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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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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會員踴躍參加。 

※經本會 106年 10月 21日第 25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自 107年起，會員（2-0001~3-0184）

年會報到費調為新台幣 1500 元，永久會員（1-0001~1-0552）滿 70 歲以上者為新台幣 500

元。 

※學會近期已寄出 107 年年會報到費預繳「繳費單」，如欲預繳者請持單於 107 年 1 月 2 日

前至指定便利商店（全家、萊爾富、7-11、OK、）或全國中國信託臨櫃繳交。預繳之會

員必需於年會期間（107 年 3 月 17、18 日上午 8 時~下午 4 時）親臨會場辦理報到方能取

得該活動之外科積分 60 分。未辦理報到者，恕不核給積分也無法辦理退費。 

※106 年 10 月 21 日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06 年申請名譽會員者名單，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010 王則南、2-0067 楊德興、2-0195 張俊明、2-0321 吳純堅、2-0332 陳增華、 

2-0347 曾滄洋、2-0433 楊孟宗、2-0441 蔡篤學、2-0619 謝明宗、2-0622 李世俊、 

2-0649 林燦生、2-0650 羅吉雄、2-0659 王嘉修、2-0682 宋制憲、2-0690 巫世雄、 

2-0710 林幸道、2-0713 雷永耀、2-0717 陳昱瑞、2-0721 江啟生、2-0743 傅宗弼、 

2-0770 王克紹、2-0776 柯成國、2-0777 翁昭仁、2-0788 白幸雄、2-0790 蔡明世、 

2-0791 陳朝中、2-0805 江泰平、2-0816 王秉鐸、2-0850 方昌仁、2-0918 魏顯江、 

2-0927 葉榮華、2-0946 賴裕祥、2-0958 莊垂基、2-1513 蘇文堅、2-1666 謝貳上、 

2-1669 謝家明、2-1866 謝煥益、2-2017 江耀宗，共 38 位。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口試合格名單： 

1060002 蔡煥文、1060003 李政翰、1060004 洪巨軒、1060005 吳俞鋒、 

1060006 李勁樵、1060008 陳彥成、1060009 顧元豪、1060010 何寬助、 

1060011 謝福謙、1060012 石柏威、1060014 曾彥雅、1060015 張玉樺、 

1060016 何孟穎、1060017 郭懿萱、1060019 莫麗雯、1060020 陳世穎、 

1060021 賴俊圻、1060022 蕭惟中、1060023 洪維亨、1060025 顏羽彤、 

1060027 廖偉捷、1060028 謝政昇、1060029 陳效衡、1060030 王冠智、 

1060031 張智皓、1060032 張文榮、1060033 吳鑫鴻、1060034 蘇炳睿、 

1060037 朱劭昂、1060038 李宗勳、1060039 江奕翰、1060041 張道安、 

1060042 施孟宏、1060043 林健源、1060044 蕭睿琥、1060045 顏元豪、 

1060046 林冠榮、1060047 馮品超、1060048 詹津祐、1060049 許恆睿、 

1060050 洪肇謙、1060051 黃懿範、1060052 楊欣瑜、1060053 郭加敏、 

1060054 林才揚、1060057 李昀儒、1060058 林均翰、1060059 吳俊毅、 

1060060 張哲嘉、1060061 李涵彥、1060062 文宏裕、1060063 鄭景中、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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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064 張良實、1060065 王誠緯、1060066 蔡雪厂、1060067 劉惠瑛、 

