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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本會會員未繳常年會費 4000 元（含）以上者，敬請於 5 月 31 日前撥冗繳交。期限內未

繳交者將視為自動退會，不再另行通知。繳費方式：可持學會寄出之繳款書或郵局劃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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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 

◎效期：106 年 1 月 26 日至 112 年 1 月 25 日止。（1060223 衛部醫字第 1061661055

號函） 

2-4575 鄭斌睿，共 1 人。 

◎效期：106 年 1 月 5 日至 112 年 1 月 4 日止。（1060307 衛部醫字第 1061661721 號） 

2-3606 周佳正、2-3643 謝承樸，共 2 人。 

◎效期：106 年 1 月 5 日至 112 年 1 月 4 日止。（1060315 衛部醫字第 1061661927 號） 

2-3574 洪旭逸，共 1 人。 

◎效期：106 年 1 月 26 日至 112 年 1 月 25 日止。（1060315 衛部醫字第 1061661927

號） 

2-4637 林政達、2-4653 林楷城，共 2 人。 

◎效期：105 年 11 月 21 日至 111 年 11 月 20 日止（1060419 衛部醫字第 1061663180

號） 

2-2355 高振雄、2-2363 楊進發，共 2 人。 

◎效期：106 年 1 月 5 日至 112 年 1 月 4 日止。（1060419 衛部醫字第 1061663180 號） 

2-3607 黃國欽，共 1 人。 

※106 年 5 月 15 日止尚未辦理展延（換證）之會員名單如下，請會員務必在專科醫師證書

效期屆滿前(最後報署日)提出展延(積分已滿六百分且每年都有積分)或延期一年展延(積

分不足六百分者)。如未於效期屆滿前提出者（含展延或延期一年展延），無論其繼續教

育積分修滿與否，本署一概不予同意。（97 年 8 月 29 日衛署醫字第 0970204014 號函） 

◎105 年 11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0 月 20 日。 

2-2219 蔡永芳、2-2261 林振榮、2-2345 秦凌霄（計 3 位） 

◎105 年 12 月 2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1 月 26 日。 

2-1301 覃康定、2-5467 虞凱傑、2-5555 張義佳（計 3 位） 

◎106 年 1 月 4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署日期：106 年 12 月 4 日。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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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46 邱斌、2-3564 戴念國、2-3585 洪禹利、2-3669 蔡育賢（計 4 位） 

◎106 年 1 月 2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署日期：106 年 12 月 26 日。 

2-4536 李國瑞、2-4540 李建裕、2-4556 張博全、2-4563 侯憲棋、2-4593 陳秋銘、 

2-4595 陳右儒、2-4632 謝鏡泓、2-4654 張嘉輝、2-4672 蔡維平（計 9 位） 

◎106 年 11 月 2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署日期：106 年 10 月 28 日。 

