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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讓 免費為醫院及會員服務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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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至學會王建華小姐，並附聯絡電話或地址，如有個人啟事或廣告，亦可免費為會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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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未繳交本會常年會費四年之會員，敬請於 107 年 5 月 31 日前撥冗繳費。逾時未繳者將視

為自動退會（107 年 2 月 24 日第 25 屆第 7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劃撥帳號：00143344；

戶名：台灣外科醫學會。 

※本會普通會員（2-0001~2-6606）年滿 70 歲以上，無欠繳常年會費者，可申請為名譽會員。

申請期間為每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止，經理監事會通過後隔年起生效。名譽會員無選

舉及被選舉權、免繳常年會費、不可恢復為普通會員。申請表下載 

※107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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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1 月 2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0 月 28 日。 

2-2439 林起宏、2-2488 范思善、2-2501 王覲文、2-2516 盧康 、2-2526 蔡政達、 

2-2655 趙榮勤、2-2663 李漢章、2-2672 鄺世通（計 8 位） 

◎106 年 12 月 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7 日。 

2-4711 劉元凱（計 1 位） 

◎106 年 12 月 1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18 日。 

2-5611 洪瑞霞、2-5675 呂志明、2-5723 張皓程（計 3 位） 

◎107 年 1 月 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2 月 6 日。 

2-3751 李冠穎、2-3762 黃維超、2-3774 洪碩穗、2-3779 陳建旭、2-3874 洪國峻（計

5 位） 

◎107 年 5 月 3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4 月 30 日。 

1-0208 阮逸功、1-0475 傅連鳳、2-0549 陳冠銘、2-0966 鄭耀崇、2-1463 張安雄（計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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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ery.org.tw/AnnFileUpload/796/名譽會員申請表107年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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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時    間：107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13 時 45 分至 4 時 

地    點：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五樓階梯教室 

地    址：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 號 

講    題： 

1. 單孔腹腔鏡右半大腸切除術 -全腸繫膜切除術【 Single port laparoscopic right 

hemicolectomy with complete mesocolic Excision (CME)】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陳建信 

2. 局部嚴重晚期乳癌病患經術前輔助化療後執行前哨淋巴結切片成果– 萬芳醫院經驗分享

【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 (SLNB)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LABC) – Experience of Wanfang Hospital】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一般外科  張渭文 

3. 甲狀腺手術的新紀元【The new era of surgical treatment of thyroid disorder】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一般外科  蕭炳昆 

4. 個案報告  – 血管腔內治療醫源性長期股動靜脈瘻管合併肺動脈高壓病例【A case 

report –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a long-standing iatrogenic femoral arterial-venous 

fistula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hypertension】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淋巴血管外科  張庭禎 

5. 困難傷口全人照顧模式-以壓瘡傷口為例【A holistic approach to manage pressure ulcers】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整形外科  陳杰峰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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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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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 Using Percutaneous Implantation of Headless Compression Screw to Treat Scaphoid 

Fracture---case presentation 

振興醫院  骨科  溫哲昇 

2. "Naldebain 長效止痛注射液臨床使用經驗" 

三軍總醫院  骨科  郭俊麟 

桃園區 

舉辦醫院：林口長庚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林口長庚醫院復健大樓一樓第一會議廳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題    目： 

1. Treating hemodialysis prothetic graft outflow stenosis with stentgrafts versus balloon 

angioplasty 

林口長庚醫院  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  楊軒慈 

2. 腫瘤廓清切除手術(CRS)配合術中溫熱化學治療(HIPEC)之介紹 

林口長庚醫院  直腸肛門外科  許祐仁 

3. From open to minimal invasive : Robotic surgery enables urologisc surgeons to do more 

with less 

林口長庚醫院  泌尿外科  侯鎮邦 

4. Vital sign prediction of transarterial embolization in life-threatening oronasal bleeding: 

the role of shock index 

林口長庚醫院  整形外科  陳志豪 

竹苗區 

舉辦醫院：南門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至 3 時 

地    點：南門綜合醫院行政大樓七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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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新竹市林森路 29 號 7 樓 

座    長：劉建雄院長 

講    題： 

1. Psoas muscle abscess 

南門綜合醫院  骨科  張曜任 

2. Mini-trauma circumcision 的最後一哩路 

南門綜合醫院  泌尿科  李寶生 

3. 肋骨骨折固定術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胸腔外科  柯煥章 

中  區 

舉辦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國軍臺中總醫院三樓電化室 

地    址：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348 號 

專題演講： 

【Running To Keep In The Same Place: My Journey in taTME (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和信醫院  陳建志 

案例討論： 

1. Infected aortic aneurysm with progression to impending rupture S/P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two cases report  

國軍臺中總醫院外科部  心臟血管外科  賴金湖 

2. A life-saving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reat a multiple gun shot wound patient with 

critical condition  

國軍臺中總醫院外科部  大腸直腸外科  岳德政 

3. Lower blepharoplasty , I learned and I encountered 

國軍台中總醫院外科部  整形外科  江茂亮 

4. Enterovesical fistula, a nightmare of the patient- 2 case reports 

國軍臺中總醫院外科部  泌尿外科  廖丞晞  易志成 

5. Major Trauma, traumatic epistaxis, hemoretroperitoneum can be managed by 

non-surgical treatment…TAE : case report 

國軍台中總醫院外科部  胸腔外科  陳富治  謝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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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區 

舉辦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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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電梯至三樓） 

地    址：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 600 號 

題    目： 

1. Gamma knife radiosurgery: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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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弧菌引發上肢壞死性筋膜炎-個案報告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整形外科  朱俊旭 

