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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敬愛的施前理事長純仁醫師於 106 年 6 月 18 日辭世，享年 95 歲。本會敬表哀悼。 

※106 年自動退會會員名單，共 24 位。（106 年 2 月 11 日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106 年 3

月 18 日第 25 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106 年 5 月 31 日止未繳常年會費達 4000 元者

將視為自動退會辦理）： 

2-0302鄭鎮潮、2-0313陳文典、2-0558張浩章、2-0733 許達夫、2-0938王茂晴、 

2-0948蔡進成、2-1226施麗媛、2-1356陳添基、2-1500 黃史文、2-1767羅忠維、 

2-1800傅陽明、2-1861趙炎洲、2-1863汪弘洲、2-2260 陳志榮、2-2624翟財鈞、 

2-2945王賢堅、2-2982孫施盛、2-3060沈佩勳、2-3241 朱唯廉、2-3573呂學甫、 

2-4045羅政勤、2-4185蕭智文、2-4866蕭博懷、2-5033 陳澍群。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時間： 

報名時間：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 日。 

筆試時間：106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4 時。 

筆試地點：台北馬偕紀念醫院福音樓九樓大禮堂（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口試時間：106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 30 分。 

口試地點：台北馬偕紀念醫院門診診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106 年 6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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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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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報部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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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0 月 28 日。 

2-2444 葉文中、2-2445 唐國民、2-2449 戴宗毅、2-2454 陳錫明、2-2457 羅宗軒、 

2-2459 瞿裕昌、2-2461 鄭展志、2-2463 胡東和、2-2469 陳欣宏、2-2470 張元耀、 

2-2482 林承家、2-2491 劉廷俊、2-2496 林承志、2-2497 陳賢德、2-2498 李俊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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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1 王覲文、2-2503 黃元惠、2-2506 戴政傑、2-2508 邱育德、2-2513 莊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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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37 彭憲文、2-2544 彭智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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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66 黃勝堅、2-2569 張酉聯、 

2-2570 盧義、2-2572 蘇建銘、2-2579 賴慶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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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97 林明中、2-2599 陳興源、 

2-2600 柯春安、2-2603 闕士傑、2-2606 葉佐誠、2-2608 陳炯年、2-2609 葉顯堂、 

2-2612 陸希平、2-2617 吳武璋、2-2620 葉旭謨、2-2621 趙世雄、2-2625 吳明哲、 

2-2631 楊博勝、2-2632 杜隆成、2-2633 許炯明、2-2635 邵柏樫、2-2640 江君強、 

2-2644 張金龍、2-2649 林合興、2-2650 周楠華、2-2652 鄧正侖、2-2656 胡健虎、 

2-2657 莊義成、2-2658 李訓宗、2-2660 王正源、2-2663 李漢章、2-2665 李景胤、 

2-2667 陳宏彬、2-2668 郭俊逸、2-2671 林永明、2-2672 鄺世通、2-2675 賴俊良、 

2-2677 魏國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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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94 郭振華（計 82 位） 

◎106 年 12 月 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1 月 7 日。 

2-4703 周宗欣、2-4704 李堃光、2-4706 吳奕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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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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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31 許如麗、2-4732 李榮順、2-4733 賴金湖、2-4734 林正欣、2-4735 林彥志、 

2-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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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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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58 謝宗翰、2-4759 劉殷佐、 

2-4760 莊樹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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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68 張廷舟、2-4769 吳曉舒、2-4770 黃偉賢、2-4774 簡睿宏、 

2-4776 許聖德、2-4778 許 勎、2-4779 明永青、2-4780 蔡昇翰、2-4782 楊懷哲、 

2-4783 吳飛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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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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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24 楊明杰、2-4825 蔡家騏、2-4827 吳文祺、2-4828 李明璟、2-4829 盧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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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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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55 林聿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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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42 位） 

