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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部 葉姿君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李長殷 主任 

中醫部 凃朝朋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李長殷 主任 

中醫部 巫佳穎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李長殷 主任 

中醫部 朱子萱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李長殷 主任 

中醫部 黃彥維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李長殷 主任 

中醫部 辛重毅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林琬羚 醫師 

中醫部 李勇震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林琬羚 醫師 

中醫部 戴文斌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林琬羚 醫師 

中醫部 陳俐彣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林琬羚 醫師 

中醫部 吳子偉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林琬羚 醫師 

中醫部 周維貞 住院醫師 中醫部 倪健航 主任 

中醫部 陳冠佐 住院醫師 中醫部 倪健航 主任 

中醫部 蘇英碩 住院醫師 中醫部 倪健航 主任 

中醫部 鄭凌軒 住院醫師 中醫部 倪健航 主任 

中醫部 蔡侑霖 住院醫師 中醫部 倪健航 主任 

中醫部 陳宇婕 住院醫師 中醫部 馬易世 主任 

中醫部 陳豪君 住院醫師 中醫部 馬易世 主任 

中醫部 王大成 住院醫師 中醫部 馬易世 主任 

中醫部 魏士晉 住院醫師 中醫部 馬易世 主任 

中醫部 江惠姿 住院醫師 中醫部 馬易世 主任 

中醫部 王子杰 住院醫師 中醫部 許惠菁 醫師 

中醫部 蔡忠漢 住院醫師 中醫部 許惠菁 醫師 

中醫部 黃佩琴 住院醫師 中醫部 許惠菁 醫師 

中醫部 蕭文勝 住院醫師 中醫部 許惠菁 醫師 

中醫部 林婉容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游榮聖 主任 

中醫部 蕭銘輝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游榮聖 主任 

中醫部 許富鈞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游榮聖 主任 

中醫部 王賓緯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游榮聖 主任 

中醫部 林原禾 住院醫師 中醫部 游榮聖 主任 

內科部 胡莉芳 住院醫師 一般醫學科 曾國賓 醫師 

內科部 邱厚榮 住院醫師 一般醫學科 湯道謙 主任 

內科部 張哲維 住院醫師 一般醫學科 湯道謙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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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部 吳旻修 住院醫師 一般醫學科 湯道謙 主任 