2-2441 吳汐淇、2-2444 葉文中、2-2445 唐國民、2-2446 陳武昌、2-2447 張櫻霖、 

2-2449 戴宗毅、2-2450 黃正金、2-2454 陳錫明、2-2457 羅宗軒、2-2459 瞿裕昌、 

2-2460 楊成俊、2-2461 鄭展志、2-2463 胡東和、2-2469 陳欣宏、2-2470 張元耀、 

2-2477 杜少清、2-2478 李威震、2-2482 林承家、2-2483 江仰仁、2-2488 范思善、 

2-2490 童恆裕、2-2491 劉廷俊、2-2496 林承志、2-2497 陳賢德、2-2498 李俊億、 

2-2501 王覲文、2-2503 黃元惠、2-2505 李建興、2-2506 戴政傑、2-2508 邱育德、 

2-2510 陳文崇、2-2513 莊銘泉、2-2514 許主培、2-2516 盧康 、2-2517 魏敏雄、 

2-2523 莊昆霖、2-2524 梁金銅、2-2526 蔡政達、2-2529 王逸明、2-2536 卓世川、 

2-2537 彭憲文、2-2538 虞希堯、2-2543 魯子全、2-2544 彭智強、2-2545 吳傳昶、 

2-2547 施俊哲、2-2549 吳玉琮、2-2551 黃志賢、2-2552 曾國宏、2-2554 李應德、 

2-2560 牟聯琦、2-2563 辛志寬、2-2565 曾以仁、2-2566 黃勝堅、2-2569 張酉聯、 

2-2570 盧義 、2-2572 蘇建銘、2-2574 葉成發、2-2578 侯添財、2-2579 賴慶元、 

2-2581 林宇楠、2-2582 盧致誠、2-2585 吳永康、2-2587 黃敦郁、2-2589 侯紹敏、 

2-2591 王正仁、2-2592 林武龍、2-2597 林明中、2-2598 洪錦雄、2-2599 陳興源、 

2-2600 柯春安、2-2603 闕士傑、2-2605 鄭以弘、2-2606 葉佐誠、2-2607 王倫杰、 

2-2608 陳炯年、2-2609 葉顯堂、2-2612 陸希平、2-2614 巫孝賢、2-2617 吳武璋、 

2-2620 葉旭謨、2-2621 趙世雄、2-2622 羅啟華、2-2623 葉明宏、2-2624 翟財鈞、 

2-2625 吳明哲、2-2631 楊博勝、2-2632 杜隆成、2-2633 許炯明、2-2634 鄧立明、 

2-2635 邵柏樫、2-2636 李信德、2-2637 簡國樑、2-2639 黃宗生、2-2640 江君強、 

2-2643 劉文斌、2-2644 張金龍、2-2646 林昌德、2-2648 劉吉明、2-2649 林合興、 

2-2650 周楠華、2-2652 鄧正侖、2-2655 趙榮勤、2-2656 胡健虎、2-2657 莊義成、 

2-2658 李訓宗、2-2660 王正源、2-2661 姚鍾太、2-2663 李漢章、2-2665 李景胤、 

2-2666 池啟瑞、2-2667 陳宏彬、2-2668 郭俊逸、2-2671 林永明、2-2672 鄺世通、 

2-2674 陳敏華、2-2675 賴俊良、2-2677 魏國樑、2-2679 蔣明富、2-2680 章建民、 

2-2681 黃紹亮、2-2682 李炫昇、2-2683 廖宜賢、2-2684 張建成、2-2685 劉金亮、 

2-2687 陳仁生、2-2688 楊豐林、2-2690 黃信鐘、2-2692 曹玉山、2-2694 郭振華、 

2-2695 郭華基（計 131 位） 

◎106 年 12 月 7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6 月中以掛號方式郵寄換證通知。如未收到請主動

與學會聯絡。最後報署日期：106 年 11 月 7 日。 

2-1520 喬木 、2-4703 周宗欣、2-4704 李堃光、2-4705 陳家輝、2-4706 吳奕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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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07 林致男、2-4708 陳瑞鋒、2-4709 洪振翔、2-4710 薛榜瀚、2-4711 劉元凱、 

