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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以下會員因於 5 月 31 日前未繳常年會費四年，將依 107 年 2 月 24 日第 25 屆第 7 次理監

事會議決議視為自動退會。 

2-0017 王瑞柏、2-0240 黃扶桑、2-0665 卓幸男、2-0792 白偉民、2-0994 徐明武、 

2-1212 蔡伯文、2-1229 許昭智、2-1617 經人杰、2-1725 蘇東源、2-2309 趙家瑞、 

2-2339 林惠民、2-3058 葉慧玲、2-3091 謝國顯、2-3160徐張嘉源、2-3328 林靖國、 

2-3528 江文光、2-3715 施世亮、2-4268 高逢辰、2-4893 黃仁道、2-4918 陳俊賢、 

3-0123 蔡清鄉，共 2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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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70605 衛部醫字第 1071663550 號函） 

◎效期自 106 年 1 月 26 日至 112 年 1 月 25 日止 

2-4654 張嘉輝，共 1 位。 

※107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70607 衛部醫字第 1071663666 號函） 

◎效期自 107 年 5 月 30 日至 113 年 5 月 29 日止 

2-1463 張安雄，共 1 位。 

※107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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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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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1 王覲文、2-2655 趙榮勤、2-2663 李漢章（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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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4 位） 

◎107 年 12 月 11 日證書到期，學會己於 6 月 8 日掛號郵寄換證通知。如未收到請主動

與學會聯絡。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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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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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76 李明璋、2-4878 賴韋良、2-4880 黃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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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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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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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13 李彥勳、2-4915 呂孟嶺、2-4916 林琦媖、2-4917 林焌暘、

2-4918 陳俊賢、2-4922 施耀明、2-4924 葉坤傑、2-4925 郭菁松、2-4927 羅崇祐、

2-4929 徐至貝、2-4930 梁子豪、2-4931 劉宇華、2-4933 陳偉雄、2-4934 王心儀、

2-4936 林洧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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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45 朱益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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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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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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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71 劉明孝、2-4972 顏俊銘、2-4973 林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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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82 翁瑋駿、2-4984 李瑞英、2-4985 劉忠倫、2-4987 王彥傑、

2-4988 蔡宏杰、2-4991 林永上、2-4992 顏家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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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1 蘇豐文、

2-5002 吳俊廷、2-5003 簡嘉良、2-5005 張博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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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位） 

◎107 年 12 月 17 日證書到期，學會己於 6 月 8 日掛號郵寄換證通知。如未收到請主動

與學會聯絡。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17 日。 

2-3880 吳明基、2-3883 莊宇文、2-3884 陳坤源、2-3885 張文瑞、2-3886 楊智全、

2-3890 吳毅暉、2-3894 龔正良、2-3897 梁偉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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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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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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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28 姚勝發、2-3929 董福義、2-3930 林仁泰、2-3931 安伯忠、

2-3932 張大力、2-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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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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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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55 陳子瑾、2-3956 彭成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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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64 何永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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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88 沈柏銓、2-3989 廖建勝、

2-3990 林恭毅、2-3991 陳俊吉、2-3992 林本仁、2-3995 林淑媛、2-3997 鄭宗賢、

2-3998 鄭錦昌、2-4002 黃夢麟、2-4003 楊文圭、2-4004 王碩盟、2-4005 方川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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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19 劉淵元、2-4020 周永強、2-4021 蔡德甫、

2-4022 陳盛斌、2-4023 李得安、2-4025 傅江輝、2-4028 陳周誠、2-4029 廖維專、

2-4030  吉祥 、2-4031 康孝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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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40 郭世坤、2-4041 黃鼎文、2-4042 許書通、

2-4043 王中琦、2-4046 蔡承嘉、2-4048 陳鍾靈（計 118 位） 

◎107 年 12 月 19 日證書到期，學會己於 6 月 8 日掛號郵寄換證通知。如未收到請主動

與學會聯絡。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19 日。 

2-2697 孫子賢、2-2699 陳紹民、2-2700 胡崇平、2-2703 蕭崇聖、2-2705 周春光、

2-2708 洪碩徽、2-2709 高義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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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5 蕭達福、

2-2726 洪峻澤、2-2727 孫立文、2-2729 張淳昱、2-2730 曾慶華、2-2732 梁棟榮、

2-2733 哈鐵木爾、2-2735 段生泰、2-2736 祁連山、2-2737 崔克宏、2-2739 施俊偉、

2-2741 陳麗娟、2-2745 陳宏源、2-2746 謝天傑、2-2747 吳怡良、2-2749 林大揚、

2-2750 胡強華、2-2751 江冠忠、2-2753 林哲民、2-2754 夏君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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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62 林維群、

2-2763 陳紹良、2-2766 郭育成、2-2767 吳慰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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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88 周振熙、

2-2789 劉曉東、2-2791 曾堯麟、2-2792 江一鳴、2-2793 楊達明、2-2795 趙東波、

2-2796 許建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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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12 何德泰、2-2813 李瑞田、2-2815 鄭均洹、2-2816 江禎平、