內科部 吳聲庭 住院醫師 一般醫學科 湯道謙 主任 

內科部 陳靜宜 住院醫師 心臟內科 邱寬饒 醫師 

內科部 曾秉軒 住院醫師 心臟內科 邱寬饒 醫師 

內科部 梁筠馥 住院醫師 胸腔內科 陳鍾岳 醫師 

內科部 吳翊綝 住院醫師 腎臟科 李宜哲 主任 

牙科部 林育瑩 住院醫師 牙科部 歐雅綺 醫師 

牙科部 吳雅軒 住院醫師 牙科部 林俐妏 醫師 

牙科部 葉譯嬪 住院醫師 牙科部 林詠妤 醫師 

牙科部 李昱慶 住院醫師 牙科部 林詠妤 醫師 

牙科部 梁哲語 住院醫師 牙科部 陳乃慈 醫師 

牙科部 林鈺珊 住院醫師 牙科部 陳乃慈 醫師 

牙科部 周揚智 住院醫師 牙科部 陳昭明 醫師 

牙科部 黃士軒 住院醫師 牙科部 陳昭明 醫師 

牙科部 蕭博元 住院醫師 牙科部 陳毓宏 醫師 

牙科部 林楷荔 住院醫師 牙科部 陳毓宏 醫師 

牙科部 周桂蓮 住院醫師 牙科部 雷曜寧 主任 

外科部 吳祐穎 住院醫師 一般外科 李蕙鳴 副主任 

外科部 麥倖嘉 住院醫師 一般外科 李蕙鳴 副主任 

外科部 林慶維 住院醫師 一般外科 李蕙鳴 副主任 

外科部 謝其志 住院醫師 一般外科 陳德遠 醫師 

外科部 薛行捷 住院醫師 胸腔外科 高明蔚 醫師 

外科部 李卓勳 住院醫師 直肛科 陳致一 醫師 

外科部 林正凱 住院醫師 神經外科 王浩洸 主任 

外科部 楊宗穎 住院醫師 整形外科部 張立人 主任 

外科部 陳加榮 住院醫師 整形外科部 陳建忠 主任 

外科部 陳怡潔 住院醫師 整形外科部 陳建忠 主任 

外科部 廖庭鈞 住院醫師 整形外科部 馮冠明 部長 

耳鼻喉科 賴奕廷 住院醫師 耳鼻喉科 王建忠 醫師 

耳鼻喉科 劉哲維 住院醫師 耳鼻喉科 許惇彥 主任 

耳鼻喉科 邱駿騰 住院醫師 耳鼻喉科 黃耀璋 醫師 

兒童醫學部 張靖培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林庭逸 醫師 



住院醫師導師名單 

106.05.25更新 

單位 姓名 職稱 
導師 

科別 姓名 職稱 

兒童醫學部 陳婉茹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林庭逸 醫師 

兒童醫學部 鍾俊民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林庭逸 醫師 

兒童醫學部 何俊儀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楊詠甯 主任 

兒童醫學部 王筑瑩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蔡育承 醫師 

兒童醫學部 陳琮硯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蔡育承 醫師 

兒童醫學部 蔡環宇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蔡育承 醫師 

兒童醫學部 劉賢冠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鄭詩橤 醫師 

兒童醫學部 洪晟哲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鄭詩橤 醫師 

兒童醫學部 呂文莉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吳佩玲 醫師 

放射診斷科 蘇柏穎 住院醫師 一般影像診斷科 王衍霽  醫師 

放射腫瘤科 郭亭妤 住院醫師 放射腫瘤科 莊富成 醫師 

泌尿科 李日馳 住院醫師 泌尿科 吳俊賢 醫師 

泌尿科 李彥羲 住院醫師 泌尿科 陳忠賢 醫師 

泌尿科 呂政昕 住院醫師 泌尿科 陳毓騏 醫師 

泌尿科 蔡佳龍 住院醫師 泌尿科 黃景榆 主任 

急診醫學部 陳國進 住院醫師 急診醫學部 梁志宇 主任 

急診醫學部 楊昀峻 住院醫師 急診醫學部 梁志宇 主任 

急診醫學部 詹宏彥 住院醫師 急診醫學部 許智偉 副部長 

急診醫學部 張簡福祥 住院醫師 急診醫學部 許智偉 副部長 

急診醫學部 張懿中 住院醫師 急診醫學部 陳天長 主任 

急診醫學部 蔡荏元 住院醫師 急診醫學部 楊博任 醫師 

急診醫學部 李孟育 住院醫師 急診醫學部 楊博任 醫師 

急診醫學部 郭文偉 住院醫師 急診醫學部 蔡政龍 主任 

急診醫學部 李品翰 住院醫師 急診醫學部 蔡政龍 主任 

胃腸肝膽科 陳溢松 住院醫師 胃腸肝膽科 彭道雄 副部長 

胃腸肝膽科 徐銘宏 住院醫師 胃腸肝膽科 戴啟明 主任 

胃腸肝膽科 陳奕霖 住院醫師 胃腸肝膽科 羅錦河 副院長 

家醫科 周培麟 住院醫師 家醫科 洪暐傑 醫師 

家醫科 羅燕如 住院醫師 家醫科 連子賢 醫師 

家醫科 王詩婷 住院醫師 家醫科 黃如薏 醫師 

家醫科 賴宥錚 住院醫師 家醫科 黃繼賢 醫師 

家醫科 陳昱彰 住院醫師 家醫科 黃繼賢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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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醫科 鄭暐霖 住院醫師 家醫科 劉依亭 醫師 

家醫科 林怡君 住院醫師 家醫科 劉依亭 醫師 

家醫科 黃湘云 住院醫師 家醫科 劉依亭 醫師 

核子醫學科 周詩瑾 住院醫師 核子醫學科 吳宜臻 醫師 

病理部 林士鈞 住院醫師 臨床病理科 張宜崴 主任 

病理部 李昀真 住院醫師 臨床病理科 張宜崴 主任 

神經外科 朱劭昂 住院醫師 神經外科 蔡育敦 醫師 

神經外科 曾威傑 住院醫師 神經外科 王國瑋 醫師 

神經科 蕭柏煜 住院醫師 神經科 郭弘昌 醫師 

神經科 林煥然 住院醫師 神經科 鄒榮吉 醫師 

神經科 劉于萱 住院醫師 神經科 謝孟倉 醫師 

骨科部 王榮鼎 住院醫師 骨科 于尚文 醫師 

骨科部 林士棋 住院醫師 骨科 吳金獻 主任 

骨科部 鐘本聿 住院醫師 骨科 馬景侯  主任 

骨科部 薛宇桓 住院醫師 骨科 高玉憲 醫師 

骨科部 方啟榮 住院醫師 骨科 高逢辰 主任 

骨科部 謝岱融 住院醫師 骨科 楊士階 主任 

骨科部 黃獻漳 住院醫師 骨科 葉日熹 主任 

骨科部 周學璞 住院醫師 骨科 鍾子駿 醫師 

婦產部 胡馨容 住院醫師 婦產部 洪韻翔 主任 

婦產部 許慈函 住院醫師 婦產部 洪韻翔 主任 

婦產部 邱亮鈞 住院醫師 婦產部 郭富珍 副部長 

婦產部 陳韋伶 住院醫師 婦產部 郭富珍 副部長 

眼科 李昱逵 住院醫師 眼科 王偉宇 醫師 

麻醉部 郭權毅 住院醫師 麻醉部 林建明 副主任 

麻醉部 李峻豪 住院醫師 麻醉部 柳建丞 醫師 

麻醉部 蘇子桓 住院醫師 麻醉部 洪偉俊 醫師 

麻醉部 林依瑩 住院醫師 麻醉部 陳怡雯 醫師 

麻醉部 李靝宇 住院醫師 麻醉部 陳芝潔 醫師 

麻醉部 周葳 住院醫師 麻醉部 游佳勳 醫師 

麻醉部 吳仲鎰 住院醫師 麻醉部 劉秉鑫 醫師 

麻醉部 陳怡婷 住院醫師 麻醉部 盧正淵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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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 王宥瑜 住院醫師 兒童醫學部 楊生湳 副院長 

精神科 李冠嬌 住院醫師 精神科 張簡德璋 醫師 

整形外科部 陳信甫 住院醫師 整形外科部 陳建忠 主任 

整形外科部 賴東懋 住院醫師 整形外科部 陳建忠 主任 

整形外科部 賴冠宏 住院醫師 整形外科部 施翔順 主任 

整形外科部 李易晟 住院醫師 整形外科部 施翔順 主任 

整形外科部 楊沂勳 住院醫師 整形外科部 張立人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