2-4712 陳信翰、2-4713 徐永峰、2-4714 高軒楷、2-4715 陽厚生、2-4716 賴煌仁、 

2-4717 吳逸騹、2-4718 王敘涵、2-4719 張碩學、2-4720 劉二豪、2-4721 陳哲伸、 

2-4722 龔煥文、2-4723 楊穎勤、2-4724 蔡青穎、2-4725 陳淑美、2-4726 曾邵勇、 

2-4727 尤俊衛、2-4728 何天輝、2-4729 徐光漢、2-4730 方浩鑒、2-4731 許如麗、 

2-4732 李榮順、2-4733 賴金湖、2-4734 林正欣、2-4735 林彥志、2-4736 尤鴻儒、 

2-4737 陳文榮、2-4738 陳元森、2-4739 黃伯仁、2-4740 林金瑤、2-4741 顏毓秀、 

2-4742 吳亞伸、2-4743 蔡文平、2-4744 張渭文、2-4745 王紹全、2-4746 洪偉禎、 

2-4747 許以霖、2-4748 黃弘哲、2-4749 李宗龍、2-4750 王植賢、2-4751 林威廷、 

2-4752 盧寶如、2-4753 程俊傑、2-4754 楊子旻、2-4755 金若屏、2-4756 王心泰、 

2-4757 吳育全、2-4758 謝宗翰、2-4759 劉殷佐、2-4760 莊樹宏、2-4761 袁國慶、 

2-4762 黃書鴻、2-4763 蔣昇甫、2-4764 曾威達、2-4765 陳信安、2-4766 賴鵬升、 

2-4767 姚仲勉、2-4768 張廷舟、2-4769 吳曉舒、2-4770 黃偉賢、2-4771 李才宇、 

2-4772 李春輝、2-4773 林唯農、2-4774 簡睿宏、2-4775 鄧守成、2-4776 許聖德、 

2-4777 蕭彥彰、2-4778 許 勎、2-4779 明永青、2-4780 蔡昇翰、2-4781 陳家鴻、 

2-4782 楊懷哲、2-4783 吳飛逸、2-4784 趙盈凱、2-4785 杜和祥、2-4786 葉啟娟、 

2-4787 吳欣恆、2-4788 吳南鈞、2-4789 張罡戩、2-4790 游啟昌、2-4791 莊仁賓、 

2-4792 林毅成、2-4793 林國華、2-4794 李協興、2-4795 陳勁辰、2-4796 胡曉峰、 

2-4797 林牧熹、2-4798 游建智、2-4799 吳昭慶、2-4800 楊超智、2-4801 張至德、 

2-4802 黃士賓、2-4803 廖國秀、2-4804 張智豪、2-4805 洪俊青、2-4806 陳建民、 

2-4807 謝承翰、2-4808 曾冠富、2-4809 賴鴻文、2-4810 張家銘、2-4811 蕭順裕、 

2-4812 謝志杰、2-4813 謝志明、2-4814 李正方、2-4815 楊道杰、2-4816 黃嫆茹、 

2-4817 劉耿顯、2-4818 吳大立、2-4819 陳恆中、2-4820 林明鴻、2-4821 塗昭江、 

2-4822 李旻憲、2-4823 陳正義、2-4824 楊明杰、2-4825 蔡家騏、2-4826 黃品耀、 

2-4827 吳文祺、2-4828 李明璟、2-4829 盧建志、2-4830 朱俊合、2-4831 黃志平、 

2-4832 林劭潔、2-4833 許宏達、2-4834 張志宏、2-4835 陳盛世、2-4836 葉聰志、 

2-4837 洪順興、2-4838 陳志偉、2-4839 黃懷緒、2-4840 邱韋欽、2-4841 賴昭翰、 

2-4842 謝宗宇、2-4843 李憲斌、2-4844 高文彬、2-4845 許凱熙、2-4846 曹智惟、 

2-4847 徐哲文、2-4848 劉鎮旗、2-4849 歐文傑、2-4850 阮俊能、2-4851 陳德忠、 

2-4852 簡冠雄、2-4853 張浩銘、2-4854 洪瑞遠、2-4855 林聿騰、2-4856 林志雄、 

2-4857 方文良、2-4858 藍苑慈、2-4859 許毓昭、2-4860 林中華、2-4861 呂文憲、 

2-4862 翁怡然、2-4864 張哲華、2-4865 陳俊良、2-4866 蕭博懷、2-4867 沈培弘、 

2-4868 鄺展雁（計 166 位）。 

※106 年本會重症專科醫師訓練課程時間表如下，請參考。課程表及報名表將刊登於本會

網頁會員服務—最新消息中，敬請留意（http://www.surgery.org.tw）。 

課程類別 日期 開課醫院 備註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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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甄課程 6 月 24 日（星期六）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5月30 日報名截止 

