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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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更新外科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合格名單（1070515 衛部醫字第 1071663010 號

函）： 

◎效期：自 107 年 5 月 30 日至 113 年 5 月 29 日止 

2-0350 魏福全、2-0689 林鹿津，共二位。 

◎效期：自 106 年 11 月 29 日至 112 年 11 月 28 日止 

2-2635 邵柏樫、2-2691 郭文華，共二位。 

◎效期：自 106 年 12 月 7 日至 112 年 12 月 6 日止 

2-4778 許 勎，共 1 位。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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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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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88 范思善、2-2501 王覲文、2-2655 趙榮勤、2-2663 李漢章、2-2672 鄺世通，

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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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AnnFileUpload/796/名譽會員申請表107年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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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2 月 11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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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11 日。 

2-0981 周宏聰、2-4869 賴釗毅、2-4870 郭律廷、2-4871 林維志、2-4872 王志浩、 

2-4873 張彰琦、2-4874 蘇智銘、2-4875 劉國聖、2-4876 李明璋、2-4877 吳青陽、 

2-4878 賴韋良、2-4879 陳百璽、2-4880 黃承翔、2-4881 楊靖國、2-4882 郭玟伶、 

2-4883 張統優、2-4885 陳偉華、2-4886 魏林瑰、2-4887 陳俊嘉、2-4888 楊瑞榮、 

2-4889 林冠名、2-4890 黃宏昌、2-4891 王友立、2-4892 陳偉健、2-4893 黃仁道、 

2-4894 楊家森、2-4895 林鼎淯、2-4896 倪宗聖、2-4897 黃瑞建、2-4898 吳忠哲、 

2-4899 張長正、2-4900 莊恆彰、2-4901 張群明、2-4902 邱偉育、2-4903 李政澤、 

2-4904 盧乃寬、2-4905 陳建璋、2-4906 吳家麟、2-4907 嚴子禎、2-4908 張峻瑋、 

2-4909 陳欽凡、2-4910 吳益嘉、2-4911 吳思賢、2-4912 黃景榆、2-4913 李彥勳、 

2-4914 范文傑、2-4915 呂孟嶺、2-4916 林琦媖、2-4917 林焌暘、2-4918 陳俊賢、 

2-4919 曾秋德、2-4920 孫瑞明、2-4921 盤建德、2-4922 施耀明、2-4923 黃挺碩、 

2-4924 葉坤傑、2-4925 郭菁松、2-4926 施瑞明、2-4927 羅崇祐、2-4928 游勝越、 

2-4929 徐至貝、2-4930 梁子豪、2-4931 劉宇華、2-4932 楊嘉寅、2-4933 陳偉雄、 

2-4934 王心儀、2-4936 林洧呈、2-4937 張睿智、2-4938 邱大睿、2-4939 許雅芬、 

2-4940 何東儒、2-4941 周宏滔、2-4942 林恩源、2-4943 鄭國中、2-4944 陳美如、 

2-4945 朱益顯、2-4946 李志賢、2-4947 易志成、2-4948 趙曉襄、2-4949 石育仲、 

2-4950 劉思沅、2-4951 陳怡如、2-4952 曾元生、2-4953 陳建華、2-4954 魏立 、 

2-4955 蘇振興、2-4956 洪祥原、2-4957 詹政融、2-4958 江驊哲、2-4959 白鴻嘉、 

2-4960 傅志遠、2-4961 李昱呈、2-4962 吳喬森、2-4963 林士隆、2-4964 黃壽森、 

2-4965 蔡宜芳、2-4966 陳幹珍、2-4967 歐金俊、2-4968 岳德政、2-4969 蔡秉儒、 

2-4970 謝廷旻、2-4971 劉明孝、2-4972 顏俊銘、2-4973 林宏時、2-4974 張惠琇、 

2-4975 蘇育敏、2-4976 賴慶鴻、2-4977 李直罡、2-4978 李宗翰、2-4979 李祥麟、 

2-4980 洪維志、2-4981 林建華、2-4982 翁瑋駿、2-4983 張毓珊、2-4984 李瑞英、 

2-4985 劉忠倫、2-4986 沈佑叡、2-4987 王彥傑、2-4988 蔡宏杰、2-4989 張裕隆、 

2-4990 林柏君、2-4991 林永上、2-4992 顏家祺、2-4993 黃仲琦、2-4994 歐士銘、 

2-4995 宋天洲、2-4996 陳俊仁、2-4997 洪榮志、2-4998 黃致遠、2-4999 蘇峰毅、 

2-5000 黃俊穎、2-5001 蘇豐文、2-5002 吳俊廷、2-5003 簡嘉良、2-5004 洪明山、 

2-5005 張博智、2-5006 鄭淵家、2-5007 許祺祥、2-5008 黃濤 、2-5009 李博彰、 

2-5010 王孔民、2-5011 陳一心、2-5012 林之勛、2-5013 唐慧君、2-5014 李信毅、 

2-5015 賴宗賢、2-5016 曾兆寧、2-5017 呂升業、2-5018 陳建彰、2-5019 杜奕成、 

2-5020 陳宏賓、2-5021 柯順馨、2-5022 林美吟、2-5023 李俊儒、2-5024 楊華偉、 

2-5025 楊志宏，計 156 位。 

※107 年 12 月 17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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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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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80 吳明基、2-3881 楊震 、2-3882 張世琦、2-3883 莊宇文、2-3884 陳坤源、 

