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3 月 門診時間表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院址：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 5 號 

★宗旨：專業‧品質‧關懷‧服務 

★願景：鄉親首選的健康促進醫院，人才首選的友善職場 

   時間 
  科別 

診間

編號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上 午 下 午 晚 上 上 午 下 午 晚 上 上 午 下 午 晚 上 上 午 下 午 晚 上 上 午 下 午 晚 上 上 午 下 午 

三高整合門診 
 吳政儒  施景唐 蔡錫坤  孔明河 周鳳雄  施景唐   蔡錫坤 施景唐    

周鳳雄    施景唐   施景唐          

高齡整合門診 洪銘秀 洪銘秀     洪銘秀        洪銘秀   

失智整合門診    鄒芳霖      鄒芳霖        

家
庭
醫
學
科 

減重/戒菸/衛教門

診 
17    施景唐   林亞發   施景唐   林亞發   施景唐  

19 
林亞發 林亞發  高朗傑 施景唐  高朗傑 施景唐  高朗傑 林亞發  高朗傑 施景唐  高朗傑  

友善性傳染病門診  林亞發         林亞發       

內 

 

科 

心臟內科 
61              趙家鼎   

○註   
62 孔明河 吳政儒  吳政儒 蔡錫坤  孔明河 趙家鼎  蔡錫坤 孔明河  蔡錫坤 吳政儒   

○註  看診醫師分別為 3 日趙家鼎，10 日吳政儒，17 日吳政儒，24 日蔡錫坤，31 日孔明河。 

神經內科 
16 

周鳳雄    周鳳雄   周鳳雄  周鳳雄  周鳳雄      
失智症門診     周鳳雄   周鳳雄          

腸胃肝膽內科 
12 古明崑 羅元隆 鄭一中 羅元隆 古明崑  古明崑 羅元隆 古明崑 羅元隆 鄭一中 羅元隆 古明崑 鄭一中  鄭一中  
13 鄭一中                 

肝病特別門診 12 古明崑 羅元隆  羅元隆 古明崑  古明崑 羅元隆 古明崑 羅元隆  羅元隆 古明崑     

胸腔內科 13  曾筱倫  黃雅堂  黃雅堂 黃雅堂 曾筱倫
(17 號診間)  黃雅堂   曾筱倫

(16 號診間) 黃雅堂 曾筱倫 
(16 號診間) 曾筱倫  

腎臟內科 15    陳秋安     郭健群  陳秋安   林鴻瑋    

※ 本月『腹膜透析特別門診』服務時間為 3 月 6 日於腎臟內科陳秋安醫師門診。 

感染科 13     李至恭      李至恭  李至恭     
新陳代謝科 15 洪銘秀 洪銘秀     洪銘秀        洪銘秀 洪銘秀  

血液腫瘤科 61       薛爾榮           

外 

 

科 

一般外科 

20 
李日騰 
(23 號診間) 

高理鈞 徐宗成  蕭兆鵬 蕭兆鵬  李日騰 李日騰 李日騰  鄭清吉 蕭兆鵬     
甲狀腺．乳房外科 高理鈞      李日騰 李日騰 李日騰        
腸胃肝膽外科 高理鈞      李日騰 李日騰 李日騰        
小兒外科       李日騰 李日騰 李日騰        
大腸直腸外科 蕭兆鵬 高理鈞   蕭兆鵬 蕭兆鵬       蕭兆鵬     

心臟血管外科 
23    謝宗翰         謝宗翰     
61        趙家聲  趙家聲        

整形/美容外科 
35 

   蔣百聰 蔣百聰     蔣百聰 蔣百聰       
手外科/傷口特別門診    蔣百聰 蔣百聰     蔣百聰 蔣百聰       
美容外科 33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神經外科 

23 
 陳俊逸  劉惠如 

(20 號診間) 
  陳俊逸   劉惠如 陳俊逸   劉惠如 劉惠如   

肩頸痠痛特別門診  陳俊逸    陳俊逸   劉惠如 陳俊逸   劉惠如 劉惠如   

骨

科 

一般骨科 
21 

陳海威 洪韶鴻 徐宗成 徐宗成 陳海威  陳海威 洪韶鴻   陳海威  徐宗成 徐宗成    
風濕性關節炎/骨質疏鬆 陳海威 洪韶鴻 徐宗成 徐宗成 陳海威  陳海威 洪韶鴻   陳海威  徐宗成 徐宗成    
脊椎特別門診 陳海威 洪韶鴻 徐宗成 徐宗成 陳海威  陳海威 洪韶鴻   陳海威  徐宗成 徐宗成    

