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3.10.17.243.10.17.243.10.17.243.10.17.24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夜診夜診夜診夜診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夜診夜診夜診夜診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夜診夜診夜診夜診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夜診夜診夜診夜診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夜診夜診夜診夜診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心臟血管心臟血管心臟血管心臟血管

內科內科內科內科

吳明謙吳明謙吳明謙吳明謙
0106010601060106

李明義李明義李明義李明義
0106010601060106

李明義李明義李明義李明義
0106010601060106

李明義李明義李明義李明義
0106010601060106

李明義李明義李明義李明義
0106010601060106

吳明謙吳明謙吳明謙吳明謙
0106010601060106

吳明謙吳明謙吳明謙吳明謙
0106010601060106

吳宗儒吳宗儒吳宗儒吳宗儒
0104010401040104

吳宗儒吳宗儒吳宗儒吳宗儒
0104010401040104

陳友木陳友木陳友木陳友木
0101010101010101

＊＊＊＊王金洲王金洲王金洲王金洲

0103010301030103

＊＊＊＊王逸熙王逸熙王逸熙王逸熙

0101010101010101

陳友木陳友木陳友木陳友木
0101010101010101

陳友木陳友木陳友木陳友木
0101010101010101

薛榮海薛榮海薛榮海薛榮海
0104010401040104

吳宗儒吳宗儒吳宗儒吳宗儒
0104010401040104

郭明德郭明德郭明德郭明德
0101010101010101

康水成康水成康水成康水成
0105010501050105

江柏宏江柏宏江柏宏江柏宏
 0101 0101 0101 0101

江柏宏江柏宏江柏宏江柏宏
 0107 0107 0107 0107

＊＊＊＊楊世正楊世正楊世正楊世正
 0101 0101 0101 0101

郭明德郭明德郭明德郭明德
0104010401040104

郭明德郭明德郭明德郭明德
0101010101010101

康水成康水成康水成康水成
0105010501050105

＊＊＊＊郭垣宏郭垣宏郭垣宏郭垣宏
0105010501050105

江柏宏江柏宏江柏宏江柏宏
 0103 0103 0103 0103

＊＊＊＊蔡明釗蔡明釗蔡明釗蔡明釗
0102010201020102

＊＊＊＊吳鎮琨吳鎮琨吳鎮琨吳鎮琨

0102010201020102

康水成康水成康水成康水成

0105010501050105

王文明王文明王文明王文明

0107010701070107

賴俊煌賴俊煌賴俊煌賴俊煌

0107010701070107

李岳虔李岳虔李岳虔李岳虔
0102010201020102

魏淑儀魏淑儀魏淑儀魏淑儀

0102010201020102

李岳虔李岳虔李岳虔李岳虔

0102010201020102

魏淑儀魏淑儀魏淑儀魏淑儀

0102010201020102

李岳虔李岳虔李岳虔李岳虔

0105010501050105

新陳代謝暨內新陳代謝暨內新陳代謝暨內新陳代謝暨內

分泌科分泌科分泌科分泌科

＊＊＊＊蔡嘉仁蔡嘉仁蔡嘉仁蔡嘉仁

0107010701070107
＊＊＊＊張智閔張智閔張智閔張智閔

0101010101010101

＊＊＊＊曹政峰曹政峰曹政峰曹政峰

0105010501050105

＊＊＊＊董石城董石城董石城董石城

0101010101010101

感染科感染科感染科感染科
游信良游信良游信良游信良

 0101 0101 0101 0101

游信良游信良游信良游信良
0105010501050105

關懷門診關懷門診關懷門診關懷門診
((((限醫師約診限醫師約診限醫師約診限醫師約診))))

0105010501050105

游信良游信良游信良游信良
0101010101010101

血液血液血液血液

腫瘤科腫瘤科腫瘤科腫瘤科

＊＊＊＊陳彥仰陳彥仰陳彥仰陳彥仰

0106010601060106
6666////5555....6666////19191919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廖浚凱廖浚凱廖浚凱廖浚凱
0103010301030103