1060068 鄧文鈞、1060069 陳經國、1060070 張昂傑、1060071 林志德、 

1060072 范揚欣、1060073 陳俊宇、1060074 吳欣岱、1060075 鄭有森、 

1060076 李哲雄、1060077 林家誠、1060078 張雍泓、1060080 朱炳騰、 

1060081 朱冠榮、1060083 唐健綸、1060085 呂謹亨、1060086 王上柏、 

1060087 楊宗熹、1060088 劉映君、1060090 陳怡君、1060091 林志衛、 

1060092 黃靖崴、1060093 簡佑全、1060094 朱懿柏、1060095 賴谷順、 

1060096 黃  萱、1060098 蔡秉浩、1060099 李京錞、1060100 廖亭凱、 

1060101 梁雅碩、1060102 黃鈞瑋、1060103 吳宣翰、1060104 王冠穎、 

1060105 邱宇任、1060106 洪琬婷、1060107 鄭詠升、1060108 劉真如、 

1060109 徐邦瀚、1060110 林建德、1060111 蔡秉叡、1060112 許家源、 

1060113 呂明暐、1060114 余育明、1060115 李昱恆、1060116 李育賢、 

1060117 李易儒、1060119 廖力穎、1060120 賴東懋、1060121 羅敏誠、 

1060122 孫麒洹、1060126 林冠勳、1060127 蘇暉淵、1060128 許孜榮、 

1060129 林秉緯、1060130 黃裕閔、1060131 盧致穎、1060132 林佳蓉、 

1060133 陳  耕、1060135 鄭哲智、1060136 張欽富、1060137 黃冠霖、 

1060138 郭萌享、1060140 林冠宏、1060141 林奧棋、1060142 潘冠勳、 

1060143 賴健民、1060144 胡家瑜、1060145 陳慶恩、1060146 丁慧恭、 

1060147 陳俊宇、1060148 吳宗澤、1060150 侯濱元，共 127 位。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61113 衛部醫字第 1061668265 號函） 

◎效期：106 年 11 月 29 日至 112 年 11 月 28 日。 

2-2457 羅宗軒、2-2465 吳學尊、2-2523 莊昆霖、2-2524 梁金銅、2-2529 王逸明、 

2-2551 黃志賢、2-2570 盧義 、2-2579 賴慶元、2-2582 盧致誠、2-2599 陳興源、 

2-2608 陳炯年、2-2612 陸希平、2-2617 吳武璋、2-2633 許炯明、2-2657 莊義成、 

2-2658 李訓宗、2-2671 林永明、2-2683 廖宜賢、2-2694 郭振華，共 19 位。 

◎效期：107 年 1 月 7 日至 113 年 1 月 6 日。 

2-3721 齊龍駒、2-3722 楊孟峰、2-3723 鄭光傑、2-3727 張守安、2-3742 蔡有勤、 

2-3756 林育民、2-3760 陳建綸、2-3764 李明陽、2-3768 黃俊雄、2-3784 林明聖、 

2-3789 李世光、2-3790 侯毓昌、2-3792 李坤樺、2-3794 吳孟智、2-3811 郭乃雄、 

2-3815 李國卿、2-3842 李國楨、2-3876 張瓊文，共 18 位。 

◎效期：106 年 12 月 7 日至 112 年 12 月 6 日。 

2-4706 吳奕賢、2-4710 薛榜瀚、2-4718 王敘涵、2-4728 何天輝、2-4734 林正欣、 

2-4742 吳亞伸、2-4747 許以霖、2-4753 程俊傑、2-4768 張廷舟、2-4774 簡睿宏、 

2-4779 明永青、2-4788 吳南鈞、2-4796 胡曉峰、2-4798 游建智、2-4799 吳昭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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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12 謝志杰、2-4817 劉耿顯、2-4819 陳恆中、2-4824 楊明杰、2-4827 吳文祺、 

2-4832 林劭潔、2-4838 陳志偉、2-4844 高文彬、2-4849 歐文傑，共 24 位。 

◎效期：106 年 12 月 19 日至 112 年 12 月 18 日 

2-5603 曾峰毅、2-5617 蔡孟達、2-5638 劉宗瑀、2-5649 林威揚、2-5650 王克雲、 

2-5685 白彝維、2-5711 洪志強，共 7 位。 

※106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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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1 月 26 日。 