泌 

尿 

科 

一般泌尿科/尿失禁 
31 

曾以仁 鄭清吉  鄭清吉   曾以仁   鄭清吉 曾以仁 鄭清吉 曾以仁   鄭清吉  

男性性功能障礙/不孕症 曾以仁 鄭清吉  鄭清吉   曾以仁   鄭清吉 曾以仁 鄭清吉 曾以仁   鄭清吉  

耳鼻 

喉科 

一般耳鼻喉科 
22 

袁本治   袁本治    袁本治  袁本治        

耳鳴眩暈/鼻過敏 袁本治   袁本治    袁本治  袁本治        
皮 

膚 

科 

一般皮膚科 
33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乾癬特別門診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顏育達  

婦 

產 

科 

一般婦產科 
59 任永華 任永華 王宗正 洪錫欽 王宗正 陳亮 陳亮 洪錫欽 任永華 任永華 王宗正 洪錫欽 任永華 洪錫欽 丁裕峰 陳亮  
60 王宗正 陳亮  陳亮 丁裕峰 簡琮琦 丁裕峰 丁裕峰  洪錫欽 陳亮  丁裕峰 簡琮琦   簡琮琦 

尿失禁暨骨盆鬆弛 59  任永華                
子宮頸抹片快篩 60  陳亮                

子抹追蹤 
59 任永華 任永華 王宗正  王宗正    任永華 任永華 王宗正  任永華     
60 王宗正                 

新住民生育特別門診 59                陳亮  

    

兒 

 

科 

一般兒科 
66 陳泓勳 柯世玲 柯世玲 張蕙芳 張蕙芳  陳泓勳 柯世玲  黃建穎   柯世玲  張蕙芳   
68 黃建穎 盧宗慶  柯世玲 黃建穎 盧宗慶 盧宗慶  陳泓勳 盧宗慶 陳泓勳 黃建穎 陳泓勳 黃建穎  盧宗慶  
72 張蕙芳                 

健兒門診/疫苗注射 張蕙芳 盧宗慶  張蕙芳 黃建穎  陳泓勳 柯世玲  盧宗慶 陳泓勳  柯世玲 黃建穎    
過敏氣喘免疫門診  盧宗慶      柯世玲   陳泓勳   黃建穎    
新生兒特別門診 陳泓勳          陳泓勳       
母嬰諮詢特別門診             柯世玲     
腸胃肝膽特別門診  盧宗慶 柯世玲   盧宗慶 盧宗慶 柯世玲  盧宗慶   柯世玲     
感染科特別門診 張蕙芳   張蕙芳 張蕙芳          張蕙芳   

眼  科 1 沈佳蓉 沈佳蓉  沈佳蓉     沈佳蓉 沈佳蓉        

 復 健 科 26 盧志輝 盧志輝  盧志輝   盧志輝 盧志輝  盧志輝 盧志輝  盧志輝     

身 

心 

內 

科 

一般門診/老人醫學

/腦神經衰弱失眠 
25  鄒芳霖  鄒芳霖   鄒芳霖   鄒芳霖 鄒芳霖       
15        曾冬勝          

兒童/青少年身心特診 
25 

   鄒芳霖      鄒芳霖 鄒芳霖       
男性性功能障礙特診    鄒芳霖   鄒芳霖           

 公告~為提升本院牙科專業服務品質及提供更優質就醫環境，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進行牙科內部整修，暫停看診。 
 診間編號 1 ~23 號位於一樓診區，25 號位於醫療大樓 B1 診區，26 號位於一樓中庭外側，31~72 號位於二樓診區。  



人工預約專線：08-8323146 轉 1280  
網路預約掛號 http：www.fy.org.tw/RG 

總機：08-8323146  服務台：08-8323146 轉 1211  
急診專線：08-8323354 

抽號碼牌時間 掛號時間 看診時間 

上午 7：00 
下午 1：20 
晚上 5：50 

上午 8：00-11：30 
下午 1：30- 5：00 
晚上 6：00- 8：50 

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 5：30 
晚上 6：30~ 9：00 

 體檢中心 
上午 8：00~12：00  下午 2：00~ 5：30 

 眼科報到時間 
上午 8：30~11：30  下午 2：00~4：50  
晚上 5：30~8：20 

 
 
 
 
 
 
 
 
 
 
 
 
 
 
 
 
 
 
  