＊＊＊＊王銘崇王銘崇王銘崇王銘崇
0104010401040104

廖浚凱廖浚凱廖浚凱廖浚凱

0104010401040104
＊＊＊＊饒坤銘饒坤銘饒坤銘饒坤銘

0102010201020102

＊＊＊＊吳佳哲吳佳哲吳佳哲吳佳哲

0103010301030103
6666////2222....6666////16161616....6666////30303030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廖浚凱廖浚凱廖浚凱廖浚凱
0101010101010101

過敏風濕過敏風濕過敏風濕過敏風濕

免疫科免疫科免疫科免疫科

＊＊＊＊陳英州陳英州陳英州陳英州

0104010401040104

重症醫重症醫重症醫重症醫

學科學科學科學科

洪明潤洪明潤洪明潤洪明潤
 0103 0103 0103 0103

洪明潤洪明潤洪明潤洪明潤
0103010301030103

洪明潤洪明潤洪明潤洪明潤
0103010301030103

許鉉昂許鉉昂許鉉昂許鉉昂

0103010301030103

郭恩芳郭恩芳郭恩芳郭恩芳

0102010201020102

許鉉昂許鉉昂許鉉昂許鉉昂

0107010701070107
許鉉昂許鉉昂許鉉昂許鉉昂

0103010301030103

陳蕙君陳蕙君陳蕙君陳蕙君

0102010201020102
蔡光喜蔡光喜蔡光喜蔡光喜

0103010301030103
蔡光喜蔡光喜蔡光喜蔡光喜0102010201020102
6666////14141414....6666////28282828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林慶鴻林慶鴻林慶鴻林慶鴻0104010401040104

((((限掛限掛限掛限掛35353535人人人人))))

神經內科神經內科神經內科神經內科

3701370137013701
曾靜娟曾靜娟曾靜娟曾靜娟

曾靜娟曾靜娟曾靜娟曾靜娟

6666////5555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柯登耀柯登耀柯登耀柯登耀

((((限掛限掛限掛限掛35353535人人人人))))
林佩蓉林佩蓉林佩蓉林佩蓉 曾靜娟曾靜娟曾靜娟曾靜娟 曾靜娟曾靜娟曾靜娟曾靜娟 ＊＊＊＊張永義張永義張永義張永義 曾靜娟曾靜娟曾靜娟曾靜娟 ＊＊＊＊賴向榮賴向榮賴向榮賴向榮

身心內科身心內科身心內科身心內科

3602360236023602

陳三能陳三能陳三能陳三能
((((看診地點在內看診地點在內看診地點在內看診地點在內

科七診科七診科七診科七診))))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2101210121012101

謝政修謝政修謝政修謝政修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直腸直腸直腸直腸))))

黃志笙黃志笙黃志笙黃志笙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直腸直腸直腸直腸))))

葉榮華葉榮華葉榮華葉榮華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直腸直腸直腸直腸))))

周宜平周宜平周宜平周宜平
((((胸腔外科胸腔外科胸腔外科胸腔外科))))

謝政修謝政修謝政修謝政修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直腸直腸直腸直腸))))

黃志笙黃志笙黃志笙黃志笙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直腸直腸直腸直腸))))

黃志笙黃志笙黃志笙黃志笙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直腸直腸直腸直腸))))

謝政修謝政修謝政修謝政修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直腸直腸直腸直腸))))

謝政修謝政修謝政修謝政修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直腸直腸直腸直腸))))

黃志笙黃志笙黃志笙黃志笙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直腸直腸直腸直腸))))

二診二診二診二診
2102210221022102

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林淑媛林淑媛林淑媛林淑媛
((((整形外科整形外科整形外科整形外科))))

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洪振翔洪振翔洪振翔洪振翔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神經外科神經外科神經外科神經外科))))

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王世和王世和王世和王世和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乳房乳房乳房乳房))))