3. 憩室炎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直腸外科  蘇俞豪 

4. Metastatic LA tumor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心臟外科  康銘元 

5.肝癌標靶治療-台中榮總嘉義分院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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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時    間：107 年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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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為行政中心 6 樓會議室 

地    址：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25 號 

題    目： 

1. Surgical treatment of a giant phylloides tumor of breast : a case report【外科切除巨大乳

房葉狀腫瘤：病例報告】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一般外科  莊仁賓 

2. 椎體內支架於急性外傷性腰椎骨折的應用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神經外科  趙亮釣 

3. An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 a case report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一般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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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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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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 Laparoscop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for adenocarcinoma of pancreatic head-a case 

report and experienc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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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照文 

2. Small cell carcinoma of urinary bladder-a rare case report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泌尿外科  張鈞弼  柯勝中  黃柏瑋 

3. Enucleation of esophageal angiolipoma by high-resolution three-dimensional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a rare case treated by state-of-the-art technique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胸腔外科  陳冠良  黃俊杰  郭獻源 

4. Single-incision laparoscopic splenectomy for a large non-traumatic pseudocyst of the 

spleen : a case report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一般外科  周余諭  劉力仁  蘇明山  黃夢麟 

曹明正  潘照文 

5. Single-bundle versus double-bundl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 a 

comparative result of a 10-year experience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骨科  傅柏翔  張榮瑞  李政澤  喻興甯 

6. Multiple Myeloma：A case report presented with multiple spinal compression fractrues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腦神經外科  陳盈宏  陳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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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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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題    目： 

1. Post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cal and puncture tract progression：case series【射頻燒灼

後肝癌於原位置及穿刺途徑上惡化的病例系列】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肝膽胰外科  楊穎勤 

2. MRI image of Penile fracture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泌尿科  鍾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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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enitourinary tuberculosis presented as a scrotal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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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hroscopic lateral release and medial plication for patella lateral subluxation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骨科  羅亦琛 

5. Pediatric diaphysis displaced fracture treated by titanium elastic n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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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時    間：107 年 5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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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mentation in normal breast,  Expectation and consequences 

台東基督教醫院  一般外科  曾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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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訊息本單元為各網站所刊登之訊息作為連結以便會員參考，訊息內容不代表本會立場。 

◎醫院擴床須以中小型院所優先 

◎10 人搶 1 缺 5 大科住院醫師招收逆轉 

◎救回瀕截肢的腳 台灣論文登頂級期刊 

◎海外就醫, 請領健保門診給付縮水, 門診剩不到千元 

◎健保署啟用雲端醫療影像資訊分享平台, 減少重複檢查, 醫療資訊, 上傳雲端分享 

◎打破醫界藩籬, 台大、成大雲林分院開啟聯合值班 

◎資源用於刀口 健保責無旁貸 

◎談健保財務 

◎海外就醫請領健保明年砍 5 成 7 

◎推倒貪婪期刊付費高牆 學術界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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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003851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182821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301/1306203/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5999/2935280
http://www.tssdnews.com.tw/?FID=10&CID=387874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2938728?from=udn-catelistnews_ch2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1219/126185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59147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74073
https://www.twreporter.org/a/elsevier-vs-sc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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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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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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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主任級主治醫師：具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具主治醫師經驗五年以上者。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具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受過總醫師訓練，具主治醫師經驗者。 

※意者履歷請寄：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 424 號  臺安醫院人資處 

※e-mail：hr@tahsda.org.tw；電話：(02)27718151 轉 2792 外科部簡小姐/2797人資處何小姐 

http://www.dachien.com.tw/pcindex.php
http://www.yeezen.com.tw/
mailto:hr@tahs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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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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誠徵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醫院簡介: 

本院 107 年榮獲地區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 

提供研究計畫經費補助 

本院位於高雄市政府極力推動的高齡科技醫療園區內，長照大樓已動工，未來發展可期。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公私立醫學系畢業並具有台灣醫師證書者 

2、具神經外科專科醫師證書者  

應徵方式： 

有意者請電話或電子信箱連絡 

●聯絡人：管理中心 鄭瑋婷主任 

●聯絡電話：(07) 7511131 分機 2267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4 號 

●電子信箱：may89251009@gmail.com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高薪禮聘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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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地址：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嘉義市北港路 312 號) 

聯絡方式：吳先生 

聯絡電話：05-2319090-1134  

電子信箱：a1233@chyi.mohw.gov.tw 

mailto:a1233@chyi.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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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醫院 

禮聘一般外科、大腸直腸外科專科醫師（專任/兼任） 

意者請洽：04-3611-3611 分機 3573 人資 蕭小姐 

電子郵件：everanhospital@gmail.com 

醫院網址：http://www.everanhospital.com.tw/  

院址：台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 9 號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徵神經外科、整形外科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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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地點：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四、聯絡方式：03-3699721#4553(人事室許小姐) 

五、電子信箱： sh5575@mail.tygh.gov.tw 

南基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骨科、泌尿科專科醫師 

具有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書、具主治醫師經驗一年以上 

簡介：為彰化基督教醫院醫療體系醫院 

位於南投市區交通便利，待優面議 

享有祝賀金、社團補助、旅遊補助、節慶慰勞 

意者履歷請 mail 至：600094@cch.org.tw 

職絡電話：049-2225595 轉 2112 行政處 簡小姐 

地址：南投市中興路 870 號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http://www.everanhospital.com.tw/
mailto:sh5575@mail.tygh.gov.tw
mailto:600094@cch.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