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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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日 一 陳涵栩 二門診3樓2316診(上午) 呂定恆8469 劉佳妮9564 趙璿9683

3月3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楊景涵8526 蔡昀真9568 陳力齊9721
3月3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一般內科3403診(上午) 紀柏成8325 莊明峻9498 涂永芳9661
3月3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曾于庭8515 方士毓8346 李欣恬9373 謝語芯9692
3月3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蘇怡文8539 蔡佾廷8341 吳政寬9533 廖晟彥9682
3月5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鍾事達8446 尤承恩9471 楊家安9734
3月5日 四 楊智宇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郭蘋萱8508 劉定昕8434 陳若晴9506 伍錫孝9698
3月5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杜維剛8318 廖修誼9586 陳奎佑9672
3月5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64診(下午) 何玉倩8355 林昱廷8320 林賢鑫9378 廖庭緯9738
3月6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余倬慧8357 郭常靜9500 洪子傑9714

3月10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湛政中8417
郭俊孝9110

邱威程9542

3月10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一般內科3403診(上午) 張雅婷8503 林鈺涵8383
楊媃媗9168

林如蔚9577
3月10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許力山8398

3月10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沈彤9708

3月12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游臻8415
林芝儀9619

吳若炘9534

3月12日 四 楊智宇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劉品均8340
劉宇鈞9620

張麟溱9584

3月12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盧柏瑞8440
陳浩天9622

許捷9590
3月12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64診(下午) 洪雋恆8387

3月13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秦郁晴8392
鄧奉芸9570

吳柏毅9480

3月17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何宥辰8314
王辰嘉9523

陳念慈9165
3月17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一般內科3403診(上午) 李蓁8373 徐千婷9382 楊采旻9766
3月17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何玉倩8355

3月17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詹承翰8429
蔡喬伊9687

趙鈞仰9684
3月19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劉松鈞8339 胡中瀚9468 賴真吾9750

3月19日 四 楊智宇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區嘉宏8396
史康藍9475

陳彥宇9505
蘇意翔9757

3月19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郭芷吟8400 張霖宏9552 呂鈞瀚9703
3月19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64診(下午) 許力山8398 洪聿琦8489 吳承澔9477 黃靖博9732

3月20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黃睿慈8522
陳韻竹9424

李若瑜9537
戴文徵9751

3月23日 一 陳涵栩 二門診3樓2316診(上午) 劉家甫8530
張瑋麟9383

林尚緯9540

3月24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江謙8466 姚芊卉9492
陳佑承9668

王睿遠9697

3月24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一般內科3403診(上午) 林祖丞8321
柯方鈞9413

李育銘9392
黃詩婷9731

3月24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蘇怡文8539 陳俐曄9425

3月24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蘇揚欽9694

陳芊妤9669

3月26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呂紹安8364
盧億9515

劉冠廷9364

3月26日 四 楊智宇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鄭菀韻8537
賴昱鈞9518

李瑋宸9485

3月26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湯仕安8418
林昌恩9328

李承祐9887
3月26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64診(下午) 曾于庭8515
3月27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楊雨潔8428 賴致勻9397 陳信宏9723

3月31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林書聿8484
王宣仁9472

王澤宇9526

3月31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一般內科3403診(上午) 林晏瑜8483
劉依彤9388

葉昉昇9360
劉泰毅9686

3月31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洪雋恆8387

3月31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林岑音9654

徐蒹葭9658

邱子容9713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內科部教學總醫師 陳玟均 (分機7501, 8#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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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一零九年三月內科教學門診排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