6666////30303030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三診三診三診三診
2103210321032103

林淑媛林淑媛林淑媛林淑媛
((((整形外科整形外科整形外科整形外科))))

＊＊＊＊吳佳鎮吳佳鎮吳佳鎮吳佳鎮
((((心血管外科心血管外科心血管外科心血管外科、、、、靜靜靜靜

脈曲張治療脈曲張治療脈曲張治療脈曲張治療))))

顏旭霆顏旭霆顏旭霆顏旭霆 林淑媛林淑媛林淑媛林淑媛
((((整形外科整形外科整形外科整形外科))))

林淑媛林淑媛林淑媛林淑媛
((((整形外科整形外科整形外科整形外科))))

乳房乳房乳房乳房

外科外科外科外科
科診代號科診代號科診代號科診代號

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

2102210221022102

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

2102210221022102

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

2102210221022102

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

2102210221022102

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

2102210221022102

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

2102210221022102

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邱昱瑞

2102210221022102

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李大寬

2102210221022102

＊＊＊＊王世和王世和王世和王世和

2102210221022102
6666////30303030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婦婦婦婦

產產產產

科科科科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5001500150015001
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

((((更年期障礙更年期障礙更年期障礙更年期障礙))))

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
((((婦科癌症篩檢整合婦科癌症篩檢整合婦科癌症篩檢整合婦科癌症篩檢整合))))

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
((((月經失調月經失調月經失調月經失調))))

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
((((月經失調月經失調月經失調月經失調))))

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
((((婦科腫瘤婦科腫瘤婦科腫瘤婦科腫瘤))))

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
((((更年期障礙更年期障礙更年期障礙更年期障礙))))

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
((((青少女健康照護青少女健康照護青少女健康照護青少女健康照護))))

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陳瑞乾

兒兒兒兒

科科科科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6001600160016001

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 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 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 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 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
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劉家嘉

6666////10101010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3401340134013401

林威成林威成林威成林威成 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
骨質疏鬆特別門診骨質疏鬆特別門診骨質疏鬆特別門診骨質疏鬆特別門診

林威成林威成林威成林威成 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 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 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 林威成林威成林威成林威成 林威成林威成林威成林威成 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 林威成林威成林威成林威成

二診二診二診二診

3402340234023402
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林建宏 周大贏周大贏周大贏周大贏 顏家祺顏家祺顏家祺顏家祺 周大贏周大贏周大贏周大贏 周大贏周大贏周大贏周大贏 周大贏周大贏周大贏周大贏 周大贏周大贏周大贏周大贏 顏家祺顏家祺顏家祺顏家祺

骨質疏鬆特別門診骨質疏鬆特別門診骨質疏鬆特別門診骨質疏鬆特別門診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4301430143014301

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 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
((((限約診限約診限約診限約診))))

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 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 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黃雅凰

二診二診二診二診

4302430243024302
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 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

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
((((看診地點在骨科看診地點在骨科看診地點在骨科看診地點在骨科

二診二診二診二診))))

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 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 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陳宣宇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4201420142014201
曾慧嘉曾慧嘉曾慧嘉曾慧嘉 張弘緯張弘緯張弘緯張弘緯 邱瓊令邱瓊令邱瓊令邱瓊令 林玉珮林玉珮林玉珮林玉珮

((((含糖尿病衛教特診含糖尿病衛教特診含糖尿病衛教特診含糖尿病衛教特診))))
謝政男謝政男謝政男謝政男 曾慧嘉曾慧嘉曾慧嘉曾慧嘉

((((含糖尿病衛教特診含糖尿病衛教特診含糖尿病衛教特診含糖尿病衛教特診))))

羅中廷羅中廷羅中廷羅中廷
((((含戒菸門診含戒菸門診含戒菸門診含戒菸門診))))