◎106 年 12 月 18 日證書到期，學會已於 6 月中旬以掛號方式郵寄換證通知。如未收到請

主動與學會聯絡。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1 月 18 日。 

2-5593 林北江、2-5594 林政鋒、2-5595 陳勁宇、2-5596 柳瑞明、2-5597 周有偉、 

2-5598 林治邦、2-5599 許宏隆、2-5600 黃士峰、2-5601 陳家榮、2-5602 李政家、 

2-5603 曾峰毅、2-5604 洪祥益、2-5605 張得一、2-5606 洪浩雲、2-5607 池偉誌、 

2-5608 葉峻昇、2-5609 李存昌、2-5610 謝明皓、2-5611 洪瑞霞、2-5612 黃仁甫、 

2-5613 楊景翔、2-5614 巫昇懋、2-5615 高正立、2-5616 黃勝揚、2-5617 蔡孟達、 

2-5618 黃書儀、2-5619 賴家鈺、2-5620 蘇啟成、2-5621 翁世憲、2-5622 陳昭宇、 

2-5623 郭宇正、2-5624 蘇家弘、2-5625 顏君霖、2-5626 李振豪、2-5627 許育甄、 

2-5628 許思文、2-5629 張智輝、2-5630 蘇明山、2-5631 魏銓延、2-5632 黃耀瑩、 

2-5633 吳育綸、2-5634 歐建佑、2-5635 劉家瑋、2-5636 陳盈元、2-5637 程彥博、 

2-5638 劉宗瑀、2-5639 陳梅君、2-5640 李璧蓉、2-5641 黃凱傑、2-5642 林介文、 

2-5643 張立昌、2-5644 曾冠穎、2-5645 游彥辰、2-5646 廖黃逸、2-5647 廖宣凱、 

2-5648 蕭君平、2-5649 林威揚、2-5650 王克雲、2-5651 曾福豪、2-5652 黃曉禹、 

2-5653 李宜靜、2-5654 楊翔宇、2-5655 劉洋帆、2-5656 曾一修、2-5657 黃章倫、 

2-5658 王柏方、2-5659 賴依伶、2-5660 黃鈺文、2-5661 蔡東明、2-5662 詹雲凱、 

2-5663 高偉棠、2-5664 劉嘯天、2-5665 吳玉婷、2-5666 張淵閔、2-5667 梁高議、 

2-5668 張騏竹、2-5669 王國鐘、2-5670 廖御佐、2-5671 劉信誠、2-5672 羅健洺、 

2-5673 阮威勝、2-5674 陳維勳、2-5675 呂志明、2-5676 李英瑜、2-5677 劉力仁、 

2-5678 劉賢佐、2-5679 林哲安、2-5680 黃竣暘、2-5681 吳峻豪、2-5682 吳宗軒、 

2-5683 施博淳、2-5684 鄭佳欣、2-5685 白彝維、2-5686 施育彤、2-5687 宋鎮宇、 

2-5688 沈志龍、2-5689 陳建光、2-5690 黃立華、2-5691 陳冠賓、2-5692 姚全豐、 

2-5693 林柏宏、2-5694 黃政義、2-5695 黃基展、2-5696 蔡青樺、2-5697 蔡忠育、 

2-5698 陳威臣、2-5699 洪健齡、2-5700 陳成賢、2-5701 曾佳瑋、2-5702 吳爭融、 

2-5703 陳盈達、2-5704 康朞翔、2-5705 陳建璋、2-5706 吳嘉倫、2-5707 林育弘、 

2-5708 沈彥廷、2-5709 許斯凱、2-5710 朱峻廷、2-5711 洪志強、2-5712 簡志彬、 

2-5713 洪振展、2-5714 蘇峻民、2-5715 黃柏瑋、2-5716 周恒文、2-5717 林仲樵、 

2-5718 林彥斌、2-5719 陳莉君、2-5720 張尚文、2-5721 蔡宗穎、2-5722 呂炯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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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23 張皓程、2-5724 古君平、2-5725 陳世翰、2-5726 曹連誠、2-5727 蔡承根、 

2-5728 許家豪、2-5729 李天國、2-5730 林益聖、2-5731 陳昱豪、2-5732 林治揚、 

2-5733 盧俊斌、2-5734 鍾文桂（計 142 位） 

◎107 年 1 月 6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7 月初以掛號方式郵寄換證通知。如未收到請主動

