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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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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文瑾 吳永富 鄭凱仁 黃耀進(老人特

別門診) 
戴月明(兒童青少年）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李添浚 謝定宏 何佩駪 梁志頌 
曾裕庭(1/6,20)  

張庭碩 (1/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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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F第四診間    曾志傑(含戒菸門診)   李添浚     

家庭醫學科 1F第一診間 陳家勉(類流感門診) 
(含戒菸門診) 陳家勉(含戒菸門診)   陳家勉 

(含戒菸門診) 
陳家勉 
(含戒菸門診) 

陳家勉 

牙科 2F牙科診間 張俊彥 張俊彥 杜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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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國棟        羅時茂 江國棟                           

2F第二診間 彭柏瑞 羅時茂 楊斯年  鄭凱仁 
(兒童青少年）     

 

2F第三診間 許崇智 彭嘉和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       

馬靖超 王育琛  

3F第四診間   黃仁弘     
 

3F生理回饋  楊皓名 放鬆減壓門診 自律神經訓練  家族治療 

家庭醫學科 1F第一診間    劉崢偉(心臟內科) 施彬彬 
(腸胃科)    陳美音 

(胸腔內科)  
 

牙 科 2F牙科診間 杜濬清 張俊彥(身心障礙牙科)   陳人豪  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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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庭碩(兒童

青少年) 
彭嘉和 
(含戒菸門診)   

許崇智 曾志傑 
(含失眠門診) 

2F第二診間 梁志頌 何佩駪 黃仁弘 楊蕙年 
(兒童青少年)       

古世傑 

2F第三診間 王育琛 吳永富  彭柏瑞    

家庭醫學科 1F第一診間   黃旭瑩   
(小兒科) 

陳家勉 
(類流感門診) 

   

牙  科 1F第一診間 張俊彥 休診 杜濬清 陳人豪 休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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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世傑 梁志頌 
(居家治療/特約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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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永富(含戒菸門診) 
(心理治療唔談) 

      曾志傑 
(含戒菸門診)(含失眠門診)(教學門診) 

第三診間 楊皓名 曾裕庭 彭嘉和(含戒菸門診) 曾裕庭 馬靖超(含戒菸門診)     

第四診間  王育琛(居家治療/

特約診) 
曾志傑 

(含戒菸門診、失眠門診) 

戴月明 
(居家治療/特約診) 

 

第五診間 

(急掛區) 
     楊立光 

(居家治療/特約診) 
江國棟(居家治療/特約診) 

 
家庭醫學科 第二診間   陳家勉(類流感門診)   

牙科 第四診間  陳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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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崇智 

第二診間  楊蕙年 
(居家治療/特約診)  

彭柏瑞  黃耀進 
(居家治療/特約診) 

第三診間 黃仁弘  張庭碩 何佩駪 楊斯年 古世傑 

第四診間   吳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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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皓名(居家治療/特

約診) 
 

心理科   許崇智(居家治療/特

約診) 
 放鬆減壓門診 

替代療法科 
第五診間 

(急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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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診間    曾今坤(心臟內科)  

 牙科 第四診間   杜濬清    

(門診部門診及院本部門診  預約掛號電話：02-2893-5869、02-2895-9808)   

 

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院訊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Beitou Branch 復刊第六十八期 

民國 107年 1 月 1日 

發行人:楊斯年    審查: 羅時茂     總編:林竝聖      編輯:曾安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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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說明：恭賀本院榮獲臺北市政府「106 年度職業重建服務優等機構」殊榮，由

本院職能治療科崔鴻義主任(右)代表接受鄧家基副市長(左)頒發獎盃。 

本期重點: 

[特別報導]:「106年度職業重建服務優等機構」、「壓力人生，動態平衡」              

[本院醫師介紹]:黃仁弘醫師、楊立光醫師。 

[宣導事項] 
★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本院區室內及室外全面禁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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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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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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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院榮獲臺北市政府「106年度職業重建服務優等機構」殊榮 