2-3885 張文瑞、2-3886 楊智全、2-3887 林怡嫻、2-3888 葉祖德、2-3889 張世慶、 

2-3890 吳毅暉、2-3891 林世彬、2-3892 陳銳欣、2-3893 謝宏濱、2-3894 龔正良、 

2-3895 劉冠麟、2-3897 梁偉雄、2-3898 吳其翔、2-3899 楊正帆、2-3901 陳國棟、 

2-3902 林雍球、2-3903 沈東霖、2-3904 黃建偉、2-3905 袁天民、2-3906 陳冠維、 

2-3907 和南忠、2-3908 蔡紫蓉、2-3909 周佳滿、2-3910 黃祖源、2-3911 陳俞沛、 

2-3912 黃文詩、2-3913 林昇輝、2-3914 蔡豐州、2-3915 謝宗宏、2-3916 倪宗亨、 

2-3917 李梁伯儔、2-3918 沈宗頤、2-3919 曾薰緻、2-3920 崔源生、2-3921 許世人、 

2-3922 蘇煥鈞、2-3923 許富順、2-3924 林文熙、2-3925 陳興保、2-3926 顏大欽、 

2-3927 康立盟、2-3928 姚勝發、2-3929 董福義、2-3930 林仁泰、2-3931 安伯忠、 

2-3932 張大力、2-3933 張文燦、2-3934 梁慕理、2-3935 鄭天松、2-3936 陳玉佳、 

2-3937 許琪琪、2-3939 許維修、2-3940 陳怡傑、2-3941 林澤村、2-3942 陳宏銘、 

2-3945 張澤霖、2-3946 容志雄、2-3947 陳先志、2-3948 黃世明、2-3949 徐紹勛、 

2-3950 游象彬、2-3951 戴伯安、2-3952 詹智翔、2-3953 鄭紹彬、2-3954 高時貽、 

2-3955 陳子瑾、2-3956 彭成康、2-3957 張源清、2-3958 謝志華、2-3959 游正府、 

2-3960 葉孟青、2-3961 陳孟正、2-3962 徐鵬偉、2-3963 陳元皓、2-3964 何永貴、 

2-3965 陳永學、2-3966 賴聖民、2-3967 柯煥章、2-3968 洪國華、2-3970 陳文銘、 

2-3971 莊豐賓、2-3972 盧嘉文、2-3973 洪瑞國、2-3974 胡珀元、2-3975 林孟嚴、 

2-3976 許文憲、2-3977 陳憲德、2-3978 朱朗軒、2-3979 謝沛民、2-3980 劉永正、 

2-3982 江鍊志、2-3983 陳大正、2-3984 尹嘉展、2-3985 陳守善、2-3986 洪恭誠、 

2-3987 王健興、2-3988 沈柏銓、2-3989 廖建勝、2-3990 林恭毅、2-3991 陳俊吉、 

2-3992 林本仁、2-3993 吳樹霖、2-3994 謝清川、2-3995 林淑媛、2-3996 李岳聰、 

2-3997 鄭宗賢、2-3998 鄭錦昌、2-3999 陳榮貴、2-4000 趙英豪、2-4001 林志哲、 

2-4002 黃夢麟、2-4003 楊文圭、2-4004 王碩盟、2-4005 方川尹、2-4006 曾譯諏、 

2-4007 陳昶仲、2-4008 黃冠華、2-4010 楊宏仁、2-4011 許汶蒼、2-4012 吳東龍、 

2-4013 吳思德、2-4014 黃敬文、2-4015 林建中、2-4016 林伯彥、2-4018 陳智良、 

2-4019 劉淵元、2-4020 周永強、2-4021 蔡德甫、2-4022 陳盛斌、2-4023 李得安、 

2-4024 蘇宗明、2-4025 傅江輝、2-4026 張英勛、2-4027 王毓駿、2-4028 陳周誠、 

2-4029 廖維專、2-4030 吉祥 、2-4031 康孝明、2-4032 簡禎彥、2-4033 吳柏林、 

2-4034 林俊昌、2-4035 林恆甫、2-4036 林仲樞、2-4037 陳天華、2-4039 江國超、 

2-4040 郭世坤、2-4041 黃鼎文、2-4042 許書通、2-4043 王中琦、2-4046 蔡承嘉、 

2-4047 蔡子斌、2-4048 陳鍾靈，計 157 位。 

◎107 年 12 月 19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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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19 日。 

2-2697 孫子賢、2-2699 陳紹民、2-2700 胡崇平、2-2701 陳坤義、2-2703 蕭崇聖、 

2-2704 王士權、2-2705 周春光、2-2706 陳炯林、2-2707 屠治宇、2-2708 洪碩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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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09 高義智、2-2710 曹智良、2-2711 楊適生、2-2712 周景德、2-2713 鍾仁文、 

