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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109 學年度主管名冊 
＊未註明聘期之主管，聘期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  

109.08.27 更新  

職 別 姓 名 備    註 

院長 鍾飲文 109.08.01-111.07.31 

副院長 黃尚志  

副院長 吳文正  

副院長 程廣義  

副院長 黃明國  

副院長 待聘任  

副院長 待聘任  

醫務秘書 待聘任 黃志中 109.08.1-109.08.23 

醫務秘書 林宗憲  

醫務秘書 吳政毅  

醫務秘書 黃書鴻  

高級專員 鄭尊仁  

高級專員 陳建立  

高級專員 陳美杏  

高級專員 陳幼梅  

高級專員 待聘任  

秘書 許惠珍 (調派學校) 

秘書 簡淑媛 (支援旗津) 

秘書 蔡明儒  

秘書 劉信良  

秘書 李坤宗  

秘書 蘇文慧 (調派學校) 

秘書 待聘任  

院長助理 待聘任  

內科部主任 盧柏樑 內科部副主任 許栢超  

各
臨
床
科 

內
科
部 

胃腸內科主任 吳宜珍  

肝膽胰內科主任 黃釧峰 肝膽胰內科檢查室 黃釧峰  

心臟血管內科主任 林宗憲 心臟血管內科檢查室主任 李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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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導管室主任 朱俊源 心導管室組組長 林見財 

心臟加護室主任 蔡維中  

胸腔內科主任 許超群 胸腔內科檢查室主任 蔡英明 呼吸治療組組長 許端容 

腎臟內科主任 邱怡文 血液暨腹膜透析室主任 郭美娟  

內分泌新陳代謝內

科主任 
林昆德  

血液腫瘤內科主任 蕭惠樺  

過敏免疫風濕內科

主任 
顏正賢  

感染內科主任 陳彥旭  

一般醫學內科主任 蔡宜純  

老年醫學科主任 方姿蓉  

內科加護室主任 張維安  

外科部主任 林志隆 外科部副主任 張鈺堂 
林志隆(暫代)109.08.01-109.09.30 

張鈺堂 109.10.01-110.07.31 

外
科
部
各
臨
床
科 

神經外科主任 林志隆 神經外科加護室主任 劉安祥  

心臟血管外科主任 陳懷民 心臟血管外科加護室主任  黃建偉  

胸腔外科主任 張博智  

整形外科主任 郭耀仁 
燒傷加護室主任 吳益嘉  

高壓氧室主任 黃書鴻  

外傷及重症外科主任 陳昭文  

大腸直腸外科主任 蔡祥麟  

一般及消化系外科主任 莊世昌  

乳房外科主任 陳芳銘  

  外科加護室主任 陳昭文  

婦產部主任 龍震宇 

生殖醫學科主任 蔡英美  

婦科主任 吳鏡瑚  

產科主任 莊蕙瑜  

小兒部主任     楊瑞成  

各
臨
床
科 

小
兒
部 

小兒血液腫瘤科主任 邱世欣 特殊血液病防治中心主任 林佩瑾  

小兒心肺科主任 徐仲豪 
小兒心肺功能室主任 陳怡真  

小兒加護室主任 劉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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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神經科主任 林龍昌 
小兒腦波室主任 梁文貞  

分子生物檢查室主任 梁文貞  

新生兒科主任 陳秀玲 新生兒加護室主任 陳秀玲   

小兒感染科主任 李敏生  

小兒腎臟科主任 
施相宏

(代) 
 

小兒遺傳及內分泌

新陳代謝科主任 
蕭惠彬  

小兒過敏及免疫科

主任 

李敏生

(代) 
 

小兒一般科主任 施相宏  

青少年醫學科主任 黃瑞妍  

小兒外科主任* 林釗佑  

小兒急診科主任* 徐仲豪  

眼科部主任 許淑娟  

耳鼻喉部主任 王凌峰  

骨科部主任 黃鵬如 

關節重建科主任 林松彥  

運動醫學暨創傷骨科主任 周伯禧  

小兒暨脊椎骨科主任 周世祥  

泌尿部主任 李經家  

皮膚部主任 藍政哲  

神經部主任 徐崇堯 

腦中風中心主任 周秉松  

睡眠中心主任 徐崇堯  

神經檢查室主任 盧相如  

神經重症暨腦中風加護室

主任 
吳孟霓  

精神醫學部主任 柯志鴻 社區精神醫學科主任 王鵬為  

檢驗醫學部 

     主任 

 

 

     副主任 

 

張哲銘 

 

 

陳柏志 

品管暨教學室主任 饒秀芬 
品管組組長 謝麗鈴 

教學組組長 周慧雯 

人體器官保存庫 

 醫學主任 

 品質主任 

 

楊豐碩 

周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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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檢驗室主任 陳柏志 
非自動化組組長 鄭彬紘 

