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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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第一診間 
彭柏瑞 
(護生教學診) 梁志頌   鄭凱仁 黃耀進 

(老人特別門診、護生教學診)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李添浚 謝定宏 李添浚 
(護生教學診) 

曾志傑 
(護生教學診) 

2F第三診間 
楊蕙年 
(兒童青少年)  朱軒德 古世傑  

(護生教學診) 
楊蕙年    
(護生教學診)   吳永富 

家庭醫學科 1F第一診間 
陳家勉 
(家醫科)   林晉賢 

(家醫科) 
陳家勉 
(家醫科) 

陳家勉 
(家醫科) 

牙科 2F牙科診間   杜濬清 杜濬清     

  1F第一診間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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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生教學診) 彭嘉和 羅時茂 江國棟 鄭凱仁        
(兒童青少年、護生教學診)                

2F第二診間 
古世傑            

(含戒菸門診、護生教學診) 
楊皓名 
(護生教學診)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網路成癮門診) 

(護生教學診) 
  王育琛 

(護生教學診) 

2F第三診間 許崇智 馬靖超 黃仁弘 
(護生教學診) 

馬靖超 
(護生教學診)   

3F第四診間     心理/放鬆減壓門診/     
家庭評估/家族治療   李彥鋒 

3F生理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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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音                 

(家醫科/胸腔內科) 
牙 科 2F牙科診間   杜濬清 杜濬清     

晚上  
    

18：30 
 │ 

21：00 

身心科 

2F第一診間         張廷碩 
(兒童青少年、網路成癮門診)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楊立光/林明瑋 
(兒童青少年) 彭柏瑞 戴月明 

(兒童青少年） 李彥鋒 

2F第三診間 王育琛 朱軒德       

3F第四診間 楊蕙年      吳永富 曾裕庭 高廉程 張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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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  科 1F第一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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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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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靖超 

(含戒菸門診)     

第三診間 
楊皓名 
(教學門診) 

  李彥鋒 吳永富 
(含戒菸門診、心理治療晤談) 

曾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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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世傑 
(含戒菸門診)     

第五診間 
(急掛區) 

朱軒德 
(rTMS) 

王育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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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濬清   

下午  

 

 

14：00 

│ 

16：30 

身心科 

第一診間 
戴月明 

(護生教學診) 
許崇智 鄭凱仁 

(兒童青少年)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含戒菸門診) 
高廉程 

(護生教學診) 
 

第二診間   高廉程 
彭柏瑞 
(教學門診)      

第三診間 黃仁弘      鄭宇明 
(9/1;9/15) 

楊斯年 楊斯年  古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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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志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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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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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醫學科/

內科 
第二診間 

施宇隆 

(腸胃科,9/7;9/21)       
邱勝博 

(新陳代謝科)  

★門診及勞工健檢預約掛號，請撥打專線 02-2893-2743（星期一至五上午 0830-1130、下午 1400-1630）★ 

★居家治療/特約診為醫師於院外看診，請來院就醫民眾請勿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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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院訊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Beitou Branch 復刊第一百期 

民國 109 年 9月 1 日 

發行人：楊斯年    審查：江國棟     總編：蔡文勳      編輯：柯悅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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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8 日本院邀請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前院長
林知遠醫師蒞院演講，題目為「北榮玉里分院轉型與發展」，
藉由精神醫療機構間相互經驗交流，做為本院未來發展之爰
例，期許同仁結合自身經驗，共創光榮願景。 

本期重點: 
[衛教宣導]：高齡長者用藥安全，您不可不知！
[榮譽榜]：本院社工科胡聚名主任獲頒社工績優服務獎。 
[本院醫師介紹]：曾裕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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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防疫期間會客規定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
示調整，相關會客規定，於本院院網及 Facebook
即時更新。 

 
FACEBOOK 

 

院網 

 



〜衛教宣導〜 
高齡長者用藥安全，您不可不知！ 

 老人精神醫學科 吳永富醫師 

   國際上將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14%及 20%，分別稱為高齡化社
會、高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 年 8 月發表的「中華民
國人口推估」，我國已於 1993 年成為高齡化社會，2018 年轉為高齡社會，推估將
於 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預計 2065 年每 10 人中，約有 4 位是 65 歲以上老年人
口，而此 4 位中則即有 1 位是 85歲以上之超高齡長者。 

