓣膜手術、
達文西心臟手術、達文西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傳統
心臟手術及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2. 大血管及周邊血管
手術：主動脈支架手術、主動脈瘤 / 剝離性血管重
建手術、靜脈曲張整形手術、肺栓塞、急慢性血管
阻塞、深部靜脈栓塞、洗腎用動靜脈廔管成型術、
洗腎用導管置入手術。3. 先天性心臟病手術：心室
或心房中隔缺損、開放性動脈導管、法洛氏四重症。

上午 67
（心臟微創手術）

陳映澄 137448 李千慧  (9:00 看診 )    
144590 李宗勳 168589 李千慧  (9:00 看診 )    

144590 謝永堃� 155145
下午 67 吳宗衡 (14:30 看診 )    

363210
（血管瘤支架置放手術）

陳映澄 137448 廖啟豪 363190 李宗勳 168589
夜間 67 謝永堃 (19:00 看診 )    

155145

泌尿外科
參考症狀：泌尿生殖系統腫瘤 ( 攝
護腺、腎臟、輸尿管、膀胱、腎上
腺、後腹腔、睪丸腫瘤 )、泌尿道
結石、排尿障礙 ( 排尿困難、頻尿、
急尿、尿失禁、尿滯留 )、攝護腺 ( 
前列腺 ) 肥大、腹股溝疝氣、泌尿
道感染、男性性功能障礙、男性不
孕症、尿道下裂、隱睪症、精索靜
脈曲張、包皮疾病、男性生育控制。

上午

78
（軟式鏡雷射手術）

石宏仁 142893
（泌尿結石）

張建祥 107425 張進寶 063569 （微創結石診療）

陳柏華 149690
（泌尿腫瘤）

石宏仁 142893 張進寶 063569
79

（攝護腺疾病）

王百孚 062993
（腹腔鏡疝氣手術）

黃勝賢 057450
（泌尿腫瘤診療）

王百孚 062993
（攝護腺疾病）

嚴孟意 046536 黃勝賢 057450 張建祥 107425
80

（泌尿腫瘤診療）

陳俊吉 063481
（尿失禁）

陳俊吉 063481
（泌尿結石）

嚴孟意 046536 潘　岳 183783 （攝護腺疾病）

陳一中 183983
（疝氣手術）

江恒杰 363093

下午

78
（泌尿腫瘤免疫治療）

陳柏華 149690
（泌尿結石）

陳一中 183983 石宏仁 142893 （性功能障礙）

張進寶 063569 陳柏華 149690
79

（泌尿腫瘤微創達文西）

黃勝賢 057450
（婦女泌尿道疾患）

方琬云 362946 陳一中 183983 （泌尿腫瘤診療）

張建祥 107425 王百孚 062993
80

（攝護腺微創手術）

潘　岳 183783 嚴孟意 046536 潘　岳 183783 陳俊吉 063481 （兒童泌尿）

林介山 302478
84 教學門診 （1/3）

062993

夜間 78 潘　岳 183783 陳柏華 149690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外 科 部 門 診 門診時間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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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骨科
參考症狀：骨折、骨骼疼痛、脫臼、
骨髓炎、關節退化、腰痠背痛、關
節炎、骨畸形、骨腫瘤、脊椎病變、
韌帶損傷及旋轉袖破裂、脊椎骨骨
折、脊椎側彎、駝背、僵直性脊椎
炎畸形、骨質疏鬆症、坐骨神經痛、
運動傷害。
※ 兒童骨科：
兒童醫院 W2 下午 226 診王偉勛醫
師。
◆記號者為骨疏特診。

上午

94 ◆李翼安 144922 （手部疾患、關結退化、骨質疏鬆）

陳志鎧 184084
（人工關節重建）

◆羅佑晟 150570
（微創關節重建）

◆沈泰衫 162509
（脊椎微創手術）

◆呂岳修 155366
95

（髖關節微創手術）

◆張櫻霖 084004
（關節重建及再置換）

◆張櫻霖 084004
（脊椎微創）

◆陳秋涼 111111 陳志輝 363405 （運動傷害及關節鏡手術、高壓氧）

◆謝承樸 051114 ◆羅佑晟 150570
97 ◆曾順承 146542 （人工關節微創手術）

◆陳新耀 009705
（手部疾患、關結退化、骨質疏鬆）

陳志鎧 184084
（關節炎微創治療）

◆王偉勛 132072
（人工關節微創手術）

◆陳新耀 009705
（關節炎微創治療）

◆王偉勛 132072
98

（脊  椎）

◆陳秋涼 111111 ◆沈東霖 063590 （關節重建）

◆蘇伯峰 088660 ◆李翼安 144922 教 學 門 診

黃俊雄 180999
（關節重建）

◆蘇伯峰 088660

下午

94 ◆沈東霖 063590 徐長德 362808 （足踝門診：各式足踝問題）

蘇錦宏 361787 ◆沈東霖 063590 （複雜骨折重建）

◆羅佑晟 150570
95

（神經重建及阻斷手術）

◆曾順承 146542 胡仲行 302880 （運動傷害及關節鏡手術、高壓氧）

◆謝承樸 051114
（微創關節重建）

◆沈泰衫 162509
（脊椎內視鏡手術）

◆陳秋涼 111111
97

（關節炎微創治療）

◆王偉勛 132072 林永奇 362815 （膝關節）

◆陳新耀 009705
（扁平足大腳趾外翻）

◆王 偉 勛 (15:00 看診 )    
132072 陳志輝 363405

98
（關節重建）

◆蘇伯峰 088660
（脊椎微創手術）

◆呂岳修 155366
（脊椎內視鏡手術）

◆陳秋涼 111111
（14:30 看診）

◆李翼安 144922 ◆蘇伯峰 088660

夜間

94 徐永根 363251 （骨腫瘤）

◆沈泰衫 162509
（手部疾患、關結退化、骨質疏鬆）

陳志鎧 184084
95

（高壓氧）

◆謝承樸 051114 陳志輝 363405 （脊椎微創手術）

◆呂岳修 155366 ◆曾順承 146542 （一般骨科）

◆張櫻霖 084004
97

（扁平足大腳趾外翻）

◆王偉勛 (19:00 看診 )    
132072

◆羅佑晟 150570 游智鉦 360958
98 ◆李翼安 144922 楊偉銘 (1/18)      

360755 ◆沈東霖 063590
婦產部
參考症狀：不規則陰道出血或不正
常分泌物、月經失調、不孕症、婦
女尿失禁、頻尿、解尿障礙、子宮
膀胱下垂、女性下腹部疼痛、子宮
肌瘤或腺肌症、骨盆腔腫瘤、產前
檢查與高危險妊娠照護、優生保健
諮詢、避孕與家庭計畫、陰道私密
處整形、陰道雷射治療、例行婦科
檢查和子宮頸抹片、更年期症候群
等。

註：星期二夜間：陳　明醫師
　　星期三夜間：謝聰哲醫師
　　門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 掛許瑞昌醫師門診 40 號以後下
午 3 點到，50 號以後下午 4 點
到。

※ 持有孕婦健康手冊，請到 140 
診衛教。

※ 只看婦科的醫師：許瑞昌、周邦
新、陳子和、孫茂榮、蕭品卉、
黃志成。

上午

133 謝聰哲 040129 吳琬如 180336 教學門診 (1/4.11.18)
054315 簡宏如 180973 謝聰哲 040129 吳琬如 (1/7)    

180336

134
（尿失禁及骨盆鬆弛）

黃志成 045409
（子宮膀胱脫垂、更年期陰道萎

縮乾澀、婦女尿失禁特診）

※孫茂榮 013212
（子宮膀胱脫垂、更年期陰道萎

縮乾澀、婦女尿失禁特診）

※孫茂榮 013212
（子宮膀胱脫垂、更年期陰道萎

縮乾澀、婦女尿失禁特診）

※孫茂榮 013212 黃志成 045409
（子宮膀胱脫垂、更年期陰道萎

縮乾澀、婦女尿失禁特診）

※孫茂榮 013212
135

（婦科腫瘤、腹腔鏡手術特診）

周邦新 363266 黃志成 045409 （婦科腫瘤、腹腔鏡手術特診）

周邦新 363266 黃筱秦 175903 （腹腔鏡手術子宮腫瘤特診）

※ 葉光芃 004011
136

（青少年門診）

簡宏如 180973
（青少年門診）

王彥筑 144219 陳子和 046305 吳琬如 180336 （更年期）

蕭品卉 054315 陳子和 046305
137

（婦癌特診）

許瑞昌 003100 蕭品卉 054315 （婦癌特診）

許瑞昌 003100 蕭品卉 054315 （婦癌特診）

許瑞昌 003100 楊珮音 (1/14.28) 
101800

下午

133 蕭品卉 054315 謝聰哲 040129 （基因診斷與絨毛取樣）

陳　明 104060
（羊膜穿刺、產科）

陳　明 104060
134 黃志成 045409
135 楊珮音 101800 （婦科腫瘤、不孕）

吳信宏 058436
（青少年門診）

林子棋 362834
（試管嬰兒人工助孕特診）

※ 葉光芃 004011
136 陳子和 046305 （母乳諮詢）

王彥筑 144219 楊珮音 101800 陳子和 046305

夜間

133 陳郁菁 128704 陳　明 104060 謝聰哲 (17:30 看診 )    
040129

135 楊珮音 101800 （不孕症、婦產科）

黃筱秦 175903
（婦科腫瘤、不孕）

吳信宏 058436 楊珮音 101800
136 吳琬如 180336 簡宏如 180973 簡宏如 180973 王彥筑 144219
137 黃志成 ( 婦 科 )    

045409

胎兒高層次超音波
參考症狀：胎兒重大結構篩查、胎
兒結構異常諮詢。

上午 132 楊珮音 (1/2.9.16) 
101800

教學門診 (1/30) 
101800

謝聰哲 040129 謝聰哲 040129 王彥筑 144219 楊珮音 101800 謝聰哲 040129
下午 132 吳琬如 180336 陳　明 104060 謝聰哲 040129 王彥筑 144219

女性整合門診
參考症狀：女性常見健康問題、婦
女尿失禁子宮膀胱脫垂、更年期陰
道萎縮乾澀、陰道雷射治療。

上午

134 黃志成 045409 孫茂榮 013212 孫茂榮 013212 黃志成 045409 孫茂榮 013212
137

（更年期）

蕭品卉 054315 蕭品卉 054315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其 他 專 科 部 門 診 門診時間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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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耳

鼻

喉

暨

頭

頸

部

耳鼻喉科
( 口腔癌特診 )
( 口腔癌篩檢：年滿 30 歲且有
抽菸或嚼檳榔者，每二年可進
行一次口腔黏膜篩檢。符合條
件者請至本門診區接受篩檢。)

參考症狀：頸部腫塊、口腔腫瘤 ( 
口腔癌 )、甲狀腺腫瘤、鼻咽癌、
成人及小兒鼻過敏、兒童耳、
鼻喉疾病、耳痛、頭痛、暈眩、
面神經痲痺、吞嚥困難、扁桃
腺病變、聲音沙啞、喉嚨痛、
呼吸道異物、語言障礙、高壓
氧治療、唾液腺病變、打鼾、
睡眠呼吸中止症、類流感。

註 :� 星期一夜間吳元盛醫師、
星期二夜間溫永頌醫師、星
期三夜間范君揚醫師、星期
四夜間蕭舜仁醫師、�智文醫
師、星期五夜間蔡昌益醫師
之門診，依報到順序看診
（先報到先看診）。

※ 119 診為口腔癌篩檢及確診
特診，免掛號，可直接入內
報到。

上午

116
（提供門診戒菸）

謝明妤 163024 吳元盛 075082 吳元盛 075082 （嗓音及喉部疾病）

陳偉格 169277
（提供門診戒菸）

謝明妤 163024
（鼻病、頭頸腫瘤）

郭浚熒 121792
117

（耳病及暈眩）

許慶輝 143859 林甫禎 161444 �凃政宏 180288
118

（ 耳  病 ）

范君揚 084850 林甫禎 161444 （鼻病、頭頸腫瘤）

洪雲聰 155430
（鼻病、打鼾）

許慶輝 143859 余萬年 133427 洪三富 149184
119 陳英宏 107258 （眩暈及耳病）

洪雲聰 155430
（聽能復健特診）

范君揚（約診）
（頭頸癌與小兒耳鼻喉)  (提供門診戒菸）

謝明妤 163024
120

（ 鼻科特診 - 單週 ）
（ 耳科特診 - 雙週 ）

溫永頌 036810 陳穆寬 053780 （甲狀腺手術）

陳穆寬 053780
（頭頸腫瘤、超音波）

洪三富 149184
（打鼾、口腔癌）

陳穆寬 053780 李尚儀 150614
121 洪雲聰 155430 （鼻病、鼻整形、鼻咽癌）

�凃智文 182737 蔡昌益 149198 （口腔癌特診）

蘇金泉 091334 蔡昌益 149198

下午

116
（鼻病創傷及鼻整形）

�王哲偉 097302 王哲偉 097302 （嗓音及聲帶注射 )  ( 提供門診戒菸）

陳偉格 169277
（ 耳  病 ）

范君揚 084850
（鼻咽癌、頭頸癌）

溫永頌 036810
118

（鼻病、鼻整形、鼻咽癌）

�凃智文 182737
（頭頸癌 )  ( 達文西手術）

�余萬年 133427
（ 耳  病 ）

范君揚 084850
（頭頸腫瘤、口腔咽喉癌）

�余萬年 133427 吳元盛 075082
119

（口腔癌）

�林甫禎 161444 凃政宏 180288 凃政宏 180288 廖子豪 363113
120 蔡昌益 149198 （鼻病、頭頸腫瘤）

�郭浚熒 121792 林宣宇 362402 李尚儀 150614 （嗓音及喉部疾病、門診戒菸）

陳偉格 169277
121 蘇金泉 091334 陳英宏 107258

夜間
116 吳元盛 075082 （鼻炎及鼻竇炎、鼻病）

溫永頌 036810 凃智文 182737 蔡昌益 149198
118

（ 耳  病 ）

范君揚 084850 蕭舜仁 362270
頭頸癌科
( 口腔癌暨頭頸癌特診 )

