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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本會第 26 屆會員代表選舉以 106 年 8 月 31 日止之會員系統登記之執業院所為依據分選

區及投票所，會員執業院所如有異動，敬請於 8 月 31 日前通知學會；名譽會員無選舉及

被選舉權。 

※本會第 26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 77 次學術演講會訂於 107 年 3 月 17、18 日假國防

醫學院舉辦，敬請會員踴躍投稿。 

論文投稿期間：106 年 7 月 1 日~9 月 30 日止。 

論文投稿方式：線上投稿。 

論文投稿查詢：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OnlinePass.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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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60816 衛部醫字第 1061666173 號）： 

§效期：106 年 12 月 19 日至 112 年 12 月 18 日 

2-2444 葉文中、2-2447 張櫻霖、2-2454 陳錫明、2-2470 張元耀、2-2483 江仰仁、 

2-2496 林承志、2-2498 李俊億、2-2503 黃元惠、2-2508 邱育德、2-2536 卓世川、 

2-2538 虞希堯、2-2549 吳玉琮、2-2554 李應德、2-2560 牟聯琦、2-2565 曾以仁、 

2-2589 侯紹敏、2-2592 林武龍、2-2603 闕士傑、2-2609 葉顯堂、2-2620 葉旭謨、 

2-2621 趙世雄、2-2631 楊博勝、2-2643 劉文斌、2-2650 周楠華、2-2661 姚鍾太、 

2-2666 池啟瑞、2-2667 陳宏彬、2-2668 郭俊逸、2-2674 陳敏華、2-2679 蔣明富、 

2-2684 張建成、2-2685 劉金亮、2-2687 陳仁生，共 33 位。 

§效期：106 年 01 月 05 日至 112 年 01 月 04 日 

2-3669 蔡育賢，共 1 位。 

§效期：106 年 1 月 26 日至 112 年 1 月 25 日 

2-4536 李國瑞，共 1 位。 

§效期：106 年 12 月 7 日至 112 年 12 月 6 日 

2-4705 陳家輝、2-4708 陳瑞鋒、2-4709 洪振翔、2-4714 高軒楷、2-4715 陽厚生、 

2-4717 吳逸騹、2-4720 劉二豪、2-4721 陳哲伸、2-4722 龔煥文、2-4726 曾邵勇、 

2-4727 尤俊衛、2-4729 徐光漢、2-4730 方浩鑒、2-4736 尤鴻儒、2-4737 陳文榮、 

2-4738 陳元森、2-4739 黃伯仁、2-4741 顏毓秀、2-4743 蔡文平、2-4745 王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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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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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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65 陳信安、2-4766 賴鵬升、2-4767 姚仲勉、2-4769 吳曉舒、2-4771 李才宇、 

2-4772 李春輝、2-4773 林唯農、2-4775 鄧守成、2-4776 許聖德、2-4777 蕭彥彰、 

2-4781 陳家鴻、2-4782 楊懷哲、2-4784 趙盈凱、2-4790 游啟昌、2-4795 陳勁辰、 

2-4800 楊超智、2-4801 張至德、2-4803 廖國秀、2-4806 陳建民、2-4807 謝承翰、 

2-4810 張家銘、2-4811 蕭順裕、2-4813 謝志明、2-4814 李正方、2-4816 黃嫆茹、 

2-4820 林明鴻、2-4822 李旻憲、2-4825 蔡家騏、2-4826 黃品耀、2-4828 李明璟、 

2-4830 朱俊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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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39 黃懷緒、2-4840 邱韋欽、2-4841 賴昭翰、2-4842 謝宗宇、 

2-4845 許凱熙、2-4846 曹智惟、2-4850 阮俊能、2-4853 張浩銘、2-4854 洪瑞遠、 

2-4856 林志雄、2-4860 林中華、2-1520  喬木 、2-4862 翁怡然、2-4864 張哲華、 

2-4868 鄺展雁，共 86 位。 

§效期：106 年 12 月 19 日至 112 年 12 月 18 日 

2-5593 林北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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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05 張得一、2-5606 洪浩雲、 

2-5609 李存昌、2-5610 謝明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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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20 蘇啟成、2-5622 陳昭宇、2-5623 郭宇正、 

2-5624 蘇家弘、2-5627 許育甄、2-5628 許思文、2-5630 蘇明山、2-5631 魏銓延、 

2-5632 黃耀瑩、2-5633 吳育綸、2-5635 劉家瑋、2-5637 程彥博、2-5640 李璧蓉、 

2-5641 黃凱傑、2-5642 林介文、2-5643 張立昌、2-5646 廖黃逸、2-5651 曾福豪、 

2-5652 黃曉禹、2-5653 李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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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64 劉嘯天、2-5665 吳玉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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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77 劉力仁、2-5678 劉賢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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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87 宋鎮宇、 

