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一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3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4 5 6 7 8 9 10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11 12 13 14 15 16 17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8 19 20 21 22 23 24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5 26 27 28 29 30 3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二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3 4 5 6 7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8 9 10 11 12 13 14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5 16 17 18(除夕) 19 20 2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停診    

 22 23 24 25 26 27 28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三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3 4 5 6 7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8 9 10 11 12 13 14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5 16 17 18 19 20 2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2 23 24 25 26 27 28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29 30 3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四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3 4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5 6 7 8 9 10 1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12 13 14 15 16 17 18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9 20 21 22 23 24 25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6 27 28 29 30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五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3 4  5 6 7 8 9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10 11 12 13 14 15 16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7 18 19 20 21 22 23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4/31 25 26 27 28 29 30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六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3 4  5 6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7 8 9 10 11 12 13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4 15 16 17 18 19 20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1 22 23 24 25 26 27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28 29 30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七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3 4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5 6 7 8 9 10 1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12 13 14 15 16 17 18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9 20 21 22 23 24 25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6 27 28 29 30 3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八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2 3 4 5 6 7 8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9 10 11 12 13 14 15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6 17 18 19 20 21 22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3 24 25 26 27 28 29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30 31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九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3 4 5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6 7 8 9 10 11 12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3 14 15 16 17 18 19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0 21 22 23 24 25 26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27 28 29 30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十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3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4 5 6 7 8 9 10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11 12 13 14 15 16 17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8 19 20 21 22 23 24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5 26 27 28 29 30 3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十一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3 4 5 6 7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8 9 10 11 12 13 14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5 16 17 18 19 20 2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2 23 24 25 26 27 28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29 30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104 年度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改善方案 

安泰醫療巡迴團隊服務時間表(104 年十二月份) 

診別\星期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

   1 2 3 4  5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6 7 8 9 10 11 12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13 14 15 16 17 18 19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董至剛醫師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曾旭弘 醫師 
   

 20 21 22 23 24 25 26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曾旭弘 醫師 
   

 27 28 29 30 31   
早診 
(9:00~12:00) 

       

午診 
(14:00~17:00) 

       

 
服務地區 地址  

南州鄉,壽元村社區活動中心 9943209999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路 107 號  

南州鄉,溪北村社區活動中心 屏東縣南州鄉溪北村仁里路 93 號  

枋山鄉,加祿村加祿國小 9943259999 屏東縣加祿村會社 28 號  

聯絡單位：安泰醫療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聯絡電話：(08)8329966 

聯絡窗口：管理部．分機 1622．胡志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