參考症狀：口腔癌、口腔腫塊
及病變、唾液腺異常、頸部腫
塊、甲狀腺腫塊、鼻咽癌、下
咽癌、喉癌、出血、聲音沙啞、
頸部蜂窩性組織炎、頭頸癌篩
檢 ( 包含內視鏡、頭頸部超音
波 )。

上午

116 謝明妤 163024
118 林甫禎 161444
120 陳穆寬 053780 洪三富 149184 陳穆寬 053780

下午

116 余萬年 133427
118 郭浚熒 121792 林宣宇 362402
119 林甫禎 161444

夜間 116 溫永頌 036810
頭頸重建整型科
參考症狀：頭頸部先天畸形、
顏面骨折、鼻部創傷及整型、
頭頸部及口腔腫瘤術重建。

上午
118 洪雲聰 155430
121 蘇金泉 091334

下午
120 林宣宇 362402
121 蘇金泉 091334

鼻科
參考症狀：鼻塞、過敏、鼻竇炎、
鼻整形、鼻微創及內視鏡手術、
嗅覺異常、鼻咽癌等癌症照護、
打鼾。

上午
（鼻病、鼻整形、鼻咽癌）

凃智文 182737 洪雲聰 155430

下午

（鼻病、鼻整形、鼻咽癌）

�王哲偉 097302
凃智文 182737  

口腔癌特別門診
參考症狀：口腔癌、口腔腫塊、
口腔紅斑、口腔白斑、口腔纖
維化、張口困難、口腔乾澀灼
熱、口腔潰瘍、口腔傷口超過
兩周未癒合、口腔不明原因出
血、臉或頸部腫塊。

上午
謝明妤 163024
洪雲聰 155430

陳穆寬 053780
許慶輝 143859

陳穆寬 053780
洪雲聰 155430

許慶輝 143859
洪三富 149184

陳穆寬 053780
謝明妤 163024
余萬年 133427

郭浚熒 121792
洪三富 149184
謝明妤 163024

下午 林甫禎 161444 郭浚熒 121792
余萬年 133427 陳偉格 169277 李尚儀 150614

余萬年 133427
溫永頌 036810
陳偉格 169277

夜間 吳元盛 075082 溫永頌 036810 范君揚 084850 蕭舜仁 362270 蔡昌益 149198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其 他 專 科 部 門 診 門診時間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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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其 他 專 科 部 門 診 門診時間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1月

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十
二
樓

顏面整形中心 ( 自費 )

參考症狀：鼻整形、顏面微整形 ( 
玻尿酸 )、除皺 ( 肉毒桿菌素 )、正
顎手術。

上午

1510
（鼻整形）

�凃智文 332194
1511

（鼻整形）

�王哲偉 332207

二

樓

神經醫學部
參考症狀：頭痛、癲癇、腦中風、
半身不遂、肌力減退喪失、肢體無
力、肢體麻木、背痛、腦炎、腦膜
炎、急慢性周邊神經肌肉病變、免
疫相關神經系統疾病、自律神經障
礙、各種神經痛肌肉抽痙攣手腳顫
抖不自主運動步調不穩、失語症、
意識障礙、失智症等認知功能障
礙、各種神經系統退化性疾病、神
經系統罕病、暈眩、腰酸背痛、複
視、眼球運動障礙、顏面神經麻痺、
職業性神經系統疾病。
自費腦神經系統健康檢查 ( 腦神經
系統健康檢查報告解說，請洽健診
中心，不須掛號 )。

有◎記號者為「多重疾病用藥整合
照護門診」。

※ 特診診次亦可接受一般神經科病
患掛號看診。

上午

151 陳大成 067482 教學門診 （9:00 看診）
107281 林志明 166110 李佳儒 170476 吳鴻明 018288 林志明 166110

152 陳彥宇 107281 孫穆乾 091443 孫穆乾 091443 巫錫霖 014132 （運動障礙、巴金森症特診）

�巫錫霖 014132 陳彥宇 107281

153
（認知障礙、失智症特診）

◎張凱茗 146903 賴建旭 083985 蔡定倫 302389 陳彥中 180300

154 張振書 089702 （另提供門診戒菸）

莊介森 083954
（認知障礙、失智症特診）

◎王文甫 068251 林君襄 (9:00 看診 )    
361310 張振書 089702 劉青山 026602

155
（神經痛特診）

�羅敏智 005590 劉青山 026602 陳竹翎 176467 羅敏智（1/5.19.26）
005590

教學門診  （1/12）
005590

賴建旭 083985

156 吳鴻明 018288 吳鴻明 018288 劉青山 026602 劉青山 026602 孫穆乾 091443

下午

151 林志明 166110 陳彥中 180300 孫穆乾 091443 廖科儒 362121 （肉毒桿菌特診）

巫錫霖（13:30 看診）
( 約診 )

152 莊協勳 360597 施曉雅 (13:30 看診 )    
361260

（頭痛特診）

陳彥宇 107281
（運動障礙、巴金森症特診、門診戒菸）

�莊介森 083954
（另提供門診戒菸）

陳允青（1/13.27）
362795

153
（另提供門診戒菸）

莊介森 083954 陳大成 067482 （癲癇特診）

陳大成 067482
（癲癇特診）

吳鴻明 018288
（癲癇特診）

陳竹翎 176467
154 ◎王文甫 068251 （另提供門診戒菸）

莊介森 083954
（神經免疫特診）

張振書 089702 ◎王文甫 068251 田佳頤 363244

155 李佳儒 170476 江家維 (15:00 看診 )    
363155

156
（運動障礙、巴金森症特診）

�陳彥中 180300
( 神經罕病特診）

�劉青山 026602
（神經痛特診）

�賴建旭 083985
( 新冠後期神經照護暨腦中風特診 )

�林志明 166110 林建輝 361854

夜間

152
（頭痛特診）

陳彥宇 107281 李佳儒 170476

153 賴建旭 083985 陳大成 067482 蔡杰璋（1/13.27）
( 約診 )

154 王文甫 068251 張振書 089702

155 陳竹翎 176467 江家維 363155

術前麻醉門診
上午 34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下午 34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術前麻醉評估門診

遺傳諮詢門診
參考症狀：習慣性流產、高齡孕婦、
產前母血唐氏症檢異常、產前胚胎
異常、地中海型貧血、染色體異常、
智能不足、身材矮小、無月經、蠶
豆症、脊髓性肌肉萎縮症、囊腫纖
維症。

上午

144
（遺傳與胎兒治療）

陳　明（約診）

226
（兒童遺傳）

趙美琴 180430
（兒童遺傳）

趙美琴 180430
（兒童遺傳）

趙美琴 180430

下午

133
（遺傳與胎兒治療）

陳　明 104060
4 期

6 F
（神經罕病特診）

劉青山（13:30 看診）
( 約診 )

（神經罕病特診）

劉青山（2 樓 156 診）
02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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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皮膚科
參考症狀：皮膚腫瘤 ( 粉瘤、脂肪
瘤、血管瘤、皮膚癌、色素痣、班
與腫塊、隱痕手術與美容手術 )。
皮膚免疫性疾患 ( 皮膚過敏、過敏
原、貼布測試、水泡病、化膿性汗
腺炎、乾癬與異位性皮膚炎 )。一
般皮膚病 ( 皮膚炎、癬、皰疹、毛
囊炎、疥瘡、濕疹、青春痘、紅斑
性狼瘡 )。頭髮與指甲疾患、兒童
與婦女皮膚病等。

上午

57
（困難傷口門診）

�阮怡禎 180991 楊國材 002544
（ 乾 癬 ）

�蔡妍筠 099523 許修誠 145900 曾彥碩 125108 楊國材 002544

64 陳明仁 184540

65 陳明仁 184540 楊蕙如 149777
（ 蕁麻疹 ）

�許耘誌 168739
（ 禿髮 ）

�楊國材 002544 蔡妍筠 099523 阮怡禎 180991

下午

57
（ 青春痘 ）

�楊蕙如 149777 阮怡禎 180991 蔡妍筠 099523 楊蕙如 149777 楊蕙如 149777

65 許修誠 145900 陳明仁 184540 葉千豪 182365
（色素移植）

許修誠（1/5.19）
145900

葉千豪 182365

夜間 57 曾彥碩 125108 阮怡禎 180991 楊蕙如 149777 許耘誌 168739
皮膚微整雷射中心 ( 自費 )

參考症狀：雷射與脈衝光 ( 斑、痣、息肉、淨膚、
磨皮、飛梭雷射 )、肉毒桿菌素除皺、皮膚美容
手術 ( 回春手術、隱痕微創手術、電音波拉皮 )、
腋下多汗、植髮、抽脂、肉毒桿菌素與玻尿酸整
形注射、腹部整形、靜脈曲張、醫美相關手術等。

上午 64 楊蕙如 ( 約 診 ) 曾彥碩 ( 約 診 ) 阮怡禎 ( 約 診 )

下午 64 許修誠 ( 約 診 ) 楊國材 ( 約 診 ) 蔡妍筠 ( 約 診 )
家庭醫學科
參考症狀：不分年齡性別均可看診、
強調周全性、連續性、協調性的全
人健康照護。各類慢性病 ( 如高血
壓、糖尿病、高血脂、痛風等 ) 之
診斷與治療、ㄧ般急性症狀 ( 如感
冒、腸胃不適、尿道發炎等 ) 或症
狀未明之診斷與處置、預防保健服
務 ( 週期性成人健康檢查與報告諮
詢、疫苗注射等 )、青少年門診服
務。

◎記號者為「多重疾病用藥整合照
護門診」。

上午

161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及職業病特診）（母性健康）

�林盈利 132179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李坤鴻 169102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劉晏孜 144084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蔡佩渝 076934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劉晏孜 144084 周怡君 182898

162 �吳映璇 182892 陳彤瑄 183995 蘇鴻慧 183996 吳映璇 182892 徐苡瑄 183316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李坤鴻 （1/7）
169102

郭馨鎂（1/14.28）
181737

163 賴宥汝 182941
（門診戒菸）

�盧建中 360927
（門診戒菸）

�王柏筠 182886 徐尉芳 183385

165
（門診戒菸）

�郭馨鎂 181737
（門診戒菸）

�徐　灩 182458
（門診戒菸）

�周皇志 182899 賴宜豪 (1/14.28)   
360810

166
（門診戒菸）

�賴柏宇 182275
（門診戒菸）

�吳佳佑 182460 賴宥汝 182941 周怡君 182898
（門診戒菸）

�周皇志 182899
（門診戒菸）

�王柏筠 182886 

下午

161
（安寧緩和照護）

林中一 （1/9）
180285

教學門診 (1/2.16.30)
180285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江至祥 149238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謝和揚 302485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蔡佩渝 076934

162 徐苡瑄 183316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昌育群 360896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施宜德 360574 蘇鴻慧 183996

163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謝雅琪 362410 謝　云 184412 張家瑋 184414 賴宥汝 182941 蘇文勇 184413

164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青少年門診及職業病特診）

（特殊勞檢複檢）

�陳琬青 117152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黃珮茹 163030
（安寧緩和照護、門診戒菸）

◎黃珮茹（1/5.19）
163030

教學門診  （1/12.26)
163030

（門診戒菸）

�徐　灩 182458

165
（門診戒菸）

�王柏筠 182886 吳宣萱 302222

166 陳彤瑄 183995 吳映璇 182892 徐尉芳 183385
（門診戒菸）

�周皇志 182899 周怡君 182898
教研
6樓

（ 油 症 ）

�湯豐誠 106159
夜間 161

（門診戒菸）

�郭馨鎂 181737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其 他 專 科 部 門 診 門診時間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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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旅遊醫學門診
旅遊目的地疫情分析、國際預防接
種證明書開立、疫苗注射及建議、
出國留學及工作之健檢與報告填
寫、常備藥物準備。

上午 167 旅遊醫學 ( 約診 ) 旅遊醫學 ( 約診 ) 旅遊醫學 ( 約診 ) 旅遊醫學 ( 約診 ) 旅遊醫學 ( 約診 ) 旅遊醫學 ( 約診 )
下午 167 旅遊醫學 ( 約診 ) 旅遊醫學 ( 約診 ) 旅遊醫學 ( 約診 ) 旅遊醫學 ( 約診 ) 旅遊醫學 ( 約診 )
註：1. 旅遊醫學門診採預約制，04-7238595 轉 3268（就診仍需依現場狀況等 候醫師看診）。2. 現場掛號的民眾對旅遊醫學有需求，也歡迎逕洽家庭醫學個案管理師洽詢。

