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2月門診時刻表 
門診部(中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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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第一診間      

 

2F第一診間  李彥鋒 吳永富 鄭凱仁 黃耀進 
(老人特別門診)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李添浚 謝定宏 李添浚  梁志頌 
(教學門診) 

2F第三診間 楊蕙年 
(兒童青少年)                   馬靖超  楊蕙年 

(教學門診)  李彥鋒 

3F第四診間 彭柏瑞  古世傑 許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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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家勉 
(家醫科) 

(含戒菸門診) 

陳家勉 
(家醫科) 

(含戒菸門診) 
牙科 2F牙科診間 陳人豪 杜濬清 杜濬清 陳人豪 陳人豪 

 
 

 1F第一診間   曾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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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皓名 羅時茂 江國棟                         鄭凱仁 
(兒童青少年） 

2F第二診間 
朱軒德 
(rTMS) 許崇智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網路成癮門診) 高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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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世傑 
(含戒菸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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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濬清 杜濬清    

晚上  
    

18：30 
 │ 

21：00 

身心科 

1F第一診間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2F第一診間 黃耀進 楊立光/鄒輝穎 
(兒童青少年) 

彭嘉和 
(含戒菸門診)     曾志傑 

(含失眠門診)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張廷碩 
(兒童青少年/網路成癮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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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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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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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裕庭 江國棟 黃仁弘 
(含戒菸門診)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第二診間 
馬靖超 
(含戒菸門診) 楊皓名  朱軒德 

(rTMS)  
 

第三診間 楊皓名 古世傑 
(含戒菸門診) 

彭嘉和 
(含戒菸門診) 
(網路成癮門診) 

吳永富 
(含戒菸門診) 
(心理治療晤談) 

馬靖超 
(含戒菸門診) 林明瑋 

第四診間 
周銘坤 
(神經內科)  

曾志傑 
(含失眠門診)(含戒菸門診) 

(護生教學診) 

古世傑 
(含戒菸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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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志頌 
(居家治療/特約診) 

朱軒德 
(居家治療/特約診) 

馬靖超 
(居家治療/特約診)   

楊立光 
(居家治療/特約診) 

彭柏瑞 
(居家治療/特約診) 

曾志傑 
(居家治療/特約診) 

高廉程 
 (居家治療/特約診)  

 
家庭醫學科 第二診間   陳家勉 

(家醫科)(類流感門診) 
劉崢偉 

(家醫科/心臟內科)  陳家勉 
(家醫科) 

牙科 第四診間  陳人豪    杜濬清  

下午  

 

 

14：00 

│ 

16：30 

身心科 

第一診間 戴月明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 
(含戒菸門診) 

鄭凱仁 
(兒童青少年) 黃耀進 林明瑋  

第二診間 張廷碩 高廉程 彭柏瑞    

第三診間 黃仁弘 吳永富 楊斯年 楊斯年 李彥鋒  

第四診間  鄭宇明 
(02/04、02/18)  許崇智   

第五診間 
(急掛區) 

曾裕庭 
(居家治療/特約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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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彥鋒 

(居家治療/特約診) 
楊蕙年 

(居家治療/特約診) 
朱軒德 

(rTMS/特約診) 

鄭凱仁 
(居家治療/特約診) 

黃仁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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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身心科)(含戒菸門診)   彭嘉和 
(含身心科)(含戒菸門診) 

 

家庭醫學科/

內科 
第二診間    曾今坤 

(家醫科/心臟內科) 
邱勝博 
(新陳代謝科)  

牙科 第四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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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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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院訊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Beitou Branch 復刊第九十三期 

民國 109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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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司令部政戰主任楊安中將特於農曆春節前夕，親至本院
探視住院官兵且表達關心慰問之意，除感謝本院醫護同仁此
期間視病猶親之細心照護外，並致贈加菜金以慰問同仁之辛
勞，由院長楊斯年上校代表接受。 

本期重點: 
[特別報導]：108 年度國防部優良軍醫績優人員–楊立光主任獲獎感言。 
[重要公告]：醫療設備更新資訊–經顱磁刺激儀、生理回饋儀。 
[本院醫師介紹]：梁志頌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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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8935869 轉 12。 

★國軍自殺防治中心 24 小時專線服務電話 0800-395-995，有精神科專科
醫師、心理師、社工師及職治師為您服務，請多加利用，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關心您!  