曾慧嘉曾慧嘉曾慧嘉曾慧嘉 林玉珮林玉珮林玉珮林玉珮 邱瓊令邱瓊令邱瓊令邱瓊令
林玉珮林玉珮林玉珮林玉珮

((((含糖尿病衛教特診含糖尿病衛教特診含糖尿病衛教特診含糖尿病衛教特診))))

6666////3333....6666////17171717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二診二診二診二診

4202420242024202
謝政男謝政男謝政男謝政男 張弘緯張弘緯張弘緯張弘緯 邱瓊令邱瓊令邱瓊令邱瓊令 張弘緯張弘緯張弘緯張弘緯 張弘緯張弘緯張弘緯張弘緯

泌泌泌泌

尿尿尿尿

科科科科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3101310131013101
陳宗義陳宗義陳宗義陳宗義 蘇健裕蘇健裕蘇健裕蘇健裕 陳思翰陳思翰陳思翰陳思翰 張幼誠張幼誠張幼誠張幼誠 張幼誠張幼誠張幼誠張幼誠 陳宗義陳宗義陳宗義陳宗義 阮序承阮序承阮序承阮序承 張幼誠張幼誠張幼誠張幼誠 張幼誠張幼誠張幼誠張幼誠 陳宗義陳宗義陳宗義陳宗義 陳宗義陳宗義陳宗義陳宗義

眼眼眼眼

科科科科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3201320132013201

陳昶齡陳昶齡陳昶齡陳昶齡 陳昶齡陳昶齡陳昶齡陳昶齡 王馨凰王馨凰王馨凰王馨凰 溫國宏溫國宏溫國宏溫國宏 陳昶齡陳昶齡陳昶齡陳昶齡 陳正僓陳正僓陳正僓陳正僓 陳昶齡陳昶齡陳昶齡陳昶齡

耳鼻耳鼻耳鼻耳鼻

喉科喉科喉科喉科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3301330133013301
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
((((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

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
((((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

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
((((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

＊＊＊＊陳韋至陳韋至陳韋至陳韋至 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
((((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

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
((((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

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鄭嘉宏
((((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不含鑑定))))

皮皮皮皮

膚膚膚膚

科科科科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3501350135013501
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 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 ＊＊＊＊黃麗珊黃麗珊黃麗珊黃麗珊 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 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 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 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史守正

科診代號科診代號科診代號科診代號
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

7002700270027002

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

7005700570057005

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

7005700570057005

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

7002700270027002

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

7002700270027002

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

7005700570057005

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

7005700570057005

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7002700270027002
((((牙齒美白牙齒美白牙齒美白牙齒美白、、、、顳顎關顳顎關顳顎關顳顎關

節症特別門診節症特別門診節症特別門診節症特別門診))))

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

7002700270027002

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

7005700570057005

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孫彰佐7005700570057005

6666////3333....6666////17171717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鄭博仁7002700270027002

6666////10101010....6666////24242424看診看診看診看診

7001700170017001 郭力誠郭力誠郭力誠郭力誠 盧恩郁盧恩郁盧恩郁盧恩郁 盧恩郁盧恩郁盧恩郁盧恩郁 王士銘王士銘王士銘王士銘 黃俊偉黃俊偉黃俊偉黃俊偉 黃俊偉黃俊偉黃俊偉黃俊偉 盧恩郁盧恩郁盧恩郁盧恩郁 盧恩郁盧恩郁盧恩郁盧恩郁 陳凱綸陳凱綸陳凱綸陳凱綸 王士銘王士銘王士銘王士銘 陳凱綸陳凱綸陳凱綸陳凱綸 陳凱綸陳凱綸陳凱綸陳凱綸 郭力誠郭力誠郭力誠郭力誠 郭力誠郭力誠郭力誠郭力誠 郭力誠郭力誠郭力誠郭力誠 黃俊偉黃俊偉黃俊偉黃俊偉
中中中中

醫醫醫醫

科科科科

一診一診一診一診

7501750175017501
吳青吳青吳青吳青峯峯峯峯

((((腦血管後遺症腦血管後遺症腦血管後遺症腦血管後遺症))))

