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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受委託經營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110學年度主管名冊 

＊未註明聘期之主管，聘期自 110 年 08 月 30 日起至新任院長到任日止。  

110.08.30 

職  別 姓  名  備    註 

院長 郭昭宏 

109.08.01 起至新任院長到任日止(依據 110年 8月 20

日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董事會高醫董志字第

1100000230 號函辦理) 

副院長 洪志興  

副院長 李書欣  

副院長 待聘  

副院長 待聘  

醫務秘書 陳永鴻  

醫務秘書 陳煌麒  

高級專員 待聘  

秘書 陳思嘉  

秘書 張科  

秘書 盧政昌  

秘書 曾惠芳  

秘書 李秋慧  

環境職業醫療中心主任 洪志興  

急重症醫療中心主任 李書欣  

社區醫學醫療中心主任 陳煌麒  

熱帶醫學醫療中心主任 張科  

國際醫療暨對外合作中心主任 陳俊鴻  

健康管理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許文鴻 
職業安全組組長 蔡瑋琪 

健康管理組組長 李秋慧 

癌症中心主任 陳煌麒 

癌症品質管理組組長 謝絜羽 

癌症篩檢組組長 葉乃榕 

癌症個案管理組組長 艾紀瑩 

內科主任 蘇河名 呼吸治療組組長 曹清鏡 

外科主任 李書欣  

婦產科主任 王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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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別 姓  名  備    註 

小兒科主任 吳晃維  

眼科主任 鄭凱駿  

耳鼻喉科主任 簡禎佑  

骨科主任 盧政昌  

泌尿科主任 李永進  

皮膚科主任 胡楚松(兼)  

神經科主任 陳俊鴻  

精神科主任 柯志鴻  

牙科主任 潘金芸  

家庭醫學科主任 吳政航  

職業病科主任 楊鎮誠  

影像醫學科主任 鍾維軒 
放射組組長 朱惠珍 

磁振造影組組長 丁詩偉 

放射腫瘤科主任 待聘  

麻醉科主任 盧奕丞 護理長 黃資文(代理) 

復健科主任 李權峯 
物理治療組組長 劉雅棻 

職能治療組組長 林婷瑩 

檢驗科主任 洪志興 
檢驗組組長 梁景超 

血庫組組長 蔡秀貞 

病理科主任 陳建亨  

急診科 
主任 劉耀華  

副主任 吳怡泰  

重症加護室主任 鍾嘉勵  

手術室主任 蘇家弘  

感染管制室主任 張科 管制組組長 董雅玲 

專科護理室主任 李書欣 護理長 蔡珮芸 

藥學科 

主任 陳秀珊 藥品調劑組組長 張簡麗真 

  藥品管理組組長 吳筱珈 

副主任 張簡麗真 臨床藥學組組長 吳惠如 

營養室主任 侯孟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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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別 姓  名  備    註 

社會服務室主任 李庚恕  

行政管理中心 

主任 林敬程 企劃組組長 鍾詠全 

  公關組組長 葉信含 

副主任 陳思伃 行政組組長 沈玟君(代理) 

人力資源室主任 林芳君  

總務室 

主任 蔡家穎 採購組組長 蘇育德 

  出納組組長 謝鈺婷 

副主任 蘇育德 事務暨環保組組長 柯宜岑 

稽核室主任 吳仁成 110.08.01 起至新任主管到任日止 

財務室主任 

申盛蓉 

(110.08.01 起至新

任主管到任日止) 

歲計帳務組組長 呂曉雯 

成本經費組組長 凌慧婷 

工務室主任 方泳遠 
醫學工程組組長 方泳遠 

工務組組長 趙文可 

資訊室主任 鄭建宏  

營運管理中心主任 

主任 張碧玉 
營運績效組組長 李宛臻 

保險醫療組組長 卓佳勳 

副主任 蘇河名 
病歷管理組組長 張韋禎 

醫療事務組組長 陳沛琳 

教學研究中心主任 

主任 陳思嘉 
教師培育暨教學組組長 黃俊祺 

臨床研究組組長 王志文 

副主任 胡楚松(兼) 
醫師訓練組組長 耿俊閎 

醫事人員訓練組組長 林宏勳 

醫療品質管理中心主任 黃俊祺 
醫品病安組組長 郭子右 

黃俊祺 110.08.01-110.08.29 
郭子右 110.08.30起至新任

主管到任日止 

認證組組長 黃慧茹  

護理部 
主任 李育珮 

 
副主任 武香君 

督導(3名) 

劉錦茹  

侯惠足(代理)  

薛瓊芳(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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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長(19名) 

洪意華 謝馥矯 侯雅萍 黃雅慧 

徐琬茵 黃素馨 陳瑞忻 蘇淑芳 

蘇靜宜 宋聖芬 楊純怡 龔怡心 

陳雅玲 許嘉芳 林雅惠 曾惠芳 
(院長室) 

馮明珠 
(咀嚼吞嚥機能重建中心) 

蔡曉雯 
(醫療品質管理中心) 

  

黃憶如 
(醫療品質管理中心) 

林雅惠 110.08.01-110.08.29 

黃憶如 110.08.30起至新任主管到任日止 

副護理長(1名) 蕭硯貞  

長照醫養整合中心 
主任 李建勳 長照服務組組長 巫秀珊 

副主任 鍾欣伶 行政發展組組長 江郁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