2-5688 沈志龍、2-5689 陳建光、2-5691 陳冠賓、2-5692 姚全豐、2-5693 林柏宏、 

2-5694 黃政義、2-5696 蔡青樺、2-5697 蔡忠育、2-5698 陳威臣、2-5700 陳成賢、 

2-5701 曾佳瑋、2-5702 吳爭融、2-5704 康朞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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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12 簡志彬、2-5713 洪振展、 

2-5715 黃柏瑋、2-5718 林彥斌、2-5719 陳莉君、2-5721 蔡宗穎、2-5722 呂炯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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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32 林治揚、2-5733 盧俊斌、2-5734 鍾文桂， 

共 95 位。 

※106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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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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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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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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0 李建裕、2-4556 張博全、2-4593 陳秋銘、2-4595 陳右儒、2-4632 謝鏡泓、

2-4654 張嘉輝、（計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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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9 戴宗毅、2-2457 羅宗軒、2-2463 胡東和、2-2469 陳欣宏、2-2497 陳賢德、

2-2501 王覲文、2-2513 莊銘泉、2-2516 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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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1 黃志賢、2-2552 曾國宏、

2-2569 張酉聯、2-2570  盧義 、2-2579 賴慶元、2-2582 盧致誠、2-2585 吳永康、

2-2591 王正仁、2-2599 陳興源、2-2600 柯春安、2-2606 葉佐誠、2-2608 陳炯年、

2-2612 陸希平、2-2617 吳武璋、2-2625 吳明哲、2-2632 杜隆成、2-2633 許炯明、

2-2635 邵柏樫、2-2644 張金龍、2-2649 林合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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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71 林永明、2-2672 鄺世通、2-2677 魏國樑、2-2682 李炫昇、2-2683 廖宜賢、

2-2694 郭振華（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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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06 吳奕賢、2-4710 薛榜瀚、2-4711 劉元凱、2-4716 賴煌仁、

2-4718 王敘涵、2-4719 張碩學、2-4724 蔡青穎、2-4725 陳淑美、2-4728 何天輝、

2-4732 李榮順、2-4734 林正欣、2-4735 林彥志、2-4740 林金瑤、2-4742 吳亞伸、

2-4744 張渭文、2-4747 許以霖、2-4753 程俊傑、2-4764 曾威達、2-4768 張廷舟、

2-4770 黃偉賢、2-4774 簡睿宏、2-4778 許 勎、2-4779 明永青、2-4780 蔡昇翰、

2-4785 杜和祥、2-4786 葉啟娟、2-4788 吳南鈞、2-4792 林毅成、2-4793 林國華、

2-4794 李協興、2-4796 胡曉峰、2-4798 游建智、2-4799 吳昭慶、2-4802 黃士賓、

2-4804 張智豪、2-4805 洪俊青、2-4808 曾冠富、2-4809 賴鴻文、2-4812 謝志杰、

2-4817 劉耿顯、2-4818 吳大立、2-4819 陳恆中、2-4821 塗昭江、2-4823 陳正義、

2-4824 楊明杰、2-4827 吳文祺、2-4831 黃志平、2-4832 林劭潔、2-4838 陳志偉、

2-4843 李憲斌、2-4844 高文彬、2-4847 徐哲文、2-4848 劉鎮旗、2-4849 歐文傑、

2-4851 陳德忠、2-4852 簡冠雄、2-4855 林聿騰、2-4859 許毓昭、2-4861 呂文憲、

2-4867 沈培弘（計 61 位） 

◎106 年 12 月 1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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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95 陳勁宇、2-5603 曾峰毅、2-5604 洪祥益、2-5611 洪瑞霞、2-5617 蔡孟達、

2-5621 翁世憲、2-5626 李振豪、2-5629 張智輝、2-5634 歐建佑、2-5638 劉宗瑀、

2-5639 陳梅君、2-5647 廖宣凱、2-5649 林威揚、2-5650 王克雲、2-5667 梁高議、

2-5668 張騏竹、2-5669 王國鐘、2-5676 李英瑜、2-5685 白彝維、2-5686 施育彤、

2-5690 黃立華、2-5695 黃基展、2-5705 陳建璋、2-5711 洪志強、2-5714 蘇峻民、

2-5720 張尚文、2-5731 陳昱豪（計 27 位） 

◎107 年 1 月 6 日證書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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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5 王定宇、2-3727 張守安、2-3731 鄭祥欽、2-3736 甘宗本、2-3738 馮志如、