2-2714 謝孟祥、2-2716 鍾孝仁、2-2717 盧杰明、2-2718 柯明中、2-2719 蕭炳昆、 

2-2720 曾鴻良、2-2721 盧星華、2-2722 胡茂華、2-2723 陳益祥、2-2724 蔡錦鋒、 

2-2725 蕭達福、2-2726 洪峻澤、2-2727 孫立文、2-2729 張淳昱、2-2730 曾慶華、 

2-2731 鍾景仁、2-2732 梁棟榮、2-2733 哈鐵木爾、2-2734 王子康、2-2735 段生泰、 

2-2736 祁連山、2-2737 崔克宏、2-2738 王世南、2-2739 施俊偉、2-2741 陳麗娟、 

2-2744 羅仁傑、2-2745 陳宏源、2-2746 謝天傑、2-2747 吳怡良、2-2748 王壽山、 

2-2749 林大揚、2-2750 胡強華、2-2751 江冠忠、2-2752 萬覲源、2-2753 林哲民、 

2-2754 夏君毅、2-2755 李佩淵、2-2756 蘇德慶、2-2757 郭大添、2-2758 黃欣綸、 

2-2759 藍毅生、2-2760 陳振輝、2-2761 李肇碩、2-2762 林維群、2-2763 陳紹良、 

2-2764 陳文超、2-2765 詹俊哲、2-2766 郭育成、2-2767 吳慰興、2-2768 陳鴻銘、 

2-2769 任森利、2-2770 夏振源、2-2771 洪國盛、2-2772 鄭明輝、2-2773 游瑞欽、 

2-2774 黃敦衍、2-2776 張文瀚、2-2777 鄭乃誠、2-2778 葉旭顏、2-2779 楊明元、 

2-2780 郭功楷、2-2781 李平宇、2-2782 林聿山、2-2784 汪昇展、2-2785 唐于雄、 

2-2786 鄭泰德、2-2787 吳明峯、2-2788 周振熙、2-2789 劉曉東、2-2790 陳逸文、 

2-2791 曾堯麟、2-2792 江一鳴、2-2793 楊達明、2-2794 劉君恕、2-2795 趙東波、 

2-2796 許建仁、2-2797 林才民、2-2799 洪士奇、2-2800 余文 、2-2801 李信義、 

2-2802 孫銘謙、2-2803 任振輝、2-2804 黎方中、2-2805 李心白、2-2806 梁國強、 

2-2807 徐詠安、2-2808 陳立科、2-2809 孫建偉、2-2812 何德泰、2-2813 李瑞田、 

2-2814 陳宏龍、2-2815 鄭均洹、2-2816 江禎平、2-2817 周康齊、2-2818 陳裕中、 

2-2819 施慶彬、2-2820 謝仲思、2-2821 吳文宏、2-2822 劉榮興、2-2823 張家寧、 

2-2824 游伯齡、2-2825 蕭貫銘、2-2826 鄭展燁、2-2827 賴基鴻、2-2828 葉文彬、 

2-2829 陳維恭、2-2830 張懷陸、2-2831 湯俊業、2-2832 楊聯炎、2-2833 劉泓麟、 

2-2834 徐學良、2-2835 簡偉賢、2-2836 張宏 、2-2837 高銘新、2-2838 謝寶秀、 

2-2839 仇光宇、2-2841 楊育仁、2-2842 張輝鴻、2-2843 徐賢達、2-2844 徐永康、 