自動化組組長 許鈺桂 

微生物室主任 林尚儀  

血庫主任 劉益昌  

分子細胞病理及遺傳室 

主任 
邱世欣  

毒物室主任 林宜靜  

影像醫學部主任 許瑞昇 
一般攝影室主任 陳巧雲 

臨床暨教育組組長 蘇仁沛 
特殊攝影室主任 楊宜曉 

麻醉部主任 程廣義 
疼痛科主任 程廣義  

護理長 陳玫君 副護理長 廖桂林 

核子醫學部主任 張晉銓 
閃爍攝影組組長 張淑敏  

放射免疫分析組組長 林家揚  

復健部主任 陳嘉炘 
物理治療組組長 黃紫琇  

職能治療組組長 王志中  

放射腫瘤部主任 黃志仁 

放射技術組長 王鈞彥  

醫學物理暨醫療曝露品保

組組長 
呂姿瑩  

輻射防護組組長 郭仕勳  

急診部主任 葉怡亨 
急診內科主任 劉冠廷  

急診外科主任 林彥克  

牙科部主任 杜哲光  

牙
科
部
各
臨
床
科 

口腔病理暨顎顏面

影像科主任 
陳玉昆  

口腔顎面外科 

主任 
陳俊明  

補綴科主任 藍鼎勛  

兒童暨特殊需求者

牙科主任 
蕭思郁  

齒顎矯正科主任 曾于娟  

牙周病科主任 黃炯霖  

牙髓病暨牙體復形

科主任 
莊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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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牙醫科主任 吳如惠  

牙科門診部主任 李坤宗  

社區醫學部主任 何啟功 
黃志中 109.08.01-109.08.23 

何啟功 109.08.24-110.07.31 

社
區
醫
學
部 

家庭醫學科主任 李純瑩  

職業及環境醫學科

主任 
王肇齡  

原住民健康照護中

心主任 
歐燦騰  

病理部主任 
楊曉芳 

(暫代) 

解剖病理科主任 楊曉芳  

法醫病理科主任 尹莘玲  

一般科主任 楊志仁  

神經醫學中心主任 關皚麗  

癌症中心主任 黃志仁 

癌症品質管理組組長 蕭惠樺 

癌症篩檢推廣組組長 陳渝潔 

癌症個案管理組組長 阮瓊慧 

癌症登記組組長 游淑蓉 

移植中心主任 郭耀仁  

消化系中心主任 郭功楷  

遺傳諮詢中心主任 郭昱伶  

心臟血管醫學中心主任 陳懷民  

重症加護醫學中心主任 許超群  

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主任 蔡季君  

國際醫療中心主任 張乃千 

醫療服務組組長 賴昕隄  

業務暨教育訓練組組長 許慧玉 
方秀珍 109.08.01-109.08.09 

許慧玉 109.08.24-110.07.31 

援外醫療組組長 張乃千  

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吳政毅 

醫療服務組組長 郭湘茹 
許慧玉 109.08.01-109.08.23 

郭湘茹 109.08.24-110.07.31 

檢驗放射組組長 待聘任  

行政暨業務推廣組組長 洪人亮  

肝炎防治中心主任 戴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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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中心主任 張榮叁  

血脂生科研究中心主任 盧怡旭  

轉譯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待聘任  

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中心主任 戴任恭  

細胞治療暨研究中心主任 劉益昌  

中醫部主任 林宏隆 

中醫內科主任 陳忠淵   

中醫婦兒科主任 邢郁欣  

針灸科主任 林宏隆  

中醫傷科主任 林正哲  

手術室主任 黃鵬如  

社會服務室主任 劉姵均  

心理室主任 楊品珍 臨床心理組組長 徐秀宜  

 

 

資訊室 

              主任 

         

 

              副主任               

 

 

 

莊仙妃 

 

 

待聘任 

 

 

醫療系統開發組組長 羅幸惠  

醫事系統開發組組長 吳寂禎  

運營暨行政系統開發組組長 吳健璋  

移動裝置應用軟體開發組組長 郭淑文  

智能研發組組長 蔡文宗  

系統維護組組長 王珀維  

藥學部主任 王雅玲 副主任 呂英豪 

門急診調劑組組長 郭震群 

住院暨無菌調劑組

組長 
王嘉宏 

中藥組組長 李純真 

臨床藥學組組長 沈玫秋 

藥事行政組組長 許郁笙 

藥品管理組組長 呂英豪 

 

 

臨床教育訓練部 

      主任 

 

      副主任 

      副主任 

 

 

 

陳正生 

 

李智雄 

沈靜茹
(109.08.07 生效) 

 

醫師訓練中心 

    主任 

    副主任 

 

何文譽 

王文岑 

  

醫事訓練中心 

        主任 

        副主任 

 

吳秀悅 

黃孟娟 

  

教師培育暨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 
李智雄 

教材室主任 梁文隆 

圖書室主任 陳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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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中心主任 王程遠  

臨床技能中心主任 林彥克 
臨床技能中心

組長 

劉信良 

辛幼玫 

臨床醫學研究部 

           主任 

           