黃宏庭黃宏庭黃宏庭黃宏庭
((((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炎過敏性鼻炎))))

李昀修李昀修李昀修李昀修
((((皮膚疾患皮膚疾患皮膚疾患皮膚疾患))))

吳青吳青吳青吳青峯峯峯峯
((((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

吳青吳青吳青吳青峯峯峯峯
((((失眠失眠失眠失眠))))

徐樺宗徐樺宗徐樺宗徐樺宗
((((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

徐樺宗徐樺宗徐樺宗徐樺宗
((((看診地點在內科看診地點在內科看診地點在內科看診地點在內科

七診七診七診七診))))

李昀修李昀修李昀修李昀修
((((氣喘氣喘氣喘氣喘))))

徐樺宗徐樺宗徐樺宗徐樺宗
((((退化性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

吳青吳青吳青吳青峯峯峯峯
((((更年期更年期更年期更年期))))

吳青吳青吳青吳青峯峯峯峯
((((坐骨神經痛坐骨神經痛坐骨神經痛坐骨神經痛))))

徐樺宗徐樺宗徐樺宗徐樺宗
((((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

2.9.16.23.302.9.16.23.302.9.16.23.302.9.16.23.30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內科內科內科內科

7.14.21.287.14.21.287.14.21.287.14.21.28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106106106106年 年 年 年 6666月    門診時間表月    門診時間表月    門診時間表月    門診時間表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尊重生命   追求卓越            願景尊重生命   追求卓越            願景尊重生命   追求卓越            願景尊重生命   追求卓越            願景：：：：南台灣最佳社區醫院南台灣最佳社區醫院南台灣最佳社區醫院南台灣最佳社區醫院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8.15.22.291.8.15.22.291.8.15.22.291.8.15.22.29

家家家家

醫醫醫醫

科科科科

※※※※登革熱責任門診請掛內科登革熱責任門診請掛內科登革熱責任門診請掛內科登革熱責任門診請掛內科、、、、家醫科門診家醫科門診家醫科門診家醫科門診。。。。

一一一一、、、、醫師門診異動及休診請參閱網路休診公告醫師門診異動及休診請參閱網路休診公告醫師門診異動及休診請參閱網路休診公告醫師門診異動及休診請參閱網路休診公告

　　　　　　　　急診急診急診急診24242424小時服務小時服務小時服務小時服務；；；；門診表有門診表有門診表有門診表有＊＊＊＊為長庚支援醫師為長庚支援醫師為長庚支援醫師為長庚支援醫師

二二二二、、、、掛號與入院登記掛號與入院登記掛號與入院登記掛號與入院登記::::
1111....電話掛號電話掛號電話掛號電話掛號::::

((((1111))))電話語音掛號電話語音掛號電話語音掛號電話語音掛號:(:(:(:(07070707))))715715715715----1932193219321932

((((2222))))人工接聽掛號人工接聽掛號人工接聽掛號人工接聽掛號: : : :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08080808::::00000000----11111111::::30303030及及及及13131313::::30303030----16161616::::30303030

                           (                           (                           (                           (07070707))))721721721721----1894  1894  1894  1894  或    或    或    或    ((((07070707))))751751751751----1131113111311131轉轉轉轉2153215321532153

     人工接聽掛號     人工接聽掛號     人工接聽掛號     人工接聽掛號::::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11111111::::30303030----13131313::::30303030及及及及16161616::::30303030----21212121::::00000000

                           (                           (                           (                           (07070707))))751751751751----1131113111311131轉轉轉轉2131213121312131或或或或2132213221322132

2222....現場掛號現場掛號現場掛號現場掛號::::上午診上午診上午診上午診08080808::::00000000----11111111::::30303030；；；；下午診下午診下午診下午診08080808::::00000000----16161616::::30303030；；；；

                    夜診                    夜診                    夜診                    夜診08080808::::00000000----20202020::::30303030；；；；週六週六週六週六08080808::::00000000----11111111::::30303030