    台北市政府勞動局為肯定所有在身心障礙

就業領域中，奉獻心力的專業人員與服務機

構，並表揚優秀身障勞工、進用身障者的優質

企業，以及評鑑績優庇護工場，特於 106年 11

月 25日’辦理「106年度優秀身障勞工、雇用

身障優等企業暨職業重建機構與人員表揚大

會」。 

    本院「地熱谷小舖庇護工場」、「三軍總醫

院北投分院附設庇護工場」，在服務績效及指標

達成率項目中，表現優異深獲評鑑委員肯定，

分別獲得優等、甲等之佳績。本院於「職業重建」領域戮力耕耘，持續協助身心障

礙病友從回職場、重拾自信，未來將持續推動病友職業復健工作。 

 

 

壓力人生，動態平衡 

心理科  林昆源 陳俊堅 楊如泰 

     常有人說現代人壓力都很大，坦白說「壓力」是人生而在世必要面對的一部

份，試想從小到大的生活經驗，學校期末考得回家面對爸媽時、畢業得要找工作時、

開會前熬夜準備資料的時光、工作時面對學長姐叮嚀時、百貨周年慶失心瘋後該如

何向老公/老婆交代…等等，「壓力」無所不在，我們的人生可以稱做壓力人生了！ 

壓力的來源相當多，一般生活當中不僅僅是負向事件會帶給我們壓力，其實就算是

一般大眾認知中的好事，例如：結婚、生子、搬新家，對每個人來說也算是不小的

壓力，想必經歷過結婚的人們定能理解準備籌辦婚禮是如何花費心力，但明明是籌

辦喜事，為什麼還會有壓力呢？因為壓

力其中一項定義是外在壓力源超過個

體能力負荷的範圍，婚姻便是一種生活

變動，讓新郎新娘離開原有的生活舒適

圈進到兩人建構的新生活，這種變動會

讓個體需要重新調適，也因此會產生些

微的壓力，一般來說，人在適度壓力下

可以提升表現與解決能力，所以婚姻造

成的生活變動在一段時間磨合後會漸

趨穩定，只是當新婚夫婦持續付出努力

磨合時也會消耗心力，長期未解的問

題亦有可能成為壓力來源。 

短時間內可能不太能夠明顯的察覺出來有什麼樣的影響，但如果是長期累積下來且

無法能夠有適當改善的話，很可能會引發許多身心上的不適應。除了身體可能會感

覺到疲累、緊繃及腸胃開始出狀況外，還可能連帶地影響到了情緒的調節造成人際

相處或工作表現上出現較大的問題。 

心理科門診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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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對我們的生活來說影響那麼大，你能夠察覺自己現在正處在有壓力的狀態下

嗎？  

一般來說壓力主要來自於以下三點： 

一、當前必須處理的緊急、重要事件。 

二、必須習慣突如其來的大幅度改變。 

三、對於即將發生的事物感到未知或無法掌握。 

    而在當我們能夠感知自己正處在一個有壓力的情況下，並且能辨識壓力來源是

什麼的時候，該怎麼進一步去做調適呢？ 

一、 嘗試選擇過去使用過能夠讓自己身心得到放鬆的適當方法做調適。 

二、 試著找尋相關資訊（ex:與壓力調適有關的書籍、網頁）並嘗試練習調整。 

三、 尋求專業人員共同探討壓力來源並針對壓力源擬定適當的計畫做調適。 

感覺自己在生活中壓力很大，卻不知來源為何，也不知道該怎麼做調整改善嗎？ 

請聯絡我們，讓我們共創好的生活品質！  
 

本院醫師介紹 

黃仁弘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國防醫

學院藥理所碩士、台大兒童

青少年精神科受訓醫師、教

育部部定講師、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主治醫師、三軍總

醫院北投分院軍陣精神科主

任 

專長: 失眠、憂鬱症、焦慮

症、身心症、各類精神病及藥酒癮疾患。 

門診時間: (中和街)星期三下午及晚上 

          (新民路)星期一下午、星期五上午 

楊立光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國軍北

投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

治醫師、教育部部定講師、 

國防醫學院臨床副教授、三

軍總醫院北投分院兒童及青

少年精神科主任 

專長: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醫

學、兒童及成人注意力不足

過動症、語言動作發展遲

緩、自閉症、妥瑞氏症、青少年憂鬱症、拒學症、一

般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憂鬱症、躁鬱症、焦慮症、

強迫症、社交畏懼症等。 
門診時間:(中和街)星期二晚上、星期三下午 

         (新民路)星期二下午、星期四上午 

本院交通資訊 

門診部地址：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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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北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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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