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

晚上

下午

黃詩偉 706診

黃詩偉 706診

黃詩偉 706診

黃詩偉 706診 黃詩偉 706診

黃詩偉 706診

黃詩偉 706診

黃詩偉 706診

周書玉(女)703診

周書玉(女)703診

周書玉(女)703診

周書玉(女)703診

周書玉(女)703診

周書玉(女)703診

周書玉(女)703診

鄒曉玲(女)702診

鄒曉玲(女)702診 鄒曉玲(女)702診

鄒曉玲(女)702診 鄒曉玲(女)702診

鄒曉玲(女)702診 鄒曉玲(女)702診

王禎佑 705診

王禎佑 705診

王禎佑 705診

王禎佑 705診

王禎佑 705診

王禎佑 705診

王禎佑 705診

陳亮宇(女)707診 陳亮宇(女)707診 陳亮宇(女)707診

陳亮宇(女)707診

陳亮宇(女)707診

陳亮宇(女)707診

徐新政 708診 徐新政 708診

徐新政 708診

徐新政 708診

徐新政 708診

徐新政 708診

陳亮宇(女)707診
美顏針特別門診

陳亮宇(女)707診
憂鬱症中西醫整合特別門診

鄒曉玲(女)702診
    中醫癌症特別門診

王禎佑 705診
    中醫癌症特別門診

周書玉(女)703診
中醫癌症特別門診

徐新政 708診

徐新政 708診

吳柏鋒 706診

吳柏鋒 706診

吳柏鋒 706診

吳柏鋒 708診

吳柏鋒 708診

吳柏鋒 708診

吳柏鋒 706診

(上午)吳柏鋒 706診

吳柏鋒 706診

周書玉(女)703診

徐新政 2762
黃詩偉 21800
鄒曉玲 22881
周書玉 21791
陳亮宇 22886
王禎佑 24864
吳柏鋒 19947

中醫科 (醫療大樓7樓)  Chinese Medicine

何宇淳 55294
9/16 約診

上午
116

下午

118

116
晚上

賴宇亮 14688
復健門診+超音波導引疼痛注射

賴宇亮 14688
復健門診+超音波導引疼痛注射

116

118

118

何宇淳 55294
運動傷害

賴宇亮 14688
復健門診+超音波導引疼痛注射

賴宇亮 14688
復健門診+超音波導引疼痛注射

賴宇亮 14688
復健門診+超音波導引疼痛注射

賴宇亮 14688
復健門診+超音波導引疼痛注射

何宇淳 55294
9/16 約診

503晚上

上午

下午

503

505

505

503

502

502

陳思融(女)55789

陳思融(女)55789

陳思融(女)
     卡介苗/預防注射

林佐臨 21934

陳思融(女)55789

林佐臨 21934

林佐臨 21934

復健科 (醫療大樓1樓)  Reha bilitation 週一~週五 上午08:00-12:00 / 下午 13:00-17:00
週一~週五 夜間(採預約制) 17:00-21:00，洽詢電話03-5580558分機1125

物理治療室開放時間 :

501

王明鈺(女)16211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門診

陳俊龍 56097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門診

黃偉垣 55975
發展聯合評估門診兼小兒神經特診

戴以信 33586
兒童心臟特診

兒科 (醫療大樓5樓)  Pediatric

一般兒科、疫苗預防接種、新生兒科、兒童重症、血友病、胸痛、心雜音、心律不整、川崎病、心衰竭、腹痛、瘦弱、肥胖、成長不良、
肝炎、黃疸、異物吞入、蛋白尿、血尿、尿道感染、水腎、尿床、尿崩、鼻炎、自體免疫疾病、頭痛、痙攣、氣管炎、胸痛、慢性咳嗽、
睡眠檢查、地中海型貧血、兒童過敏免疫、精準醫療、發展評估、小兒腦神經疾病、腦部超音波、髖關節發育不良、髖關節超音波、結構
性心臟病、肺高壓、胎兒心臟超音波、兒童胸腔疾病、兒童血液腫瘤、遺傳內分泌

時 段 診 間

–5–★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肉毒桿菌注射約診
9/16
何宇淳55294早診、午診

陳俊龍 120診
56097

陳俊龍 505診56097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門診

陳俊龍 120診56097
超音波導引注射、增生療法

陳俊龍 120診56097
超音波導引注射、腕隧道神經增生療法

陳俊龍 120診56097
超音波導引注射、增生療法

陳俊龍 120診56097
超音波導引注射、增生療法

501診55789

鄧堯敦 56166
兒童心臟特診(9:30開始)

何宇淳 55294(約診)
（PRP、震波治療、門診）

何宇淳 55294
超音波檢查+導引注射

陳俊龍 120診56097
超音波導引注射增生療法

何宇淳 55294
震波治療 (約診)

廖祐玄(女)56291

廖祐玄(女)56291

廖祐玄(女)56291 廖祐玄(女)56291

黃琢懿(女)

