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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未繳常年會費四年以上者，敬請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前撥冗繳交為盼。期限內未繳交之

會員將視為自動退會。繳費方式：可持本會寄出之繳款單至指定便利商店（7-11、全家、

萊爾富、OK）、中國信託臨櫃繳費或利用郵局劃撥繳交。劃撥帳號：00143344；戶名：

台灣外科醫學會。查詢電話：02-2769-7845 分機 14。 

※本會普通會員（會員號碼 2-0001~2-6479）年滿 70 歲以上者，可申請為名譽會員。已

為名譽會員者，不需每年申請。申請辦法請詳閱申請表內容。 

※重症專科醫師訓練聯甄課程，請於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台灣

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台灣麻醉醫學會網站瀏覽，並向舉辦學會

報名。 

  

http://www.surgery.org.tw/
201703-226/newsletter/名譽會員申請表106年會用.pdf
http://www.seccm.org.tw/
http://www.tsoc.org.tw/
http://www.tspccm.org.tw/
http://www.tspccm.org.tw/
http://www.tsccm.org.tw/Union/uni001.asp
http://anes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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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會通知  

1. 參加者可得外科醫學會教育積分二十分，參加且演講者可得外科醫學會積分四十分。 

2. 請會員配合各舉辦醫院之規定時間簽到及填寫「學習成果回覆單」。 

3. 按照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參加者、演講者（參加且演講者請一併簽署參加者簽名單

及演講者簽名單並填寫演講題目）皆需親筆簽名不得蓋章，且不得由他人代為簽名，經

發現者註銷該時間之繼續教育積分。 

4. 本會網站刊登前 6 個月之月會題目，如需上課題目者請自行於網站上下載。 

5. 月會舉辦日期、地點或題目有異動時將刊登於學會網頁（網址：www.surgery.org.tw），

不再另行通知。 

6. 各舉辦醫院除特別註明停車優惠外，皆無提供停車場或停車優惠。 

北區 

舉辦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地    點：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六樓國際會議廳 

地    址：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 號 

專題演講： 

【人工真皮新發展】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整形外科  王先震 

題    目： 

1. 腹腔鈍傷合併髂動脈損傷-案例報告【Case report: blunt abdominal trauma with 

common iliac artery injury】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一般外科  王彥翔 

2. 右腎上腺平滑肌肉瘤合併下腔靜脈及右心房腫瘤栓子的外科治療【Surgical Treatment 

of inferior vena cava tumor thrombus in patients with leiomyosarcoma of the 

right adrenal gland】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李紹榕 

3. 由台灣健保資料庫資料來調查小兒闌尾炎手術方式及預後【National trends in 

therapeutic approaches and outcomes for pediatric appendicitis：a Taiwanese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小兒外科  駱至誠 

4. 小創傷，大影響-有關輕度腦外傷的新發現【Minor injury on the head, major impact 

on the brain and mind-the novel findings in 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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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神經外科  廖國興 

桃園區 

舉辦醫院：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復健大樓第一會議廳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題    目： 

1. Update Metabolic Surgery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劉耿豪 

2. Esophageal web in children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小兒外科  陳正昌 

3. 腦腫瘤經鼻蝶竇手術之經驗與發展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腦神經外科  李丞騏 

4. 開放性骨盆骨折處理經驗與分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外傷外科  傅志遠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30 分 

地    點：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門診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地    址：基隆市信二路 268 號 

主 持 人：林慶豐院長 

1. Mechanobiology：Implications for Shape-function optimization 

振興醫院  骨科部  曾國峰 

2.骨科案例報告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骨科  陳永學 

3.綜合討論 

竹苗區 

舉辦醫院：南門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至 3 時 

地    點：南門綜合醫院行政大樓七樓會議室 

地    址：新竹市林森路 29 號 7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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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長：劉建雄院長 