3333....網路掛號網路掛號網路掛號網路掛號::::wwwwwwwwwwww....kmshkmshkmshkmsh....govgovgovgov....twtwtwtw

4444....行動掛號行動掛號行動掛號行動掛號APPAPPAPPAPP::::歡迎手機下載使用歡迎手機下載使用歡迎手機下載使用歡迎手機下載使用。。。。

5555....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111))))預約時間預約時間預約時間預約時間::::看診前看診前看診前看診前90909090天內均可預約天內均可預約天內均可預約天內均可預約。。。。

((((2222))))就診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就診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就診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就診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5.12.19.265.12.19.265.12.19.265.12.19.26 6.13.20.276.13.20.276.13.20.276.13.20.27

胸腔內科胸腔內科胸腔內科胸腔內科

胃腸胃腸胃腸胃腸

肝膽內科肝膽內科肝膽內科肝膽內科

內內內內

科科科科

腎臟內科腎臟內科腎臟內科腎臟內科

外外外外

科科科科

((((3333))))週一至週五上午設有體檢專用窗口週一至週五上午設有體檢專用窗口週一至週五上午設有體檢專用窗口週一至週五上午設有體檢專用窗口((((7777號窗口號窗口號窗口號窗口))))。。。。隨到隨辦隨到隨辦隨到隨辦隨到隨辦

    ，    ，    ，    ，服務快速服務快速服務快速服務快速，，，，下午請抽號碼牌依序下午請抽號碼牌依序下午請抽號碼牌依序下午請抽號碼牌依序2222----8888號窗口辦理號窗口辦理號窗口辦理號窗口辦理。。。。

((((4444))))持轉診單者請至一樓持轉診單者請至一樓持轉診單者請至一樓持轉診單者請至一樓2222----8888號掛號窗口掛號號掛號窗口掛號號掛號窗口掛號號掛號窗口掛號。。。。

((((5555))))網路掛號提供看診進度查詢服務網路掛號提供看診進度查詢服務網路掛號提供看診進度查詢服務網路掛號提供看診進度查詢服務，，，，方便民眾查詢方便民眾查詢方便民眾查詢方便民眾查詢。。。。

    (    (    (    (查詢顯示之診號僅供參考查詢顯示之診號僅供參考查詢顯示之診號僅供參考查詢顯示之診號僅供參考，，，，實際以門診叫號為準實際以門診叫號為準實際以門診叫號為準實際以門診叫號為準))))

((((6666))))預約掛號後若未能來院就診預約掛號後若未能來院就診預約掛號後若未能來院就診預約掛號後若未能來院就診，，，，請於看診前一天或當天取消請於看診前一天或當天取消請於看診前一天或當天取消請於看診前一天或當天取消

    掛號    掛號    掛號    掛號，，，，以免造成爽約紀錄以免造成爽約紀錄以免造成爽約紀錄以免造成爽約紀錄。。。。若三個月內有三次未到診紀錄若三個月內有三次未到診紀錄若三個月內有三次未到診紀錄若三個月內有三次未到診紀錄

   ，   ，   ，   ，系統將暫停受理電話及網路預約掛號系統將暫停受理電話及網路預約掛號系統將暫停受理電話及網路預約掛號系統將暫停受理電話及網路預約掛號，，，，請至掛號櫃檯辦請至掛號櫃檯辦請至掛號櫃檯辦請至掛號櫃檯辦

   理掛號手續   理掛號手續   理掛號手續   理掛號手續。。。。

((((7777))))中醫掛號中醫掛號中醫掛號中醫掛號::::看診當天請持健保卡至看診當天請持健保卡至看診當天請持健保卡至看診當天請持健保卡至6666號窗口辦理報到過卡號窗口辦理報到過卡號窗口辦理報到過卡號窗口辦理報到過卡。。。。

