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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週一、二、四、五上午8:30-12:00(蔡維禎醫師為0900開始、柯博伸醫師為0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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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李侃霖9828

黃立綱9921

3月2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3403診(上午)
徐尉淳9803

梁又文9847

3月2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沈思年9831

陳品均9912

3月2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林于翔9885

齊夫9861

3月2日 二 齊振達 三門診4樓3405診(下午)
盧思杰9866

李侃霖9828

3月4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林賢鑫8729
羅祥9871

黃怡璇9805
3月4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邱哲安6277 李瑋宸8721 蔡秉峰9213

3月4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10診(下午) 林晏瑜8483
吳奕潔9611

鄭仲翔9745

3月5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黃冠榕6274
沈亮羽8475

張祐維8502
3月5日 五 劉至民 三門診3樓3307診(下午) 李佳儒6254 林郁峰8689 邱愷諺9761

3月9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林慕雲8662
王靖翔9819

蔡昕岑9942
3月9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3403診(上午) 賴冠璋6293 陸威錡8763

3月9日 二 張天恩 三門診4樓3405診(上午) 傅苡倉6279
李姿穎8720

林廷駿8478
3月9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黃品翔6298 高士勛8733 丁郁馨9814

3月9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成協真8463 李耿昇9829

3月11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張祐寧6284 楊景涵8526
3月11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傅雅涵6275 張鈺廷8505
3月11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10診(下午) 王允翬8457 王芷焄9610

3月12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王喻玫8460

林書聿8484
3月12日 五 劉馨惠 三門診3樓3307診(下午) 柯彥廷8488 阮凌川9883
3月15日 ㄧ 陳涵栩 二門診3樓2316診(上午) 陳逸安6278 顏郁珊9755 王紹承9818
3月16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吳杰儒8648 鄭仲翔9745 林冠廷9887

3月16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3403診(上午) 曾彥文8666 周郁勛9710
3月16日 二 孫易暄 三門診4樓3405診(上午) 黃柏翰1745 廖品鈞9681 莊皓凱9848

3月16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黃博御8520
戴婷立9937

曾宇璿9852
3月16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高士勛8733 黃奕愷9856
3月16日 二 齊振達 三門診4樓3405診(下午) 陳昱甫6384 阮鼎鈞8723 邱愷諺9761

3月18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蔡明軒8696

張新荷8504
黃玠淳9764

3月18日 四 楊智宇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謝秉翰6253 官芸菡9652 徐恩杰9844

3月18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陳怡仁6252
黃聖文8671

張佳平8499

3月18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10診(下午)
劉純卉8780

李文雅8471
周竑廷9759

3月19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朱貫易8465 吳京育9823

3月23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鄭丞廷8791

曾子瀚8765
廖晴9859

3月23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3403診(上午) 柯富翔8386 許育綾8743 鄭羽荃9746

3月23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宋偉廷6276 王允翬8457

3月23日 二 楊振昌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黃博御8520

徐湘婷8493
3月25日 四 蔡維禎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葉勇呈6260 柯宇謙8663 陳亭如9851

3月25日 四 林炯熙 三門診5樓3562診(下午)
王盈湘8701

徐嵩庭8494

3月25日 四 張景智 三門診4樓3410診(下午)
成協真8463

李欣恬8719
藍子軒9239

3月26日 五 柯博伸 三門診5樓3561診(上午)
洪紹恩8491

謝邑東8677

3月26日 五 劉馨惠 三門診3樓3307診(下午) 簡玉珊9352
羅祥9871

王紹承9818
3月30日 二 楊盈盈 三門診5樓3562診(上午) 李玟軒9351 洋愷成9897
3月30日 二 李偉平 三門診4樓3403診(上午) 鄭瑋宸9747 邢懷安9800
3月30日 二 黃鈴茹 三門診5樓3561診(下午) 劉純卉8780 賴重光9688

3月30日 二 齊振達 三門診4樓3405診(下午) 游智皓9729 柯法瑄9840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內科部教學總醫師 吳啓榮 (分機7501, 8#1699)

民國一一零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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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學門診時間請住院醫師/PGY、UGY自向本科主治醫師、住院醫師以及病房報備；並請同科住院醫師/PGY、

UGY相互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