黃琢懿(女)56473

廖祐玄(女)56291
502診
55789

501診
56473 黃琢懿(女) 501診

56473

黃琢懿(女) 501診
56473

黃琢懿(女) 56473
9/24

黃琢懿(女) 501診
56473

陳思融(女) 鍾俊民 502診55749
19:00開始看診

張簡晴瑩(女)55780
9/3、9/17

謝承霖 55330
兒童胸腔特診 (9:30開始)

彭慶添 0062
血液腫瘤特診

朱子宏 56281
遺傳內分泌特診

林佐臨 21934
卡介苗/預防注射

何宇淳 55294
超音波檢查暨導引注射、門診  11:30前報到

何宇淳 55294
超音波檢查暨導引注射、門診

何宇淳 55294
超音波檢查暨導引注射、門診

停診
9/13 謝承霖55330早診
9/9、9/16
朱子宏56281午診
9/9 戴以信33586早診
9/1、9/9
黃琢懿56473午診

停診
9/3、9/9
周書玉21791全診
9/9、9/10
鄒曉玲22881全診
9/9 黃詩偉21800全診
9/10 王禎佑24864早診
9/10 吳柏鋒19947早診
9/8-9/10、9/22
鄒曉玲22881全診
9/9-9/10
陳亮宇22886全診

內婦兒科：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腸胃功能失調、失眠、頭痛、自律神經失調、青春痘、免疫功能失調、癌症體質調理、不孕症體質調理、痛經、月經失調、更年期、卵巢功能失調、內膜異位、小兒氣喘、憂鬱、

焦慮、自律神經失調(胸悶心悸、腹脹腹瀉、便秘、頭暈痛等症狀)、恐慌等精神疾患     針傷科：肩部疾病、運動傷害、關節術後沾黏、脫臼整復、關節炎、腰背痛、褥瘡、慢性未癒合傷口、中風後遺症、美顏針

1.各種急慢性酸、痛與麻 (腕隧道症候群、肌腱炎 、網球肘、高爾夫球肘、媽媽手、板機指、痛風關節炎、五十肩(冰凍肩) 2.各種運動傷害、骨折及創傷關節僵化復健  3.增生與再生(PRP)、玻尿酸、肉毒桿菌注射治療 

4. 超音波引導注射 5.退化性關節炎、人工關節置換復健、骨質疏鬆治療與復健 6. 神經復健(腦中風、創傷性腦傷、脊髓損傷復健) 7.兒童復健 8.心肺復健 9. 震波治療  10.軟組織超音波檢查、與神經肌電圖檢查

楊晶安(女)27055
含過敏免疫風濕門診/卡介苗

楊晶安(女)27055
含精準醫學諮詢門診(發炎性免疫疾病及癌症基因檢測)

林佐臨 21934
含青少年親善門診

星期六 SAT (3.10.17.24)星期五 FRI (2.9.16.23.30)星期四 THU (1.8.15.22.29)星期三 WED (7.14.21.28)星期二 TUE (6.13.20.27)星期一 MON (5.1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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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親至本院醫療大樓一樓服務台捐款   2. 其他捐款方式

● 戶名：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 ATM轉帳：元大銀行竹北分行（8060633）

● 帳號：206-320-01688988

● 轉帳後請聯絡03-5580558轉1497-1498社工室

愛心捐款方式
(弱勢病患醫療使用)

日  期 時     間 地    點講   座   主   題 主   講   者

糖尿病衛教室團體衛教活動 ※若有興趣者，請洽至2F糖尿病衛教室報名 (03)5580558#1226

認識胰島素10:30~11:00 莊凱婷 醫師 二樓門診區9/21

門診衛教

10:30~11:00

日  期 時      間 地         點講座主題 主講者

2樓門診9/16 認識罕見疾病照護服務 杜家慧 個管師

癌症希望講座
日  期 時      間 地         點講座主題 主講者

肺癌免疫治療 莊子儀 主任9/15 醫療大樓1樓大廳14:00~14:30

癌症資源中心-風很大聯誼會
日  期 時      間 地         點講座主題 主講者

大問哉！癌症營養知多少 鐘沛珊 營養師9/19 醫療大樓2樓271門診外10:00~11:30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座主題 主講者

 講座舉將依社區現場為主，本院粉絲專頁提供線上互動，歡迎掃描QR或臉書搜尋：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與我們零距離零時空接觸喔！

9/13

9/22

9/26

9/27

09:00~10:00

14:00~15:00

10:00~11:00

14:00~17:00

新竹市北區金華里活動中心

映智科技

新竹市東區關東里活動中心

新竹縣竹東鎮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光所

手不舉！-淺談50肩跟旋轉肌腱斷裂

減重大作戰

控糖加疫苗，保肺疫一起來

更多的是，你所不知道的3C成癮!

骨科 陳威仁 醫師

營養科 黎姵吟 營養師

家庭醫學科 謝毓婷 個管師

身心醫學科 王明鈺 主任

◎

◎

9月社區講座
◎ 開放一般
    民眾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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