越南住民特別門診 上午 林盈利 132179 李坤鴻 169102

社 區 醫 療 群

共同照護門診

上午

163 盧建中 360927
165 賴宜豪 360810

下午

75 施博淳 361590
152 施曉雅 361260
161 謝和揚 302485
162 施宜德 360574

夜間 1 許吟姿 302628
復健醫學科
參考症狀：骨骼肌肉神經病變、肩
頸腰背及關節疼痛、運動傷害、燒
燙傷及骨折復健、中風、頭部外傷、
脊髓損傷、腦性麻痺、發展遲緩兒
童復健、截肢後復健、心肺功能復
健、肌少症、骨骼肌肉超音波檢查、
吞嚥電刺激訓練及震波治療、玻尿
酸注射、增生療法、經顱磁刺激。

上午

91 王偉德 121330 楊宗翰 140097 王偉德 121330 廖偉成 169340

92 林仲哲 039784 劉森永 088925 廖淑芬 094882 廖淑芬 094882 魏大森 010945 （腦中風特診 )

魏大森（1/14.28）
( 約診 )

93
（1/10.17）（9:00 看診）

教學門診 121330 廖偉成 169340

下午

91 韓紹禮 184250 鑑定特別門診
（約診）

吳順堯 362263

92 魏大森 010945 林仲哲 039784 魏大森 010945 劉森永 088925 韓紹禮 184250

93 吳宗儒 362377 楊宗翰 140097
微創脊椎中心特別門診
參考症狀：坐骨神經痛、下肢麻走
不遠、椎間盤突出症、脊椎骨骨折、
骨質疏鬆症、脊椎外傷、骨刺、手
麻、脖子痛、下背痛。

上午

84 鄭均洹 083998 孫立偉 182034

85 鄭均洹 083998 張凱勝 363132 陳建民 096015

130 陳建民 096015

下午

71 程彥博 (14:30 看診 )    
361740

84 孫立偉 182034

85 張尚文 133393
疼痛科
參考症狀：頭痛及顏面痛、背痛、
頸肩膀及上背痛、皰疹後神經痛、
肋間神經痛、坐骨神經痛、腰肌勞
傷、肌膜炎、骨骼病變疏鬆、關節
下肢痠痛、腫瘤及癌症引起之疼
痛。

上午 177 謝宜哲 ( 約診 ) 曹紹倫 117223 蔡聖恩 176500 謝宜哲 ( 約診 ) 葉品宏 （1/7）
176525

曹紹倫（1/14.28）
117223

下午 177 謝宜哲 067259 孫盟勝 176376
（下背痛特診）

葉品宏 176525 謝宜哲 067259 謝宜哲 067259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其 他 專 科 部 門 診 門診時間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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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高壓氧治療中心
參考症狀：糖尿病足及各類困難傷
口、反覆性傷口感染及骨髓炎、早
期栓塞性腦中風、腦損傷後遺症、
癌症放射後之損傷、皮膚及皮瓣之
移植、各類氣體中毒、突發性耳聾
或耳鳴、腸阻塞等。

上午

黃弘哲 ( 7 3 診 )  
361735 謝承樸 ( 9 5 診 )  

051114

潘　毅 ( 7 5 診 )  
104080 潘　毅 ( 7 5 診 )  

104080

下午 謝承樸 ( 9 5 診 )  
051114 黃弘哲 ( 8 2 診 )  

361735 潘　毅 ( 7 5 診 )  
104080

夜間 謝承樸 ( 9 5 診 )  
051114

十

一

樓

成人精神科
參考症狀：焦慮、緊張、坐立不安、
情緒低落、憂鬱、恐慌、害怕、強
迫性思想和行為、失眠、嗜睡、睡
醒週期障礙、其他睡眠問題、妄想、
幻覺、行為異常、言語異常、認知
功能異常、記憶力缺損、注意力不
集中、自傷、自殺、暴力攻擊、心
理困擾、適應不良、心性問題、人
格精神官能症 ( 神經症 ) 的症狀。

上午

1 王俸鋼 (9:00 看診 )    
062927 張　宇 182864 林達偉 363000 王俸鋼 (9:00 看診 )    

062927

2
（酒癮、網路成癮、門診戒菸）

許文郁 117006
（另提供門診戒菸）

陳延任 180335
3 蔡佩蓉 361459 陳佳儒 （1/3）

361330 林俊毅 183379 黃以文 (1/19)    
047445 馬思斌 362390

4
（另提供門診戒菸）

黃斯聖 097278
（青少年門診、網路成癮、門診戒菸）

劉怡君 183711 陳昱安 （1/4） 
168713

（另提供門診戒菸）

黃斯聖 097278 廖以誠 040202 （青少年門診、門診戒菸）

陳力源 161319

下午

1 王俸鋼 062927
（另提供門診戒菸）

陳延任（1/10）
180335

教學門診(1/3.17.31)
180335

王俸鋼 062927 王俸鋼 062927
（酒癮、門診戒菸）

邱南英 011067

2
（另提供門診戒菸）

黃斯聖 097278
（酒癮、網路成癮、門診戒菸）

許文郁 117006 張亞帆 183450 （青少年門診）

袁有序 363184
（酒癮、網路成癮、門診戒菸）

許文郁 117006
4 廖以誠 040202

（青少年門診、網路成癮、門診戒菸）

劉怡君 183711 陳昱安 （1/4） 
168713 陳力源 161319

5 王俸鋼 ( 約 診 )
( 司法精神醫學特診 )

6 教學門診 （1/10）
040202

夜間 2
（酒癮、網路成癮、門診戒菸）

許文郁 117006
（另提供門診戒菸）

陳延任 180335
（另提供門診戒菸）

黃斯聖 097278
（兒童心智、網路成癮、
青少年門診、門診戒菸）

陳力源 161319
老年精神科
參考症狀：55 歲以上老年人的調
適困難、失眠、嗜睡、其他睡眠障
礙、憂鬱、焦慮、妄想及相關的干
擾行為問題、失智、失憶。

上午
廖以誠 ( 6 診 )  

040202 陳昱安 ( 3 診 )  
168713 黃斯聖 ( 4 診 )  

097278 廖以誠 ( 4 診 )  
040202

黃斯聖 ( 5 診 )  
097278 陳昱安 ( 2F 9 診 )  

168713

下午

黃斯聖 ( 2 診 )  
097278 陳延任 ( 1 診 )  

180335 陳昱安 ( 4 診 )  
168713

（1/5.19）

廖以誠 ( 6 診 )  
040202

邱南英 ( 1 診 )  
011067

廖以誠 ( 4 診 )  
040202

夜間 陳延任 ( 2 診 )  
180335 黃斯聖 ( 2 診 )  

097278

記憶門診
參考症狀：記憶力衰退、健忘、失
智 ( 癡呆 ) 及因此導致之相關心理
問題、精神症狀與情緒、行為障礙、
社會福利資源諮詢等。

上午 6 廖以誠 040202
下午 6 張凱茗 146903 張凱茗 ( 約 診 ) 廖以誠 (1/5.19) 

040202

疾管署特診
參考症狀：美沙冬、丁基原啡因替
代治療、一二級毒品緩起訴治療。

下午 疾管署專案門診 (3診 ) 疾管署專案門診 (3診 )
夜間 疾管署專案門診 (3診 )

18:00-20:30
藥癮特別門診
參考症狀：藥癮 ( 安非他命、K 他
命、新興毒品 )。

上午 許文郁 117006
下午 許文郁 117006 許文郁 117006
夜間 許文郁 11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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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其 他 專 科 部 門 診

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睡眠障礙特別門診
參考症狀：睡眠呼吸中止、白天嗜
睡、體重過重影響睡眠、中風後患
者與巴金森氏症睡眠評估、藥物難
以治療的失眠症、睡眠中出現異常
行為、晝夜節律性睡眠異常、老年
異常失眠多眠症、頻睡症 ( 如夢遊、
睡眠驚恐疾患等 )、複雜之睡眠障
礙、打鼾、難控制的高血壓，睡眠
時肢體不自主性抽動、猝睡症、睡
眠時癲癇發作。

上午

3 林聖皓 112364 黃國揚 183188
5 黃國揚 183188
6

（睡眠呼吸障礙特診）

林慶雄 047822
（睡眠呼吸障礙特診）

林慶雄 047822
116

（打鼾、睡眠呼吸中止症）

吳元盛 075082
（打鼾、睡眠呼吸中止症）

吳元盛 075082
118 洪雲聰 155430
119 洪雲聰 155430
120

（打鼾門診）

陳穆寬 053780
（打鼾門診）

陳穆寬 053780 李尚儀 150614
121 洪雲聰 155430 （打鼾、睡眠呼吸中止症）

蘇金泉 091334

下午

6
（睡眠呼吸障礙特診）

林慶雄 047822
116

（打鼾、睡眠呼吸中止症）

溫永頌 036810
118 范君揚 084850
121

（打鼾、睡眠呼吸中止症）

蘇金泉 091334
205

（兒童睡眠障礙特診）

張明裕 054090

夜間

6 黃國揚 183188
116

（打鼾、睡眠呼吸中止症）

溫永頌 036810

十

二

樓

國

際

減

重

暨

形

體

美

容

中

心

體重管理中心
參考症狀：：肥胖症、減重手術、

胃內肉毒減重、糖尿病、新陳
代謝症候群、中醫減重、穴位
埋線、身體組成分析、飲食分
析、減重班、運動班。

上午

1510
（代謝 / 產後減重）

陳琬青 （1/9）
331414

（胃肉毒減重）

吳東龍 332602
（糖尿病 / 代謝減重）

莊武龍（1/12）
362623

體重營養諮詢 ( 約診 )
1511

（減重手術）

黃政諺 332011
（減重手術）（9:00看診）

曹連誠 331760
（減重手術）

詹健彬 331503 體重營養諮詢
（減重手術）

王秉彥 331552

下午

1510
（糖尿病 / 代謝減重）（14:30看診）

邱志皇 (1/2.16.30)  
362605

（中醫埋線）

李聰界 331425
（胃肉毒減重、脂肪肝）

蕭舜文 373957
（糖尿病 / 代謝減重）

郭仁富 （1/5）
322380

鄭畬方（1/19）
322373

（胃肉毒減重）

柯孟佑（1/13.27）
370562

1511
（減重手術）

王秉彥 331552 體重營養諮詢

顏面整形中心 ( 自費 )

參考症狀：鼻整形、顏面微整形 ( 
玻尿酸 )、除皺 ( 肉毒桿菌素 )、
正顎手術。

上午

1510
（鼻整形）

�凃智文 332194
1511

（顏面整形）（9:00看診）

高文彬 332249
（鼻整形）

王哲偉（1/6.20）
332207

下午 1511
（正顎手術）（教研 2F）

蘇竣揚 144420
美容中心 ( 自費 )

參考症狀：蝴蝶袖、雙眼皮、
眼袋、隆乳 ( 內視鏡、自體脂
肪 )、微創狐臭刮除手術、微整
形（玻尿酸、肉毒桿菌注射）。

下午

1510
（皮膚微整雷射）

曾彥碩 （1/9）
332610

1511
（整眼形、眼窩凹陷）

張丞賢 332548
（美容手術）

周惠能 332225
（皮膚微整雷射）

許修誠 (1/12.26)
332532

（美容手術）

林士隆 (1/5.19)
332233

整合醫學諮詢
參考症狀：自主神經失調、壓
力調適、經絡保健、顱薦調理、
親子諮詢。

上午 1511 林子平 ( 約 診 ) 林子平 ( 約 診 ) 林子平 ( 約 診 ) 林子平 ( 約 診 ) 林子平 ( 約 診 )
下午 1511 林子平 ( 約 診 ) 林子平 ( 約 診 ) 林子平 ( 約 診 ) 林子平 ( 約 診 ) 林子平 ( 約 診 )

上述約診專線：04-7238595 轉 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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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胸腔內科

上午

3 林俊維 182866 陳正雄 077112 林聖皓 112364 陳正雄 077112 張竣期 100102 黃國揚 183188
5 紀炳銓 099257 黃國揚 183188 蔡偉宏 080690 葉金水 091628 葉金水 091628
6 林慶雄 047822 林明泰 013081 林慶雄 047822 林俊維 182866 紀炳銓 099257 蔡偉宏 080690
9 施穎銘 132506

下午

3 林明泰 013081 施穎銘 132506 林明泰 013081
5 蔡偉宏 080690 張竣期 100102 葉金水 091628
6 林聖皓 112364 葉金水 091628 陳正雄 077112 紀炳銓 099257 林慶雄 047822

24 林俊維 182866
夜間 6 黃國揚 183188 施穎銘 132506 張竣期 100102 詹博強 362167 林俊維 182866

心臟血管科 上午
9 余昭宏 129887
11 楊淵博 140382

耳鼻喉科
上午

116 謝明妤 163024 謝明妤 163024
120 陳穆寬 053780 陳穆寬 053780 陳穆寬 053780
121 謝明妤 163024

下午 120 陳偉格 ( 116 診 )  
169277 陳偉格 169277

家庭醫學科

上午

161 林盈利 132179 李坤鴻 169102 劉晏孜 144084 蔡佩渝 076934 劉晏孜 144084
162 李坤鴻 169102
163 盧建中 360927 王柏筠 182886
165 郭馨鎂 181737 徐　灩 182458 周皇志 182899
166 賴柏宇 182275 吳佳佑 182460 周皇志 182899 王柏筠 182886

下午

161 江至祥 149238 謝和揚 302485 蔡佩渝 076934
162 昌育群 360896 施宜德 360574
163 謝雅琪 362410
164 陳琬青 117152 黃珮茹 163030 黃珮茹 163030 徐　灩 182458
165 王柏筠 182886
166 周皇志 182899

