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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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上午08:30-12:00 

            週二、四、五下午1:30-4:30 

日期 星期 指導老師 診間 R PGY
Intern

SubIntern
Clerk

12月1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鄭鼎耀8800 劉承翰9862

12月1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3403診(上午) 王亭婷8644 王瑋辰9325

12月1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陳彥廷8756 蔡昀翰9350

12月1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洪士恆8714 邱士育9892

12月1日 二 黃盈綺 三門診4樓3405診(上午) 宋偉廷6276 李則翰8473 陳萱齊9915

12月1日 二 齊振達 三門診4樓3405診(下午) 徐嵩庭8494 王思源9346

12月2日 三 林晉宇 三門診3樓3307診(下午) 許捷8745 彭子瑋9917

12月3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林奕廷8482 張正暘9903

12月3日 四 蔡明村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潘俊傑3548 陳庭榕8513

12月3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傅家駒6263 王欣寧8459

12月3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10診(下午) 林冠佑8481 林琯翰9329 孫若紜9902

12月4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林益庭6258 曾于庭8515

12月8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陳妍彣8509

張婉芸8737
12月8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3403診(上午) 李安富8693 鄭瑋宸9747

12月8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洪士恆8714 陳韋明9287

12月8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許祐瑄8744
許懷朔9945

江偉綱9944
12月9日 三 林晉宇 三門診3樓3307診(下午) 詹承翰6389 郭蘋萱8508

12月10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黃柏翰1745 李佳翰8654

12月10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林廷諭4219 黃雅筠8521

12月10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10診(下午)
陳彥廷8756

劉思妤8528
吳欣倪9879

12月11日 五 陳涵栩 二門診3樓2316診(上午) 林釆榆8479 洪千睎9264

12月11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黃冠榕6274 張彥安8501

12月15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3403診(上午)
李佳晉8652

吳俊逸8649
12月15日 二 孫易暄 三門診4樓3405診(上午) 賴冠璋6293 何青衞9343 鐘昱淵9940

12月15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鍾皓如8796 陳星元9673

12月15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黃彥霖8684
張家瑜9904

宋欣樺9826

12月15日 二 齊振達 三門診4樓3405診(下午)
王又纖8456

巫峻宇8715
12月17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郭鈞育6251 簡淳羽8797

12月17日 四 楊智宇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高峻閔8497

陳曉萱8762
12月17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盧紀婷5398 歐陽彣昱8532

12月17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10診(下午) 朱純正8692 王厚鈞9336
蔡宗佑9808

12月18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魏嘉德6299 柯彥廷8488

12月22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呂定恆8469

汪玟君8474
12月22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3403診(上午) 黃煜博8770 黃偉豪9924

12月22日 二 黃盈綺 三門診4樓3405診(上午) 傅雅涵6275 聞遠志8527 王郁晴9816

12月22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陳柏廷8757

李宜衡8657
陳家源9338

12月24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周育德6282 吳欣倪9879

12月24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吳宜鴻6300

12月24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10診(下午)
田光昕8704

王思源9346
萬瑞峯9928

12月25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張佳平8499 劉泰毅9686

12月25日 五 王維庭 三門診3樓3307診(下午) 柯富翔6395 蔡佳叡8533

12月29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周睿頤6281 蔡濟伍8697

12月29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3403診(上午)
陳彥安8512

李芃諭8472
12月29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林冠佑8481 曾宇璿9852

12月29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蔡友蓮5368 李宜衡8657

12月29日 二 黃盈綺 三門診4樓3405診(上午) 劉依彤8776 何寬耘9946

12月29日 二 齊振達 三門診4樓3405診(下午) 劉柏岑8777 鄭怡柔9341

12月31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張閔期9210 徐尉淳9803

12月31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劉沅鑫9263 劉桓甫9931

12月31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10診(下午) 鍾皓如8796 歐陽妙盈9743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內科部教學總醫師 吳佩珊 (分機7501, 8#1729)

民國一零九年十二月內科教學門診排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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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