與學會聯絡。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2 月 6 日。 

2-3719 簡正義、2-3720 張賀鳴、2-3721 齊龍駒、2-3722 楊孟峰、2-3723 鄭光傑、 

2-3724 石文彬、2-3725 王定宇、2-3726 王世憲、2-3727 張守安、2-3728 吳昌杰、 

2-3729 劉奇樺、2-3730 雷衍聲、2-3731 鄭祥欽、2-3732 林建甫、2-3733 吳清文、 

2-3734 游明晉、2-3735 劉煥昀、2-3736 甘宗本、2-3737 周振生、2-3738 馮志如、 

2-3739 陳煜、2-3740 莊雨星、2-3741 張俊仁、2-3742 蔡有勤、2-3743 楊聯勝、 

2-3744 萬禮傑、2-3745 鄭秀玲、2-3746 陳淑賢、2-3747 蔡俊彬、2-3748 江偉明、 

2-3749 馬秀峰、2-3750 林文培、2-3751 李冠穎、2-3752 郭立人、2-3753 林明裕、 

2-3754 陳仁浩、2-3755 謝明儒、2-3756 林育民、2-3757 陳芸、2-3758 馮啟彥、 

2-3759 楊士弘、2-3760 陳建綸、2-3761 孫雷銘、2-3762 黃維超、2-3763 黃培書、 

2-3764 李明陽、2-3765 余忠志、2-3766 陳維利、2-3767 洪博文、2-3768 黃俊雄、 

2-3769 徐智俊、2-3770 曾富詮、2-3771 康世晴、2-3772 王炯珵、2-3773 廖鴻璋、 

2-3774 洪碩穗、2-3775 王偉、2-3776 劉國揚、2-3777 李明親、2-3778 李宜勳、 

2-3779 陳建旭、2-3780 楊長千、2-3781 趙善祖、2-3783 林裕強、2-3784 林明聖、 

2-3785 林俊宏、2-3786 黃國淦、2-3787 張毓翰、2-3788 林文榮、2-3789 李世光、 

2-3790 侯毓昌、2-3791 夏中慶、2-3792 李坤樺、2-3793 陳劍龍、2-3794 吳孟智、 

2-3795 龔瑞琛、2-3796 黃澤波、2-3797 陳南福、2-3798 馮睿哲、2-3799 陳俊甫、 

2-3801 張定國、2-3802 賈維焯、2-3803 溫柏樺、2-3804 梁忠雲、2-3805 游博欽、 

2-3806 李勝惠、2-3807 黃鐙樂、2-3808 林博文、2-3809 張繼仁、2-3810 邱一洲、 

2-3811 郭乃雄、2-3812 王煥輝、2-3813 盧建興、2-3814 徐明正、2-3815 李國卿、 

2-3816 柯文清、2-3817 吳佳駿、2-3818 江朝洋、2-3819 陳俞志、2-3821 陳東源、 

2-3822 吳俊德、2-3823 張世彬、2-3824 吳靖方、2-3825 吳勝堂、2-3826 陳國樑、 

2-3827 黃勝賢、2-3829 李詔信、2-3830 王玉璋、2-3831 江恒杰、2-3832 謝雨民、 

2-3833 陳宏彰、2-3834 劉廣文、2-3835 許兆畬、2-3836 陳大鈞、2-3837 張靜閔、 

2-3838 莊啟政、2-3840 廖正智、2-3841 廖文瑞、2-3842 李國楨、2-3843 喻興甯、 

2-3844 曾國峰、2-3845 李浩睿、2-3846 黃盈誠、2-3847 魏晧智、2-3848 許家禎、 

2-3849 劉興華、2-3850 張成業、2-3851 蔡宗哲、2-3852 江慶祥、2-3853 陳炫達、 

2-3854 張家豪、2-3855 陳明顯、2-3856 鄭明中、2-3857 陳國鋅、2-3858 黃啟峻、 

2-3859 胡瑞源、2-3860 蘇宇平、2-3861 盧龍一、2-3862 林義泰、2-3863 黃昱璋、 

2-3864 郭珠發、2-3865 劉冠群、2-3866 林東煜、2-3867 許桓銘、2-3868 唐文瑞、 

2-3869 黃世民、2-3870 郭佳隴、2-3871 陳文利、2-3874 洪國峻、2-3875 鄭修明、 

2-3876 張瓊文、2-3877 陳俊名、2-3878 洪敦智、2-3879 李建志（計 154 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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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重症 6 月 11 日（星期日）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課程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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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6 日報名截止 

外科重症 7 月 08 日（星期六）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6 月 9 日報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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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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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外科 

時    間：106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地    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十樓大禮堂 

地    址：臺北市中華路二段 33 號 

主 持 人：陳瑞良部主任 

題    目： 

1. Paget’s disease of the breast：report of 3 cases【乳房博德氏症：病例報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乳房外科  陳火木 