題    目： 

1. Cecal volvulus— a rare presentation of adhesion ileus 

南門綜合醫院  外科  侯永基  陳威利  劉建雄 

2. Adult Intussusception— a rare case report 

南門綜合醫院  外科  李寶生  陳威利  劉建雄 

3. Hook plate in the treatment of Acromioclavicular joint dislocation＆distal 

clavicle fracture—Nanmen Experience 

南門綜合醫院  外科  林景培  張曜任  陳威利  劉建雄 

中區 

舉辦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癌症大樓 1 樓階梯會議室 

地    址：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6 號 

主 持 人：陳自諒副院長 

病例報告： 

1. Hybrid experience of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in CMUH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林暉翰  李明禮  李秉純  丁志中 

吳青峯  許智翔 

2. Heart transplant in a recipient with left uperior vena caca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黃子旻  李秉純 

專題演講： 

座    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  陳自諒主任 

【Laparoscopic colectomy for transverse colon cancer】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柯道維 

病例報告： 

3.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factors of stricture after gastric tube reconstruction with circular 

staplers for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胸腔外科  呂庭聿  黃子旻  高佩玉  陳建勳  陳建光 

林昱森  陳品儒  方信元 

4. Single docking robotic surgery for rectal cancer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廖師賢  陳奕彰  蔡元耀  黃郁純  張伸吉 

江驊哲  柯道維  王輝明  陳自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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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ursestring closure of the stoma site leads to fewer wound infections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林敬淳  黃郁純  張伸吉  江驊哲  柯道維 

王輝明  陳自諒 

雲嘉區 

舉辦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A 棟三樓第二會議室（請搭乘 1、2 號電梯） 

地    址：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 600 號 

題    目： 

1. Gamma knife radiosurgery:three years experience in single regional hospital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神經外科  蔡孟洋  陳冠助 

2. Alternative surgical treatment of paronychia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整形外科  朱俊旭 

3. 黃疸性肝癌之治療經驗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一般外科  吳峯旭 

4. Delay sternum wound closure with vacuum assisted compression for 

microvascular bleeding after cardiac surgery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心臟外科  康銘元 

5.惡性脂肪肉瘤之治療經驗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一般外科  黃尉翔 

台南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5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急診醫療大樓 6 樓簡報室 

地    址：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25 號 

題    目： 

1. Whether the radiation therapy induces secondary rectal or prostate cancer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e or rectal cancer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外科  莊仁賓 

2. TEP: single surgeon experience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外科  莊育權 

3. Silent Killer-Meningi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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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外科  趙亮鈞 

4.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for necrotizing fasciiti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in a single institution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外科  洪敏翔 

5. Hepatic artery pseudo-aneurysm following cholecystectomy: one case report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外科  許凱熙 

高屏區 

舉辦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05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外科部會議室 

地    址：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 553 號 

題    目： 

1.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neoplasm of the colon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一般外科  林冠宏  劉力仁  蘇明山  曹明正  黃夢麟 

2. Ureter endometriosis : a silence cause of renal function impairment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泌尿外科  施孟宏  黃柏瑋  柯勝中 

3. An extremely rare multiple open fracture-dislocation of carpometacarpal joint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骨科  傅柏翔  李政澤  喻興甯  黃其權  趙泰宏  張榮瑞 

4. A case report of traumatic asphysia and literatures review.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胸腔外科  周余諭  黃俊杰  郭獻源 

5. Successful management of revisio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by double-bundle technique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骨科  林冠宏  李政澤  張榮瑞  黃其權  趙泰宏  喻興甯 

6. Adjuvant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improves satisfaction of burn patient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整形外科  陳盈宏  陳冠良  蔡子斌  黃文賢 

花蓮區 

舉辦醫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外科系 

時    間：106 年 5 月 2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地    點：門諾醫院恩慈樓﹝門診大樓﹞三樓第二會議室 

地    址：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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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胃十二指腸動脈栓塞治療後胰臟炎及胰頭旁膿瘍病例報告【Acute pancreatitis with 

peripancreatic abscess after transarterial embolization for gastroduodenal 

artery: a case report.】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楊穎勤 

2. Obesity has no impacts on the treatment outcome for a solitary ureteral stone 

when using a third generation lithotripter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泌尿科  鍾慧明 