2-5467 虞凱傑、2-5555 張義佳，計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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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64 戴念國，計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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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56 張博全、2-4654 張嘉輝，計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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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5 吳永康、2-2600 柯春安、2-2625 吳明哲、2-2656 胡健虎，計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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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8 曾冠富、2-4809 賴鴻文、2-4818 吳大立、2-4852 簡冠雄，計 4 位。 

◎106 年 12 月 1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1 月 18 日。 

2-5611 洪瑞霞、2-5686 施育彤，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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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31 鄭祥欽、2-3746 陳淑賢、2-3751 李冠穎、2-3752 郭立人、 

2-3753 林明裕、2-3762 黃維超、2-3774 洪碩穗、2-3779 陳建旭、2-3787 張毓翰、 

2-3799 陳俊甫、2-3801 張定國、2-3809 張繼仁、2-3816 柯文清、2-3819 陳俞志、 

2-3833 陳宏彰、2-3838 莊啟政、2-3844 曾國峰、2-3846 黃盈誠、2-3854 張家豪、 

2-3860 蘇宇平、2-3865 劉冠群，計 22 位。 

◎107 年 5 月 30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11 月底掛號郵寄換證通知。如未收到請主動與

學會聯絡。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4 月 30 日。 

1-0208 阮逸功、1-0305 林禮文、1-0475 傅連鳳、2-0012 王朔芳、2-0350 魏福全、 

2-0549 陳冠銘、2-0689 林鹿津、2-0966 鄭耀崇、2-1041 謝建勳、2-1463 張安雄， 

計 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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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 26 屆會員代表選舉各區投票日期及地點：（所屬投票所查詢） 

日期 106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北區 

基隆市會員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門診大樓 7 樓第一會議室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新北市會員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臺中市 臺中市會員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行政大樓 6 樓會議室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彰投區 

彰化縣市會員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一樓媒體公關室 

彰化市旭光路 320 號 

南投縣市會員 
南基醫院 11 樓會議室 

南投市中興路 870 號 

雲嘉區 

雲林縣會員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一樓大廳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 345 號 

嘉義縣市會員 
嘉義基督教醫院 D 棟一樓大廳 

嘉義市忠孝路 539 號 

臺南市 臺南市會員 成大醫院一樓第三講堂前面（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高雄市 

新興、前金、苓雅、

鹽埕、鼓山、旗津、

前鎮、三民、楠梓、

小港、左營區會員，

澎湖縣，金門地區會

員。 

高醫附設醫院啟川大樓 12 樓第三討論室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仁武、大社、岡山、

路竹、阿蓮、田寮、

燕巢、橋頭、梓官、

彌陀、永安、湖內、

鳳山、大寮、林園、

鳥松、大樹、旗山、

美濃、六龜、內門、

杉林、甲仙、桃源、

那瑪夏、茂林、茄萣

區會員。 

高雄長庚醫院外科辦公室（湖畔星光一樓管理處旁）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http://www.surgery.org.tw/AnnFileUpload/1010/%E7%AC%AC26%E5%B1%86%E6%9C%83%E5%93%A1%E4%BB%A3%E8%A1%A8%E9%81%B8%E8%88%89_%E5%90%84%E5%8D%80%E6%9C%83%E5%93%A1%E5%90%8D%E5%96%A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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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區 屏東縣市會員 
屏東基督教醫院約翰大樓六樓簡報室 

屏東市大連路 60 號 

 

日期 106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東 區 

花蓮縣市會員 
花蓮慈濟醫院協力樓四樓醫務部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臺東縣市會員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平安樓第三會議室 

臺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 號 

蘭陽區 宜蘭縣市會員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三樓會議室 

宜蘭市新民路 152 號（同時舉辦月會，敬請踴躍參加） 

 

日期 106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3時 

臺北市 

大同、中山、萬華、

中正、文山區會員） 

臺大醫院東址 9 樓 9D 病房大會議室 

臺北市中山南路 7 號 

信義、大安區會員 
國泰醫院本館 7 樓視訊會議室。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 280 號 