夜間 161 郭馨鎂 181737

十
一
樓

成人精神科

上午 黃斯聖 097278 許文郁 117006
劉怡君 183711

黃斯聖 097278
陳延任 180335 陳力源 161319

下午 黃斯聖 097278
許文郁 117006
劉怡君 183711
陳延任 180335

邱南英 011067
許文郁 117006

夜間 許文郁 117006 陳延任 180335 黃斯聖 097278 陳力源 161319

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家庭牙科
上午 301 陳品如 139370 黃瑞彰 (1/6.13.20)   

090375

下午 301 黃瑞彰 (1/9.16.23)   
090375 陳品如 (1/5.12.19)   

139370 林曉薇 (1/6.13.20)   
103303

牙周病科 下午 303 吳冠旻 180535 林益弘 (1/5.12.19)   
126444

門 診 戒 菸 時 間 表

中 華 路 院 區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門診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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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診間診間 時段時段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口腔顎面外科
參考症狀：人工植牙及補骨。戽斗、
暴牙、顏面歪斜之正顎手術，國字
臉削骨及臉部拉皮、鼻整形。口腔
潰爛久日不癒合、紅白斑、口腔腫
瘤、口腔癌手術治療及顏面重建。
智齒及多生牙拔除。頭頸部蜂窩組
織炎。顏面骨折。唾液腺分泌異常
腫大。顳顎關節疼痛聲響、張口疼
痛困難。
顳顎關節障礙特診預約專線：
04-7250433

口

外

１

診

上午 蘇竣揚 144420 蘇竣揚 144420 許家浚 183366 蘇竣揚 144420 許家浚 ( 1/14.28 )     
183366

下午
（另提供門診戒菸）

陳良誠 184288
（另提供門診戒菸）

陳良誠 184288 許家浚 183366
口

外

2

診

上午 陳良誠 ( 1/7 )      
184288

下午
（顳顎關節障礙特診）

許修銨 ( 約診 )

數位輔助正顎手術中心
口
外
2
診

上午
蘇竣揚 ( 1/7)      

144420

陳良誠 ( 1/14.28 )      
184288

家庭牙醫學科
( 牙科初診 )
參考症狀：初診、口腔檢查及醫療
諮詢服務、整合性的牙科疾病診斷
及治療計畫、牙齒美白、一般牙科
之治療。

牙

科

１

診

上午 林曉薇 (1/9.16.30)    
103303 張映紅 132371 林曉薇 103303

（另提供門診戒菸）

林曉薇 (1/5.12.19)    
103303

陳品如 139370 林曉薇 （1/7）
103303

張映紅 (1/14.28)
132371

下午 林曉薇 (1/9.16.30)    
103303 張映紅 132371 張映紅 132371 （身心障礙牙科門診）

黃瑞彰 (1/5.12.19)    
090375

陳品如 139370
夜間 黃瑞彰 (1/9)    

090375 陳品如 (1/10.17.31)    
139370 林曉薇 (1/4.18)    

103303 張映紅 132371
牙髓病科
參考症狀：根管治療、自費顯微根
管治療及根尖手術特診（約診）。

牙

科

2

診

上午 韓維美 (1/6.13)    
182671

下午 郭怡欣 (1/12.19)    
182257

牙周病科
參考症狀：缺牙（人工植牙與補
骨）、牙齦出血、刷牙流血、牙齦
紅腫化膿、牙齦萎縮、牙齒搖晃、
牙齒脫落、牙結石、牙垢、口臭、
咀嚼功能差、牙齒酸軟無力等。

牙

科

3

診

上午
(1/9.16.30)

吳孟儒 168760
盧俊泰 008682
吳冠旻 180535 林益弘 126444 (1/5.12.19)

王韻涵 175953
盧俊泰 (1/6.13.20)  

008682

王韻涵 (1/6.13.20)  
175953

吳孟儒 （1/7）

168760

王韻涵 （1/14）

175953

下午
盧俊泰 (1/9.16.30) 

008682

王韻涵 (1/9.16.30) 
175953

林益弘 126444 吳冠旻 (1/4.18)    
180535 吳孟儒 (1/5.12.19)  

168760 吳孟儒 (1/6.13.20)  
168760

夜間
林益弘 (1/9.16.30) 

126444

吳冠旻 (1/9.16.30) 
180535

李協泰 361030
吳孟儒 (1/17)  

168760

(1/5.12.19)
王韻涵 175953

假牙補綴科 ( 贗復 )

參考症狀：局部缺牙、全口缺牙、
牙齒美容、牙齒斷裂、不良假牙、
各類固定及活動假牙贗復、植牙假
牙贗復、全口咬合重建、顎顏面贗
復物製作。

牙

科

5

診

上午
張佑琪 097100 詹鈞皓 181708

張佑琪 097100
張佑琪 097100 張佑琪 097100 許珮寧 128140 許珮寧 128140 翁惠安 ( 約診 ) 翁惠安 ( 約診 )

下午
詹鈞皓 181708 張佑琪 097100 翁惠安 045302

翁惠安 ( 約診 )
夜間 翁惠安 045302

假牙補助特別門診
上午 林曉薇 103303
下午 張映紅 132371 黃瑞彰 (1/5.12.19) 

090375 陳品如 139370
齒顎矯正科
參考症狀：1. 常見的咬合不正，包
含齒列擁擠、齒間縫隙、暴牙、戽
斗、深咬、開咬，先天缺牙、恆齒
萌發異常、恆齒喪失、多生齒等問
題。
2. 需要矯正跨科整合治療（膺復、

牙周、口外）。
3. 顎骨發育異常，需要搭配正顎手

術協同治療。

牙

科

6

診

上午
陳惠怡 049400 陳惠怡 (1/6.20.27) 

049400 李慈心 (1/14)    
006205

李慈心 006205

下午

（隱形矯正）

李慈心 006205
（隱形矯正）

李慈心 006205 陳惠怡 (1/4.18)    
049400

夜間 李慈心 006205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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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人工植牙
參考症狀：局部或全口缺牙，植牙
前補骨及人工牙根種植暨假牙補
綴，全口速定植牙。

上午

牙科
3診 林益弘 126444
牙科
5診 張佑琪 097100 張佑琪 097100 張佑琪 097100 張佑琪 097100
口外
1診 蘇竣揚 144420 蘇竣揚 144420 蘇竣揚 (1/7.21)    

144420

下午

牙科
1診 黃瑞彰 (1/5.12.19) 

090375
牙科
3診 林益弘 126444
牙科
5診 張佑琪 097100 翁惠安 045302

註：1. 牙科約診：牙科醫師未排門診之時段，仍可與醫師助理聯絡，安排看診時段。聯絡專線：04-7250433（聯絡時段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12：00，下午 2：00-5：00，
夜診 6：00-8：30，星期六：上午 8：00-12：00）（兒童牙科請撥 04-7238595 分機 1065）/ 2. 牙科部份負擔只需 50 元：不須轉診即可掛號或預約看診。/ 3. 牙科治療時間費時，
建議報到時間：上午 11：30 前；下午 16：30 前；晚上 20：30 前至診間報到。/ 4. 牙科看診依照掛號號碼順序看診（假牙補綴科，齒顎矯正科除外）。

三

樓

唇腭裂暨顱顏整形門診
參考症狀：唇�裂治療及術後追蹤、顱顏整形重建及顏
面骨塑形術後追蹤、小耳症及半邊小臉症術後追蹤等。
看診請至三樓健檢中心櫃檯報到，依報到順序先看診。

下午 4352

羅綸洲 （1/5）
362879

張呈欣  （1/12）
362886

周邦昀  （1/19）
362891

盧亭辰  （1/26）
362904

International Clinic
(self-paid)

上午 International Clinic(By Appointment)
Please make an appointment in advance.
International Clinic Hotline : 886-4-7009699 (Monday - Friday 8:00am - 5:30pm)

四

樓

眼 科
參考症狀：一般眼科、白內障、飛
秒雷射白內障、眼科整形（眼臉腫
瘤、眼窩疾病、眼袋手術、倒睫毛、
雙眼皮、眼瞼下垂）、小兒眼科、
斜弱視、角膜疾病、乾眼症、脈衝
光雷射乾眼治療、圓錐角膜、視網
膜病變與出血、玻璃體疾患、飛蚊
症、葡萄膜炎、視網膜剝離、青光
眼、近視散光雷射、兒童近視控制、
角膜塑型片、甲狀腺眼病變及鼻淚
管阻塞等。

註：
1. 白內障飛秒雷射、近視散光雷射

預約專線：04-7238595 轉 4458
余小姐

2. 各主治醫師另有眼科大衛門診服
務時段意者請洽預約服務專線：
04-7238595 轉 4450 或 4458

3. 視 覺 復 能 診 預 約 專 線：04-
7238595 轉 4459

上午

1
（角膜、近視手術）

劉又綾 055881
（甲狀腺眼病、眼整形、淚管疾病）

胡佩欣（9:00 看診）
132537

（角膜）

林昌平 362676
（甲狀腺眼病、眼窩整形、淚管疾病）

張丞賢 184040
（角膜、近視手術）

劉又綾 055881
（視神經）

陳彥廷 121801
2

（青光眼）

邱欣玲 063040
（視網膜）

吳建昇 125181 童筱凡 182868 （青光眼）

邱欣玲 063040
（視神經）

周介仁 165010
（青光眼）

呂威揚 154852
5

（葡萄膜、視網膜）

陳延誌 362765
（視網膜）

鄭捷尹 143403
（視網膜）

黃峻峰 049123
（甲狀腺眼病、眼整形、淚管疾病）

胡佩欣（9:00 看診）
132537

（視網膜）

黃峻峰 049123
（角膜、近視手術）

陳鶴齡 363041
6

（甲狀腺眼病、眼窩整形、淚管疾病）

張丞賢 184040
（視網膜）

莊智鈞 156447
（眼神經、眼窩、眼整形）

周介仁 165010
（視網膜）

莊智鈞 156447
（視網膜）

吳建昇 125181
7

（小兒斜弱視）

陳彥廷 121801
（青光眼）

呂威揚 154852
（葡萄膜、視網膜）

李昆憲 360873
（視網膜）

鄭捷尹 143403
（小兒斜弱視、屈光）

黃雅琪（9:00 看診）
147226

（視網膜）

吳建昇 125181
10 陳柏霖 182253 （眼整形、視網）（9:00 看診）

郭怡君 (1/13.27)  
363316

11 視覺復能診 ( 約診 ) 視覺復能診 ( 約診 ) 視覺復能診 ( 約診 ) 視覺復能診 ( 約診 ) 視覺復能診 ( 約診 )

下午

1
（角膜、近視手術）

劉又綾 055881 陳嬿羽 182922 （甲狀腺眼病、眼窩整形、淚管疾病）

張丞賢 184040
（角膜、近視手術）

劉又綾 055881
（小兒斜弱視）

陳彥廷 (1/6.20)    
121801

2 張晉維 182867 （視網膜）

吳建昇 125181
（青光眼）

邱欣玲（14:30 看診）
063040

（青光眼）

呂威揚（1/5.26）
154852

（青光眼）

邱欣玲（14:30 看診）
063040

5
（視網膜）

黃峻峰 049123
（小兒斜弱視）

陳彥廷 121801
（甲狀腺眼病、眼整型、淚管疾病）

胡佩欣 132537
（眼整形、淚管疾病）

陳加宇 362007
6

（葡萄膜、視網膜）

陳延誌 362765
（視網膜）

莊智鈞 156447
（視網膜）

鄭捷尹 143403
（視網膜）

莊智鈞 156447
（葡萄膜、視網膜）

陳延誌（14:30 看診）
362765

7
（葡萄膜、視網膜）

李昆憲 360873
（小兒斜弱視、角膜塑型）

黃雅琪 147226
（屈光、角膜塑型）

林浩宇 363239
（屈光、角膜塑型）

林浩宇 363239
10

（視網膜）

楊伯仁 362857
（視網膜）

楊伯仁 362857
（眼整形、淚管）（9:00 看診）

吳艾玲 363059
11 視覺復能診 ( 約診 ) 視覺復能診 ( 約診 ) 視覺復能診 ( 約診 ) 視覺復能診 ( 約診 ) 視覺復能診 ( 約診 )

六

樓

職業醫學科
參考症狀：各類職業病：只要自己懷疑疾病和工作
有關如肩部、手肘、手腕部、腰部等疼痛及麻痺症
狀，或其他疾病（各種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
社會心理性危害、過勞、母性健康），均可看診。

上午
（限特殊勞檢複檢）

林盈利 132179
下午

（勞保、農保職災）

湯豐誠 106159
（勞保、農保職災）

湯豐誠 106159
（油 症）

湯豐誠 106159

七

樓

生殖醫學中心
參考症狀：不孕症、試管嬰兒、人
工受孕、婦女生殖內分泌異常、子
宮內膜異位症、多囊性卵巢症候
群。

上午
701 吳信宏 058436 （先報到先看）

蔡鴻德（8:00 看診）
127119

（先報到先看）

蔡鴻德 127119 陳郁菁 128704 （先報到先看）

蔡鴻德（8:00 看診）
127119

吳信宏（8:00 看診）
058436

702 黃筱秦 175903
下午

701 黃筱秦 175903 陳郁菁 128704 吳信宏 058436 黃隆蓉（女醫師）
361367 陳郁菁 128704

702 賴秀燕 183589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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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中醫部
參考症狀：內科：呼吸道疾病、消
化系疾患、風濕病、糖尿病、高血
壓、肝功能異常、睡眠障礙、皮膚
疾病、泌尿道疾患、性功能障礙、
眩暈、五官疾病、癌症調理，失智
暨退化性疾病。

