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別 星期六(診區)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一般內科(一般醫學門診) 曹正婷黃崇仁劉純君    胡昱勝   蔡宜潔   鄧秀琴▲施長慶   黃崇仁  許立翰  施長慶★謝炎堯 ★謝炎堯▲蕭慶祥   李昇聯  蕭慶祥▲王  詠 林金鵬許立翰▲蔡淑怡 李昇聯蔡淑怡李國賢劉純君蕭慶祥 江建緯鄧秀琴李國賢 江建緯曹正婷黃崇仁許立翰施長慶   胡昱勝  李昇聯▲蔡宜潔 曹正婷毛蓓領(第二診區)肝膽腸胃內科(第五診區)   梁中鼎※鄭尊義 葉惠中 葉惠中郭澤名 梁中鼎   郭澤名※鄭尊義 江建緯 (一般醫學門診)葉惠中 江建緯 (一般醫學門診)郭澤名 梁中鼎  胸腔內科(一般醫學門診) 黃崇仁 黃崇仁許立翰 許立翰 李國賢 李國賢 黃崇仁許立翰戒菸門診(一般醫學門診) 黃崇仁 黃崇仁許立翰 李昇聯 許立翰 李昇聯李國賢 李國賢 黃崇仁許立翰 李昇聯甲狀腺新陳代謝科(一般醫學門診) 周 璠許雅玲 許雅玲 ※阮理瑛   李昇聯  許雅玲※阮理瑛  李昇聯 周 璠許雅玲 ※阮理瑛 周 璠李昇聯  感染內科抗藥性篩檢門診(一般醫學門診)   鄧秀琴▲施長慶 施長慶 林金鵬    鄧秀琴★陳偉挺    (移植感染門診)

施長慶心臟內科(一般醫學門診) ※華皇道 胡昱勝 ★謝炎堯   ★謝炎堯  ※陳超群  ※華皇道  ※陳超群 ※華皇道  ※陳超群 胡昱勝腎臟內科(一般醫學門診) 蔡宜潔 ▲蕭慶祥 蕭慶祥 蕭慶祥 ▲蔡宜潔神經內科(一般醫學門診)  ※馮淑芬   ※馮淑芬 ★賴其萬      (第五診區) ※馮淑芬風濕免疫科(一般醫學門診) 曹正婷 曹正婷 曹正婷(第二診區)
����遺傳性癌症諮詢門診 �王   詠       (三樓健檢區)乳癌追蹤門診(婦女門診限女性) ※朱晨昕 ※陳詩蘋 ※朱晨昕※陳璇瑜 ※蔡淑怡 ※陳詩蘋 ※朱晨昕※陳詩蘋 ※ 王  詠※陳璇瑜 ※陳詩蘋 ※陳璇瑜 乳癌追蹤團隊醫師乳房篩檢門診(婦女門診限女性) 陳璇瑜 毛蓓領 任崇文鄧秀琴 王郁苓 莊惟凱 王郁苓血液與腫瘤內科(第四診區)    黃敬元   陳建廷   陳鵬宇  邱倫瑋  譚傳德※鍾奇峰        (婦女門診)

  林子軒  陳竹筠  吳茂青  黃國埕    陳建廷  吳茂青※陳新炫  邱倫瑋     (第五診區)※鍾奇峰     (第三診區)※褚乃銘      (婦女門診)
  陳鵬宇  譚傳德  鄭小湘   陳竹筠  黃敬元※褚乃銘   鄭小湘     (婦女門診)   林子軒※陳新炫★黃國埕  邱倫瑋     (第五診區)   林子軒  陳竹筠  黃國埕※鍾奇峰     (第三診區)   黃敬元   譚傳德※褚乃銘  邱倫瑋         (第五診區)    陳鵬宇    (婦女門診)

  鄭小湘  吳茂青  譚傳德    陳建廷※陳新炫※鍾奇峰     (第三診區)   陳竹筠  吳茂青※陳新炫
小兒血液腫瘤科(限三歲以上) 陳博文(第二診區) 陳榮隆(第四診區) 陳榮隆(第四診區) 陳博文(第二診區) 陳榮隆(第四診區) 陳博文(第二診區)

2021年 4月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門診表■ ■ ■ ■ 和信醫院代表號：02-66030011/02-28970011    ■■■■ 轉診專線：02-28962593

■■■■ 病人服務中心掛號/服務專線：02-66031177/02-28971177

■■■■ 癌症暨健康篩檢：分機3205-8、專線：02-28971133

■■■■ 排檢櫃台：分機1100  ■■■■ 藥品諮詢：分機1811  ■■■■ 住院櫃台：分機3927-8  ■■■■ 營養諮詢：分機1918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門診表之註記說明與備註：
1.此為當月常態的門診表，若遇醫師個別臨時異動，需以當日門診掛號為準。門診時段：上午09:00-12:00，下午13:30-17:00。
2.特殊符號說明：※：限本院病人 ★ ★ ★ ★：限醫師約診    ����：自費門診 ▲ ▲ ▲ ▲：內科部、外科部、放腫科與身心科教學門診                                                                                                        ：放射治療門診意指看診順序會配合病人治療時段安排，非治療中病人請儘量安排師其它門診時段。
3.本院為教學醫院，負有訓練醫事人員及實習學生的責任。若於醫療場合安排教學時，將由指導教師向您介紹受訓人員   並徵得您的同意方得進行。
4.鐳223評估門診預約專線：02-66030073
5.健康醫學門診預約專線：02-66031234
6.本院身心科或神經內科可接受失智症相關困擾與症狀之掛號。