    而國外研究指出，87％的高齡長者服用一種處方藥，36％的人服用 5 種或更多
藥物，38％的人使用非處方藥物。顯示出高齡長者的健康狀況可能會需要藉由 1
或多種的藥物使用來控制及維持。 

    精神科藥物除鎮靜安眠藥物可能會視病況決定服藥的時間和劑量，其他類藥物
大多因為病況慢性化而需要長時間的服藥。再者，精神科藥物造成的副作用在高齡
長者身上，像是嗜睡或肢體無力，都有可能增加跌倒或是服藥後認知功能下降的機
率。意謂著正確服藥觀念的有無，對於高齡長者藥物管理至關重要。 

以下是我們整理對於藥物管理的重要觀念，提供給家屬或高齡長者參考： 

1.所有藥物(處方、非處方藥物)及保健食品，統一收集到固定位置
若存放在不同的位置，則很容易發生遺忘服藥或是重複服藥的危險性。統一存放

可以讓長者確切地知道正在服用什麼藥物，確保沒有針對相同的健康狀況開出相似
的處方，並知道何時該處置過期藥物。 
2.確保藥物妥善存放
有些藥物需要放置在特殊存放的環境（例如冷藏或避光），請按照醫生或藥劑師

的說明進行操作。 
3.使用便攜式藥物整理盒分裝藥物
高齡長者可能同時服用多種科別的藥物，若能夠以週為單位，將每天服用的藥

物，統一整理在藥物整理盒內，就能方便攜帶及清楚何時該服用哪些藥物。 
4.清楚藥物服用時間
使用藥物時，務必要遵照醫生的指示。有些藥物需要在飯後服用，而另一些則需

要空腹服用。這樣可以減少藥物交互作用所帶來的風險和不良副作用。如果有任何
不確定性，請不要害怕向醫生尋求解釋和詳細說明。 
5.用簡易圖示或放大字體來輔助說明藥物使用方式
高齡長者可能無法在短時間內明瞭藥物的使用，若能善用簡易的圖示說明，或是

將字體放大，可以減少長者確認的時間。 
6.避免重複服用藥物
精神科藥物可能隨著劑量的增加而造成副作用增加，若出現遺忘服藥時間，應先

行詢問醫師是否需要額外服用，避免藥物濃度過高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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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科胡聚名主任獲頒臺北市社工績優服務獎 

【專業社工，用心服務】 

本院社工科科主任胡聚名社工師於 109年 7月 31日至臺

北市政府接受「社工專業人員績優服務獎」表揚。 

本院社工科致力於精神病患社區融合與權利促進，協助

病患與家屬認識精神疾病，重新適應新的社會角色，運用個

別會談、家族治療、團體治療等社會工作助人模式，提供一

般民眾與國軍人員專業心理健康服務。 

胡聚名主任從事社工服務已邁入第十年，除了參與心理

劇團隊，透過戲劇方式讓患者體驗不同角色，幫助患者身心

調適；也積極協助精神障礙者社區融合，發展北投在地模式。 

胡聚名主任表示，照顧精神疾病患者是一條漫長的路，

他期許自己朝著「成為一個更有人味的社工」前進，期許能

透過三總北投分院社工科的努力，一起建構一個對於精神疾

病真正認識與友善的社會。 

【本院醫師介紹】 

曾裕庭 醫師

現職：  

三總北投分院主治醫師 

學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經歷： 

三軍總醫院台北門診中心身心科醫師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總醫師、研究醫師 

中華民國精神科專科醫師 

教育部部定講師 

專長： 

思覺失調症、雙相情緒障礙症(躁鬱症)、睡眠障礙、

憂鬱症、焦慮症、恐慌症及其他情緒困擾。 

勵志嘉言： 

本院長期致力於提供軍人以及民眾優質的醫療照

護，並深入社區服務，祝福每一位來院的患者都能

身心健康愉快! 

門診時間： 

(中和街)：星期三晚上 

(新民路)：星期三上午、星期五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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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