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4月門診時刻表 
門診部(中和街) 

 

 
科別 診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09：00 

│ 

11：30 

身心科 

1F第一診間   古世傑    

2F第一診間 周銘坤(神經內科) 周勵志 吳永富 鄭凱仁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李添浚 謝定宏 李添浚  梁志頌 朱軒德 

2F第三診間 楊蕙年(兒童青少年)                   馬靖超  楊蕙年  高廉程 葉柏寬  

3F第四診間 彭柏瑞   許崇智 
黃耀進/葉柏寬 

(老人特別門診)   
 

家庭醫學科 1F第一診間 
陳家勉(家醫科)  

(類流感門診)(含戒菸門診) 
陳瑞鴻 

(家醫科)(新陳代謝科) 
  陳家勉 

(家醫科)(含戒菸門診) 
陳家勉 

(家醫科)(含戒菸門診) 
陳家勉 
(家醫科) 

牙科 2F牙科診間      陳人豪 陳人豪  

  1F第一診間 
古世傑 
(含戒菸門診) 許崇智  戴月明(兒童青少年)  

(含戒菸門診)     

下午  
    

14：00 
 │ 

16：30 

身心科 

2F第一診間 吳永富(老人特別門診) 江國棟        羅時茂 江國棟                         鄭凱仁 
(兒童青少年）  

2F第二診間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 彭柏瑞 王育琛      

2F第三診間 高廉程 彭嘉和 黃仁弘        馬靖超 張國榮  
3F第四診間  楊皓名 心理/家庭評估    

 
3F生理回饋   放鬆減壓門診/ 

家族治療 自律神經訓練 家族治療 

家庭醫學科 1F第一診間        陳美音 
(家醫科/胸腔內科)   

牙 科 2F牙科診間 陳人豪 陳人豪 陳人豪 陳人豪    

晚上  
    

18：30 
 │ 

21：00 

身心科 

1F第一診間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曾志傑 
(含失眠門診) 

 
 
 

2F第一診間 黃耀進 楊立光/蔡喜箴 
(兒童青少年) 

彭嘉和 
(含戒菸門診)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張廷碩(兒童青少年) 黃仁弘 楊蕙年(兒童青少年)        
2F第三診間 王育琛 吳永富 彭柏瑞  張國榮 

3F第四診間  朱軒德     

家庭醫學科 1F第一診間   黃旭瑩                
(家醫科/小兒科)  

陳家勉 
(家醫科) 

(類流感門診) 
   

牙  科 1F第一診間 陳人豪         

院本部(新民路) 
時間  科別 診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09：00 

│ 

11：30 

身心科 

第一診間 曾裕庭 曾志傑 
(含戒菸門診) 

楊皓名 江國棟 黃仁弘 
(含戒菸門診) 

 

第二診間 
馬靖超 
(含戒菸門診) 楊皓名   曾志傑 

(含戒菸門診)(含失眠門診) 

第三診間 楊皓名 曾裕庭 彭嘉和 
(含戒菸門診) 

吳永富 
(含戒菸門診) 
(心理治療晤談) 

馬靖超 
(含戒菸門診) 

第四診間 高廉程 古世傑 
(含戒菸門診) 

曾志傑 
(含失眠門診) 

(含戒菸門診) 

古世傑 江國棟 
(居家治療/特約診) 

第五診間 
(急掛區) 

戴月明 
(居家治療/特約診) 

王育琛 
(居家治療/特約診)  

馬靖超 
(含戒菸門診/特約診)     

楊立光 
(居家治療/特約診)  

 

家庭醫學科/

內科 
第二診間  梁志頌 

(居家治療/特約診) 
陳家勉(家醫科) 

 (類流感門診) 
劉崢偉 

(家醫科/心臟內科)  

牙科 第四診間        

下午  

 

 

14：00 

 ～ 

16：30 

身心科 

第一診間 
戴月明 
(教學門診)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 

(含戒菸門診) 

鄭凱仁 
(兒童青少年)  黃耀進 許崇智 

第二診間 張廷碩  彭柏瑞 葉柏寬 李彥鋒 
第三診間 黃仁弘  吳永富 楊斯年 楊斯年   

第四診間   鄭宇明 
(04/02、16)  鄭凱仁 

(居家治療/特約診)   

第五診間 
(急掛區) 

 李添浚 
(居家治療/特約診) 

許崇智 
(居家治療/特約診) 

楊皓名 
(居家治療/特約診) 

黃耀進 
(居家治療/特約診) 

心理科  楊蕙年 
(居家治療/特約診)   放鬆減壓門診 

替代療法科 第四診間 
王育琛 

(含身心科) (含戒菸門診)  
李添浚 

(身心科)(含戒菸門診)  彭嘉和(含身心科) 

( 含戒菸門診) (教學門診) 

 
家庭醫學科/

內科 
第二診間  曾今坤 

(家醫科/心臟內科) 
    

(門診預約掛號電話：02-2895-9808中和街門診轉 603129；軍陣門診轉 603107院部 603106) 

第 3 頁 
 

 

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院訊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Beitou Branch 復刊第八十三期 

民國 108年 4月 1日 

發行人:楊斯年    審查:江國棟     總編:蔡文勳      編輯:歐素雯 

地址:112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 60號 電話:(02)2895-9808 網址:http://818h.mnd.gov.tw 

 

圖片說明：本院 70週年院慶活動，特邀陸軍專科學校石文龍將軍(左 7)、三軍

總醫院陳正榮副院長(左 6)、衛福部心口司諶立中司長(右 8)、臺北

市政府勞動局賴香伶局長(右 4)、長庚醫院王文堯董事(左 8)、國北

護李玉嬋院長(右 7)、前院長劉文健院長(左 5)、前院長張敏院長(左

3)等貴賓，與院內同仁共同合影留念。 

本期重點: 
[特別報導]：當媽媽，學著對自己更好；本院進用降血壓藥品公告。 
[本院榮譽榜]：108年護理科「病房年節佈置競賽活動」。 
[本院醫師介紹]：彭柏瑞醫師、許崇智醫師。 
[宣導事項] 
★本院為無菸檳醫院，院區內全面禁菸禁檳，請來賓勿於院內吸菸，謝謝您的
配合!  戒菸專線 28935869 # 12。 

★國軍自殺防治中心 24小時專線服務電話 0800-395-995，請多加利用! 