2-2845 劉邦滉、2-2847 謝柏均、2-2848 杜元超、2-2849 林儒廷、2-2850 張集全、 

2-2851 張評迪、2-2852 李彥志、2-2853 蔡金峯、2-2854 顏榮信、2-2855 吳仁宏、 

2-2856 張益祥、2-2857 魏東界、2-2858 林俊良、2-2859 易文仁、2-2860 江耀國、 

2-2861 王新舟、2-2863 陳錫根、2-2864 姜正愷、2-2865 姚美輝、2-2866 沈東錫、 

2-2867 黃昭文、2-2869 江國彬、2-2870 宋明唐、2-2871 石敦義、2-2872 葉明煌、 

2-2873 陳修聖、2-2875 王進南、2-2876 魏經岳、2-2877 蔡銘祐、2-2878 李典岳、 

2-2879 許慶榮、2-2880 林明正、2-2881 李龍駒、2-2883 王旭翔、2-2884 陳宗義、 

2-2885 陳昭宇、2-2886 劉懷祖、2-2887 林信男、2-2888 陳宏謀、2-2889 李文凱、 

2-2890 吳誌峰、2-2891 郭振邦、2-2892 陳萬龍、2-2893 陳喜文、2-2894 蕭炳宏、 

2-2895 史兆明、2-2896 李本源、2-2898 張英德、2-2899 陳堯俐、2-2901 周文彬、 

2-2902 黃慧芬、2-2903 陳冠州、2-2904 周詠欽、2-2905 賴勁堯、2-2906 陳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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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07 張瀛澤、2-2908 周楠松、2-2909 林俊吟、2-2910 葉俊廷、2-2911 江榮展、 

2-2912 許惠明、2-2913 朱建輝、2-2914 劉安祥、2-2915 戴運生、2-2916 陳仁德、 

2-2918 顏復華、2-2919 魏善華、2-2920 莊捷翰、2-2921 林家麟、2-2922 莊茂德、 

2-2923 吳榮旗、2-2924 宋申光、2-2925 陳建畿、2-2927 孫國勝、2-2928 鍾偉屏、 

2-2929 莊活力、2-2930 李文宏、2-2931 張志誠、2-2932 潘明享、2-2934 歸明德、 

2-2935 華恒治、2-2936 劉健德、2-2937 趙瑞和、2-2938 林慶豐、2-2939 徐泰椿、 

2-2940 詹益聖、2-2941 李錫恒、2-2942 李鴻福，計 223 位。 

◎107 年 12 月 25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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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25 日。 

