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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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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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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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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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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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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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刊第九十六期 

民國 109 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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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蒞院辦理「第一屆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譽揚獎」複審會議，會後北市府主任秘書劉得堅先生、各評
審委員暨本院院長楊斯年上校、業管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合影
留念。 

本期重點: 
[防疫專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簡介。 
[榮譽榜]：本院榮獲 108年醫院醫療安全督導考核「特優」醫院。 
[場地出租公告] ：相關細節請參閱內文並逕洽承辦人員。 
[新聘醫師介紹]：林晉賢醫師(家醫科)。 
[宣導事項] 
★因應 COVID-19 疫情，本院自即日起，實施門禁管制，禁止探視（病），
直至疫情緩解，造成不便，請多多包涵。 

★目前本院泡腳池至 6 月底暫停開放，視疫情狀況再另行公佈啟用時
間，各位鄉親若有使用需求請至鄰近足浴場所，避免撲空白跑一趟。 



 

【防疫專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簡介 
感管室 提供 

2019 年 12 月起，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發現多起病毒性肺炎群聚，多數與武漢華 

南海鮮城活動史有關。2020 年 1 月 17 日檢出病原體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1 月 10
日公告病原核酸序列，1 月 12 日世界衛生組織將造成武漢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狀病

毒命名為“ 2019 新型冠狀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臨床表現常見發燒（fever）、乾咳 （cough）、肌肉痠痛（myalgia）或四肢乏

力（fatigue）等，亦 可能出現咳嗽有痰（productive cough）、頭痛（headache）、 咳

血（haemoptysis）、或腹瀉（diarrhea）等症狀；進展至重症患者，除雙肺 X 光呈

瀰漫性毛玻璃狀病變的病毒性肺炎表現外，會出現急性呼吸道窘迫症候群、敗血性

休克、代謝性酸中毒或凝血功能障礙等，甚至死亡。 

此疫情在中國其他省市擴散，亦造成全球國際疫情蔓延與傳播。 

我國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日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發現第一起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均有武漢旅遊史。 

於 1 月 28 日國內確診首例本土個案，為境外移入個案之家庭接觸者。本國疫情發

展至今陸續有 4 百餘例確診個案，每日由中央政府公告疫情最新狀況，本室每日也

將其疫情資訊公告予院內網供全院同仁查閱。  

本院因應疫情發展，齊心共同打造防護網，讓員工與病患可在避免傳染病的風

險下，安心工作與診療。 

針對各部門分工討論，與本室提供相關防疫教育訓練，增加同仁對疾病防護知

能，並適時舉行防疫相關演練應變計畫，不論是實地或桌上模擬演練，在演練過程

中，找出問題與面臨可能執行窒礙的原因，討論出解決辦法，以維持啟動本院防疫

量能。 

 服務專線：02-28959808 轉 603106 

  

  

圖片說明：本院許鈺卿感管師針對門診進行防疫教育訓練(左圖)；感管室針對院內員工進行應

變計畫桌上模擬演練與進行環境風險檢測(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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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新聘醫師】 
〜家醫科〜 

林晉賢 醫師 
現職：  

緻為耳鼻喉科診所家醫科

主治醫師 

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實習醫師、不分科住院醫

師；亞東醫院家醫科住院醫師、總醫師 

專長： 

一般內科疾患(三高慢性病、腸胃炎、肝炎、腎

病、呼吸道疾患、甲狀腺疾患等)、耳鼻喉科(感

冒、咳嗽、氣喘、眩暈、過敏、鼻炎等)、一般

皮膚科(濕疹、脂漏性皮膚炎、灰指甲、香港腳、

疥瘡、落髮、青春痘、白斑等)、一般外科、一

般兒科、一般精神醫學、神經醫學、旅遊醫學、

預防醫學、減重、緩和醫療。 

勵志嘉言： 

醫師的角色就是照顧民眾，家庭醫師更是民眾的

好朋友。有任何疑難雜症歡迎大家掛號諮詢喔〜

我們一定會努力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為北投區

居民的健康把關。 

門診時間（中和街）：星期三上午及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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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出租公告 

🎉🎉🎉🎉🎉🎉賀🎉🎉🎉🎉🎉🎉 

本院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

醫療安全督導考核考評，評列「特優」

醫院。本院將持續提供更加良好的醫療

安全品質與服務，造福鄉里。 

本院地處大屯山系，風光明媚，實為公司團體開會

旅遊最佳選擇。目前院區場地出租服務及價格如下： 

◆行政大樓會議室–3 仟 5 佰元 

◆軍陣會議中心–7 仟元 

◆古蹟（室內，不含導覽）–2 萬 1 仟元 

◆古蹟（戶外）–3 萬 3 仟元 

以上價格為租借一日費用，租借 4 小時以半日計

算，超過 4 小時未逾 8 小時以一日計算，歡迎洽詢。 

聯絡電話：02-28959808 轉 603063，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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