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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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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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世傑 楊蕙年 

(教學門診)  李彥鋒 

3F第四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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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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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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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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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4 停診) 

3F第四診間 
古世傑 
(含戒菸門診)  心理/放鬆減壓門診/

家庭評估/家族治療    

3F生理回饋   曾裕庭 自律神經訓練 家族治療 

家庭醫學科 1F第一診間     林晉賢 
(家醫科))(含戒菸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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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0 停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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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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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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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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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7、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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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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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宇隆 
(04/06、04/20)   曾今坤 

(家醫科/心臟內科) 
邱勝博 
(新陳代謝科) 
(04/10 停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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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期間，若疾管局或衞福部政策異動，本門診時刻表將配合調整並公佈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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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院訊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Beitou Branch 復刊第九十五期 

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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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2 月 27 日舉行本院醫療大樓啟用典禮，邀請軍醫局副
局長張宏少將蒞院主持，醫計處處長吳勝堂上校、三軍總醫院
副院長陳正榮上校，與本院院長楊斯年上校共同進行揭牌儀
式，並期許本院醫護同仁賡續秉持醫學倫理，服務病患及同袍。 

本期重點: 
[防疫專欄]：溫泉治療介紹–泡溫泉可預防疾病與促進健康。 
[榮譽榜]：本院資深員工表揚。 
[新聘法律顧問]：龔維智律師。 
[新聘醫師介紹]：施宇隆醫師(腸胃肝膽科/內科)。 
[宣導事項] 
★因應 COVID-19 疫情，本院自 3 月 2 日起，暫停會客及住院病患請假
外出，直至疫情緩解，造成不便，請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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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專欄】–泡溫泉可以預防疾病與促進健康 
家醫科 陳家勉 主任提供 

溫泉浴的最主要功效在於促進健康與預防疾病，泡溫泉不僅是一個健康概念，

更是促進健康的動力 ! 而這種概念與動力是可以量化與評估的。日本人的研究認

為一些像是高血壓、糖尿病、動脈硬化、中風及癌症等生活習慣病患的身體約 90%

是處於一個氧化・壓力的狀態，也就是說一個不健康之“氧化”狀態! 而相對於不

健康之健康“還原”狀態之間的變化是可用科學之方法來估算，而溫泉就具有將不

健康之“氧化”狀態轉變為健康“還原”狀態之能力... 

健康人的唾液腺每天約可分泌 1-1.5 公升的唾液，唾液在食物的消化過程中起

十分關鍵的作用，除了可濕潤食物讓食物易於吞嚥外，還能起保護牙齒的作用-防

止細菌殘留在牙齒上。唾液的主要成份為 99.5%的水分，其他還包括、鈉、鎂、鐵、

鋅、免疫球蛋白、酵素、尿、賀爾蒙及澱粉酶等成份，當身體尚未發生狀況時可經

由唾液的檢測來瞭解身體的健康狀態。 

岡澤美江子醫師利用唾液的氧化還原電位差計證實了唾液可反映出身體的健

康狀態，而身體不健康的氧化狀態像是壓力大或是過勞都可經由唾液的檢查得知-

有助於疾病的早期發現及預防;當唾液的氧化還原電位大於 50mV 時代表身體正處

於一個氧化受損的階段，而低於-20mV 時則為還原良好的狀態，至於還原值的邊界

線為 40-50mV。不論是奈良縣十津川溫泉(碳酸氫鈉泉)4 天 3 夜之短期集中湯治或

是北海道壽都溫泉(硫磺泉)每週 2次為期 3個月的通勤定期湯治都可讓湯治前的唾

液氧化還原電位得到改善，此意味著溫泉浴後身體於健康的恢復上有相當的助益 ! 