2-1595 趙凱 、2-4514 何瑞麟、2-5735 徐偉峻、2-5736 賴正大、2-5737 林岱遠、 

2-5738 林耕平、2-5739 李致樵、2-5740 李長錚、2-5741 胡光能、2-5742 簡聖軒、 

2-5743 劉恭志、2-5744 林岳民、2-5745 陳柏均、2-5746 李宗興、2-5747 林新曜、 

2-5748 張軒侃、2-5749 莊民楷、2-5750 蘇信豪、2-5751 陳昌志、2-5752 張惇皓、 

2-5753 王彥博、2-5754 葉士豪、2-5755 王瑜肇、2-5756 王昱棨、2-5757 黃奕燊、 

2-5758 鍾孟軒、2-5759 賀業宏、2-5760 王偉林、2-5761 黃筱菁、2-5762 張鐸 、 

2-5763 魏嫈倫、2-5764 游健生、2-5765 王凱緯、2-5766 林哲光、2-5767 郝政鴻、 

2-5768 世木村、2-5769 蔡友倫、2-5770 陳治有、2-5771 王愷晟、2-5772 歐冠彣、 

2-5773 宇忠誠、2-5774 陳坤翰、2-5775 吳東軒、2-5776 魏敬庭、2-5777 邵翊紘、 

2-5778 呂佾欣、2-5779 陳瑞玲、2-5780 詹宜嘉、2-5781 段奇瑋、2-5782 潘思延、 

2-5783 賴衍翰、2-5784 吳維哲、2-5785 高志宏、2-5786 李讚紘、2-5787 林進達、 

2-5788 蔡鋒繼、2-5789 黃昱豪、2-5790 張盈仁、2-5791 高明蔚、2-5792 黃郁純、 

2-5793 曾采藝、2-5794 袁于婷、2-5795 洪士雅、2-5796 詹子慶、2-5797 魏斯邁、 

2-5798 趙崧筌、2-5799 鄭運聰、2-5800 羅宏愷、2-5801 張志鵬、2-5802 陳信宏、 

2-5803 林宏鑫、2-5804 劉昭宇、2-5805 張景欣、2-5806 凌慶賢、2-5807 謝心圃、 

2-5808 鄭啟桐、2-5809 姚文騰、2-5810 張筆凱、2-5811 楊智鈞、2-5812 簡榮生、 

2-5813 劉恆維、2-5814 陳姿君、2-5815 楊曉文、2-5816 蔡達基、2-5817 蔡建隆、 

2-5818 廖惠蓮、2-5819 賴冠愷、2-5820 溫志聰、2-5821 王奐之、2-5822 許士超、 

2-5823 陳志榕、2-5824 曾彥敦、2-5825 張政傑、2-5826 謝宇軒、2-5827 鍾雲霓、 

2-5828 陳冠斌、2-5829 黃文宣、2-5830 溫中瑜、2-5831 李毅彥、2-5832 陳孟欣、 

2-5833 楊景偉、2-5834 蔡元耀、2-5835 蔡卓榮、2-5836 蔣政晏、2-5837 陳正哲、 

2-5838 張譽耀、2-5839 劉松彥、2-5840 黃愉芬、2-5841 張幼誠、2-5842 劉原豪、 

2-5843 張皓強、2-5844 何于甄、2-5845 郭庭均、2-5846 朱鉛勝、2-5847 施秉庚、 

2-5848 王緯歆、2-5849 黃品富、2-5850 許師偉、2-5851 曾柏榮、2-5852 許致博、 

2-5853 陳志一、2-5854 謝旻孝、2-5855 陳政維、2-5856 詹仁豪、2-5857 楊惠馨、 

2-5858 楊于慧、2-5859 蕭福尹、2-5860 陳柏達、2-5861 李明修、2-5862 張鵬遠、 

2-5863 康龍昀、2-5864 林峻賢、2-5865 廖國鈞、2-5866 康銘元、2-5867 吳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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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68 溫培宏、2-5869 王國強、2-5870 石富元、2-5871 沈敬棟、2-5872 劉柏毅、 

