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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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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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門診） 

曾裕庭(2/3,24)  

張庭碩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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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仁弘       馬靖超 王育琛  

3F第四診間   楊立光 
(兒童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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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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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院訊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 Beitou Branch 復刊第六十九期 

民國 107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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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北投分院院長率領全體醫師，敬祝大家佳節愉快新春如意。 

本期重點: 

[特別報導]:「流行性感冒大知識」      

[本院醫師介紹]: 馬靖超醫師、鄭凱仁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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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性感冒大知識 

 

疾病簡介 

流行性感冒簡稱流感，流感為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原為流感病毒，流

感病毒可分為 A、B、C三種型別，其中只有 A 型及 B 型可以引起季節性流行。台灣

主要流行的季節性流感病毒有 A型流感病毒的 H3N2亞型與 H1N1亞型，以及 B型流

感病毒等 3類。臨床上所謂的感冒、喉炎、支氣管炎、病毒性肺炎以及無法區分之

急性呼吸道疾患均有可能為感染流感病毒所引起。 

流感可能出現發燒、頭痛、肌肉痠痛、疲倦、流鼻涕、喉嚨痛以及咳嗽等症狀，大

多數人通常可在兩週內完全康復。然而，有些人感染流感病毒後可能出現肺部、神

經系統、心肌炎/心包膜炎或侵襲性細菌感染等嚴重併發症，而需住院治療，甚至

導致死亡。根據統計，這些可能併發重症之高危險群包括老年人、嬰幼兒、孕婦、

免疫功能不全者，以及罹患氣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臟、肝臟、腎臟等疾病或

BMI≧30者。 

傳染方式 

主要在密閉空間中經由飛沫傳播；由於流感病毒可在寒冷低溼度的環境中存活數小

時，故亦可能經由接觸傳染。 

預防方法 

1.『咳嗽禮節與手部衛生』 

(1)咳嗽時用衛生紙遮住口鼻，然後將紙丟進垃圾桶。 

(2)如果可以忍受，咳嗽時應戴口罩。 

(3)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之後要執行洗手(使用酒精性乾洗手劑或肥皂及清水

洗手)。 

(4)儘可能與別人距離保持 1公尺(3英尺)以上。 

2.減少出入公共場所；

如有外出，請記得戴上

口罩，並注意咳嗽禮

節，於咳嗽或打噴嚏

時，以手帕或衣袖捂住

口鼻，避免病毒傳播。 

3.接種疫苗：預防流感

最好的方法就是接種流

感疫苗；健康成年人大

約可達 70～80％之保護

力。65歲以上老人等流

感併發重症的高危險族

群尤應每年接受疫苗接

種，以期防止感染流感

引起之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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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有出現發燒、咳嗽等類流

感症狀，建議及早就醫；就醫

後宜盡量在家休息，如出現呼

吸困難、呼吸急促、發紺（缺

氧）、血痰或痰液變濃、胸痛、

意識改變或低血壓等危險徵兆

時，應提高警覺，儘速轉診至

大醫院就醫。 

 

 

 

本院預防流感貼心服務： 

•在院內門、急診掛號室及服務台免費提供病人及會客家屬口罩及酒精性乾洗手劑。 

•在院內公共區免費提供酒精性乾洗手液使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本院醫師介紹 

馬靖超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海底醫學研究所

94 年班理學碩士、台北榮民

總醫院照會精神科訓練、國

軍台中總醫院主治醫師、教

育部部定講師、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主治醫師 

專長: 

失眠、憂鬱症、焦慮症、身心症、各類精神病、藥酒

癮疾患、居家照護、緊急醫療系統及強制就醫。 

門診時間(中和街):星期二、三上午 、星期四下午及

晚上 

鄭凱仁醫師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三軍

總醫院北投分院主治醫師 、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代理身

心科主任 

專長: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疾病：注意

力不足過動症、發展遲緩、自

閉症、妥瑞氏症、青少年憂鬱

症、焦慮症、拒學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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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上午及星期五下午 

(新民路):星期三、四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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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