婦科：月經疾病、泌尿道疾患、不
孕症、產後、更年期、婦癌調理。

兒科：過敏性鼻炎、氣喘、異位性
皮膚炎、幼兒體質與青春期調理、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腦性麻痺、
妥瑞氏症、兒癌調理。

針傷科：中風後遺症、自律神經失
調、痠痛、扭挫傷、骨折後遺症、
坐骨神經痛、脊髓損傷後遺症、眼
科疾病、不孕症、顳頷關節炎、
五十肩、睡眠障礙、失智症、腸胃
疾患。

新冠後遺症：咳嗽、胸悶、腦霧、
疲倦、食慾不振、肌肉痠病。

註：
1. 中醫部諮詢電話：04-7238595

轉 4217
2. 陳文娟醫師星期一、三、四上午

9:00 起開始看診。
3. 初次看中醫的患者，為減少您等

候時間，請於早上 11：00 前、
下午診 16:00 前、晚上診 20:00
前「先插卡」報到。

上午

1 陳文娟 (9:00 看診 )    
129123 李佳穎 149319 陳文娟 (9:00 看診 )    

129123 陳文娟 (9:00 看診 )    
129123

（眼科疾患、眼針灸）

謝昌儒 181032
（免疫失調體質調理）

陳嘉允 137877
2

（腦中風、顏面神經麻痺）

黃頌儼 132483
（失眠、頭暈）

江萬里 181717
（手麻、手腕疾患）

江萬里 181717
（耳鳴、眩暈、坐骨神經痛）

陳嘉允 137877
（咳嗽、新冠後遺症）

江萬里 181717 黃頌儼 132483
3

（顳顎關節障礙、月經紊亂）

張哲儒 184128
4

（異位性皮膚炎、背痛）

陳嘉允 137877
（新冠後遺症、體質調理）

李亞倫 182265 侯俊成 132067 （傷科痠痛）

林廉証 155761
（癌 症）

侯俊成 132067 張順昌 140816
6

（癌症腫瘤）

陳稼洺 149353 李聰界 129289 （肝膽腸胃、長新冠）

陳稼洺 149353
（乳 癌）

侯俊成 132067
（自律神經失調、失眠）

陳嘉允 137877
（新冠後遺症、未提供針傷治療）

林廉証 155761
8

（頭頸肩疾患、長新冠）

黃舒驛 182268
（腦性麻痺、失智症）

陳運泰 153500
（月經不調、筋骨痛）

林南君 183003
（心血管相關疾病）

李聰界 129289
（氣喘、濕疹、鼻過敏）

陳運泰 153500
（癌症放化療體質調理）

李聰界 129289

下午

1 陳文娟 129123 陳文娟 129123 （腰背疾患、坐骨神經痛）

黃舒驛 182268
（異位性皮膚炎）

陳培鑫 363202
（胃食道逆流 )( 未提供針傷治療）

林廉証 155761
2

（腰 痛）

林廉証 155761 黃頌儼 132483 （雷射針灸、中風偏癱）

陳嘉允 137877
（月經不調、筋骨痛）

林南君 183003 黃頌儼 132483
3

（肩背腰酸痛、落枕）

江萬里 181717
（1/19）

教學門診 181717
4 邱重閔 362306 （腎臟泌尿、眼疾）

陳稼洺 149353
（兒童學習障礙）

張順昌 140816 張順昌 140816 （癌症、眼疾）

陳稼洺 149353
6

（更年期障礙）

李佳穎 149319
（癌 症）

侯俊成 132067
（肝功能異常、乾廯）

李聰界 129289
（婦 科）

李佳穎 149319 李佳穎 149319
8

（鼻咽癌）

侯俊成 132067
（1/10）

教學門診 149319
（風濕疾患、體質調理）

呂平安 183597
（顳顎關節障礙、痠痛）

李亞倫 182265

夜間

1 陳文娟 129123 （婦科、過敏體質）

呂平安 183597
（體質調理、新冠後遺症）

陳稼洺 149353
2

（婦兒疾患、眼疾）

謝昌儒 181032 黃頌儼 132483
3

（肩頸痠痛、消化道疾患）

陳培鑫 363202
4

（青春期發育、眼疾）

謝昌儒 181032
（生長發育）

張順昌 140816
（未提供針傷治療）

林廉証 155761
（運動傷害、長新冠）

李亞倫 182265 張順昌 140816
6

（胃腸機能障礙）

李聰界 129289
（筋骨痠痛、消化道疾患）

張惟凱 183595
（皮膚微整雷射）

黃舒驛（18:.30 看診）
182268

（婦女疾病、過敏性鼻炎）

李佳穎 149319
8

（腦中風、注意力不集中）

陳運泰 153500
中西醫整合門診
1.腎泌尿參考症狀：腎功能異常、尿路結石、泌尿

道感染、攝護腺肥大、性功能問題、癌症。
2.婦產科參考症狀：母乳問題、產後調理、更年期、

白帶、月經不調、一般婦科。

下午

（腎臟泌尿、眼疾）

陳稼洺（4 診）
149353

（月經調理、不孕、青春期發育）

謝昌儒（總院 134 診）
181032

夜間
（體質調理、新冠後遺症）

陳稼洺（1 診）
149353

中醫內科 (放化療調理) 陳稼洺、李聰界、侯俊成、陳文娟、張順昌、李佳穎、陳運泰、李亞倫、黃舒驛、林南君
中醫婦科 李佳穎、陳文娟、陳稼洺、張順昌、謝昌儒
中醫兒科 張順昌、謝昌儒、陳運泰、李佳穎、林廉証、陳培鑫
中醫眼科 謝昌儒、張順昌、陳嘉允、陳稼洺、李亞倫
中醫皮膚科 陳運泰、陳嘉允、張順昌、李佳穎、陳稼洺、謝昌儒
中醫針灸科 江萬里、黃頌儼、陳嘉允、林廉証、李亞倫、黃舒驛
中醫傷科 林廉証、張順昌、陳嘉允、陳運泰、江萬里、李亞倫

總
院
三
期
十
一
樓

中醫特診
注意事項：
1. 特診約診電話：04-7238595 轉 7181
2. 看診地點於醫療大樓11樓(請搭21.22號電梯)

上午
（鼻過敏、皮膚疾患、婦科）

呂平安 183597
（更年期、長新冠）

林南君 183003
（肩頸痠痛、鼻過敏）

高鈞亮 184153
（睡眠、消化、鼻過敏）

許瑋軒 183949
（整脊、筋骨痠痛、消化）

張惟凱 183595
下午

（婦科疾病、濕疹痤瘡）

吳韋函 184129
（肩頸痠痛、胃食道逆流）

林南君 183003
（睡眠消化、鼻過敏）

許瑋軒 183949
（顳顎關節障礙、月經紊亂）

張哲儒 184128
（失眠、消化、筋骨痠痛）

李威毅 184142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教 學 研 究 大 樓 門診時間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1月

16



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地
下
一
樓

兒童牙科
參考症狀：21 歲以下青少年╱兒童口腔
保健、全身麻醉下全口齲齒重建、兒童
齒列不整矯正、兒童身心障礙牙科。
牙科治療時間費時，建議報到時間：上
午11:30前，下午16:30前至診間報到。

上午 何 　昕 (1/9.16.30)
362911

（身心障礙門診）

林瑩澤 183500
（兒童矯正）

林瑩澤（1/14.28）
183500

陳品如 （1/7）
332260

下午
（身心障礙門診）

陳品如 (1/9.16.30)
332260

林瑩澤 183500
（兒童矯正）

李慈心（1/4.18）
332310

林瑩澤（1/11）
183500

黃渝聖（1/12.26）
362110

夜間 林瑩澤 183500 黃渝聖 362110

一

樓

早產兒特診
參考症狀：21 歲以下早產兒做健康體檢、
早產兒追蹤，預防注射，安排發展檢查。

下午
健兒
2

陳俐如（1/3）
168708

陳曉能 （1/10）
019184

蕭建洲 （1/31）
068206

李政翰 （1/6.20）
129130

蕭建洲 （1/13）
068206

健兒門診
參考症狀：21 歲以下兒童做健康體
檢、預防注射，兒童照護衛教，兒
童成長評估及營養衛教。

上午

健兒
1 李政翰 326053 吳怡磊 326053 陳家玉 326053 陳曉能 326053 陳曉能 326053 蕭建洲 326053

健兒
2 陳俐如 321640 黃意評 321640 曾錦惠 321640 張榮庭 321640 陳俐如 321640

下午
健兒
1 陳家玉 326053 蕭建洲 (1/3.10.17)

326053

陳曉能 （1/31）
326053

陳俐如 326053 程𣈯竣 326053 楊蕙穎 326053

二

樓

兒童內科
參考症狀：凡 21 歲以下身體不適
者皆可掛一般兒童內科，由兒科專
科醫師診治，並根據診視結果，妥
適轉介各次專科後續處置。

註： 門診掛號後請至評估室報到。

上午

201 蔡易晉 107239 吳焜烺（9:00 看診）
068155 吳焜烺（9:00 看診）

068155
（成人先天性心臟病）

吳焜烺（9:00 看診）
068155

教學門診  （1/6.20）
107239

教學門診  （1/13.27）
181054

202 李孟倫 020540 陳家玉 182288 ※李孟倫 020540 （兒童心律不整）

吳焜烺 068155
203 錢建文 103207 陳家玉 182288 林昭仁 124140
204

（肝膽腸胃）

盧芳廷 181054 高峻凱 096777 （神經、癲癇）

張通銘 128658
（肝膽腸胃）

盧芳廷 181054
（神經、妥瑞、青少年門診）

張通銘 128658
（氣喘、腎臟）

錢建文 103207
205

（兒童神經特診）

※張明裕 054090 宋家瑜 363160 陳曉能 019184 高峻凱 096777 （減敏特診、青少年門診）

高峻凱 ( 約診 )

206 教學門診 （1/2.16）
103207

教學門診 （1/9.30）
068206

（腎臟、現代針灸）

吳劭彥 139256 王士忠 068122
226

（遺傳及內分泌）

趙美琴 180430
（青少年門診）

陳冠容 176358
（遺傳及內分泌）

趙美琴 180430
（遺傳及內分泌、青少年門診）

趙美琴 180430
（兒童健康體位）

盧芳廷 181054

下午

201 黃意評 126067 蕭建洲 068206 蔡易晉 107239
202

（遺傳及內分泌）

程𣈯竣 184177 李明聲 107484 李孟倫 020540 陳俐如 168708 （兒童內分泌、青少年生長發育）

吳怡磊 162991
203 楊順成 061359 蔡易晉（過敏氣喘）

107239
(1/12.26)

楊順成（14:30 看診）
061359

204 錢建文 103207 吳怡磊 162991 （兒童神經）(1/12.26)

※ 楊瑞成（14:30 看診）
302108

（肝膽腸胃）

盧芳廷 181054
205 陳曉能 019184 李政翰（母乳諮詢）

129130 張明裕（癲癇特診）
054090 林昭仁 124140

206 王士忠 068122 王唯豪（青少年門診）
169056 王士忠 068122 教學門診 129130 吳焜烺（兒童心臟）

068155

226 王唯豪 169056

夜間

201
（風濕、胸腔、青少年門診）

蔡易晉 107239 高峻凱 096777 吳焜烺 068155 蕭建洲 068206 （過敏氣喘）

蔡易晉 107239
202

（兒童內分泌、青少年生長發育）

吳怡磊 162991 李孟倫 020540 吳怡磊 162991
203 蕭建洲 068206 林昭仁（青少年門診）

124140 楊順成 061359 李明聲 107484
204 林昭仁 124140 （肝膽腸胃）

程𣈯竣 184177
（不看發展遲緩鑑定門診）

張通銘 128658
205 黃意評 126067 高峻凱 096777 （青少年門診、不看發展遲緩鑑定門診）

張明裕 054090
206 王唯豪 169056 陳俐如 168708
226 陳冠容（青少年門診）

176358

遺傳性代謝疾病整合門診 上午 206 趙美琴 （1/5）
( 約診 )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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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兒童耳鼻喉科
參考症狀：打鼾、口腔腫塊、小兒鼻過敏、兒童耳部、
鼻部、喉部、頸部疾病、耳痛、頭痛、扁桃腺肥大、聲
音沙啞、喉嚨痛、語言障礙、頸部腫塊超音波追蹤。

上午 223 �（ 鼻 科 ）

凃智文 332463 王哲偉 332278 謝明妤 332290 �（超音波特診）

陳偉格 332303

兒童皮膚科
上午 203 許耘誌 332639
下午 226 許耘誌 332639 許耘誌 332639

兒童骨科
參考症狀：青少年運動傷害、扁平足、
脊椎側彎、斜頸、板機指、髖關節發
育不良、馬蹄足、多指症、兒骨腫瘤。

上午 206
（髖關節篩檢特別門診）

王偉勛 331810
下午 226

（兒童青少年骨科）

王偉勛 331810
兒童外科
參考症狀：：凡21歲以下之小兒外科疾病如：小兒疝氣、
隱睪、尿道下裂、斜頸、表皮腫瘤、盲腸炎、一般外科
疾病如：腹部腫瘤及各種先天性胸腹部異常、肛門閉鎖、
巨結腸症、膽道閉鎖、囊腫、便秘、尿床、頻尿等。