2-5873 賴韋宏、2-5874 黃子豪、2-5875 陳義展、2-5876 胡祐寧、2-5877 吳政君、 

2-5878 郭良維、2-5879 胡恭寧、2-5880 黃士財、2-5881 謝東穎、2-5882 黃至仁、 

2-5883 洪敏翔、2-5884 蘇文隆、2-5885 謝捷超、2-5886 王景賢、2-5887 黃啟瑜、 

2-5888 陳柏源、2-5889 洪翊珊、2-5890 張純萍、2-5891 陳怡靜、2-5892 陳逸軒、 

2-5893 黃健 、2-5894 陳思翰、2-5895 許晃譯、2-5896 吳宗勳、2-5897 李武駿、 

2-5898 黃維立、2-5899 鄭群鈺、2-5900 陳映哲、2-5901 陳裕元、2-5902 莊榮芳、 

2-5903 尤裕超、2-5904 黃振僑、2-5905 陳建翰、2-5906 李芳 、2-5907 洪培恩、 

2-5908 方穎涵、2-5909 黃成洲、2-5910 莊士潭、2-5911 陳家銘、2-5912 佘冠旻，

計 180 位。 

※107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報名期間為 107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11 日止。詳細內容請參閱報

名簡章（6 月份始可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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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訊息 

  

http://www.surgery.org.tw/Exam/Exam3
http://www.surgery.org.tw/Exam/Exa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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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urge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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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外科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6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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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 原發性胃癌及肝細胞癌  台大醫院經驗【Double primary gastric cancer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臺大醫院  一般外科  曾上銘  陳柏達  陳炯年 

2. 應用機械手臂輔助根治手術在多科團隊治療晚期局部侵犯的直腸乙狀結腸癌【Robotic 

radical surgery in 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for the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rectosigmoid colo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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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腹腔鏡闌尾切除術中藉由漲滿的膀胱以避免醫源性傷害【Filling of bladder for 

prevention of iatrogenic bladder injury during laparoscopic appendectomy】 

臺大醫院  小兒外科  林聖傑  許文明 

4. 使用葉克膜處理急性心肌炎合併血循不穩兒童的經驗【Rescuing haemodynamically 

compromised paediatric patients from fulminant myocarditis by using venoarterial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臺大醫院  心臟外科  高美士  周恒文  黃書健  陳益祥  紀乃新  王植賢  王水深 

5. 次肺葉切除術用於早期肺腺癌(cT1N0): 台大經驗分享【Sublobar resection for cT1N0 

lung adenocarcinoma: the NTUH experience】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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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  胸腔外科  江旴恒  林孟暐  陳晉興 

6. 鑽孔式腦室腹腔引流管在孩童使用時有較低的腦室內管路位移機率【Burr-hole type 

ventriculoperitoneal shunt has lower migration rate of intraventricular catheter in 

children】 

臺大醫院  神經外科  徐秋豪  楊士弘  郭夢菲 

7. 帶血管的尺神經移植用於重建正中神經及肌皮神經大範圍缺損【Vascularized ulnar 

nerve graft for reconstruction of large defects of the median and musculocutaneous nerve】 

臺大醫院  整形外科  楊弘維  吳俞鋒  莊樹揚  謝榮賢 

8. Long term follow-up of laparoscopic peritoneal dialysis catheter implantation using 

hydroperitoneum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外科部  周則中  歐亮宏  

基隆區 

舉辦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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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講    題： 

【頑固型癲癎的手術治療】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神經外科  顏君霖 

桃園區 

舉辦醫院：怡仁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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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照護相關感染微生物與常見抗藥性細菌介紹【Common antimicrobial – resistant 

bacteria in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s in Taiwan and their prevention】 

怡仁綜合醫院  感染內科  樓震平  泌尿外科  胡非力 

2.晚期胃腸基質細胞之酪氨酸激酶抑制劑治療—病例報告【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herapy for advanced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 cases report 

怡仁綜合醫院  一般外科  謝渙發 

3.重力復位後骨板固定於遠位橈骨骨折的治療【Gravity reduction before plat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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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distal radius fructure 

怡仁綜合醫院  骨科  黃昭偉 

4.腸套性小腸憩室炎造成急性腸阻塞—病例報告【Intestineal obstruction caused by 

inflamative intussuscepted Meckle’s diverticulum – a case report 

怡仁綜合醫院  一般外科  奚聖川  謝渙發 

竹苗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06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一樓第三會議室 

地    址：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 747 號 

講    題： 

1. Cervical laminoplasty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神經外科  溫中瑜 

2.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16 year experience in Far-Eastern Memorial 