2-3739 陳 煜、2-3742 蔡有勤、2-3743 楊聯勝、2-3746 陳淑賢、2-3748 江偉明、

2-3749 馬秀峰、2-3751 李冠穎、2-3752 郭立人、2-3753 林明裕、2-3756 林育民、

2-3758 馮啟彥、2-3760 陳建綸、2-3762 黃維超、2-3764 李明陽、2-3768 黃俊雄、

2-3772 王炯珵、2-3774 洪碩穗、2-3775 王偉 、2-3779 陳建旭、2-3780 楊長千、

2-3781 趙善祖、2-3784 林明聖、2-3785 林俊宏、2-3787 張毓翰、2-3789 李世光、

2-3790 侯毓昌、2-3792 李坤樺、2-3794 吳孟智、2-3798 馮睿哲、2-3799 陳俊甫、

2-3801 張定國、2-3807 黃鐙樂、2-3809 張繼仁、2-3811 郭乃雄、2-3815 李國卿、

2-3816 柯文清、2-3819 陳俞志、2-3824 吳靖方、2-3827 黃勝賢、2-3830 王玉璋、

2-3833 陳宏彰、2-3838 莊啟政、2-3842 李國楨、2-3843 喻興甯、2-3844 曾國峰、

2-3846 黃盈誠、2-3854 張家豪、2-3855 陳明顯、2-3858 黃啟峻、2-3860 蘇宇平、

2-3865 劉冠群、2-3874 洪國峻、2-3876 張瓊文（計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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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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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已結束 

外科重症 7 月 01 日（星期六） 台北榮民總醫院 課程已結束 

外科重症 7 月 08 日（星期六）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課程已結束 

外科重症 7 月 22 日（星期六） 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課程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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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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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Cc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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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新光醫院 B1 大會議室 

地    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題    目： 

1. Robot-assisted partial nephrectomy with Bench operation and auto-transplantation for 

large central type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solitary kidney patient.  

新光醫院  泌尿科  吳子翔  朱懿柏  葉志胤  何肇晏  林宜佳  邱文祥 

蔡德甫  黃一勝 

2. Endovascular surgery using CO2 angiography for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and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新光醫院  心臟外科  陳彥仰  高弘儒  顏羽彤  蔡財福  趙洪興  林佳勳  呂明仁 

3. Transfistula anorectoplasty for rectovestibular fistula 

新光醫院  小兒外科  張耀仁  張繼仁 

4. New technique in breast cancer surgery : IORT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experience sharing of 38 cases. 

新光醫院  一般外科、腫瘤治療科  黃郁仁  楊圳隆  鄭翠芬  柯卉玲  

5. Willis Circle Tumor 

新光醫院  神經外科  呂冠廷  唐寄皋  蔡明達 

6. Propeller Flap in Lower Extremity Reconstruction 

新光醫院  整形外科  張容輔  林上熙  陳柵君  鄭舉緒  林煌基  林育賢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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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ronchobiliary fistula : rare complication after RF ablation of HCC 

新光醫院  胸腔外科  謝陳平  張益誠 

桃園區 

舉辦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50 分 

地    點：國軍桃園總醫院二樓階梯教室 

地    址：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 168 號 

題    目： 

1. Experience in traumatic small bowel perforation management【創傷性小腸破裂處理之案

例分享】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一般外科  陳秉澤  林義峰  趙宏明 

2. Unusual presentation of direct intra-peritoneal metastases complicated with massive 

ascites from poor differentiation bladder tumor : a case report【分化不良膀胱腫瘤已少見

直接腹腔內轉移並大量腹水呈現-病例報告】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泌尿外科  陳香蓉  邵郁鏵  周勝傑 

3. Combined transurethral incision of prostate and double J catheter drainage for prostate 

abscess in a young male【經尿道攝護腺切開併雙J型導管引流治療年輕男性之攝護腺膿

瘍之經驗】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泌尿外科  吳君彥  高正立  周勝傑 

特別演講:  

【Update of CRPC treatment—荷爾蒙療法失敗之攝護腺癌之治療藥物新趨勢】 

三軍總醫院  外科部  泌尿外科  高建璋 

4. Critical care of a severe burn patient using Picco and PRP【嚴重燒傷病人使用心肺容積

監視器之經驗分享】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整形外科  許玄昀  魏林瑰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9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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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thered Cord Syndrome 