科 別 項 目 科 別 項 目 

家
庭
醫
學
科 

一般 
各種慢性疾病、職業病、精神身心疾病、遺傳諮詢、疾病篩檢、預防保
健、身體檢查。 兒

科 

一般兒科 凡十八歲以下身體不適者皆可就診。 

特別門診 減重、戒煙、友善性傳染病門診。 健兒門診 小兒定期身心健康檢查。 

神經內科 
頭痛、癲癇、中風、背痛、各種神經痛、手腳顫抖、不自主運動、步
態不穩、失語症、癡呆、眼球運動障礙、顏面神經麻痺、失眠。 

一般外科 
消化道腫瘤手術與精準化學治療（含標靶治療）、膽道結石手術、疝氣
手術、各式腹腔鏡手術（含單孔）、外傷、皮膚及軟組織腫瘤手術。 

心臟內科 
高血壓、高血脂、代謝症候群、胸痛、冠狀動脈疾病、心肌疾病、心
臟瓣膜疾病、先天性心臟病、心衰竭、心律不整、周邊血管疾病。 

小兒外科 
新生兒血管瘤、舌繫帶、頭頸部腫塊、斜頸症、臍疝氣、臍息肉、胃食
道逆流、腹部手術、包皮發炎、隱藏式陰莖、腹股溝疝氣、陰囊水腫、
隱睪症、睪丸扭轉等。 

胸腔內科 
咳嗽、咳血、哮喘病、肺結核、肺腫瘤、肺炎、支氣管炎及支氣擴張
等各種肺部疾病。 

甲狀腺‧乳房 
外科 

甲狀腺腫瘤或結節、甲狀腺機能亢進或低下、副甲狀腺病症、甲狀腺手
術。 

腸胃肝膽內科 
腹鳴、腹脹、腹瀉、大便不規則、食慾不振、胃酸、胃潰瘍、黑便、
吐血、吞嚥困難、黃疸、慢性肝炎、腹痛、肝功能異常、肝膽結石。 

乳房腫塊、乳腺炎、鈣化點、乳房疼痛、乳癌篩檢、乳房超音波、乳房
腫瘤手術與精準化學治療（含標靶治療）。 

腎臟內科 
慢性腎臟病、急性腎損傷、腎絲球炎、腎病症候群、糖尿病腎病變、
電解質和酸鹼不平衡、水腫、蛋白尿、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大腸直腸外科 
痔瘡、肛裂、肛門廔管、糞便潛血、血便、肛門鏡檢查、無痛大腸鏡、
大腸直腸癌手術（含腹腔鏡手術）與精準化學治療（含標靶治療）。 

血液腫瘤科 
貧血、白血病(血癌)、淋巴瘤、紫班症、各種癌症諮詢及治療、化學
治療、抗癌標靶治療、輸血醫學、血友病、癌症疼痛控制、安寧療
護、幹細胞移植（換骨髓）諮詢。 

神經外科 

腦部疾病：頭部外傷、腦中風、腦瘤、三叉神經痛、顏面神經麻痺症、
水腦症。脊椎疾病：頸、胸、腰椎退化性病變(脊椎骨刺、椎間盤突出
症、脊椎滑脫症、坐骨神經痛、肩頸痠痛、手麻腳麻無力)。周邊神經
病變。 

感染科 
一般內科、發燒、呼吸道感染、肺結核、蜂窩組織炎、傷口感染、泌
尿道感染、性病、由細菌、病毒、黴菌、寄生蟲引起之各種感染症。 

心臟血管外科 
下肢浮腳筋（靜脈曲張）、慢性潰瘍、夜間腿抽筋、腳水腫、步行時下
肢疼痛，洗腎病患血管通路維護、各種心臟外科治療。 

新陳代謝科 
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症、甲狀腺疾病、副甲狀腺疾病、痛風、腎
上腺疾病、尿崩症、腦下垂體疾病、各種內分泌異常。 

整形‧美容外
科 

頭頸部腫瘤、臉部骨折、顯微重建、手部肢體創傷、燒傷、靜脈曲張、
疤痕重建、困難傷口、皮膚疾病：皮癬症、腫瘤或皮膚癌、青春痘、
痣、皮膚炎。 

婦產科(優生保
健特別門診) 