上午 221 錢大維 180266 傅玉瑋 180520 錢大維 (1/14)
180266

傅玉瑋 (1/7.28)
180520

下午 221 傅玉瑋 180520 許耀仁 181606 錢大維 180266 許耀仁 181606
兒童泌尿科
參考症狀：凡 21 歲以下包皮問題、尿
道下裂、尿路逆流、腎臟腫瘤等先天性
及後天性泌尿系統疾病、尿床、頻尿。

上午 221 錢大維 180266 傅玉瑋 180520 錢大維 (1/14)
180266

傅玉瑋 (1/7.28)
180520

下午 221 傅玉瑋 180520 許耀仁 ( 便 秘 )  
181606 林介山 331839 錢大維 180266 許耀仁 181606

青少年門診
參考症狀：12 歲至 21 歲青少年疾
病，包括青春期的生理發育，身心
情緒問題，性問題包含避孕、懷孕
問題的諮詢，生理上的不適，疫苗
接種諮詢，體重管理諮詢，戒菸，
酒，檳榔及藥物成癮問題，可經醫
師評估後，轉介相關次專科醫師提
供服務。

上午

簡宏如 ( 婦產科 )  
180973 王彥筑 ( 婦產科 )  

144219 趙美琴 ( 兒 科 )  
180430 張通銘 ( 兒 科 )  

128658 高峻凱 ( 兒 科 )  
( 約診 )

陳冠容 ( 兒 科 )  
176358  陳力源 ( 精神科 )  

161319

劉怡君 ( 精神科 )  
183711

下午

陳琬青 ( 家醫科 )  
117152 王唯豪 ( 兒 科 )  

169056 黃意評 ( 兒 科 )  
126067 袁有序 ( 精神科 )  

363184 吳怡磊 ( 兒 科 )  
162991

劉怡君 ( 兒童心智 )  
183711 劉怡君 ( 兒童心智 )  

183711

劉怡君 ( 精神科 )  
183711 林子棋 ( 婦產科 )  

362834

夜間 蔡易晉 ( 兒 科 )  
107239 林昭仁 ( 兒 科 )  

124140 陳冠容 ( 兒 科 )  
176358 陳力源 ( 精神科 )  

161319 張明裕 ( 兒 科 )  
054090

總
院
二
樓

兒童神經外科
參考症狀：兒童神經外科疾病範圍包括先天性中樞神經系統
疾病（如腦膨出、脊柱裂、顱顏畸形等）、水腦症、腦部及
脊髓腫瘤、腦血管疾病（如動靜脈畸形、毛毛樣病）、腦脊
髓創傷、中樞神經感染（如腦膿瘍、硬腦膜下膿瘍等）。

上午 85 張尚文 133393
下午 85 張尚文 133393

教
研
四
樓

兒童眼科
上午 陳彥廷（7 診）

121801

下午 陳彥廷（5 診）
121801

（小兒斜弱視）(1/6.20)

陳彥廷（5 診）
121801

十

一

樓

兒童發展中心
參考症狀：兒童心智（※ 看診年齡
21 歲以下）：智能不足、自閉症、
注意力障礙、精神疾患、親職教養
等等。

註：
※「兒童發展鑑定門診」需與醫師

約診，請兒童發展遲緩鑑定複診
追蹤個案，請聯絡 04-7238595
分機 1164 辦理後續約診手續。

※ 看診流程：報到後依號碼等候評
估（約 25 分鐘）→門診醫師解
釋評估結果並完成報告書。看
診時間較長，敬請耐心等候。

※ 6 歲以下兒童疑有發展遲緩或為
初診兒童，敬請選掛「發展門
診」看診。

上午

1
（兒童發展鑑定）(1/6.13.20)

張明裕（9:00 看診）

054090

3
（兒童心智）

陳力源（9:00 看診）
161319

（兒童心智、發展門診）

江瑞豐 360043
（兒童心智）

陳力源（9:00 看診）
161319

（兒童心智）

江瑞豐 360043
（兒童心智）

江瑞豐（8:00 看診）
360043

4
（兒童發展鑑定）

張通銘（1/2.16.30）
( 約診 )

（兒童發展鑑定）

張明裕 ( 約診 )
（兒童發展鑑定）

陳力源 ( 約診 )
（兒童發展鑑定）(1/6.13.20)

廖淑芬 ( 約診 )
2 樓
92

（發展門診）

廖淑芬 094882
（發展門診）

廖淑芬 094882
2 樓
204

（發展門診）

張通銘 128658
2 樓
205

（發展門診）

張明裕 054090

下午

1
（肉毒桿菌注射）

廖淑芬 ( 約診 )
（兒童神經發展暨青少年門診）

黃意評 126067
（學習障礙特診）

張明裕 （1/6.20）
(  約診 )

3
（兒童心智、青少年門診、網路成癮）

劉怡君 183711
（兒童心智）

蔡佩蓉 (1/3.10.17.31)
361459

（兒童心智、青少年門診、網路成癮）

劉怡君 183711
4

（妥瑞症整合門診）

張通銘 （1/9）

128658

（兒童心智）

蔡佩蓉（1/11）
361459

（兒童發展鑑定）

黃意評 ( 約診 )
（兒童發展鑑定）

劉怡君（1/6）
( 約診 )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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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二

樓

遺傳諮詢門診
參考症狀：習慣性流產、高齡孕婦、產
前母血唐氏症篩檢異常，產前胚胎異常、
地中海型貧血、染色體異常、智能不足、
身材矮小、無月經、蠶豆症、脊髓性肌
肉萎縮症、囊腫纖維症。

上午
144

（遺傳與產前診斷）

陳　明（約診）

226
（兒童遺傳）

趙美琴 180430
（兒童遺傳）

趙美琴 180430

下午

133
（遺傳與產前診斷）

陳　明（約診）

四期
6 F

（神經罕病特診）

劉青山（13:30 看診）
( 約診 )

（神經罕病特診）

劉青山（2 樓 156 診）
( 約診 )

營養諮詢 ( 門診自費 )
參考症狀：糖尿病、腎臟病、肝臟疾病、消化性潰瘍、高血脂、 高尿酸、
高血壓、腫瘤疾病、過重及肥胖、營養不良、生長發育遲緩，嬰幼兒期、小
兒、學齡及青少年期、孕期、產後、中老年期、及管灌、流質等膳食計劃及
營養諮詢，健康食品使用諮詢，身體組成測量、飲食內容分析、營養診斷等。

上午 31 營養諮詢 326118 營養諮詢 326118 營養諮詢 326118 營養諮詢 326118 營養諮詢 326118 營養諮詢 326118
下午 31 營養諮詢 326118 營養諮詢 326118 （兒童營養諮詢 ) (204診）

營養諮詢 326118 營養諮詢 326118 營養諮詢 326118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 門診自費 )
參考症狀：依據病人自主權利法，提供 20 歲以上成人和諮商團
隊預先討論在特定條件下的醫療意願（需有二親等家屬陪同）。

下午 37 預立療護諮商 ( 約診 )
聯絡分機：2681

兒
童
一
樓

早產兒特診 下午
健兒
2

陳俐如 (1/3)
168708

陳曉能  (1/10)
019184

蕭建洲  (1/31)
068206

李政翰 (1/6.20)
129130

蕭建洲 （1/13）
068206

所在位置 診次 單位名稱 聯絡分機 服務項目
一樓大廳 藥局 藥物諮詢室 3158 藥物諮詢

二

樓

門

診

區

27 診 慢性腎臟病衛教中心 3227 腎臟病衛教諮詢

31 診 營養諮詢室 3231 營養諮詢

39 診 糖尿病個案管理中心 3239 糖尿病衛教諮詢

42 診 癌症篩檢窗口 3242 四癌篩檢諮詢

53 診 再出發癌症病友服務中心 3253 癌症相關諮詢

90 診 手術前解說中心 5290 手術前解說

66 診 糖尿病遠距管理中心 5266 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減重、營養、健康照護諮詢服務

140 診 產前準備室 7240 孕期諮詢

141 診 產科諮詢室 7241 產科衛教諮詢

143 診 婦科諮詢室 7243 婦科衛教諮詢

144 診 產前遺傳諮詢室 7244 遺傳諮詢

172 診 門診衛教中心 7272 內外科衛教、戒菸諮詢

第二醫療大樓
176 診 腫瘤中心 6068/7276 腫瘤諮詢

地下室 1樓 社會工作部 3127 心理、家庭、經濟社會層面諮詢及身心障礙鑑定、醫療輔具租借

第三醫療大樓 11 樓 心理治療室 7168 心理諮詢

兒童醫院一樓 藥局 兒童藥局 1155 藥物諮詢

兒童醫院二樓 277 診 兒童門診衛教中心 1227 兒童衛教諮詢

教學研究大樓
2樓 中醫藥局 4227 中藥藥物諮詢

6樓 健康管理中心 4352 健檢諮詢

向上大樓
2樓 健康諮詢專線 7256652 民眾健康照護諮詢服務

2樓 社區健康促進中心 4533 社區健康促進業務服務如：洽辦醫學講座簡易健檢服務…等

中華路院區 6樓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窗口 2601 諮商服務諮詢

免 掛 號 — 科 別 診間
服 務 時 間

週一～週五 週六

衛
教
門
診
｜
免
掛
號

二

樓

糖尿病衛教中心 (自費諮詢 ) 39 上午 08:00 - 下午 17:30 ( 全時段 ) 上午 08:00-12:00

遠距健康管理中心 ( 自費諮詢 ) 66 上午 08:00 - 下午 17:30 ( 全時段 ) 上午 08:00-12:00

慢性腎臟病衛教中心 27 上午 08:00 - 下午 17:30 ( 全時段 ) 上午 08:00-12:00
精準用藥門診 ( 需先預約 )
04-7238595 轉 3151 ( 日 ) 33 上午 08:00-12:30　下午 14:00-17:30 未提供服務

婦產科衛教室 141 上午 0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上午 08:30-12:00

子宮頸抹片檢查中心 140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7:00 上午 09:00-12:00

門診衛教中心 172 上午 08:00 - 下午 21:30 ( 全時段 ) 上午 08:00-12:30

腫瘤中心 176 上午 08:30 - 下午 17:30 ( 全時段 ) 上午 08:30-12:00

癌症病友服務中心 53 上午 08:30-12:00　下午 13:30-17:00 上午 08:30-12:00

教研
二樓 中醫衛教室 上午 0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上午 08:30-12:00

兒童
二樓 兒童門診衛教中心 227 依本院門診時間提供服務

08:30-12:00 / 14:00-17:00 / 18:00-21:00 上午 08:30-12:00

衛 教 門 診 － 需 掛 號

衛 教 門 診 － 免 掛 號

衛教天地：http://www.cch.org.tw/knowledge.aspx?pID=1
 網頁諮詢：http://www.cch.org.tw/contact2.aspx

醫 療 諮 詢 服 務 單 位 一 覽 表 門診時間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1月★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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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治 醫 師 介 紹

林思涵
醫師

內 分 泌 暨 新 陳 代 謝 科

學 經 歷 現 任

專 長

‧ 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 雲林基督教醫院糖尿病中心主任
‧ 雲林基督教醫院內分泌新陳代謝科主任
‧ 彰化基督教醫院內分泌新陳代謝科臨床
    研究醫師
‧ 彰化基督教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 內科專科醫師
‧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合格衛教師
‧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會員
‧ 雲林縣 110 年度糖尿病品質進步獎

‧ 糖尿病及其併發症 ( 連續血糖監測 )
‧ 甲狀腺結節及各類疾病
‧ 腦垂體疾病 ( 肢端肥大症、泌乳激素瘤 )
‧ 腎上腺疾病
‧ 副甲狀腺疾病
‧ 骨質疏鬆
‧ 高血脂、高尿酸、代謝症候群、體重控制
‧ 有甲狀腺超音波及超音波導引抽吸

‧ 彰化基督教醫院內分泌暨
    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
‧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
    第 13 屆副秘書長

傅智群
醫師

心 臟 血 管 內 科

學 經 歷

現 任

專 長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 二林基督教醫院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 彰化基督教醫院心臟血管內科總醫師
‧ 彰化基督教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 內科專科醫師
‧ 心臟血管內科專科醫師
‧ 介入性心血管專科醫師
‧ 台灣內科醫學會 (TSIM) 會員
‧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TSOC) 會員
‧ 美國心臟學院 (ACC) 會員

‧ 胸悶、胸痛、心絞痛、心臟冠
    狀動脈疾病
‧ 運動性呼吸困難、心臟衰竭、
    心臟瓣膜疾病
‧ 心悸、心律不整、昏厥、心電
    圖異常
‧ 癌症心臟共病風險評估治療
‧ 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
‧ 心臟超音波、心導管檢查治療

‧ 腭彰化基督教醫院心臟血管
    內科主治醫師

★ 1152 切低劑量肺臟電腦斷層
★ 腕式 ( 手錶型 ) 血氧飽和測定儀 - 睡眠缺氧篩檢
★ 肝臟超音波、腎臟超音波
★ 腹部 X 光、心電圖、糞便篩檢
★ 維生素 A、維生素 E、維生素 D
★ 腫瘤標記篩檢、心血管風險因子評估
★ 自體免疫篩檢
★ 血脂肪、血糖、肝、腎、甲狀腺功能檢驗

金兔報喜 好運到  鴻兔大展一整年金兔報喜 好運到  鴻兔大展一整年 讓您兔年迎春旺全年讓您兔年迎春旺全年

專案價 13,888 元彰基 2023 新春專案彰基 2023 新春專案

健檢預約請洽健檢暨健康管理科健檢預約請洽健檢暨健康管理科

活動期間：即日起 ~ 112 . 2 . 28活動期間：即日起 ~ 112 . 2 . 28
洽詢電話：04-7238595 分機 4352.4650
洽詢專線：04-7277984
地址：500 彰化市旭光路 235 號三樓