士林、北投區會員 
臺北榮民總醫院中正樓 3 樓外科部會議室 

臺北市石牌路二段 201 號 

松山、南港、內湖區

會員，馬祖地區會員 

三軍總醫院醫師大樓一樓外科部 105 會議室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 325 號 

桃園區 桃園縣市會員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復健大樓一樓第一會議廳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 號 

竹苗區 

新竹縣市會員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C 區 28 號 1 樓骨科會議室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442 巷 25 號 

苗栗縣市會員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醫療大樓 1 樓大廳 

苗栗市為公路 74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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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和信治癌中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合辦 

時    間：106 年 12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科技大樓會議室 

地    址：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 

題    目： 

1. 3D電腦影像重組於肺段切除的應用 

和信治癌中心  胸腔外科  劉家全 

2. Surgical treatment for thymomas and myasthenia gravis 

台北榮民總醫院  胸腔外科  許瀚水 

桃園區 

舉辦醫院：天晟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天晟醫院綜合大樓 B1 會議室 

地    址：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 155 號 

主 持 人：高時貽副院長 

專題演講：  

【Transoral endoscopic thyroidectomy, vestibular approach】 

三軍總醫院  一般外科  施銘朗 

討論主題： 

1. 鎖骨骨折治療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骨科  楊崇光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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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pontaneous Cervical spinal epidural hematoma--a rare case report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神經外科  莊活力 

基隆區 

舉辦醫院：基隆長庚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7 時 15 分至 8 時 15 分 

地    點：基隆長庚醫院五樓第三會議室 

地    址：基隆市麥金路 222 號 

特別演講：  

【台灣潰瘍性結腸炎的現況】 

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  大腸直腸外科  吳昌杰 

竹苗區 

舉辦醫院：東元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50 分 

地    點：東元綜合醫院 B 棟六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69 號 

講    題： 

【頭部外傷治療經驗】 

東元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張亮霖 

中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醫療大樓九樓視聽講堂 

地    址：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 號 

主 持 人：陳喜文醫師 

特別演講： 

【Evolution of surgery for breast cancer.—乳癌手術治療的發展】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  吳建廷 

專題演講 

1. The new trend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abdominal hernia and inguinal hermia.【腹腔

鏡微創手術用於治療腹壁疝氣的新選擇】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外科  賴基鴻 

2.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in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wounds【高壓氧治療於急性傷口

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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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外科  陳明澤 

3. Lung cancer screening【肺癌篩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外科  簡迺娟 

4. Iatrogenic colonoscopic perforation : A 6-year experience at Feng Yuan Hospital.【大腸鏡

造成之醫療性大腸破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外科  陳喜文  傅峰梧 

5. Hepatic portal venous air and ischemic bowel disease. case present and literature review

【肝之肝門血管系統空氣顯影與缺血性腸病之關係-病例討論及相關文獻探討】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外科  羅子信  袁天民  賴基鴻  陳喜文 

雲嘉區 

舉辦醫院：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地    點：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急診大樓六樓學術講堂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79 號 

講    題： 

1. 顱底腦瘤之手術治療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神經外科  陳以幸 

2. Minimally invasive Ivor-Lewis esophagectomy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胸腔外科  曾穎凡 

3. 急性主動脈剝離之手術策略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心臟外科  莊民楷 

4. 淋巴水腫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整形外科  林穎聖 

5. Diverticular disease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一般外科  蕭智陽 

台南區 

舉辦醫院：奇美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    點：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六樓第 561 會議室 