〜悠悠十五載，戀戀北投情〜 
108年度國防部優良軍醫獲獎感言 

民診處 楊立光中校主任 
 

每年國防部軍醫局均會透過轄下各醫療單位的推薦，遴選年度的優良軍醫，並

安排在 11 月份到國防部接受表揚，108 年度的優良軍醫表揚大會，剛好在 11 月 12

日醫師節，特別顯得意義重大，今年在院內長官及同仁的推薦下，獲得了國防部優

良軍醫此一獎項，實感萬分榮幸!自民國 93 年來到北投醫院，轉眼間已經過了 15

個寒暑，深深覺得北投醫院是一個溫馨、知性又充滿人情味的地方。 

當初踏入北投醫院，其實是懷著忐忑的心情，但是過了幾天之後，發現這裡是

一個很溫馨的所在。這幾年跟病友們互動下來，會覺得病友們著實單純可愛，生病

了只是在生命的某些時間點陷落了而受苦著，身為精神科醫師何其有幸，病友們願

意把他們心裡面可能是最痛苦晦暗、真真實實的生命經驗，帶到診間、病房來跟我

們娓娓訴說，而我們大部分只是陪伴、傾聽，也許在透過些許精神醫療專業的協助，

陪伴病友走過生命的低谷。回頭看來，過程總是辛苦，結果卻是甘甜的。 

北投醫院雖處臺北市的邊陲，卻有著充足的精神醫學養分，在學習的過程中，

各精神次分科的師長們，都是一路提攜我，也是我長期效法模仿的典範；此外還有

精神護理、心理、職能治療、社工等不同科室，同仁們在我一路成長的過程中，從

來都不吝給我意見與指導，而且在共同照顧病人的過程中，也提供了多面向的觀

察，讓我能更廣泛的思考，這正是在精神科中很重要的訓練元素。 

另外北投醫院也是非常鼓勵同仁進修的，我在院部長官的支持與同仁的協助

下，有機會到台大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進修，也參與了美國醫療策略領導軍官班的

訓練，這樣的學習機會，都大大了增廣了我的視野，也讓我更有信心為病友提供更

好的精神醫療服務。長期在精神科專科醫院工作，讓我覺得最幸福的事是這裡有滿

滿的人情味!同仁們互相的支持與鼓勵，常常是在遭受臨床工作挫折之後最好的解

方靈藥。工作忙不過來時，同仁都會不吝伸出援手；閒暇之餘，同仁們相約一起運

動、安排家庭出遊，為彼此灌注了滿滿的能量與活力。 

此次獲獎特別要感謝楊斯年院長的鼓勵與栽培，從院長身上讓我學習到一位精

神科醫師從臨床醫療踏入行政管理之後，每天為醫院長期發展殫精竭慮，期間所投

入的精神常是外人難以想像的；也要感謝一路上提攜照顧我的師長與同仁，師長們

對我總是有無比的耐心，同仁們總是鼓勵支持著我；還有要感謝曾經在生命中的某

些時刻與我相會的病友們，謝謝您們願意帶著生命故事來與我分享，我從您們生命

中學到、看到更多，也更能了解生命的

本質；最後要感謝我的父母與妻兒，父

母們總是相信我、支持我的決定，妻兒

們則是我最溫暖的後盾。 

  

 

【醫療設備更新資訊】 

後記:  
國防部優良軍醫頒獎典禮在民國 108年 11

月 12 日於國防部舉行，典禮主席為時任

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本文完成於民國

109年 1月 16日，沈上將已於 109年 1月

2 日因公殉職，謹以此文永懷沈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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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設備更新資訊】 
經顱磁刺激儀   醫療部提供 生理回饋儀   心理科提供 

在現在變化快速社會中，您是否覺得自身

適應能力逐漸下降，特別是在面對壓力時，所

感受到緊張、焦慮、身體不適、頭暈等狀態，

影像到您的情緒或人際關係變差，甚至造成失

眠的現象、而對自己失去信心。 

「生理回饋」是藉由生理回饋儀器，直接

觀察到自身生理現象，如：心跳、血壓、膚電

位等指標，藉由練習加以調整某些生理活動，

改善身心、壓力、焦慮引起的不舒服，作為達

成身心一致狀態。本院臨床心理師們將提供指

導、藉由儀器顯示，配合肌肉放鬆、認知訓練、

冥想、社交技巧讓您在生理回饋的協助下找到

與身體共處的方法，達到身心健康。 

 且本院心理科在院方支持下，為提供更高

品質及高效率的治療成效，於 108年 7月更新

儀器，同時也增加門診生理回饋治療時段，於

每周三下午 14：00 - 16：30 於門診部(臺北

市北投區中和街 250 號)及院本部(臺北市北

投區新民路 60號)，於週四下午 14：00 - 16：

30，無須預約可直接進行。 

【本院醫師介紹】 

梁志頌 醫師  
現職：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老人精

神科主任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經歷：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住院醫師/總醫師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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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助理教授 

專長： 

失智症及各類精神及情緒困擾 

藥物及酒精成癮戒治 

勵志嘉言： 

讓三總北投分院全體醫療人員陪伴您經歷不可承

受之輕，重新迎向陽光，擁抱生命。 

門診時間： 

(中和街)：星期一上午及晚上、星期五上午 

(新民路)：星期三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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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