萬芳醫院  神經外科  雷大雅 



 8 

2. Case report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神經外科  溫中瑜 

竹苗區 

舉辦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9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第三會議室 

地    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 81 號 

題    目： 

1. 經口內視鏡甲狀腺切除術發展經驗分享 

三軍總醫院  ㄧ般外科  伍希元 

2. 骨科常見的運動醫學手術 

臺北榮民總醫院  骨科  陳昆暉 

中區 

舉辦醫院：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大里仁愛醫院十樓泉生大講堂 

地    址：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483 號 

主 持 人：林裕強部主任 

專題演講 

1. 經肛門自然孔洞大腸直腸手術 

嘉義長庚醫院  外科部  黃文詩 

2.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 HBP and GI surgery: Multiple port, single port to notes 

horizon 2017 

中山附醫  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暨一般外科  彭正明  

病例報告： 

1. Bone cement augmented pedicle screw instrumentation in osteoporotic spine surgery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脊椎骨科  連君泰  陳盈佑 

2. Correction of scoliosis more than 100 degrees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脊椎骨科  陳盈佑  連君泰 

※與會會員請將車子停至本院地下室停車場，限於當日會議結束後，始憑停車券至報到處蓋優惠

章，免費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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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區 

舉辦醫院：嘉義陽明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9 月 5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嘉義陽明醫院醫療大樓 8 樓會議室 

地    址：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252 號 

講    題： 

1. Case report ：Outcome of a small breast tumor with multiple LNs 

陽明醫院  一般外科  蕭維強 

2. Recurrent hip dislocation: experience of using constrained acetabulum liner 

陽明醫院  骨科  陳志宏 

3. Revision TKA, cases report from TKA and UKA 

陽明醫院  骨科  葉致昌 

4. 骨腫瘤之診斷與治療 

陽明醫院  骨科  鍾聯享 

台南區 

舉辦醫院：臺南市立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地    點：臺南市立醫院病房大樓五樓斜坡 502 會議室 

地    址：臺南市東區崇德路 670 號 

主 持 人：吳星賢部長 

題    目： 

1. Case conference - Diaphragm paralysis 

臺南市立醫院  胸腔外科  張逸謙 

2. Huge intra-abdominal GIST 

臺南市立醫院  一般外科  周易韋 

3.肋骨骨折手術治療之經驗 

臺南市立醫院  胸腔外科  方副吉 

4. Mucoceles of the Paranasal Sinuses - a case report 

臺南市立醫院  整形外科  陳俊生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9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 7 時 40 分至 9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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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高雄榮民總醫院門診大樓第二會議室 

地    址：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題    目： 

1. 內視鏡甲狀腺手術 

高雄榮民總醫院  一般外科  梁宗榮 

2. 對肝癌病人解剖性肝切除是否比非解剖性肝切除有比較好的預後? 

高雄榮民總醫院  王乃玉 

台東區 

舉辦醫院：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時    間：106 年 9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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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2 fixation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神經外科  陳正能（取消） 

2. 小腸出血使用血管攝影導管留存併—甲基藍術中注射定位之經驗分享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黃壽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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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行跡采風  

 

      第二十屆理事長  鄭國琪教授 

轉摘自 

https://healthall.tian.yam.com/posts/9402612 

記者吳峙嵩／高雄報導 

培訓外科醫師  高雄榮總院長鄭國琪獻策 

現任外科醫學會理事長的高雄榮總院長鄭國琪，將針對國內極度欠缺的外科住院醫師

人力，提案建立完善的培訓制度，他構思未來所有外科住院醫師都必須至醫學中心受訓 2

至 3 年，學習並精進各項外科醫技，積極提升外科醫療水準。 

鄭國琪表示，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對於醫學生來說，也產生很大的變化。因為二、

三十年前，包括內、外、婦、兒等四科，都屬大科，也是醫學生踏出醫學院後，接受住院

醫師訓練時，心目中選擇專科的最愛。 

但現在完全改觀，特別是外科系，受健保給付影響，年輕的住院醫師都不想以外科，

做為分科的主要選擇。反而醫療工作較輕鬆，糾紛較少且自費醫療範圍較廣的科別，例如

皮膚科、眼科及整形外科等，大受青睞。 

鄭國琪指出，目前的住院醫師制度，如要成為一名外科專科醫師，必須要有 3 年的住

院醫師，以及 1 年的總住院醫師的訓練經歷，但是這項培訓方式仍有盲點。 

因為經由外科醫學會評鑑通過的外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全國共有 111 家，以往都是