外科重症 7 月 01 日（星期六） 台北榮民總醫院  

外科重症 7 月 08 日（星期六）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外科重症 7 月 22 日（星期六）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重症 8 月 19 日（星期六）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重症 8 月 26 日（星期六）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重症 9 月 23 日（星期六）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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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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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至 7 時 

地    點：臺大醫學院 102 講堂 

地    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題    目： 

1.直腸癌患者接受前導性化療放療後接受機器人手術之惡性腫瘤相關成效【Oncologic 

results of robotic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for rectal cancer after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therapy】 

臺大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張菁芳  陳姿君  洪基翔  黃約翰  林本仁  梁金銅  

2. ENB-guided (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Bronchoscopy) localization for VATS 

lung resection 

臺大醫院  胸腔外科  戴光裕  陳克誠  李章銘 

3. Hypoglossal nerve palsy and autonomic dysfunction after resection of 

medullary hemangioblastoma 

臺大醫院  神經外科  鄭皓中  王國川  蔡瑞章 

4.八仙樂園塵爆事件之燒傷治療費用分析 – 臺大醫院之經驗【Treatment cost analysis 

of the cornstarch explosion incident - experienc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urn center】 

臺大醫院  整形外科  張哲瑋  黃慧夫  劉昌杰  柯安達  莊樹揚  吳俞鋒 

楊永健  戴浩志 

5.腹膜惡性假黏液瘤(Pseudomyxoma peritonei) 治療新進展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requery=true&search_index=KW&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5%B9%E8%86%9C%E6%80%A7%E5%81%87%E9%BB%8F%E6%B6%B2%E7%98%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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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  一般外科  吳秉奇  葉啟娟  陳炯年 

6. ECMO in cardiopulmonary failure of peripartum and postpartum patient 

臺大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江亭燕  

7. Is nephrectomy helpful for neuroblastoma with renal involvement 

臺大醫院  小兒外科  李宜頻 

8.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TEP mesh and Sofradim Parietex mesh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外科部  林均翰  歐亮宏 

桃園區 

舉辦醫院：怡仁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怡仁綜合醫院六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桃園市楊梅區楊新北路 321 巷 30 號 

題    目： 

1. Adult intussusception : a rare disease & report of a case【成人腸套疊:罕見疾病併

個案報告】 

怡仁綜合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一般外科*  趙培傑  謝渙發* 

2. Adrenal tumor – case report【腎上腺腫瘤-病例報告】 

怡仁綜合醫院  泌尿外科  一般外科*  周志儀  謝渙發* 

3. Malignancy of pancreas mimiking peptic ulcer -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以胃痛表徵之胰臟惡性腫瘤-病例報告及文獻回顧】 

怡仁綜合醫院  一般外科  謝渙發  奚聖川  關偉生 

4. Proximal fibulectomy for treatment of medial OA of knee 【腓骨上端截骨手術治

療膝關節内侧退化性關節炎】 

怡仁綜合醫院  骨科  譚傳明  黃昭偉 

基隆區 

舉辦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7 時 15 分至 8 時 15 分 

地    點：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五樓第三會議室 

地    址：基隆市麥金路 222 號 

特別演講： 

【清醒開顱術】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腦神經外科  陳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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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苗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第三會議室 

地    址：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 747 號 

主 持 人：林哲民外科部主任 

題    目： 

1. Appendiceal low grade mucinous neoplasm with pseudomyxoma peritone ii:case 

report & literature review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直腸外科  鄭智元  林哲民 

2. Sigmoid colon volvulus related with ovarian cyst: case report & literature review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直腸外科  鄭智元  林哲民 

3. 腎性副甲狀腺亢進的手術治療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一般外科  陳盈達  林哲民 