2. Percutaneous kyphoplasty with spinejack in treatment of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 clinical experience sharing【以史派節克椎體支撐系統經皮椎體整形術以治

療脊椎壓迫性骨折—臨床經驗分享】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神經外科  張賀鳴 

3.Talar fracture：one case report【距骨骨折：病例報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骨科  黃建睿 

4. Acute renal failure after diagnostic ureterscopic examination — a case report【輸尿管鏡

術後急性腎衰竭—病例報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泌尿外科  陳證文 

5. Delayed rupture of splenic injury： a case report 【脾臟外傷之延遲破裂—病例報告】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一般外科  黃郁創 

桃園區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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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醫院：敏盛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至 3 時 

地    點：敏盛綜合醫院 20 樓演講廳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題    目： 

1. Sexual intercourse related corpus spongiosum rupture presented as active urethral 

bleeding 

敏盛綜合醫院  泌尿科  黃柏堅 

2. 胸部外傷合併肋骨骨折治療趨勢 

敏盛綜合醫院  胸腔外科  林聿騰 

3. Surgical intervention of a giant and unresectable gastric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following neoadjuvant therapy with imatinib 

敏盛綜合醫院  一般外科  王建揚 

4. Post-operative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yndrome in extra-axial brain tumor – a case 

report 

敏盛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張明元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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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目： 

1.泌尿科達文西手術 

基隆長庚醫院  泌尿科  吳俊德 

2. Nomo-endocrine prostate cancer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泌尿科  許汶蒼 

3.綜合討論 

竹苗區 

舉辦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竹東分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7 月 12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竹東分院二樓第二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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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 52 號 

題    目： 

1. 慢性傷口處置個案報告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整形外科  郭源松 

2. 肝臟切除術後併發腸胃道出血【Post hepatectomy complicated with GI bleeding】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一般外科  全賀顯 

3. 綜合座談 

※前往路線：從東西向快速道路往東走，下中豐路一段往北埔方向，在東寧路與東峰路銜

接口左轉往五峰方向，到至善路右轉可。 

中區 

舉辦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時    間：106 年 07 月 28 日(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醫療大樓九樓會議室 

地    址：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542 號 

題    目： 

1. MRgFUS thalamotomy for essential tremor: Preliminary result in Show Chwan Hospital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神經外科  張維傑 

2. 主動脈及周邊血管之腔內治療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心臟外科  白景州 

3. 肺部電腦斷層篩檢？救命仙丹or 醫療浪費！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胸腔外科  李佳穎 

4. 常見泌尿系統問題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泌尿部  林仕穎 

雲嘉區 

舉辦醫院：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7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地    點：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路加堂 B1 第二講堂 

地    址：嘉義市忠孝路 539 號 

題    目： 

1. 口腔癌切除合併大腿前外側游離皮瓣重建術後住加護病房或一般病房上的差異

【Intensive care unit versus ward management after anterolateral thigh flap reconstruction 

following oral cancer ab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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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整形外科  陳威臣 

2. 縱隔腔腫瘤【Mediastinal tumor】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胸腔外科  廖柏程  甘錦康 

3. 乳癌患者併發腦膜轉移: 病例報告【Breast ca with dura metastasis：a case report】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神經外科  陳昱豪 

4. Bouveret症候群膽結石自然排出之病例報告【Spontaneous expulsion of a gallstone in 

Bouveret's syndrome: a case report】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泌尿外科  張恩承  一般外科  郭威廷 

5. 睪丸扭轉：嘉義基督教醫院十年之經驗【Testicular torsion：ten year of experience at 

Ditmason Medical Foundation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外科  林耿白  兒童外科  賈書悌 

6. 困難腹腔鏡分享【Challenging laparoscopy case sharing】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黃允中 

7. 氣管創傷【Traumatic bronchial injury】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胸腔外科  甘錦康 

台南區 

舉辦醫院：郭綜合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郭綜合醫院 B 區 5 樓榕華廳 

地    址：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2 號 

題    目： 

1. 安樂死相關法律爭議解析 

益民律師事務所  林仲豪律師 

2. EMP used in dorsal columu mapping 

郭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李柏萱 

3. Low-intensity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therapy (LiESWT) for erectile dysfunction and 

chronic pelvic pain synderome 

郭綜合醫院  泌尿外科  陳秉鴻 

4. Uncommon problem wound management with rectus sheath hematima :a 

pregnant-related case report & article review 

郭綜合醫院  整形外科  陳振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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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10 分至 4 時 30 分 