地    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題    目： 



 10 

1. 48 y/o Male, renal mass 6.7cm 

奇美醫院  泌尿科  陳經國  黃冠華 

2. 74 y/o Female, Bladder incidentaloma 

奇美醫院  泌尿科  林才揚  廖建華  

3. 2 d/o male, scrotum swelling 

奇美醫院  泌尿科  謝育哲  劉建良  

4. 47 y/o male, AUR after hernioplasty 

奇美醫院  泌尿科  曾文歆  林憲雄  

5. Testis Leydig cell tumor 

奇美醫院  泌尿科  陳致豪  劉建良  

6. Adrenal mass 

奇美醫院  泌尿科  方楚文  王致丞  

高屏區 

舉辦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國軍高雄總醫院三樓電化教室 

地    址：高雄市中正一路 2 號 

題    目： 

1. Mucinous cystic neoplasm of liver, S4b 

國軍高雄總醫院  一般外科  陳元挺 

2. Abdominal free air on CT mimics as colon perforation 

國軍高雄總醫院  直腸外科  楊曜仲 

3. Prostate abscess - 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 

國軍高雄總醫院  泌尿外科  陳秉韜 

4. Surgical experience of isolated pulmonary valve endocarditis caused by MRSA 

complicated with Chryseobacterium indologenes septicemia: A rare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國軍高雄總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葉彥良 

5. Forgotten finger tourniquet 

國軍高雄總醫院  整型外科  楊智凱 

6. Primary intraosseous menIngioma of the skull showing up a giant bulging mass of sca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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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高雄總醫院  神經外科  陳書瑋 

7. Thyroid cancer mimics as esophageal cancer 

國軍高雄總醫院  胸腔外科  張肇銘 

蘭陽區 

舉辦醫院：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地    點：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三樓會議室 

地    址：宜蘭市校舍路 169 號 

題    目： 

1. Clinical follow up of Tc-99m-phytate sentinel node biopsy【以鎝-99m-植酸進行前哨淋巴

切片的臨床追蹤】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乳房外科  陳慶耀 

2. Current concepts in knee joint preservation with medial open wedge high tibia osteotomy 

in VGHTPE experience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骨科  宋卓俍  楊傑思  孫卓卿 

3. Epidural neurolysis(RACZ) 

羅東博愛醫院  神經外科  江俊廷 

4.前列腺癌更精準的血液標記 前列腺健康指數(Prostate Health Index) - 臺灣前瞻性研究的

第一手報告【Preliminary Results of Prostate Health Index (PHI) in Taiwan】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泌尿科  蔣智宏  孫卓卿  蒲永孝  黃昭淵 

5. PSA 是尿路上皮膀胱癌的血液標記？？ 罕見特殊病例報告【PSA is an serum marker for 

urothelial carcinoma of urinary bladder？？ a rare special case report 】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泌尿科  蔣智宏  潘競成  孫卓卿 

6. Primary aldosteronism due to adrenal adenoma 

羅東聖母醫院  泌尿科  賴明坤 

7. Intraoperative mapping of subfascial plexus for free-style flap design using 

transillumination method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整形外科  黃仁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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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行跡采風  

 

 

      第二十二屆理事長 吳志雄教授 

 