4.簡介鼻整形術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整形外科  周宏璋   林哲民 

5.創傷性橫膈膜破損【Traumatic diaphragmatic hernia】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胸腔外科  連允昌  林哲民 

6.神經外科對於腦膿瘍治療所扮演之角色【The role of neurosurgry in brain abscess 

treatment】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神經外科  邱世英  林哲民 

中區 

舉辦醫院：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第一醫療大樓十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 

主 持 人：陳壽星部長 

題    目： 

1. 醫病溝通的樞紐-從「告知義務、知情同意」談起 

光田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林牧熹 

2. Mucocele of the appendix presenting as intussuscepiion-a case report 

光田綜合醫院  一般外科  蘇劍秋  李元琪  劉中祥  呂齊歌  黃世民  劉榮興 

陳壽星  卓淑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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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rforated colorectal cancer ： an important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all 

presumed diverticular abscesses 

光田綜合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劉中祥  陳壽星  李彥志  吳喬森 

4. 主動脈支架於(創傷性)主動脈損傷應用-病例報告 

光田綜合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羅文輝  蘇銓男 

5. Complications of clinical hyperbaric oxygentherapy-an analysis of 20664 

treatments 

光田綜合醫院  整形外科  吳文宏 

§與會會員請將車子停至該院興仁停車場，並持券至會場報到處蓋章，免費停車【請

搭乘接駁車到醫院大門口】。 

雲嘉區 

舉辦醫院：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6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地    點：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11 樓 1102 會議室 

地    址：嘉義市大雅路二段 565 號 

題    目： 

1.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yoderma gangrenosum, clinical review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一般外科  吳東龍 

2. 副甲狀腺高能症的診斷與處理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外科部  莊茂德 

3. One stage management of pressure sore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骨科  裴有成 

4. 綜合討論 

台南區 

舉辦醫院：奇美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    點：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五樓第三會議室 

地    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題    目： 

1.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PELD)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區錦豪  張進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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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D printing in neurosurgery: clinical applications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郭進榮 

3. Case report: choriocarcinoma with brain metastases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張昂傑  葉昭宏 

4. Kyphoplasty with SpineJack system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李瑤琳  王哲川 

5. Trigeminal neuralgia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洪翊傑 

6. Case report: Lumbar-spine vertebral body ganglion cyst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嚴世島  陳志偉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高雄市立大同醫院三樓大講堂 

地    址：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 號 

專題演講： 

【Personal medicine-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個人化醫療新

選擇-乳癌術中放射治療】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外科  乳房外科  陳芳銘 

病例報告： 

1. Non-traumatic spinal epidural hemorrhage: case report【非外傷性脊椎硬腦膜外出

血】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外科  神經外科  張志任 

2. A case-series of seroma in prosthetic breast reconstruction in Ta-Tung hostipal

【義乳重建術後的血清腫：案例報告】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外科  整形外科  吳益嘉 

3. Laparoscopic right hepatectomy for gian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se report

【經腹腔鏡切除右側巨大肝癌：病歷報告】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外科  肝膽胰外科  蘇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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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行跡采風  