2-2817 周康齊、2-2818 陳裕中、2-2821 吳文宏、2-2822 劉榮興、2-2823 張家寧、

2-2824 游伯齡、2-2826 鄭展燁、2-2828 葉文彬、2-2829 陳維恭、2-2830 張懷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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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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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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48 杜元超、2-2849 林儒廷、

2-2850 張集全、2-2851 張評迪、2-2853 蔡金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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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7 黃昭文、2-2870 宋明唐、2-2871 石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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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90 吳誌峰、

2-2891 郭振邦、2-2892 陳萬龍、2-2893 陳喜文、2-2894 蕭炳宏、2-2898 張英德、

2-2899 陳堯俐、2-2901 周文彬、2-2902 黃慧芬、2-2903 陳冠州、2-2906 陳威明、

2-2907 張瀛澤、2-2908 周楠松、2-2910 葉俊廷、2-2915 戴運生、2-2916 陳仁德、

2-2918 顏復華、2-2919 魏善華、2-2922 莊茂德、2-2924 宋申光、2-2925 陳建畿、

2-2927 孫國勝、2-2930 李文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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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40 詹益聖、2-2941 李錫恒、

2-2942 李鴻福（計 171 位） 

◎107 年 12 月 25 日證書到期，學會己於 6 月 8 日掛號郵寄換證通知。如未收到請主動

與學會聯絡。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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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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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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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69 蔡友倫、2-5770 陳治有、2-5771 王愷晟、2-5773 宇忠誠、2-5774 陳坤翰、

2-5775 吳東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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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86 李讚紘、

2-5787 林進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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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01 張志鵬、2-5803 林宏鑫、2-5804 劉昭宇、

2-5805 張景欣、2-5807 謝心圃、2-5808 鄭啟桐、2-5809 姚文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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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21 王奐之、2-5823 陳志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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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36 蔣政晏、2-5837 陳正哲、

2-5838 張譽耀、2-5839 劉松彥、2-5840 黃愉芬、2-5842 劉原豪、2-5843 張皓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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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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65 廖國鈞、2-5867 吳宗洋、2-5868 溫培宏、2-5869 王國強、2-5871 沈敬棟、

2-5872 劉柏毅、2-5873 賴韋宏、2-5875 陳義展、2-5877 吳政君、2-5878 郭良維、

2-5880 黃士財、2-5881 謝東穎、2-5882 黃至仁、2-5883 洪敏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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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2 陳逸軒、2-5894 陳思翰、2-5895 許晃譯、2-5896 吳宗勳、2-5897 李武駿、

2-5900 陳映哲、2-5903 尤裕超、2-5904 黃振僑、2-5905 陳建翰、2-5906  李芳 、

2-5908 方穎涵、2-5911 陳家銘、2-5912 佘冠旻（計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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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重症專科醫師訓練課程： 

時間 舉辦醫院 報名日期 積分 

07 月 07 日（週六） 臺大醫院 已截止 外科重症 10 分 

07 月 28 日（週六） 臺大醫院 6 月 15~7 月 3 日 聯甄積分 10 分 

08 月 18 日（週六） 高醫 7 月 9 日~7 月 23 日 外科重症 10 分 

08 月 25 日（週六） 中國附醫 7 月 16 日~7 月 31 日 外科重症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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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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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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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和平婦幼院區  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30 分 

地    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六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 號 

講    題： 

1.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pancreatic head neuroendocrine tumor-case report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一般外科  盧瑞華 

2. Retroperitoneal hematoma after extracorporeal shock wave lithotripsy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泌尿科  柯明中 

3. 乳癌病案報告-美夢成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一般外科  張原肇 

4. Management of radiolucent stones of the urinary tract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泌尿科  楊智凱 

5. Management of 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ventriculitis and meningitis: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神經外科  高瑛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7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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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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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基隆市信二路 268 號 

主 持 人：林慶豐院長 

講    題： 

1. Bladder Bowel Dysfunction and VUR/UTI 

台北慈濟醫院  醫療部  楊緒棣 

2. 病例分享：睪丸腫瘤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泌尿科  許汶蒼 

3. 綜合討論 

桃園區 

舉辦醫院：敏盛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7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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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diction of type 2 diabetes remission after metabolic surgery: a comparison of the 

individualized metabolic surgery score and the ABCD score 

敏盛綜合醫院  一般外科  陳榮堅 

2. Laparoscopic ureteral repair for iatrogenic ureteral injury following lumbar TLIF surgery 

敏盛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張明元 

3.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cardiac tumor, myxoma. 

