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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週一、二、四、五上午8:30-12:00(蔡維禎、柯博伸醫師為0900開始) 門診連絡電話: 7412
            週二、四、五下午1:30-4:30 

日期 星期 指導老師 診間 R/PGY R/PGY SubIn/Clerk

10月1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林昱廷 8320
李宛靜 8369

王又纖 8456 吳婉寧 9408

10月1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一般內科3403診(上午) 白紹玉 8350 吳仲勤 8467 吳雅筑 9411
10月1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林妏霙8378
10月1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盧昱佑8342
10月3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林柏廷 8380 徐湘婷 8493 林明慧 9377
10月3日 四 楊智宇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關診 關診 關診
10月3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詹承翰 8429 陳冠蓉 8511 王晨心 9525
10月3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64診(上午) 陳倩8409
10月4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謝秉耕 8445 王韻涵 8462 林泰宇 9490

10月8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林鼎軒 8324
林奕廷 8482

黃雅筠 8521 陳芷鈴 9100

10月8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一般內科3403診(上午) 江英吉 8352 周克縉 8476 張詠晴 9107
10月8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劉傑生9389
10月8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劉依彤9388

10月15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林福民 8384
盧昱佑 8342

邱斐然 8485 鍾竣宇

10月15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一般內科3403診(上午) 陳均嘉 8331 高偉倫 8498 吳伊婷
10月15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李宛靜8369
10月15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林子鈞9375
10月17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曾弘鼎 8337 張新荷 8504 盧雅娣
10月17日 四 楊智宇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陳雍欣 8410 林廷駿 8478 翁唯澤
10月17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魏嘉德 8452 朱宇薇 8464 曾義翔
10月17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64診(上午) 林妏霙8378
10月18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童柏雅 8421 洪鴻 8492 李昱萱
10月21日 一 陳涵栩 二門診3樓2316診(上午) 陳俊瑛 8333 游暄萱 8516 薛丞勛

10月22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戴正群 8442

陳倩 8409
張彥安 8501 董書妤

10月22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一般內科3403診(上午) 徐大鈞 8389 陳妍彣 8509 楊承哲

10月22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李品嫺 9641
薛孟書 9690

10月22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溫立先 9735
黃重嘉 9679

10月24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湛政中 8417 黃致穎 8519 江奕寬
10月24日 四 楊智宇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邱斐然 8485 楊育彰 8525 許淳惠
10月24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高偉倫 8498 王又纖 8456 梁靜荔

10月24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64診(上午)
林奕廷 8482
曾偉婷 4326

10月25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張新荷 8504 徐湘婷 8493 林芷平
10月29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林廷駿 8478 黃雅筠 8521 宋崇銘
10月29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一般內科3403診(上午) 朱宇薇 8464 陳冠蓉 8511 林宗德

10月29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李岳倫 9640
吳芷敬 9702

10月29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余文庭 9700
尹倩彥 9644

10月31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游暄萱 8516 吳仲勤 8467 易廷杰
10月31日 四 楊智宇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洪鴻 8492 王韻涵 8462 翁唯澤
10月31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江英吉 8352 周克縉 8476 陳雅琪

10月31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64診(上午)
游凱翔 9728
李宗翰 9705
傅積垣 9727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內科部教學總醫師 呂學聖 (分機7501, 8#1791)
1. 請排至教學門診之住院醫師/PGY、UGY準時至指定地點向指導主治醫師報到。

民國一零八年十月內科教學門診排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