「醫師」，跟著一輩子的名字－吳志雄院長專訪 

轉摘自 1 1 1 1 職 涯論 壇 -醫 療護理  

https://www.jobforum.tw/discussTopic.asp?id=21433 

有一次，一位同事打趣問他：「您比較喜歡別人稱您為副院長，還是系主任？」當時

擔任北醫副院長的他回答：「我最喜歡別人稱我『吳醫師』，只有『吳醫師』是我永遠的

名字，無論是系主任、副院長，甚至院長，若有一天，董事會要你下來，職稱隨之消逝，

但只有『醫師』這個稱呼，是一輩子的！」 

「吳醫師」 跟著一輩子的名字 

2009 年受臺北醫學大學董事會及校長授命接任院長一職的吳志雄，職涯道路看似扶搖

直上，但他本人卻對升官任職一事相當淡泊，他認為自己並非努力得到晉升，而是隨著任

派，自然而然當上了如今院長的職務，此與許多人汲汲營營欲獲升遷的心態，大不相同，

對他而言，與其稱呼「吳院長」，更喜愛「吳醫師」這個能夠實踐懸壺濟世心志，又跟著

一輩子的名字 

談到吳院長行醫的經歷，吳院長大學時，就讀臺北醫學大學，當年考上北醫，他認為

是一個意外，因為他認為原先可以錄取臺大，但是那一年有兩位女生、兩位男生成績均同

分，國文成績好的，優先錄取臺大，放榜後，兩個女生進入了臺大，他和另一位男同學，

也就是現在知名的膚科醫師黃禎憲，則考取北醫，即便如此，他與黃醫師後來都在社會上

闖出了名堂。 

畢業後的吳院長，一開始是在馬偕當實習醫師，期間榮獲第一名優異成績，並能選擇

自己喜愛的科別，當時外科相當熱門，但需要等待一年才能進入，所以吳院長利用那一年

考取長庚住院醫師，在長庚一待，就是四年。 

逐步踏實 步步高陞 

https://www.jobforum.tw/discussTopic.asp?id=2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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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過後，原本預計升主治醫師，就在此時，升等制度卻變為五年，幾位醫師遂轉戰職

場，吳院長也在 1982 年回到了北醫，回北醫的第二年，再到美國繼續進修深造，兩年多

的時間，期間經歷與動物為伍的研究實驗生涯，走入原先沒有被訓練另一專業的領域，並

從事許多研究、論文發表，完成深造後回臺，在北醫擔任一般外科主治醫師、外科部主治

醫師，也曾借調仁濟醫院擔任外科部主任。 

四十歲那年，院方決定升他為附設院醫務部副院長，「那時候曾考慮這麼年輕接任，

好嗎？」吳院長尋求當時前一任行政副院長的意見，沒想到那位長官告訴他：「我三十九

歲就當副院長了」，吳院長聽了對方的見證，於是接受附設院醫務部副院長任職，並同時

兼任北醫大的外科副教授。 

一段時間後，吳院長又飛往日本獨協醫科大學取得醫學博士，2002 那一年接下附設

院的院長一職，擔任了七年，隨後任派到如今眾所皆知雙和醫院的院長職務，至 2010 年

年底，約任期一年半。 

看似順遂 甘苦於心 

一路職涯在他人看來相當順遂，但是吳院長表示，其實當時擔任附設院的院長壓力頗大，

當時附設醫院預計建設第三醫療大樓，但是當時董事會認為經費不足，吳院長認為「不蓋，

北醫永遠無法成為醫學中心」，幾次與董事會溝通協調，並節省預算，三樓開刀房、加護

病房、十一樓以上樓層暫不使用，依舊使用舊資源，使預算壓在能接受的範圍內，董事會

遂同意興建，但當時的吳院長曾對妻子表示，「我會努力爭取，但是最後決定不蓋了，我

就辭去院長，如果在我的手中附設醫院沒有蓋起來，我未來會成為北醫的罪人。」 

決定蓋醫院時，也曾遇到了一些波折，包括那時景氣變好，許多建設工程都在搶工人，

請不到工人，延誤工程，吳院長試圖以承包商「阿莎力」溝通方式，與對方喝酒「搏感情」，

但吳院長的酒量只有一杯紅酒的量，結果被對方灌醉後躺著出來，對方覺得這人夠義氣，

遂答應趕工。 

吳院長憶起另一次，2003 年臺灣發生嚴重 SARS 蔓延，和平醫院當時被封院，吳院長

相當憂慮附設醫院同樣遭到封院的命運，由於員工所有的薪水都是來自醫院，若封了半年，

光是員工的薪水、設備折舊，醫院就垮了，那時吳院長形容是「提著頭在做事情」，他說：

「每天晚上，電話一響就跳起來，心想是不是有突發狀況，那時壓力確實很大，過程中有

很多的壓力、覺得很困難之處，幸好，都熬過了。」 

披荊斬棘 堅持不懈 

起初吳院長接任附設醫院院長時，院內幾乎沒賺錢，董事會曾質疑「那麼小的醫院沒

有賺錢，蓋那麼大，不是虧更多？」但大樓蓋到一半，附設院開始每一年有盈餘，董事會

也較能接受，於是吳院長又提出：「若開刀房在舊院內，大部分的病人在新的病房、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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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光是要開刀就要送過去，剛開刀完麻醉，要送那麼遠，相當危險。」董事會便同意吳