敏盛綜合醫院  心臟外科  屈統維 

4. An review of laparoscopic nephrouretectomy and bladder cuff excision of upper urinary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in single hospital 

敏盛綜合醫院  外科部  朱元中 

竹苗區 

舉辦醫院：臺大醫院竹東分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至 2 時 30 分 

地    點：臺大醫院竹東分院二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 52 號 

講    題： 

1. 腹腔鏡全直腸系膜切除於低位直腸癌的治療-竹東經驗【Laparoscopic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in 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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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一般外科  全賀顯  陳銘章 

2. 輕度鎮靜下的肋膜腔鏡治療【pleuroscopic excision of pleura lesion in lightly sedation】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胸腔外科  羅偉誠  陳銘章 

3. 綜合座談 

交通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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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至善路右轉即可到達本院。 

中  區 

舉辦醫院：林新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林新醫院 B 棟 13 樓國際會議廳 

地    址：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36 號 

主 持 人：黃永鎮主任 

專題演講： 

神經疾患的電晶片植入手術療法 

林新醫院  放射性治療功能性神經外科  邱尚明 

綜合討論： 

1.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econdary hyperparathyroidism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林新醫院  一般外科  黃永鎮  黃啟瑜  林仁卿  

2.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for complicate iliac artery anatom  

林新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周宏滔  黎方中  黃永鎮  林仁卿 

3. Instability of total hip arthroplasty 

林新醫院  骨科  羅際衛  廖宜賢  李懿訓  楊育昇  黃永鎮  林仁卿 

4. LI-ESWT 低強度體外震波治療應用於男性勃起障礙-治療原理的介紹和 30例完全 6次治

療的成果與經驗分享。 

林新醫院  泌尿外科  張靜閔  陳武男  黃永鎮  林仁卿 

 停車須知:  

地下室停車場每小時收費 30元，與會來賓停車之車牌號碼經承辦單位認證，可免費停

車壹小時。 

(務必記得告知車牌號碼，以便兌換停車卷優免壹小時) 

雲嘉區 

舉辦醫院：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時    間：107 年 7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http://www.chut.ntuh.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pageID=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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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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重建利用動脈化靜脈皮瓣-近三年的嘉基經驗【Arterialized venous flap in finger 

reconstruction in CYCH- 3 years review】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整形外科  陳坤翰 

2. 手術後的非藥物疼痛治療-國際最新治療指引【Newest guidelines of non-drug treatment 

for post-op pain management】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外科部  謝明儒 

3. 乳房重建-病例討論 【Breast cancer reconstruction- case report】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外科部  黃淳邦  整形外科  方前量  

4.網膜扭轉與壞死 【Omental torsion with necrosis】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外科部  廖柏程  一般外科  許育甄  

5.泌尿科腹腔鏡手術：嘉基經驗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urology: experience in CYCH】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泌尿科  賴韋宏 

6.對單側腹股溝疝氣施行腹腔鏡全腹膜外疝氣修補術時如果未對對側進行同時探查的影響

為何？【What happens after no contralateral exploration in totally extraperitoneal (TEP) 

herniorrhaphy of clinical unilateral inguinal hernias?】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ㄧ般外科  黃至仁 

台南區 

舉辦醫院：郭綜合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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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立體停車場) 

題    目： 

1. 3D high tibial osteotomy for osteoarthritis knee 

郭綜合醫院  骨科  吳國禎 

2. Varicocele ，clinical problem and management 

郭綜合醫院  泌尿外科  吳建穎 

3. 右上肺葉神經內分泌細胞癌合併胰臟、膽囊及右側上腺轉移-病例報告 

郭綜合醫院  胸腔外科  李武駿 

4.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syndrome causing persistent vomiting post-col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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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綜合醫院  ㄧ般外科  黃太謙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四樓階梯教室 

地    址：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6 號 

題    目： 

1. Retroperitoneal tumor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一般外科  林志亮 

2. Milwaukee shoulder syndrome –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骨科  林富成 

3. Foreign bodies in the urinary bladder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泌尿科  王建元 

4. 外科醫療訴訟案例解析與危機處理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泌尿科  蔡秀男 

花蓮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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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ase report - endovascular treatment to improve pudendal neuralgia and literature review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血管外科  張庭禎  蔡騰進  許文憲 

2. Chronic abdominal pain of vascular origin-a commonly overlooked nutcracker syndrome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血管外科  許文憲  蔡騰進  張庭禎 

3. Bipolar instrument for tubeless PCNL-experience of Hualien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泌尿外科  陳鼎源  一般外科  李清龍 

4. Lower energy shock wave therapy (LESWT) for erectile dysfunction (ED) between 

medications and surgery – experience of Hualien Hospita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泌尿外科  陳鼎源  一般外科  李清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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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secondary to incarcerated obturator hernia: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S review.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一般外科  李清龍  

6. 胸腹部創傷後門脈及下腸繫膜靜脈血栓阻塞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肝胆胰外科  楊穎勤  

7. 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後金屬釘造成阻塞性黃疸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陳言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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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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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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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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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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徵聘主治醫師 

一、科別：一般外科 

二、待遇：待優，面談 

三、正職員工福利：醫療優待、三節獎金(端午、中秋、年終獎金)、團體意外保險。 

四、資格條件： 

  1、已具有他院主治醫師資格者。2.具醫師執照、專科醫師證書。 

五、工作地址：41354 台中市霧峰區福新路 222 號  

六、聯絡方式： 

  1、聯絡人/連絡方式： 黃主任 (A00011@auh.org.tw)  

  2、意者請投履歷自傳至上述信箱，合者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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