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111）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特 約 診 所（醫 院） 一 覽 表 

診 所 名 稱 主治大夫 科 別 看 診 時 間 電 話 住 址 

1.何家庭醫學專科診
所 

何錫章 
家醫科、內科(感冒.發燒.

腸胃.過敏.疼痛.皮膚) 
上午 8~12   下午 3~6     晚上 7~9 
週六上午、晚上休診週日全日休 

06-9279218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 85 號 

(台電 K 書中心對面) 

2.張維仁內科診所 張維仁 內科 
上午 7:30~12:00      下午 3~6 
晚上 7:00~9:30       週六晚上、週日休診 

06-9278066 
澎湖縣馬公市永安路 23 號 

（陽明路進入北辰市場處） 

3.辛家庭醫學科診所 辛伊堯 家醫科 
上午 8~12  下午 3~6  晚上 7~8:30 
 週六晚上及週日全天休診 

06-9268899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82號 
（中華路郵局旁） 

4.陽明診所 沈宏穗 
腦神經疾病、老人疾
病、身心症、精神科 

上午 8~12  下午 3~6   晚上 7~9 
週六上午看診  週一上午、週日休診  

06-9266633 澎湖縣馬公市北辰街１２號 

5.方淑菁診所 方淑菁 家醫科 
上午 8~12 下午 3:30~6   晚上 7~9 
週三上午、週四整天、週五睌上休診 
週六下午後休診、日全天休診，  

06-9260898 澎湖縣馬公市縣府新村 22號 

6.江明儒耳鼻喉專科 江明儒 
耳鼻喉專科、上呼吸道
過敏、一般感冒 

上午 8~12 下午 3~6  晚上 7~9 
全年無休(過年會休) 

06-9276768 澎湖縣馬公市大勇街 65號 

7.黃冠榮耳鼻喉科診
所 

黃冠榮 
耳鼻喉專科、上呼吸道
過敏、一般感冒、家醫
科 

上午 8~12  下午 15:30~18:00 週六晚上休 
晚上 19:00~21:00 週三下午休診 周日休診 

06-9272860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181號 

8.王大昆耳鼻喉科診
所 

王大昆 
耳鼻喉專科、上呼吸道
過敏、一般感冒 

週一至週五 上午 8~12 下午 3:30~6:00 
晚上 7:00~9:00 週三、六晚上休診 週日休
診 

06-9262899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 118號 

9.鴻明牙醫診所 何鴻明 牙科（採約診制） 
上午 8:30~12:00   下午 2:00~5:30 

晚上 7:00~9:00  週六下午以後休診、週日休診 
06-9278967 

澎湖縣馬公市復國路 29 號 

（公車總站旁） 

10.神光牙醫診所 方俊杰 牙科 
上午 8:30~12:00 下午 2:00~5:30 晚上 7:00~9:30 

星期五晚上.星期六下午後.週日全天休診 
06-9266892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 33-5號 

11.長慶中醫診所 陳長慶 
中醫科(婦、兒、皮膚、 
耳鼻喉、內)針灸、傷骨 

上午 8:00~11:30    下午 3:00~5:30 

週六午後及週日休診 
06-9276379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惠民一路10號 

12.松安堂中醫診所 林志堅 
中醫科、婦、兒、皮膚、
精神科、針灸、傷骨 

上午 9~12 下午 4:30~6 晚上 7~9（前 30 分掛
號） 

星期日全天休診 

06-9277588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 352號 

註：1、看診時同仁請出示服務證明，同學請出示學生證可免掛號費或優惠掛號費。  

    2、門診時間因各診所常異動故看診前可先電話確認。 

     3、如有任何疑問，請與身心健康中心聯絡 TEL: 06-9264115轉 1252或 1251。 

 

 



 

（108-109年）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特 約 診 所（醫 院） 一 覽表 

診 所 名 稱 主治大夫 科 別 看 診 時 間 電 話 住 址 

13.康眼科診所 康明強 眼部疾病、驗光配鏡 
上午 8:00~12:00：星期一至四，星期六、日 

晚上 7:00~9:00：星期一、三、四 
06-9272707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82-1號 
（中華路郵局旁） 

14.佳揚診所 陳佳揚 門診診療不分科 
上午 8:00~12:00  下午 3:00~6:00 

晚上 7:00~9:30   星期六晚上、日下午休診 
06-9266848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52-1號 1樓 

15.沈景發復健科診所 沈景發 復健中心 
上午 8:00~12:00    下午 3:00~6:00 

晚上 7:00~9:30     週日下午後休診 
06-9262749 澎湖縣馬公市北辰街７號 

16.徐政彥骨科診所 徐政彥 骨科、復健 
上午 8:00~12:00    下午 3:00~6:00 

晚上 7:00~9:00   星期六晚上及週日全天休診 
06-9268992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 25號 
（關帝廟對面） 

17.盧尚斌診所 
盧尚斌 

林義馨 
外科、乳房外科 

上午 7~12  下午 3~6 晚上 7~9 

週一三五下午休診，週六晚及週日下午後休診 
06-9261566 

澎湖縣馬公市大勇街 31 號 

（農會超市對面） 

18.胡迪文婦產科 胡迪文 婦產科 

上午 8:30~12 下午 2:30~6 晚上 7~9:20  

週日下午後休診 

(一個月一次週日整天休診) 

06-9264681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 177 號 

19.儷人皮膚科診所 許宗仁 皮膚科 
星期一至六  上午 8:00~12:00 

星期一至六  下午 3:00~6:00 ， 

星期一至五  晚上 7:00~9:00（其它時段約診） 

06-9266286 
澎湖縣馬公市惠民新村 28 號 

（縣立體育場網球場對面） 

20.慈輝家醫科診所 謝鵬輝 家庭醫學科、婦產科 
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 7：30-12：00 

 下午 2：30-6：00  晚上 7：00-9：00 

星期日隔週休 

06-9260669 
澎湖縣馬公市大勇街 6號 
(中華路右轉農會超市路上) 

21.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澎湖醫院 

 
出示證件 
急診掛號費 50 元 
全科掛號費 10 元 

週一至週六上午 8:30 開始 

週一至週五下午 2:00 開始 

週一至週五晚上 6:30 開始 

預約電話 
06-9261151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0號 

註：1、看診時同仁請出示服務證明，同學請出示學生證可免掛號費或優惠掛號費。  

    2、門診時間因各診所常異動故看診前可先電話確認。 

     3、如有任何疑問，請與身心健康中心聯絡 TEL: 06-9264115轉 1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