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中华医院大巴窑总院医师轮值表（上午） 
 

# 驻院医师        临床导师                 必须预约 

 

  时间 科别 诊室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针灸科 

1   林添发   张赛丽（肠胃） 

登记时间： 

8.30am-

12.00 

noon 

 

看诊时间： 

9am-

12.30pm 

 

2 苏    兵 林南福     

中医 

内科 

3  白洱南*  叶美莲 邓凯文（肿瘤）* 潘虹陵（肠胃） 

4  黄颍鑫  祝聆阳  周仲贞 

5  #陈业慧 王木瑞 #陈业慧  刘英梅（皮肤） 

6 刘秀珍     刘慧芬 

7 #林英（肿瘤） #林英（肿瘤） #曾玉珠（肿瘤） #林英（肿瘤）* #林英（肿瘤）  

针灸科 

8 #曾玉珠（肿瘤）  董菁菁(儿科专病)  黄玮苓（盆底）* 黄惠萍 

9 陈坤耀（盆底） #白伟良（肿瘤）  陈雪辉 #黄惠萍 邱日昇 

10   陈亚坤  林彩玉 盆底疾病专病 

12 #杨昌志(专病) #杨昌志(专病) #杨昌志(专病) #杨昌志(专病) #杨昌志(专病)* #杨昌志(专病) 

13 钟琼英（肠胃） 刘菊桂   黄雪梅 李德春 

14 何卫平(肠胃) 张    琦  吕苏女  陈明福 

中医 

内科 

15  陈素绮  蔡松均（肿瘤）  陈金凤(专病) 

16 胡    润 #曾玉珠（肿瘤） 郑文薇（肿瘤） #曾玉珠（肿瘤） #曾玉珠（肿瘤） #曾玉珠（肿瘤） 

17   谢雯佳  蔡知音  

18 #梁    妹(专病) #梁    妹(专病) #梁    妹(专病) #梁    妹(专病) #梁    妹(专病) #梁    妹(专病) 

19 关金坤 萧宝育 李俊玉 谭湧光 蔡彩霞 王珮珊 

针灸科 
20 #黎志峰(专病)* #黎志峰(专病)* #黎志峰(专病) #黎志峰(专病) #严朝新（专病）*  

22 #严朝新（肥胖） #严朝新（专病）* #严朝新（肥胖） #严朝新(专病) #黎志峰(专病) #严朝新（肥胖） 

特需门诊 23 #陈    岁 #陈    岁 #陈    岁  #陈    岁 #陈    岁 

2020 年 7 月 1 日开始 



 
 

2020年度中华医院大巴窑总院医师轮值表（下午） 
 

时间 科别 诊室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登记时

间： 

1pm-

4.30pm 

 

看诊时

间： 

1.30pm-

5pm 

 

针灸科 
1  黄宝丹 刘英娇(专病)   黄丽群 

2     陈宝心 王靖云 

中医 

内科 

3 黄贵凤 林益川  张彩芳   

4  王惠兰   胡美月 林顺章 

5 范旭阳(专病) 黄纪威(专病) 董菁菁(专病) 范旭阳(专病) 黄纪威(专病) 许建华* 

6  胡秋荣(专病) 胡秋荣(专病)  凌青文(专病) 梁梓冰 

7 #林英（肿瘤）  #曾玉珠（肿瘤） #林英（肿瘤）* #林英（肿瘤） 张达开（糖尿病）* 

针灸科 

8 #曾玉珠（肿瘤） #陈    岁 (特需 )    徐    冰 何明根（肠胃） 李丽妫 何仕良 

9  凌青文(专病) #黄惠萍   谢锦瑛(专病) 薛福兴 

10 黄成发(专病)  黄成发(专病)  谢锦瑛(专病) 黄成发(专病) 黄成发(专病) 

12 #杨昌志(专病) #杨昌志(专病) #杨昌志(专病) #杨昌志(专病) #杨昌志(专病) 针灸针刮专病 

13  谢锦瑛(专病) 黄成发(专病) 凌青文(专病) 黄成发(专病) 董菁菁(专病) 针灸针刮专病 

14 林汉南(专病) 林汉南(专病) 林汉南(专病) 凌青文(专病) 林汉南(专病) 针灸针刮专病 

中医 

内科 

15 何霞芬(专病) 范旭阳(专病)  林伟浩(专病)  廖玉梅 

16  #曾玉珠（肿瘤） -  #曾玉珠（肿瘤） #曾玉珠（肿瘤） 

17 何和松专病) 何霞芬(专病) 陈南星(专病) 黄春祥(专病) 陈南星(专病) 杨祥福 

18 #梁妹(专病) #梁妹(专病) #梁妹(专病) #梁妹(专病) #梁妹(专病) 庄竹梅 

19      吴富强 

针灸科 
20 #黎志峰(专病)* #黎志峰(专病)* #黎志峰(专病) #黎志峰(专病) 何和松（心血管）* #黎志峰(专病)* 

22 #严朝新（肥胖） #严朝新（专病）* #严朝新（肥胖） #严朝新(专病) #黎志峰(专病) #严朝新（肥胖） 

特需门诊 23 #陈    岁 何和松 (特需)* #陈    岁 #陈    岁 #陈    岁 #陈    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