高危險妊娠檢查、24 小時產前緊急照護、生殖道腫瘤疾病診斷與治
療、各式內視鏡手術、尿失禁、暨骨盆脫垂、臨床評估與檢查治療。 

美容手術：雙眼皮、眼袋、拉皮減皺術、狐臭、疤痕美容、肉毒桿菌、
玻尿酸注射、彩衝光、飛梭雷射、物理換膚、化學換膚、除斑、回春及
相關美容醫學。 

身心內科 
腦神經衰弱、失眠、焦慮、憂鬱、記憶減退、注意力不足過動、情緒
障礙、躁鬱、恐慌、酒癮、分裂症、妄想、失智、心理治療、自閉。 

皮膚科 
乾癬、青春痘、蟹足腫、搔癢、異位性皮膚炎、癬、病毒疣、掉髮、自
體免疫病、皮膚腫瘤、狐臭手術、白斑、疤痕美容、肉毒桿菌、玻尿酸
注射、彩衝光、飛梭雷射、除斑等相關美容醫學。 復健科 

腰背頸部肌肉關節酸痛、坐骨神經痛、關節炎、運動傷害、五十肩、骨
折關節攣縮、頭部外傷、腦中風、斜頸、發展遲緩、語言治療。 

眼科 
角結膜炎、白內障、學童視力檢查治療、青光眼、眼瞼異常、乾眼症、
角膜潰瘍。視網膜病變、斜弱視。 

骨科 

骨折、骨骼疼痛、脫臼、骨髓炎、關節運動傷害、骨畸形、骨腫瘤、

脊椎病變、小兒骨關節異常、手部外科、五十肩、脊椎骨刺手術、骨

質疏鬆症。 

耳鼻喉科 
呼吸道感染、扁桃腺炎、鼻炎、鼻竇炎、鼻過敏、耳炎、聽力障礙、
聲帶結節、頸部腫瘤、聲音異常、眩暈等。 

泌尿科 
腎結石、膀胱結石、攝護腺肥大、血尿、頻尿、解尿困難、小便無力、
夜尿、尿失禁、隱睪、陰囊腫痛、男性不孕症、男性性機能異常。 

家庭醫學科~高朗傑醫師 
學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學士 

 高雄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 

 屏東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 

 屏東民眾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 

專科 

 台灣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屏東糖尿病共同照護網認證資格人員 

專長 

老人慢性疾病、糖尿病、高血壓、戒菸門

診、減重門診、健康諮詢及體檢、各類疾病

診治 

胸腔內科~曾筱倫醫師 

學經歷 

 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 

 聖馬爾定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麻豆新樓醫院主治醫師 

 成大附設醫院斗六分院胸腔內科主醫師 

專科 

 內科專科醫師 

 胸腔暨重症專科醫師 

專長 

咳嗽、喘鳴、氣喘、肺阻塞、肺炎、肺結核 

支氣管擴張症，肺部腫瘤診斷 

 

 申訴電話：08-8323146 轉

1129  
 網路申訴：www.fy.org.tw 

點選”院長信箱” 

申
訴
管
道 

(一)、 自行開車 

1、 中山高路線 
往南接88快速道路   （萬丹/東港出口）台27線往東港   
（上陸橋）台17線    東港警察分局右轉    輔英醫院 
2、 南二高路線 
往南至林邊交流道下    往東港方向     輔英醫院 

(二)、 大眾運輸 
本院急診室隔壁就是高雄、屏東、中南及國光客運聯營

站，行車資訊如下： 
503 林邊火車站-大鵬灣-屏客東港站-東港渡船碼頭 
8202 屏東-萬丹-東港 
8203 屏東-社皮-五房-東港 
8205 屏東-萬丹-東港-恆春 
8213 潮州-東港 
8215 屏東-潮州-東港 
9117 高雄-小港-東港-墾丁 
9117A / 1772 高雄-小港-東港-枋寮 
9127 高雄-（台88）萬丹-東港-大鵬灣 
9127A 高鐵左營站-（台88）萬丹-東港-大鵬灣 
＊ 屏東客運東港站 電話：（08）832-2385 

來院交通

看診病症參考表 

各位鄉親！ 

您們是否有下列的症頭？ 
○1  頸部疼痛緊繃感 
○2  肩胛部位酸痛 
○3  後腦勺刺痛 
○4  上臂或手部麻木刺痛感 
○5  雙手使不上全力 

 

遠離酸痛  請到本院“肩頸酸痛特別門診” 

由神經外科專科醫師為您診斷治療，幫助您遠離酸

痛！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劉惠如 陳俊逸 劉惠如  

下午 陳俊逸   陳俊逸 劉惠如 

晚上     劉惠如 

 

新進醫師介紹 

 

醫師休診或代診另公布於本院批掛室公布欄，如欲確認醫

師門診可先電話洽詢 08-8323146 轉 1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