當媽媽，學著對自己更好！ 
心理科 林純竹主任 

    「哎呀，男人嘛，本來就不會啊，當媽媽的要多忍耐一點…」、「喔…做這些是

基本的喔！媽媽不都該這樣嗎？」、「哇…真好，你都不用上班，給老公養，小孩也

都乖乖的，真是輕鬆阿！」，不論時代多進步，這樣的耳語和觀點，始終會充斥在

身為母親的我們身上，好像永遠做得都是應該，永遠做得都不夠好，而夠不夠好，

自尊全仰賴先生的讚美，及旁人的評價。但夜深人靜時，在身體疲勞淹沒中，仍不

斷地會問自己，這麼做到底是為什麼，難道自己就真的這麼不值得嗎？ 

    「是的，不值得…妳不夠好…妳不值得被讚美…妳就是該這樣子做不停…」，

當這樣的話在腦中不斷反覆盤旋時，伴隨的就是內心的委屈、憤怒感，以及低落的

自我價值，不但影響親職互動，亦對夫妻關係埋下一個未爆彈。 

    曾幾何時，我們也該停下來，好好看看自己，那雙為了家庭操勞的雙手，那個

照顧小孩無法打直的腰桿，回到自己身上，好好的覺察我們自己的狀態，有意識地

來照顧我們自己的身體狀態。在我育嬰假期間，從一肩扛起全家的優越感，發現自

己原來很有當家庭主婦的能力，自以為把兩個小孩和全家都打理好，可以得到全世

界，但發現失去最多的是我對自己的照顧和覺察，反而累積了對另一半的怨懟。在

回歸上班的時間後，與個案們(媽媽們)工作的過程中，也會發現到，身為女性，仍

然在華人文化下，有許多不成文的規定及被要求，要承擔過多的責任。「或許現在

是個放手的好時機…」，因為忽視個人健

康，導致我雙手無力，但這也是一個將責

任重新分配的好機會，讓伴侶能夠正視這

個問題，並且將家務及育兒回歸到一個平

衡點，於是我開始積極復健，維護個人健

康，並且尋找休息放風的機會。 

    我發現到，身為母親這個角色，最大

的禮物，除了看到孩子健康成長，就是學

習如何好好照顧自己，給予自己合理的對

待和疼惜！ 

本院進用降血壓藥品公告 
藥事科 提供 

自 107年 11月起衛福部食藥署公告原料藥「Losartan」、「Valsartan」、「Irbesartan」
等相關製劑受致癌物「N-Nitroso-N-Methyl 4-aminobutyric acid (NMBA)」、
「N-Nitroso-dimethylamine (NDMA)」、「N-Nitroso-diethylamine (NDEA)」污染而下

架回收等情形；本院進用相關成分藥品均非公告回收品項，請民眾安心服用，切勿

自行停藥以避免血壓控制不穩。 

    如有藥品辨識問題，請洽本院藥師或醫師諮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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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賀!恭賀! 

108年護理科「病房年節佈置競賽活動」 

比賽結果出爐囉!! 
    為營造院內年節氛

圍，紓解住院病人年節思

鄉之情，護理科特舉辦「病

房年節佈置競賽活動」，經

各病房同仁及病人齊心熱

烈參與活動，透過委員們

評分，榮獲第一名為 3 病

房、第二名為 5 病房、第

三名為 22 病房。恭祝大

家新年快樂、平安健康。 

本院醫師介紹 

彭柏瑞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臺大兒

童青少年精神科受訓醫師、

台北榮總照會精神醫學受訓

醫師、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主治醫師 

專長: 

失眠、焦慮、恐慌、憂鬱、

躁鬱、思覺失調等各類精神及情緒相關困擾 

門診時間： 

(中和街)：星期一早上、星期三晚上、星期四下午 

(新民路)：星期三下午 

許崇智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陽明醫學

院腦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進

修中)、臺大兒童青少年精神

科受訓醫師、第三屆臺北市醫

師公會青年杏林獎、三軍總醫

院北投分院主治醫師  

專長: 

注意力衡量、自律神經檢測、身心壓力創傷處遇、失

眠、憂鬱症、焦慮症等各類精神及情緒相關困擾 

門診時間：  

(中和街)：星期二下午、星期四上午 

(新民路)：星期三下午、星期五下午 

【本院交通資訊】 

◎門診部地址：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250號 

捷運轉乘路線：搭乘淡水信義路線於北投站

下車，轉搭新北投支線，於新北投站下車

後， 步行約 5 分鐘即可到達，或於北投捷

運站搭乘『216』、『218』、『223』、『266』公

車，於中和街站下車。(如圖示)  

◎院本部門診、急診及住院地址：臺北市北

投區新民路 60號 

捷運轉乘路線：搭乘淡水信義路線於北投站

下車，轉搭新北投支線，於新北投站下車

後，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或於新北投

捷運站對面公園搭乘『小 22』、『小 9』公車，

於北投醫院站下車。(如圖示)

★本院院本部附有停車場歡迎開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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