地    點：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美術館院區四樓大禮堂 

地    址：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6 號 

題    目： 

1. A giant ovarian mucinous cystadenoma in a teenage girl － a case report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小兒外科  李振豐  顏郁晉  

2. Special peptic ulcer perforation – case report.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一般外科  陳培桓 

3. Concomitant septic and gouty arthritis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骨科  林富成 

4. 10歲男性 abdomen pain and diarrhea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泌尿科  蘇進明 

花蓮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行政大樓三樓第二會議室 

地    址：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600 號  

題    目： 

1. Iliac vein stenting for lymphedema of lower extremity resulting from pelvic radiotherapy.

【髂靜脈腔內支架對於骨盆腔放射療法後造成下肢淋巴腫大的處置】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淋巴血管外科  許文憲 

2. Iliac vein compression syndrom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髂靜脈壓迫症候群：過去、

現在及未來】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淋巴血管外科  蔡騰進 

3.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 of the distal ileum mimicking acute 

appendicit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遠端迴腸胃腸道基質腫瘤以急性闌尾

炎表現：一病例報告與文獻報告】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一般外科  李清龍 

  



 12 

先賢行跡采風  

第十八屆理事長張金堅教授 

杏林春暖：張金堅 40年醫治上萬乳癌患者 

國寶級權威 見證抗癌演進史 

轉摘自蘋果日報 

乳癌是國內女性發生率最高的癌症，每年新增患者逾萬人，台大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

張金堅，治療過上萬名乳癌病患，堪稱「國寶級」乳癌權威，他常鼓勵病友，乳癌發生率

雖高，但治療效果愈來愈好，「面對疾病，才有機會重獲新生！」 

張金堅出身苗栗農家子弟，父親靠種西瓜養活一家八口，他從小就得下田務農，還須到路

邊擺攤賣西瓜，但西瓜一遇雨就爛掉，家計難以維持，爸爸告訴他：「種田不能種一輩子！」

張金堅受這句話激勵，苦讀成為家族唯一的醫師。 

10年存活率達 6 成 

由於父親是開放性肺結核患者，他就讀大學的前 6 年都以內科為志願，直到大七實習

時，到手術房當助手，對外科醫師刀到病除的治療深深著迷，決定改投入外科，並成為台

大臨床醫學研究所第一位外科醫學博士。 

他說，40 年前的台灣因民風保守，即便婦女察覺乳房有腫塊仍害臊就醫，大多拖到乳

癌中晚期才治療，且當年治療武器不多，患者為保命只能切除雙乳，很多女性因此失婚，

甚至等不到孩子長大就病逝，因捨不得這些令人鼻酸的故事一再重演，決定專研乳癌領域。 

他曾收治 1 名 70 多歲的阿嬤，平常洗衣煮飯都不假兒媳之手，直到某天被兒子發現衣

服滲血，才發現阿嬤已乳癌晚期，且癌細胞轉移骨頭，兒子在母親治療期間細心呵護，阿

嬤直到 83 歲才往生；他說：「誰說久病無孝子，感受親情的能量，帶給我工作上滿滿活力。」 

張金堅不僅是台灣乳房醫學會的創會理事長，行醫 40 年來見證乳癌治療的演進史，包

括手術、化療、放療、荷爾蒙療法和標靶藥，每種武器都不斷精進，迄今治療過上萬例乳

癌患者。他強調，國內乳癌發生率雖高，但患者 10 年存活率高達 6 成，只要勇敢面對，都

有機會戰勝病魔。  

病患：是救命恩人 

乳房兼具女性魅力、哺育功能，他說，至今仍有很多患者對切乳無法接受，認為沒有

乳房就不像女人，張金堅說，患者術後的心理輔導很重要，為此他奔走創立乳癌防治基金

會，提供癌友心靈交流、互相激勵的園地，幫助她們重生。 

62 歲的林姓婦人 7 年前因胸悶到張金堅的門診就醫，觸診時未發現左側乳頭附近的腫

塊，她說：「其他醫師可能要我先回家，持續觀察。」但張當天即安排乳房攝影檢查，才

確診晚期乳癌，現已切除左乳的她說：「張醫師是救命恩人！」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0724/3732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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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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