3. A foreign body in urinary bladder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泌尿科  鍾慧明 

4. Supracondylar fracture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with Kapandji 

technique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骨科  羅亦琛 

台東區 

舉辦醫院：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至 5 時 

地    點：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平安樓五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台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 號 

題    目： 

1. A Case of Plastic Deformation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骨科  張英德 

2. Management of obstructive colon cancer in patient over 90,is age matter？ 

台東基督教醫院  一般外科  曾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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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行跡采風  

 

第十六屆理事長沈國樑教授 

（民國 87 年 4 月~民國 89 年 4 月） 

美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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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訊息  

◎21ST ASIAN CONGRESS OF SURGERY —22-23 November 2017  

◎華藝線上圖書館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衛生福利部全球資訊網站>衛生法令查詢系統查詢。 

◎Elsevier 全球醫藥新知 http://www.globalmednews.tw/index.php 

◎Facebook:無國界醫生（台灣）/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Taiwan)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http://www.asiansurgassoc.org/14.htm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s://www.nlm.nih.gov/
http://mohwlaw.mohw.gov.tw/
http://www.globalmednews.tw/index.php
https://zh-tw.facebook.com/msf.taiwan
http://www.thrf.org.tw/news/categor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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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求職  
本欄免費為會員及醫院服務，僅刊登一期，如需續刊，請事先告知。 

電子信箱：surg.assoc@msa.hinet.net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誠徵醫師 

(1)主治醫師：一般外科、外傷急症外科 (有值班需求) 

(2)住院醫師：外科住院醫師  

◎學歷： 

1.國內外各大學院校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畢業。 

2.外國籍醫師或國外醫學院校畢業者，需領有我國西醫醫師證書。 

◎報名時間：即日起◎報名方式：備妥下列資料，請寄「台北市興隆路三段

111 號五樓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外科部收」。 

1.履歷表 (請至 http://www.wanfang.gov.tw(萬芳醫院首頁->人員招募

->福利制度與應徵方式->履歷表單下載) 

2.自傳 (A4 格式一張，約 500~1000 字，中英文皆可。) 

3.醫學院成績單 

4.兩吋照片 2 張 

5.身份證影本*1 

6.畢業證書影本*1 

7.醫師證書影本*1 

8.PGY 結業證書影本*1 (若受訓中請附在職證明) 

◎聯絡方式：(02)29307930 轉 8104 許小姐 。(外科部祕書) 

◎電子信箱：97302@w.tmu.edu.tw 

怡仁綜合醫院 

300 床地區教學醫院評鑑優等 

高薪禮聘 

一般外科、乳房外科、胸腔外科、神經外科、整形外科專科醫師 

意者請洽：03-4855566 分機 6150 

電子郵件：HR@yeezen.com.tw 

醫院網址：http://www.yeezen.com.tw 

院    址：桃園市楊梅區楊新北路 321 巷 30 號(楊梅交流道下 1.5 公里)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主治醫師：一般外科 

工作地點：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學歷：大學以上醫學相關科系畢業 

待遇：面議(公職或約用醫師皆可洽談) 

資格條件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http://www.wanfang.gov.tw/
mailto:97302@w.tmu.edu.tw
http://www.yeez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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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以上醫學相關科系畢業。 

二、具有醫師證書及專科醫師證書。 

工作地址：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台南市新營區信義街 73 號)。 

聯絡方式 

一、意者請檢附:履歷表及學經歷相關證照證明影本(必備)。 

二、聯絡電話住址(白天聯絡電話、手機)。 

三、請掛號逕寄(台南市新營區信義街 73 號人事室楊小姐收)，信封請註明「應徵醫師」。 

四、.聯絡方式：06-6351131-2205 楊小姐 

五、電子信箱：yung@syh.mohw.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