洽詢時間：周一至周五 8:00-17:30 周六 8:00-12:00



交 通 資 訊

彰 基 位 置 圖

彰 化 客 運 時 刻 表 專 車 接 送

彰化站開彰化站開 彰基醫院開彰基醫院開
07：30 12：00 07：45 12：15
08：00 13：20 08：15 13：35
08：30 13：50 08：45 14：05
09：00 14：20 09：15 14：35
09：45 15：00 10：00 15：15
10：25 15：45 10：40 16：00
10：55 16：15 11：10 16：30
11：25 11：40

彰化站開彰化站開 彰基醫院開彰基醫院開
07：30 10：10 07：45 10：25
08：00 10：50 08：15 11：05
08：30 11：20 08：45 11：35
09：10 11：50 09：25 12：05
09：40 12：20 09：55 12：05
※本時刻表配合彰化基督教醫院門診行駛，
   星期六下午及假日停駛。
※實際以彰化客運公告為準。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星

期

六

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一～星期五 星期一～星期五星期一～星期五

彰 基 秀水衛生所 長青院區 路加大樓 門診大樓 鹿基醫院 鹿基醫院 門診大樓 路加大樓 長青院區 秀水衛生所 彰 基

07：20 不停靠 07：40 07：50 07：52 07：55 07：55 07：57 08：00 08：10 08:20 08：40
09：10 09：25 09：35 09：45 09：47 09：50 09：15 09：17 09：20 09：30 不停靠 10：00
10：00 不停靠 10：30 10：40 10：42 10：45 10：20 10：22 10：25 10：35 不停靠 11：00
11：00 11：15 11：25 11：35 11：37 11：40 12：20 12：22 12：25 12：35 12：45 13：05
13：30 不停靠 13：55 14：05 14：07 14：10 14：10 14：12 14：15 14：25 不停靠 14：55
15：30 不停靠 15：55 16：05 16：07 16：10 15：10 15：12 15：15 15：25 不停靠 15：55
17：40 不停靠 18：05 18：15 18：17 18：30 16：30 16：32 16：35 16：45 不停靠 17：15

17：40 17：42 17：45 17：55 不停靠 18：30
星期六星期六 星期六星期六

彰 基 長青院區 路加大樓 路加大樓 鹿基醫院 鹿基醫院 路加大樓 路加大樓 長青院區 彰 基

07：20 07：40 07：50 07：52 07：55 09：05 09：07 09：10 09：20 09：50
10：30 10：50 11：00 11：02 11：10 12：25 12：27 12：30 12：40 13：00

彰基　　秀水衛生所　　長青　　路加　　鹿基 交通車時刻表彰基　　秀水衛生所　　長青　　路加　　鹿基 交通車時刻表

※行車路線及時間以現場公告為主



彰化基督教醫院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日 期日 期 時 間時 間 內 容內 容 主講人主講人 地 點地 點

準父母教室
報名電話：04-7256652 (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4:00-17:00）

112/01/14 14:00-16:00 做好準備面對生產
迎接生命的喜悅

內外科衛教室
劉瑩娟 衛教師

教學研究大樓 11 樓
魏克思講堂

112/01/28 14:00-16:00 1. 乳頭？奶嘴？傻傻分不清淺談乳頭混淆
2. 分組討論與哺乳媽媽心情分享

內外科衛教室
陳翠玲 衛教師

向上大樓 S011 教室

健檢

112/01/13 14:00-17:00 花壇衛生所子宮頸抹片篩檢 彰基癌篩團隊 花壇鄉衛生所
(花壇鄉中正路 11 號 )

112/01/16 10:00-16:00 健康 give me five
癌症篩檢 4+1

彰基醫療團隊 彰基總院一樓大廳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

112 年

01/03、01/10、01/16、

01/17、01/30、01/31
( 星期一、二，09：00-12：30)

免費四癌篩檢
為您自己的健康把關
( 口腔癌、大腸癌、
乳癌、子宮頸癌 )

各癌症團隊暨
 社區健康促進組團隊

彰基總院一樓大廳
 ( 請攜帶健保卡 )

彰基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地點：彰化市旭光路 175 號 向上大樓 / 報名電話 :04-7256652 (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30-12:00、下午 14:00-17:30）

112/01/04 09:30-10:30 遠離『長新冠』中醫調理助緩解
中醫部

呂平安 醫師
向上大樓 S011 教室

112/01/12 08:30-11:00 樂齡健康促進活動 
銀髮族泡腳養生秘方

王瑞蘭 老師
蘭醫師大樓三樓
F031 會議室

(彰化市建寶街 20 號 )

每週二、四 09:00-09:30 健康養生操 -八段錦 社區健康促進組團隊 向上大樓廣場

免費健康諮詢暨青少年健康諮詢專線 (04-7256652)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週六 08:00-12:00。醫院公休日暫停服務。

疫情期間彰基健康講座第一手消息如何獲知？

現在有好消息告訴您，為能持續提供民眾最新活動及健康講座資訊，現在

只要加入本院彰基社區營造中心 LINE 官方群組，就不用擔心錯過活動及

講座訊息喔！詳細可掃描右側 QRcode 加入～

『彰基民眾社區健康營造中心』LINE 官網

加入方式如下：

1. 掃描條碼

2. ID：@mke0255m，迅速掌握各項活動即時消息

長 期 照 顧 中 心 - 社 區 健 康 促 進 組  活 動 消 息 1月

健康健康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

除了子宮頸癌、乳癌、口腔癌、大腸
癌外，國健署提供 2 大族群做低劑量
電腦斷層（Low Dose CT）肺癌篩檢
補助；癌症篩檢 4+1，健康加分 give 
me five。

癌症篩檢癌症篩檢4+14+1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彰化基督教醫院南郭院區

第一醫療大樓一樓大廳

．抗癌經驗分享

．癌症篩檢推廣

．戒菸戒檳宣導活動

0116
10：00 ~ 16：00

一



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婦產科
不規則陰道出血或不正常分泌物、月經失調、不孕症、女性

腹部疼痛、婦科腫瘤、避孕、優生保健諮詢、人工流產、例

行婦科檢查和子宮頸抹片、產前檢查、更年期症候群。

上午 014 楊漢銘 1310001 鄧振枝 1310002 楊漢銘 1310001 鄧振枝 1310002 楊漢銘 1310001 鄧振枝 1310002
下午 014 鄧振枝 1310002 楊漢銘 1310001 鄧振枝 1310002 楊漢銘 1310001 鄧振枝 1310002
夜間 014 鄧振枝 1310002 鄧振枝 1310002

小兒科 / 新生兒科
一般兒科疾病、新生兒疾病、過敏氣喘、兒

童健檢、疫苗注射、營養諮詢。

兒童遺傳科
罕見遺傳疾病、新陳代謝異常、先天發育異
常診斷及治療、染色體及基因異常的診斷與
諮詢、兒童內分泌疾病。

上午 028 廖美芬 1310003 廖美芬 1310003 梁垠森 1310026 梁垠森 1310026 廖美芬 1310003 楊澄暉 1310004

下午

2F
204 江瑞興（203 診）

1310053 江瑞興 1310053 江瑞興 1310053

028 楊澄暉 1310004 兒童遺傳科

趙美琴 180430 廖美芬 1310003 廖美芬 1310003
夜間 028 梁垠森 1310026 楊澄暉 1310004 梁垠森 1310026 楊澄暉 1310004 梁垠森 1310026

復健科 酸痛 / 術後 / 神經復健運

動傷害預防與治療

坐骨神經痛、頸痛、腰痛、五十肩、拉傷、扭傷、媽媽手、網球肘、腳

踝扭傷、椎間盤移位、坐骨神經痛、膝蓋退化酸軟、運動傷害、人工膝

關節置換術後、人工髖關節置換術後、脊椎手術術後、骨折手術後。

腦中風後的復健、腦外傷復健、脊髓損傷復健、腦性麻痺、兒童早期療

癒及復健、面神經麻痺、腕隧道症候群。

上午 2F
202 吳順堯 1310442 吳順堯 1310442 吳順堯 1310442 林仲哲 039784

下午 2F
202 楊宗翰 140097 魏大森 1 0 9 4 5 吳順堯 1310442

夜間 2F
202 林仲哲 039784

1/6.13 看診

吳順堯 1310442
眼科 【先報到先看診】

一般眼科、白內障、青光眼、近視、遠視、

散光、老花眼、斜視、角結膜病變、視網膜

病變、眼瞼下垂、倒睫毛、弱視治療、近視

矯正、視力保健。

上午 005 張丞賢 184040 蕭淑卿 1350098 童筱凡 182922
下午 005 陳柏霖 182253
夜間 005

18:30 看診

蕭淑卿 1350098
中醫科
張淵雅醫師特開【雷射針灸門診】

中醫內科疾病、中醫兒科疾病、中醫婦科疾

病中醫皮膚科疾病、針灸傷科、體質調理。

上午

206 李亞倫 182265 侯俊成 132067 張順昌 140816 李亞倫 182265 李亞倫 182265
1/7  9:00 看診

李亞倫 182265
1/14.28  9:00 看診

林南君 183003
207

9:00 看診 （約診）

張淵雅 1310643 張淵雅 1310643 9:00 看診 （約診）

張淵雅 1310643
1/7.14  9:00 看診

張淵雅 (1-2週 )

下午
206 張哲儒 184128 江萬里 181717 李亞倫 182265 侯俊成 14:30 看診

132067 江萬里 181717
207 張淵雅 1310643 陳嘉允 137877 張淵雅 1310643

夜間
206 張順昌 140816 張哲儒 184128 江萬里 17:30 看診

181717

207 江萬里 181717 林南君 183003 張淵雅 1310643 李家甄 200769
中西醫整合門診 上午 207

9:00 看診 （約診）

張淵雅 1310643
9:00 看診 （約診）

張淵雅 1310643
耳鼻喉科
小兒及成人感冒、鼻竇炎、鼻息肉、耳鳴、暈眩、中耳炎、聽力障

礙、甲狀腺腫瘤、頭頸部腫瘤、鼻咽癌、口腔癌、喉癌、打呼、睡

眠呼吸中止症、慢性咳嗽、喉嚨異物感、內視鏡手術、皮瓣修補。

上午 017 林甫禎 161444 �凃政宏 180288 陳英宏 107258 林甫禎 161444 耳病眩暈門診

范君揚 8 4 8 5 0
夜間 017 凃政宏 180288 蘇金泉 9 1 3 3 4 陳英宏 107258

皮膚科
一般皮膚科疾病、帶狀皰疹、疥瘡、禿髮、

濕疹、皮膚癬、青春痘、灰指甲、富貴手。 

上午 027 許耘誌 9:00 看診
168739

下午 010 許耘誌 168739

兒童腎臟
溫氏現代針灸門診

（自費門診）
（診間 / 1F 門診治療中心）

上午
1F
101 吳劭彥 139256 吳劭彥 139256

下午
1F
101 吳劭彥 139256 吳劭彥 139256 吳劭彥 139256

夜間
1F
101 吳劭彥 139256 吳劭彥 139256

戒菸門診

上午

蔡安裕（015 診）
1310012 蔡安裕（015 診）

1310012 李坤鴻（204 診）
1 6 9 0 1 2 林慶雄（009 診）

0047822 黃珮茹（204 診）
1 6 3 0 3 0 蔡宛庭（204 診）

1 8 1 0 3 8

趙守典（009 診）
1310006 林世鐸（006 診）

9 1 6 3 3 趙守典（009 診）
1310006 梁垠森（028 診）

1310026 杜思德（006 診）
1 0 8 3 6

梁垠森（028 診）
1310026 蔡安裕（015 診）

1310012

趙守典（009 診）
1310006

下午
江瑞興（203 診）

1310053 趙守典（009 診）
1310006 王舒儀（006 診）

8 6 7 6 1 江瑞興（204 診）
1310053

江瑞興（204 診）
1310053 林聖皓（009 診）

1 1 2 3 6 4

夜間
梁垠森（028 診）

1310026 江瑞興（204 診）
1310053 蔡安裕（015 診）

1310012 蔡安裕（015 診）
1310012 江瑞興（204 診）

1310053

梁垠森（028 診）
1310026 趙守典（009 診）

1310006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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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血液腫瘤科
凝血功能異常及血栓相關疾病、一般血液疾病、貧血、血球

低下、血液惡性腫瘤、血癌、淋巴癌、骨髓瘤、腫瘤症狀。

上午 1F
101 曾若涵 155627

老人醫學科【限 60 歲以上患者】

60 歲老人近期身心功能改變、憂鬱、記憶差、常跌倒、尿失禁、胃口

差、活動力減、少同時使用多種藥物。提供失智及高齡門診整合照護。

上午 2F
203

老人整合 / 衰弱門診

王志仁 163532

身心內科【限 18 歲以上患者】

一般成人及老年之各種身心疾患、焦慮、恐慌、憂鬱、

躁鬱、思覺失調（幻覺、妄想）等、壓力導致之情緒困

擾與適應不良、睡眠障礙（失眠、嗜睡）等、記憶力衰退、

健忘、失智症及相關之心理行為症狀。

上午 011 許文郁 117006 廖以誠 4 0 2 0 2

下午 011 廖以誠 4 0 2 0 2

兒童心智科【限 18 歲以下患者】

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兒童行為與情緒問題、
異食癖、手淫、咬指甲、破壞或自傷行為、分離焦慮、
恐懼症睡眠障礙：夜驚、夢遊、磨牙、惡夢。