院長興建開刀房及 ICU 病房，第三醫療大樓開幕的時候，就有完善的設施。  

此時，吳院長仍努力不懈，期許整頓剩下的四樓層，後來的興建完全憑吳院長的募款，

一共募了一億七、八千萬，將其他樓層一併建造，對於吳院長個人而言，他感到相當有成

就感，一間醫院從無到有，他說：「沒有幾個人一輩子可以當院長，更沒有幾個人可以蓋

醫院，完成醫院建設。」  

但是對他而言，最大的成就在於延攬了許多好的醫師。附設醫院原先有蠻多的包袱，

它是小醫院，但吳院長認為：「建築就是建築，沒有好的醫師、好的護士，它就是一棟建

築，蓋得再好，也不會是好醫院，醫院最重要的是人。」 

他說：「當初這些人在原先地方就做的不錯，做得不好，也不會延攬，既然做的不錯，

為什麼願意轉院？主要是給對方一個『願景、夢想』。」另外，提供教學研究的空間、設

施，讓醫師能方便從事教學及研究，並縮短升等時間，使每位醫師都有機會成為教授、研

究者、醫師或三者兼備，人盡其才。 

此外，吳院長為提升醫療品質，於附設醫院先後設立了許多中心，包括減肥中心、洗

腎中心、泌尿科震波碎石中心、胎兒影像中心、癌症中心、睡眠中心等醫療中心，加上北

醫大這幾年也有很大的改變，學校和醫院同步改善、提升，大大改變了病患對北醫整體的

觀感。 

新舊交替 難以言喻 

好不容易終於新誕生「新醫院」，像是捧在手心、能預期未來的孩子，吳院長又被委

派至現在的雙和，當時要離開附設醫院時，吳院長感到萬分不捨。他說：「董事找我兩三

次，第一年開幕的時候就找我了，我那時候認為附設醫院四個樓層並未開通，未盡全力，

再給我一年的時間，將四個樓層全部打開，所以他們第二年找我的時候，四個樓層全開了，

北醫也上軌道了。」吳院長對他妻子說：「好像這是我生的小孩，但也不能因此就擁有這

個小孩，就像我有一子一女，他們長大了，應該單飛！」董事也認為，「你在附設醫院的

貢獻，和到另一個新醫院貢獻是不一樣的。」  

新挑戰 新同仁相伴未來 

於雙和就職後，是另一個新的挑戰、辛苦的開始。醫院第一年每個人都很辛苦，包括

主治醫師自己值班，一切從無到有，但最辛苦的時候已熬過，吳院長認為雙和是在一個好

的基礎上所發展，得心應手許多。唯一遺憾的是，醫院頭一年為了生存，所有的心力幾乎

投入醫療上，但在教學、研究就較為缺乏，吳院長為讓教授可教學，並認為醫學院學生不

是只唸書，技能也非常重要，所以利用一百五十坪空間設立臨床技能教學中心，其中有十

二間模擬診間，每一間設有兩臺攝影機，教授能在鏡頭另一邊，控制鏡頭，並將學生問診、

檢查情況錄影，事後告訴他們哪裡需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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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吳院長也考慮到院內教授做為了研究，必須大學、醫院兩地各半小時的車程來