王照元 

細胞及免疫治療研究室主

任 
吳益嘉  

基因體及蛋白質體醫學研

究室主任 
劉校生  

醫學統計分析及生物資訊

研究室主任 
謝慧敏  

癌症研究室主任 袁行修  

藥理及毒理研究室主任 林宜靜  

人體生物資料庫主任 
王照元

(暫代) 
 

研究資源供應室主任 譚俊祥  

營養部主任 黃孟娟 
治療營養組組長  陳梅恩  

膳食供應組組長 吳玉茹  

門診部主任 

      副主任 

吳文正 

胡潔瑩 
聯合服務組組長 林靜宜  

感染管制中心主任 林俊祐 管制組組長 洪靖慈  

遠距健康照護中心主任 何啟功 
黃志中 109.08.01-109.08.23 

何啟功 109.08.24-110.07.31 

專科護理室主任 吳文正 

內科系組長 李榮真  

外科系組長 曾斐祺  

手術專責技術組組長 林春珍  

運營管理部主任 

 

          副主任 

黃明國 

 

黃書鴻 

病歷室主任 蔡明儒 
檔案保管組組長 何美蓁 

統計組組長 李明達 

醫療事務室主任 蔡蕙如 

保險醫療組組長 歐芸螢 

櫃台組組長 吳幸容 

病房書記組組長 歐麗美 

績效室主任 黃建民 
經營績效組組長 蘇佩虹 

科經營組組長 陳 顗 

醫品病安管理中心 

            主任 

            副主任 

 

林宗憲 

陳美杏 

醫品病安組組長 薛淑青  

認證組組長 李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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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    主任 

            副主任 

陳綾穗 

待聘任 

機要室主任 陳綾穗 機要組組長 張怡萱 

法規室主任 林武震 法規組組長 待聘任 

文書典管室主任 吳玲琨 文書典管組組長 謝佩珊 

企劃室主任 待聘任 企劃組組長 張嘉芳 

公共事務室主任 詹德富 
公共關係組組長 林秀美  

多媒體傳播組組長 周詩敏  

稽核室主任 待聘任  

人力資源室主任 

          副主任 

王巧鈴 

待聘任 

人事行政組組長 許筑晴  

人力規劃組組長 李炎星  

人力發展組組長 張碧燕  

財務室主任 
戴天亮 

(108.10.31

起) 

歲計經費組組長 梁雅蓉  

帳務組組長 羅銀秀  

成本會計組組長 鍾靜江  

總務室主任 

      副主任 

林增玉 

待聘任 

事務組組長 王木豐  

環保組組長 曾士誠  

出納組組長 
王蓉嘉

(代) 
 

保安組組長 董怡良  

資材室主任 

      副主任 

張偉洲 

待聘任 

財務保管組組長 戴家華  

採購組組長 黃惠襄  

中央供應組組長 邱月琴  

工務室主任 

      副主任 

鄭尊仁 

待聘任 

系統維護組組長 謝耀宗  

維修一組組長 黃文男  

維修二組組長 莊茂松  

行政企劃組組長 王國棟  

消防監控組組長 李光漢  

醫療儀器保修組組長 邱吉良  

醫療儀器工程組組長 簡瑞煌  

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 王肇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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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別 姓 名 

護理部主任 陳麗琴    

護理部副主任 廖玉美 胡潔瑩 許心恬  

護理部督導 

林春珍 武香君 李佳倫 莊玉仙 

楊佩瑄 邱丹霙 黃綉雲 吳秀悅 

黃憶如 待聘任 待聘任  

謝秀芬(兼任) 陳麗糸(兼任) 李淑莉(兼任)  

護理部護理長 

刁綺慧 曾月美 林玉華 王妍惠 

廖素綿 陳碧蓉 蔡璧光 施孟綾 

葉美杞 陳虹錚 廖婉君 王育嬰 

陳立樺 辛幼玫 胡嘉桂 宋雅雯 

王昭雲 黃文慧 劉桂君 林怡君 

廖苡凱 蘇靜宜 劉雅燕 郭芳里 

王梅貴 侯宥如 楊貞華 鄭素珍 

許莉宛 林宛軒 謝淑娟 陳秀紋 

林采蓉 劉子沄 黃玉瑩 莊蕙蓉 

OR(待聘任) 

郭湘茹 

(兼任健康管理中心

醫療服務組組長) 

109.08.24-110.07.31 

  

吳美幸 

(行政中心) 

王宣惠 

(部屏) 

許慧玉 

(兼任國際醫療中心

業務暨教育訓練組

組長) 

阮瓊慧 

(腫瘤個管組長) 

護理部副護理長 

周安妮 厲佩如 溫宛虹 王姮樺 

張曉蘭 歐素妃 蘇家慧 蔡素華 

陳琳嬿 鄭蓓雯 林雅慧 謝佩欣 

陳玟伶 林佳玉 李筠涵 彭婷瑜 

黃任瑩 葉家鈴 蔡速霞 黃玉雰 

張淑美 陳淑芬 待聘任 待聘任 

護理部組長 輸送組：蔡鈴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