下午 011
1/5.12.26 看診

江瑞豐 1350070

職業醫學科
職業疾病診斷與預防、職場預防醫學與健康促進。

下午 007 陳俊宏 1350100

一般外科
一般外傷、靜脈曲張、乳房、甲狀腺、表皮

及軟部組織腫瘤、疝氣、腹部急症等各類疾

病門診與手術。

上午
011 張宏基 2 1 5 9 1 李東炎 6 9 0 5 1 張宏基 2 1 5 9 1 趙正華（022 診）

1310005

015 蔡安裕 1310012 蔡安裕 1310012 林敬翰 1350289 蔡安裕 1310012

下午
011 林國華 120380
022 趙正華 1310005 趙正華 1310005 趙正華 1310005

夜間 015 蔡安裕 1310012 蔡安裕 1310012
骨 科
骨折、骨骼疼痛、脫臼、骨髓炎、關節退化、

腰酸背痛、關節炎、骨畸形、骨腫瘤、脊椎

病變、小兒骨關節異常、脊椎側彎、僵直性

脊椎炎畸形、骨質疏鬆症、坐骨神經痛、運

動傷害。

上午

006 呂岳修 1/4.18 看診
155366 呂岳修 1/14.28 看診

155366

022 沈東霖 6 3 5 9 0 王偉勛（029 診）
132072

9:00 看診

曾順承 146542
9:00 看診

張櫻霖 8 4 0 0 4 沈泰杉 1 6 2 5 0 9 趙正華 1310005

下午

011 陳志輝1310018 徐永根（027 診）

2 0 0 8 2 0

022 趙正華 1310005 羅佑晟 1 5 0 5 7 0 趙正華 1310005 趙正華 1310005
1/6.20 看診

謝承樸 5 1 1 1 4
大腸直腸外科
便血、內外痔、脫肛、便秘、下痢、大便失禁、

腹痛、腹脹、大便不規則、肛門痛腫、下腹

部腫瘤、大腸癌、直腸肛門癌、大腸直腸病

症、環狀痔瘡手術、大腸直腸肛門功能檢查。

上午
015 蔡安裕 1310012 蔡安裕 1310012
2F
203 黃灯明 1310629 黃灯明 1310629 黃灯明 1310629

下午
2F
203 林志衛 1350075 黃玄遠 107431

夜間 015 蔡安裕 1310012 蔡安裕 1310012
泌尿外科
泌尿系統腫瘤及結石、前列腺肥大腹股溝疝氣、尿失禁、泌尿道感

染、男性不孕症、男性性功能障礙、血尿、尿道下列、隱睪症。

上午 026 陳柏華疝氣特別門診
149690 王百孚 9:00 看診

6 2 9 9 3 陳柏華疝氣特別門診
149690 陳昭安 1350076 陳柏華疝氣特別門診

149690 石宏仁 1/14.28 看診
142893

下午 026 郭謹瑋 1350073 方琬云 1350059
乳房外科
乳房相關疾病、乳房超音波、乳房攝影。 上午

015 蔡安裕 1310012 蔡安裕 1310012 林敬翰 1350289 蔡安裕 1310012
011 張宏基 2 1 5 9 1 張宏基 2 1 5 9 1

夜間 015 蔡安裕 1310012 蔡安裕 1310012
神經外科
微創脊椎經手術、經皮椎體成型術（灌骨水泥）、脊椎腫瘤、腦內（內

視鏡、動脈瘤、動靜脈畸形）、下背痛、腦下垂體內視鏡、顱內腫

瘤手術、頭部外傷腦出血、高血壓性腦出血、水腦症、腕隧道症候群。

上午 011
9:30 看診

辛明泰 129109

胸腔外科
胸腔鏡手術肺癌、膿胸、氣胸、手汗症、食道癌、食道

狹窄、胃食道抗逆流手術、腹腔鏡胃繞道減肥手術、胃

縮小手術、胃摺疊手術、胃束帶手術、胃水球置放術。

上午 2F
202

9:30 看診

王秉彥 156283

心臟外科
主動脈手術及主動脈支架手術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瓣

膜性心臟病手術洗腎廔管手術血管通路手術周邊動

脈阻塞疾病足部靜脈區張手術葉克膜手術。

上午 027
9:00 看診

吳宗衡 1350282

整形外科 上午 010 林士隆 9:00 看診
103280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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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醫學科依當天實際看診醫師為主。

科　　　　　別科　　　　　別
星期星期 一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時段時段 診間診間 MonMon TueTue WedWed ThuThu FriFri SatSat

家庭醫學科
成人健檢，不知道要看哪一科時，可以先看家庭醫
學科；不分年齡性別，任何症狀未明均可看診，適
於初診篩檢或長期慢性病的追蹤診療。

各種內科疾病：如貧血、關節炎、糖尿病、高血壓、
咳嗽、發燒、腹痛、腰痛、類流感等。

上午

2F
204 林中一 180285 郭馨鎂 181737 李坤鴻 169102 林怡貝176454 黃珮茹163030 蔡宛庭 181038
028 梁垠森 1310026 梁垠森 1310026

下午

2F
204 蔡宛庭 181038 江瑞興 1310053 林怡貝176454 徐　灩182458 江瑞興 1310053
2F
203 江瑞興 1310053

夜間

2F
204 江瑞興 1310053 林中一 180285 江瑞興 1310053
028 梁垠森 1310026 梁垠森 1310026 梁垠森 1310026

一般內科
上午 010

1/5.19 看診

許瑛敉 131624
骨質疏鬆特別門診

蕭凱鴻182672
1/14.28 看診

蕭凱鴻182672
下午

2F
201 劉青山2 6 6 0 2

胸腔內科
咳嗽、咳血、氣喘症、肺結核、肺腫瘤、肺炎、

胸悶、呼吸道異物取出、支氣管炎及支氣管

擴張等各種肺部疾病、類流感。

上午 009 趙守典 1310006 陳煥威 1310011 趙守典 1310006
9:00 看診

林慶雄 4 7 8 2 2 趙守典 1310006
1/7.14 看診

趙守典 1310006
下午 009 詹博強 1310052 趙守典 1310006 詹博強 1310052 林聖皓112364 陳煥威 1310011
夜間 009 陳煥威 1310011 趙守典 1310006

神經內科【限 18 歲以上患者】

頭痛、癲癇、中風、半身不遂、肌力減退喪失、

肢體無力麻木、腦炎、腦膜炎、肌肉病變、

各種神經痛、不自主運動、失語症、意識障

礙、痴呆、暈眩、腰酸背痛、眼球運動障礙、

顏面神經麻痺、失眠。

上午
2F
201 林志明166110

9:00 看診

陳大成 6 7 4 8 2 羅敏智 5 5 9 0
腦中風、頸超特別門診

林志明 166110
9:00 看診

孫穆乾9 1 4 4 3 張振書8 9 7 0 2

下午
2F
201 陳大成 6 7 4 8 2 李佳儒170476 劉青山2 6 6 0 2 陳彥中 180300

限 16 歲以上

張凱茗146903
夜間

2F
201 巫錫霖1 4 1 3 2

感染科 上午 010
1/5.19 看診

許瑛敉 131624
腎臟內科
腎功能異常、高血壓、糖尿病腎病變、腎臟炎、

血尿、尿蛋白、水腫、尿毒、腎結石、尿路感染、

電解質不平衡、各種藥物及農藥中毒。

上午 007 楊　郁 2 2 1 9 楊　郁 2 2 1 9 文耀閣4 5 4 4 0 趙桓農 1310008

下午 007
1/10 看診

邱炳芳 6 8 5 0 5 趙桓農 1310008

心臟內科【限 18 歲以上患者】

心悸、心臟無力、高血壓、胸悶、心絞痛、心律不

整、先天性心臟病、風濕性心臟病及心臟血管方面

之疾病。

上午

007 楊伯達1350069

030 蔡正道 1310013 王聖云175880 陳宏德 1350201
1/5.19  9:00 看診

陳清埤7 2 8 0 9
限 16 歲以上

黃宏凱120656

下午

029 楊淵博140382

030
楊伯達1350069

1/3.17.31 看診

楊淵博140382
限 16 歲以上

廖英傑 182818 黃靜惠2 8 0 7 1 蔡正道 1310013
1/10 看診

夏建勳4 5 4 2 1
肝膽腸胃科
腹痛、腹脹、腹瀉、大便不規則、食慾不振、腸胃

功能障礙、胃潰瘍、吐血、吞嚥困難、肝炎、胃腸

肝膽胰腫瘤、肝功能異常、肝膽結石。

上午

029 林國川1310611 林國川1310611
1/5.19 看診

徐友春7 7 1 4 9
023 楊承達149054 黃彥斌 1310015 王愛軍1350097 王愛軍1350097

下午 023 黃彥斌 1310015 黃彥斌 1310015
夜間 023 黃彥斌 1310015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糖尿病、高血脂症、甲狀腺、腦垂腺、肥胖症、

代謝症候群、各種內分泌疾病、骨質疏鬆症

胃上腺等。

上午
029 林國川1310611 林國川1310611 郭力源1350265 鄭畬方（007 診）

1 4 3 9 8 9

006 林世鐸 1/3.17.31 看診
91633 許上人6 7 7 8 1 杜思德1 0 8 3 6

下午 006 許上人6 7 7 8 1
1/5.19 看診

王舒儀 限 18 歲以上
8 6 7 6 1

蘇矢立 8 9 9 3 3

過敏免疫風濕科【限 18 歲以上患者】

自體免疫疾病、全身性紅斑狼瘡、無緣無故發燒、血管炎、硬皮症、

乾燥症、皮肌炎、慢性關節炎、類風濕關節炎、風濕關節疼痛、多

發性肌纖維炎、肌筋膜炎疼痛症候群、退化關節炎及痛風。

上午 010 劉昭韓 182057 洪明暉 181505 蕭凱鴻182672
1/14.28 看診

蕭凱鴻182672
下午 010 田雅之 143973

感冒、氣管炎、肺炎、腸炎、肝炎、腎孟炎、膀胱炎、

骨髓炎、蜂窩組織炎、腦膜炎、不明熱、性病等。

漢 銘 基 督 教 醫 院 門診時間表
C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1月



一、預約掛號時間：
　　星期一～星期五 每日上午 8 : 00 ～夜間 8 : 30
　　星期六、日     每日上午 8 : 00 ～下午 4 : 00

二、24小時急診

三、受理一個月內預約掛號

四、一般門診時間：
　　上午 8 : 30 ～ 12 : 00
　　下午 2 : 00 ～ 5 : 00
　　晚間 6 : 00 ～ 9 : 00

門 診 時 間 表門 診 時 間 表

— 2023 —

1 月

漢基　　彰基 交通車時刻表漢基　　彰基 交通車時刻表

※以下交通時刻表，遇門診停診時則停駛，不便之處敬請

見諒。

※乘車地點：

1.●漢基接駁車、●彰基接駁車：請於大門外候車。

2.特約計程車：如有需要時，請向大門警衛叫車 (大衛車

隊 )。

週一～五（上午）週一～五（上午）
漢基 → 彰基 彰基 → 漢基

● 08 : 10 ● 07 : 10
● 08 : 30 ● 08 : 00
● 08 : 50 ● 08 : 25
● 09 : 20 ● 09 : 25
● 09 : 50 ● 10 : 00
● 10 : 50 ● 10 : 25
● 11 : 20 ● 11 : 35
● 12 : 10 ● 12 : 00

－ ● 12 : 25
週一～五（下午）週一～五（下午）

● 13 : 20 ● 13 : 50
● 13 : 35 ● 15 : 00
● 14 : 50 ● 15 : 25
● 15 : 50 ● 16 : 25
● 16 : 20 ● 17 : 00
● 17 : 10 ● 17 : 25

週六（上午）週六（上午）
● 08 : 30 ● 07 : 10
● 12 : 35 ● 11 : 00

電話掛號專線：04-7112888 
總 機 電 話：04-7113456 
讚美 /申訴電話：0809-055215

彰基．漢基 醫療    距離零

漢 基

層級別
西醫門診 急 診

部分負擔 掛號費 部分負擔 掛號費

醫學中心 420 120-150 450-550 250
區域醫院 240 120 300 200
漢基醫院 80 100 150 150

省荷包！健康不打折

彰基主任級主任級醫師駐診

來漢銘基督教醫院
拿彰基的藥：

部分負擔只要 8080 元，
至少可省 340340 元。

漢 基

P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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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基
停車場

漢基
停車場

永 和 豆 漿

麥 味 登

中

興

路

中 山 路 往 花 壇 員 林 >

成人健康檢查成人健康檢查

  首篩族首篩族  快來報到！快來報到！

國健署 免費 成人健康檢查，
       別讓您的權益睡著了！

符合
資格

注 意
事項

．具有健保身分．具有健保身分
．年滿 40 歲 ( 含 ) 每三年一次．年滿 40 歲 ( 含 ) 每三年一次
．年滿 65 歲 ( 含 ) 每年可檢查一次．年滿 65 歲 ( 含 ) 每年可檢查一次

．於受檢前一天晚上十點之後，請勿再飲食，僅可以喝少量開水．於受檢前一天晚上十點之後，請勿再飲食，僅可以喝少量開水
．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

請洽漢銘基督教醫院 04-7113456 轉 8205 健康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