第十七屆理事長洪純隆教授 

開腦權威》洪純隆 高醫的「午夜牛郎」 

來源: 聯合新聞 

人腦像牛，洪純隆指著這幅既是牛又是大腦的圖騰，為神經外科吉祥物。 

高雄醫學大學有「午夜牛郎」？沒錯，他就是外科教授洪純隆。 

民國六十五年，洪純隆創辦高醫神經外科，從門診、手術到病房照顧，不分晝夜隨傳

隨到，常三更半夜處理急症重患，腦神經科英文 Neuro 諧音像「牛郎」，因而被戲稱「午

夜牛郎（Midnight Neuroman）」。 

八年前，他接任院長，以水牛為院徽，帶領員工默默耕耘。目前神經外科護理站還掛

著一幅像牛又像腦的巨畫，希望醫護人員以牛為師，腳踏實地，很多員工對他的牛脾氣，

敬畏三分。 

高大的洪純隆以勤奮水牛自許；不過，研究大腦的他說，牛是草食性動物，雖然體積

龐大，但牛頭很小，「比豬、狗還笨」。 

洪純隆卅餘年來開過五千多個腦袋，是南台灣開腦第一刀，從剛出生的嬰兒到九十歲

的老人家都有。但原本喜歡吃雞頭、鴨頭及豬頭皮的他，卻從此忌口。 

洪純隆收藏兩百多件牛藝術品，和他的藏書一樣「汗牛充棟」，有小到指頭般的金牛，

也有大到像一頭牛的木雕牛。 

六十五歲的洪純隆現仍在看診、手術及教學，他的傳人有一牛車多。廿年前與腸胃外

科教授黃宗人共組「腦滿腸肥幫」，促進腦神經外科與腸胃科的交流，他說：「男人看到

美女不禁流口水，就是大腦與腸胃作祟。」 

  

http://www.dk101.com/index.php/viewnews-320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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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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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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全球資訊網站>衛生法令查詢系統查詢。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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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lobalmednews.tw/index.php
https://zh-tw.facebook.com/msf.taiwan
http://mohwlaw.mohw.gov.tw/
http://www.cde.org.tw/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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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高雄總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招募簡介 

一、應徵資格：國內外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生(完成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更佳) 

二、住院醫師面試 

1.報名方式—請有意願報名之住院醫師自備履歷表後，郵寄至 

802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 號外科部 吳爭融總醫師收。(內附醫師證書正反面影

本、自傳) 

2.面試地點、日期 

(1)面試地點：802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 號 外科部主任辦公室。 

(2)面試日期：後續安排通知面試日期。 

3.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外科部  吳爭融總醫師 0906-728874 / 歐建佑總醫師

0906-728279 

※如未獲錄取者，本科將於收到個人履歷、自傳等資料之日起 60 日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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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血管外科 

(2)住院醫師：外科住院醫師（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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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http://www.wanfang.gov.tw/
mailto:97302@w.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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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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每月薪資(含奬勵金)30 萬元起(公職或約用醫師皆可洽談) 

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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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具有一般外科及乳房外科專長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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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壢新醫院誠徵醫師 

主治醫師：整形外科、乳房外科、微創手術團隊(神經外科、一般外科、骨科、泌尿外科)、

急診醫學科(歡迎外科專科醫師應聘) 

本院榮耀：區域教學醫院，新制醫院評鑑優等  

應徵方式：有意者請至壢新醫院網站填寫履歷 

網址：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 

聯絡方式：0929-909595 蔡小姐 

地 址：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醫政處) 

電子信箱：1100@landseed.com.tw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誠徵 

院聘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2 名。 

報名日期：106 年 5 月 24 日起至 106 年 6 月 2 日止 

詳細報名內容請詢問 03-532-6151 轉 8394 盧小姐 

http://www.yeezen.com.tw/
mailto:yung@syh.mohw.gov.tw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
mailto:1100@landsee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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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外科 

誠徵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壹名 

一、學歷：本國教育部認定之國內、外醫學系畢業者。 

二、經歷：需有外科醫療背景及教學研究經驗者。 

三、專科醫師資格：具有外科專科醫師資格者。 

四、檢附書面資料及電子檔(含個人履歷表、過去教學及服務經驗、最近五年論文代表作

及所有發表論文目錄、研究計劃、未來研究目標、教育理念，及相關畢業證書及專

科醫師證書)。 

五、檢附 2 位外科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推薦人之書面推薦函各乙份。 

六、本職缺起聘日期為 2018 年 2 月 1 日。 

報名截止日期：申請資料應於 2017 年 7 月 31 日(週一 )17:00PM 前送達「台大醫

院外科部主任室」(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 

電話：886-2-23562118  聯絡人：王玉鈴小姐；e-mail：huangcs@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