Hospital, Taiwan 

亞東醫院  一般外科  許志豪  苗栗醫院  林哲民 

3. Sub-SMAS face lifting for lower face rejuvenation 【筋膜層下之下臉拉皮】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整形外科  周宏璋 

4. Surgical Treatment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Non-Small Lung Cancer - Cases Report【非小

細胞肺癌之高齡病人的手術治療 - 個案報告】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胸腔外科  連允昌 

中  區 

舉辦醫院：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5 時 10 分 

地    點：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第一院區感恩五樓階梯教室 

地    址：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 88 號 

主 持 人：余政展主任 

特別演講： 

【Mitral repair by a simple method-簡單的二尖瓣修補術】 

臺中榮民總醫院  心臟外科  謝世榮 

病例討論： 

1. Traumatic aortic injury 【創傷性主動脈急症-台中慈濟醫院治療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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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心臟外科  余榮敏 

2. ESW for erectile dysfunction 體外震波對勃起功能的效果-台中慈濟醫院治療之經驗分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泌尿科  李祥生  謝登富  劉昕和  林殿璜 

陳至正  蔡宗訓 

3. New surgical treatment in Sacroiliac dysfunction and case sharing【薦髂關節失能的新手

術治療-台中慈濟醫院治療之經驗分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神經外科  黃伯仁  林英超  江培業  李崇新 

廖黃逸  

4. Arthroscopic cartilage regeneration facilitating procedures 【關節鏡軟骨再生促進手術-

台中慈濟醫院治療之經驗分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骨科  余曉筌  蔣岳夆  吳文彬  陳世豪 

5. Experience of intraoperative radiation therapy in Taichung Tzu Chi Hospital【乳癌手術術

中放射治療 - 台中慈濟醫院經驗分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林金瑤  余政展  陳家鴻  高國堯 

謝宗宇 

6. TCTCH experience of HIPEC in colorectal peritoneal metastases HIPEC 【在結直腸腹膜

轉移瘤中的 TCTCH 經驗- 台中慈濟醫院經驗】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方佳偉  邱建銘  劉張惠泉 

林北江 

※愛護地球，敬請自備水杯※ 

雲嘉區 

舉辦醫院：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6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10 分至 3 時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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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離脾病例報告與文獻回顧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一般外科  羅偉鈞 

2. Endoscopic decompression for lumbar spinal stenosis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脊椎外科  鄭錦昌 

3. Cervical odontoid process fracture treatment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神經外科  郭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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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 

舉辦醫院：奇美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4 時 30 分 

地    點：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第三會議室 

地    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題    目： 

1. A reliable and consistent method for soft tissue reconstruction with pedicled ALT 

奇美醫院  整形外科  李昱恆  黃國峯 

2. Extended pectoralis major myocutaneous flap in head and neck reconstruction - ChiMei 

hospital experience  

奇美醫院  整形外科  許翰平  陳俊嘉 

3. AMT flap: a alternative of ALT flap in head and neck reconstruction 

奇美醫院  整形外科  徐  詣  陳俊嘉 

4. Usage of subcutaneous guide-wide and intra-lesional dyes for radical excision of pilonidal 

sinus: A reliable and adequate method for excision and wound closure  

奇美醫院  整形外科  詹易儒  黃國峯 

5. Immediate implant-based breast reconstruction after nipple sparing mastectomy: 

Chi-Mei hospital 3-year experience  

奇美醫院  整形外科  曾憶純  陳俊嘉 

6. Surgical management in intrinsic contracture of the hand  

奇美醫院  整形外科  吳薏安  邱浩遠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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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roject for external mold development of nasal implant【鼻植入物外模模具開發計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整形外科  鵣雅薇 

病例報告 

1. Laparoscopic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KMTTH experience【腹腔鏡胰頭十二指腸切除

手術：大同醫院經驗分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肝膽胰外科  蘇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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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ncoplastic breast surgery【乳癌整合式手術】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外科/乳房外科  高理鈞 

3. IA thrombectomy in acute ischemia stroke【經動脈取栓：治療腦中風的新趨勢】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神經外科  黃裕凱 

4. Laparoscopic central hepatectomy: KMSH experience【腹腔鏡摩西劈肝術：小港醫院經

驗分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一般及消化系外科  黃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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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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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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