 ⊕

 /游佳瑜 (教學門診) /張宸嘉 (教學門診)  /侯宇霖 (教學門診) /李育銘 (教學門診)  /王澤宇 (教學門診)

7.診區樓層位置：



科別 星期六〈診區〉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一般外科(乳房外科)(第二診區) ▲魏宏光 蔡紫蓉 ▲程宗彥 ▲魏宏光   李直隽         (婦女門診)   蔡紫蓉  李直隽       (婦女門診) ▲魏宏光    李直隽         (婦女門診) ▲程宗彥   蔡紫蓉  乳房外科(婦女門診限女性) ▲余本隆 ★陳啟明 李直隽 李直隽 余本隆 陳啟明 李直   余本隆婦科(婦女門診限女性)   王宗德 王宗德 林德熙 洪啟峰 王宗德吳依誠 林德熙洪啟峰 林德熙 林德熙洪啟峰 ★洪啟峰 ★王宗德泌尿科(第三診區)    許志魁▲林育鴻 張樹人 楊聯炎 許志魁 張樹人 ▲林育鴻   楊聯炎▲林育鴻   許志魁 張樹人 楊聯炎 泌尿專科醫師直腸外科(第四診區) 黃一平 ▲朱俊合 ▲陳建志 ★▲陳建志 黃一平 ▲陳建志 ▲朱俊合 黃一平胸腔外科(第五診區) ▲施志勳 劉家全 ▲施志勳 劉家全頭頸外科(第五診區) 滕宣德(含戒檳門診) 滕宣德(含戒檳門診) ▲林敬原 林敬原(鼻咽癌/下咽癌追蹤診) ▲滕宣德   (含戒檳門診) 黃馨儀滕宣德(含戒檳門診) 林敬原   黃馨儀  林敬原(口腔癌追蹤診)耳鼻喉科(第五診區) 林芳瑩 林芳瑩 許信德 林芳瑩  整形外科(第五診區)    莊樹揚▲陳呈峰     (第二診區) 莊樹揚 ▲陳呈峰     (第二診區) ★林秀峰    (婦女門診) 莊樹揚林秀峰 ▲陳呈峰     (婦女門診) 林秀峰神經外科(第五診區) ▲陳一信 王正仁 王正仁 陳一信 陳一信 (第四診區)骨腫瘤外科(第五診區) ※黃麟智眼科(第五診區) 高惠娟 高惠娟 高惠娟 高惠娟牙科(第五診區) 羅得晉李偉睿 羅得晉李偉睿鄧富元 賴翰堂李偉睿鄧富元 賴翰堂羅得晉鄧富元 羅得晉李偉睿   羅得晉  李偉睿★鄧富元 賴翰堂李偉睿鄧富元 賴翰堂羅得晉 羅得晉李偉睿 羅得晉李偉睿 李偉睿 (第四診區)癌症疼痛門診(一般醫學門診) ※彭文玲放射腫瘤科(放射腫瘤門診) 莊惟凱鍾邑林    吳佳興  簡哲民 任崇文吳佳興  劉名浚 鍾邑林 蔡玉真  劉名浚  蔡玉真   簡哲民   吳佳興  簡哲民   劉名浚  蔡玉真   鍾邑林  鄭鴻鈞 (4/10、4/30)   蔡玉真★鐳223評估門診(一樓核醫科) ★李佩瑛 ★黃玉儀緩和醫療科 ※吳柏澍   (第三診區)

※張志偉   (第四診區)

※吳柏澍    (第三診區)

※張志偉(一般醫學門診)    ����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門診
            (二 樓) �莊永毓         (4月7日)

�吳柏澍       (4月21日)身心科限本院癌症病人(門診治療室) ※林帛賢 ※莊永毓 ※▲莊永毓※▲鄭致道 ※林帛賢 ※★王金龍 ※莊永毓 ※鄭致道 ※林帛賢復健科(第五診區) ※王郁苓 ※王郁苓 ※彭薏雯(4/14、4/28)
����營養諮詢(第三診區) ※�王麗民
����健康醫學(教研B1健康醫學中心)  �李昇聯體能體位健康管理飲食健康管理  �李昇聯體能體位健康管

星期五

院址：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代表號：02-66030011/ 02-28970011病人申訴電子信箱：patientservice@kfsyscc.org    病人申訴：分機3922

2021年 4月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門診表
 
 1月  1日元旦    2月11日除夕
 2月12日初一    2月13日初二
 2月14日初三    4月3-4日清明
 6月14日端午    9月21日中秋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醫院休診日醫院休診日醫院休診日醫院休診日

⊕ ⊕

和和和和信信信信病病病病人人人人平平平平台台台台APPAPPAPPAPP 醫醫醫醫院院院院網網網網址址址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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