回，相當辛苦，所以他就在院內蓋一間研究室，方便教授做研究，免於來回奔波。當然，

這些花費不少的建設費用，同樣是吳院長想辦法募款而來。  

很多人對於吳院長能夠募款，相當佩服，吳院長說：「募款就是要觸摸到對方的心，

我不會因為募款，所以我的朋友都怕我跟他們要錢，反而很多人說，我去年捐了多少錢，

今年賺了多少，我可以捐多少，讓捐贈人知道所捐的每一分錢，都真正幫忙這個醫院、研

究教學或學生，包括研究室、診間等醫療設備」。包括雙和圖書館原先設立於地下室，吳

院長將它遷移至行政大樓一樓，這些都沒有用到醫院的資源，全是募款，使得醫院可以更

上軌道。 

雙和醫院開幕後的第十四個月，就完成了近程目標，通過國際性 JCI 評鑑，2010 年八

月也通過衛生署的區域醫院評鑑，吳院長期盼下個目標能朝醫學中心邁進，他認為，「一

位領導需要有清楚的願景，讓每個人知道要往哪條路邁進」，對於未來要做什麼事，吳院

長已清楚勾勒，逐步帶領醫療團隊往目標前進，並享受與這群人共事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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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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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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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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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醫師證書及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另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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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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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外科、一般外科(具器官移植手術醫師資格或乳

癌手術、肝胰臟手術專長尤佳)  

（2）主治醫師： 

一般外科、乳房外科、胸腔外科(具微創手術經驗者)、重症醫學科、病房專責醫師、

加護病房專責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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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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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mailto:yung@syh.mohw.gov.tw
http://www.ktgh.com.tw/
mailto:hrm@ktg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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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新竹分院外科部誠徵 

院聘主治醫師：神經外科 3 名、整形外科 2 名 

甄選資格： 

◎一般資格 

1.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或具外國國籍之雙重國籍者或僅具外國國籍者亦可。 

2.國內公私立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醫學系畢業。 

3.具國內醫師證書。 

4.具外科專科醫師證書或相關次專證書。 

◎特殊資格或經歷 

1.具相關科別之次專專科證書或已完成相關次專專科醫師訓練。 

2.具器官移植訓練證明尤佳。 

3.具重症加護相關證照尤佳。 

報名日期： 

◎神經外科：自民國 106 年 9 月 21 日起至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整形外科：自民國 106 年 10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報名方式： 

E-mail報名(surgery@hch.gov.tw)或郵寄(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442 巷 25 號外科部盧小姐收) 

報名地點：台大新竹分院 外科部 

聯絡電話：(03)5326151 轉(科部分機 8394) 

面試日期：科部另訂 

面試地點：台大新竹分院外科部新樓六樓外科討論室 

苗栗大千綜合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醫師、泌尿外科醫師(專、兼任皆可) 

現況簡介: 

大千綜合醫院目前總床數 1200 床，提供門、急、住診及精神醫療與長期照顧。現有 100

位專任各科主治醫師，三位一般外科專任醫師及二位泌尿外科專任醫師。 

區域特色: 

交通便利，高、台鐵皆可到達，遠到者並提供宿舍。 

工作氣氛融洽，歡迎具臨床服務熱忱者加入我們的行列 

應徵方式: 

意者請洽:蔡副院長 0966-711056 

E-mail: L207@dachien.com.tw 

醫院網址: http://www.dachien.com.tw/pcindex.php 

http://www.dachien.com.tw/p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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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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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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健民總醫師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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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健民總醫師 0906-72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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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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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整形外科診所招募負責醫師 

一、應徵資格：國內外各醫學系畢業生（完成畢業後一班醫學訓練更佳） 

二、開刀房外科診所負責醫師面試 

1.報名方式:請有意願報名自備履歷表後，寄至：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２段６０號１１樓之１丁醫師收  

2.面試地點、日期: 

(1)面試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 2 段 60 號 11 樓之 1 

(2)面試日期:後續安排通知面試日期 

3.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丁醫師 0910-559-555 

※如未獲取錄取者，本科將於收到個人履歷、自傳等資料之日起６０日後銷毀 

 

http://www.yeeze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