((((8888))))入院登記入院登記入院登記入院登記((((含出院業務含出院業務含出院業務含出院業務))))為為為為1111號櫃檯號櫃檯號櫃檯號櫃檯，，，，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    ◎    ◎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80808::::00000000----12121212::::00  1300  1300  1300  13::::30303030----17171717::::20202020

    ◎    ◎    ◎    ◎星      期      六 星      期      六 星      期      六 星      期      六 0800080008000800----12121212::::00000000

    (    (    (    (非上班時間請於急診掛批櫃檯辦理非上班時間請於急診掛批櫃檯辦理非上班時間請於急診掛批櫃檯辦理非上班時間請於急診掛批櫃檯辦理))))

三三三三、、、、看診時間看診時間看診時間看診時間::::
※※※※看診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全天看診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全天看診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全天看診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全天；；；；星期六半天星期六半天星期六半天星期六半天

※※※※本表僅供參考本表僅供參考本表僅供參考本表僅供參考，，，，如果醫師臨時變更如果醫師臨時變更如果醫師臨時變更如果醫師臨時變更，，，，以診間外公告為準以診間外公告為準以診間外公告為準以診間外公告為準。。。。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09090909::::00000000起          下午起          下午起          下午起          下午14141414::::00000000起           夜間起           夜間起           夜間起           夜間18181818::::00000000起起起起

※※※※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體檢時間::::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08080808::::30303030----11111111::::30    30    30    30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13131313::::40404040----17171717::::00     00     00     00     夜間夜間夜間夜間18181818::::00000000----20202020::::30303030

※※※※復健科夜間只開放電療室復健科夜間只開放電療室復健科夜間只開放電療室復健科夜間只開放電療室: : : :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20202020::::00000000止止止止

※※※※服務專線服務專線服務專線服務專線::::

1111....總機總機總機總機:(:(:(:(07070707))))751751751751----1131113111311131

   服務時間   服務時間   服務時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週一至週五 週一至週五 週一至週五 08080808::::00000000----12121212::::30 30 30 30 ；；；；13131313::::30303030----17171717::::30  30  30  30  週 六  週 六  週 六  週 六  08080808::::00000000----12121212::::00000000

2222....服務台服務台服務台服務台:(:(:(:(07070707))))751751751751----9131913191319131

   服務時間   服務時間   服務時間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週一至週五 週一至週五 週一至週五 08080808::::00000000----12121212::::00 00 00 00 ；；；；13131313::::30303030----17171717::::30  30  30  30  週 六  週 六  週 六  週 六  08080808::::00000000----12121212::::00000000

四四四四、、、、收費標準收費標準收費標準收費標準::::
1111....門診掛號收費門診掛號收費門診掛號收費門診掛號收費::::

((((1111))))掛號費掛號費掛號費掛號費50505050元元元元((((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基本部分負擔基本部分負擔基本部分負擔基本部分負擔80808080元元元元。。。。

((((2222))))牙科及中醫掛號費牙科及中醫掛號費牙科及中醫掛號費牙科及中醫掛號費50505050元元元元((((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基本部分負擔基本部分負擔基本部分負擔基本部分負擔50505050元元元元。。。。

((((3333))))牙科自費掛號費及診察費合計牙科自費掛號費及診察費合計牙科自費掛號費及診察費合計牙科自費掛號費及診察費合計335335335335元元元元((((第第第第1111次看診次看診次看診次看診))))。。。。

((((4444))))藥費部份負擔依健保署規定藥費部份負擔依健保署規定藥費部份負擔依健保署規定藥費部份負擔依健保署規定。。。。

2222....急診掛號收費急診掛號收費急診掛號收費急診掛號收費::::

((((1111))))掛號費掛號費掛號費掛號費100100100100元元元元((((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出示殘障手冊則免)+)+)+)+基本部分負擔基本部分負擔基本部分負擔基本部分負擔150150150150元元元元。。。。

((((2222))))自費診察費自費診察費自費診察費自費診察費，，，，依檢傷分類級數收費依檢傷分類級數收費依檢傷分類級數收費依檢傷分類級數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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