此外，壽都溫泉每週 1、2 次為期 3 個月的通勤定期湯治在血漿之生物抗氧化

力測定(BAP test:Biological Antitoxidant Potential test)下發現其硫磺泉浴提高了

“預防疾病”的抗氧化力，而十津川溫泉 4 天 3 夜的短期集中湯治也有相同之效

果，所以，依照上述的實驗結果可以發現:氧化還原電位差計及生物抗氧化力測定

證明了溫泉浴具有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的功能 !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 ! 泡溫泉可以預防疾病與促進健康 !! 目前武漢肺炎新型

冠狀病毒的疫情嚴峻，基於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與其他病毒一樣，不幸遭受感染

時最終還是需要靠自身的免疫力來恢復健康;所以，尚未得病的健康人，平日就應

多泡溫泉來提升及強化自己抗病毒的免疫力以因應目前的疫情。至於在泡促進健康

之養生湯(各種泉質)以抗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的建議則是每年於溫泉旅館至少

2-3 次 3 天 2 夜之溫泉療養;而泉溫≦42 ℃、每次 20-30 分鐘、每日浴療 2-3 次。

服務專線：02-28959808 轉 603106 

★照片說明： 

因應 2019 新冠病毒全球肆虐導致人

人恐慌，心理壓力過大。本文作者獲

邀至漢聲廣播電臺<News Online>節
目，與聽眾溫泉疾病預防與健康促

進、溫泉醫療及泡湯等基本知識。相

關「泡湯大小事」資訊內容亦可參閱

《溫泉健康研究室：發現泡湯的養生

療癒力》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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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新聘醫師】 
〜腸胃肝膽科/內科〜 

施宇隆 醫師

現職：  

三軍總醫院胃腸肝膽科主任 

三軍總醫院胃腸肝膽科主治

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科副教授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院博士後研究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博士後研究 

經歷： 

三軍總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三軍總醫院胃腸肝膽科住院總醫師 

三軍總醫院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 

專長： 

B、C 型肝炎治療、黃疸疾病診療、肝炎病毒學、

腹部超音波、肝臟腫瘤診斷治療、腫瘤射頻消融

術、胃食道逆流、消化性潰瘍、幽門螺旋桿菌、

大腸激躁症、胃腸道腫瘤治療、內視鏡診斷治療 

勵志嘉言： 

治 C 肝保平安，別讓健康被吸乾，現在「醫」起，

省錢省時好心肝。 

門診時間（新民路）：每隔週星期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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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榜【資深員工表揚】 服務滿 10 年 服務滿 15 年 服務滿 20 年

高銘陽(護理科) 
江維庭(護理科) 
陶賢麟(醫行室) 
楊淑雲(藥事科) 
黃智新(護理科) 
謝志忠(護理科) 
劉文芝(社工科)

〜共 7 員〜 

林于仙(護理科) 
林佳暉(職治科) 
曾姿玲(護理科) 
黃舒驛(護理科) 
楊正鈴(醫行室) 

〜共 5 員〜 

黃詩蘋(護理科) 
蔡孟伶(護理科) 
林素娥(醫行室) 
馮正德(醫行室) 
戴惠靈(藥事科) 
陳俊堅(藥癮科) 

〜共 6 員〜 

【本院新聘法律顧問】〜龔維智律師
本院自 109 年 3 月 16 日起，敦聘龔維智律師為

常年法律顧問，由首席顧問陳宏醫師代表頒贈本院

法律顧問證書，感謝龔律師熱心為本院提供法律見

解及服務。本院楊斯年院長表示，近年來醫療環境

面臨許多挑戰，尤其醫療糾紛逐年增加，對醫護人

員造成許多壓力與風險，希望借重龔律師豐富的法

律專業素養與工作經驗，以保障本院信用名譽權益。 

第 2 頁 



 
 
    
   HistoryItem_V1
   SimpleBooklet
        
     创建一个新文档
     序列: single binding (saddle stitch)
     印张大小: large enough for 100% scale
     前后: 常规
     Align: centre each page in its half of sheet
      

        
     0
     CentrePages
     Inline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None
     1
     0.0000
     1
     0
     0
            
       D:20181112190658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Wide
     16
     Single
     442
     229
    
     0
     Sufficient
            
       CurrentAVDoc
          

     1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