由各住院醫師自行找尋醫院接受訓練，而不同層級醫院，卻因醫療資源有差異，住院醫師

接受的訓練機會有時會相差很多，以致所訓練的外科醫師醫療水準參差不齊，總會有不夠

完備的遺憾，對於照護病患健康，為恐帶來負面影響。  

據鄭國琪了解，全國各大醫院都不好招攬外科住院醫師，但北部又比中南部情況稍好，

因為年輕的住院醫師仍喜歡選擇全國政經條件較優的北台灣地區，再者，北部大型的醫學

中心湧入較多的住院醫師，有些住院醫師則認為，人多工作平均分擔，較能混水摸魚。 

https://healthall.tian.yam.com/posts/940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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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建議，整合所有外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的資源，由外科醫學會統籌安排外科

住院醫師接受不同層級的訓練，讓每名住院醫師都有相同機會，進行完整的外科醫技訓練。

換言之，一名外科專科醫師養成教育，可以部份在醫學中心完成，另一部份在區域教學醫

院完成，兼有各家之長，成效應該更為理想。 

如果這項提案獲外科醫學會年會的通過，將送教育委員會及品質管理委員會研擬執行

策略，最後再報衛生署審核，若通過後，就成為未來外科住院醫師的培訓準則，預料將對

外科醫師養成教育，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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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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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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誠徵 

（1）主任級醫師（需求條件：具部定教職或已有論文可升等者尤佳） 

胸腔外科(具微創手術經驗者)、整形外科、一般外科(具器官移植手術醫師資格或乳

癌手術、肝胰臟手術專長)、神經外科、婦產部、泌尿科(具腎臟移植手術資格者尤

佳)。 

（2）主治醫師： 

一般外科、胸腔外科(具微創手術經驗者)、整形外科、神經外科、婦產部、泌尿科、

專責一般醫療醫師。 

（3）外科住院醫師 

本院特色： 

1.光田醫療體系-弘光科技大學提供取得教職機會(已有論文發表者優先兼課)及研究計

劃。 

2.有提供眷舍及單身住宿。 

3.論文發表及口頭報告頒發獎金（最高 150000 元/篇）。 

4.每年提供高額研究經費補助院內專題研究計劃及產學研究計劃之申請。 

5.其他福利可上本院網站查詢  http://www.ktgh.com.tw。 

應徵方式：有意者請將履歷郵寄或 mail 至本院 

聯絡方式：04-26621100 (劉小姐) 

地    址：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人力資源組) 

電子信箱：hrm@ktg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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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http://www.ktgh.com.tw/
mailto:hrm@ktg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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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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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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anfang.gov.tw/
mailto:97302@w.tmu.edu.tw
http://www.yeez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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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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大學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教學臨床研究教師培育計畫 

徵才公告 

徵求領域：臨床醫學、護理、醫事之相關領域，其中臨床醫學領域以可從事婦產科、眼

科、放射科、口腔外科、牙髓病科、急診科、外科系、神經內科、小兒科之

臨床工作者為優先考量。各領域採廣義定義，以適才適用為原則。 

工作內容：參與國立陽明大學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之教學、研究與服務 

徵聘師資內容：部定講師級（含以上）專案教師 2 名 

薪資待遇：比照專任教師薪資（另提供優渥之培育計畫） 

檢具資料：1. 個人履歷及自傳（含學經歷說明、專長領域、研究興趣與成果描述） 

     2. 學術著作目錄及代表著作  

     3. 推薦函二封（紙本或電子信函，請推薦者逕寄至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國立陽明大學教務處，或寄至電子信箱 chientzuliu@ym.edu.tw） 

     4. 其他教學、研究、服務有助審查資料之證明或補充資料（申請臨床醫學領

域者請參考 http://som.web.ym.edu.tw/files/11-1153-35-1.php 提供所需相關

資料） 

注意事項：1. 請將上述資料於民國 106 年 9 月 8 日前掛號郵寄至(112)臺北市北投區立農

街二段 155 號國立陽明大學教務處收，請註明應徵教學臨床研究教師。 

     2. 本次甄選將擇優通知參與第二階段面試；未獲通知面試或未獲錄取者，如

需返還書面應徵資料請附回郵信封。 

聯絡方式：曾秘書 02-28267000 轉 7363；劉小姐 02-28267000 轉 2306 

 

mailto:yung@syh.mohw.gov.tw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
mailto:1100@landseed.com.tw
http://som.web.ym.edu.tw/files/11-1153-35-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