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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108 年度外科聯合學術演講會訂於 108 年 3 月 16、17 日假國防醫學院舉辦敬請會員踴躍

參加。一般論文投稿已截止，可上網查詢投稿結果。 

※108 年度外科聯合學術演講會訂於 108 年 3 月 16、17 日假國防醫學院舉辦。報到費取消

預繳方式，請會員親臨會場於本會任一報到櫃台辦理報到繳費。 

※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口試合格名單，共 147 位：  

1070001 文豪  、1070002 高弘儒、1070003 梅承恩、1070004 鄭皓中、1070005 韓昇宏、 

1070006 王柏鈞、1070007 陳榮宏、1070008 林裕祥、1070009 王冠權、1070010 莊梓昱、 

1070011 曾文楷、1070012 胡桂嘉、1070013 張浩于、1070014 吳崇丞、1070016 林子欽、 

1070017 黃柏仁、1070018 陳捷一、1070019 殷士閔、1070020 莊仁豪、1070021 顧明軒、 

1070022 徐詣  、1070023 黃善鴻、1070024 曾建勛、1070025 孟繁傑、1070026 吳建儒、 

1070027 周孟翰、1070028 温喆夫、1070029 許毓倫、1070030 張殷綸、1070031 汪家正、 

1070032 曲元正、1070033 黃緒桓、1070034 雲柏仁、1070035 陳子堯、1070036 林聖傑、 

1070037 陳思安、1070038 賈開傑、1070039 林艿律、1070041 林齊葳、1070042 劉林肯、 

1070043 陳宇恒、1070044 席國陽、1070046 鄭吉夫、1070047 張瑞宗、1070048 賴以立、 

1070049 謝炳賢、1070050 王怡蓁、1070051 張恩承、1070052 謝名暉、1070054 覃紹凱、 

1070056 林子宇、1070057 葉彥良、1070058 郭育仁、1070059 吳昶儒、1070062 張兆瑋、 

1070063 潘力銘、1070064 劉恩瑋、1070065 毛士軒、1070066 楊傑宇、1070067 洪昆廷、 

1070068 許翰平、1070069 于大智、1070070 楊韻如、1070071 夏肇聰、1070072 吳屋健太郎、 

1070073 方耀榮、1070075 張育誠、1070076 鄭立言、1070077 丁偉峰、1070078 廖紘緯、 

1070079 林偉竣、1070080 謝宇軒、1070081 陳柏諺、1070082 王劭丞、1070083 楊弘維、 

1070084 陳昱廷、1070085 張書豪、1070086 周及人、1070088 林俊輝、1070089 羅友翎、 

1070090 傅薰儀、1070091 陳加榮、1070092 丁思雅、1070093 許永亨、1070094 張詠斌、 

1070095 黃欣榮、1070096 陳鴻毅、1070097 楊凱迪、1070098 陳泰位、1070099 李承哲、 

1070100 蕭若君、1070101 王惠琳、1070102 洪肇澤、1070103 張育銘、1070105 徐和遠、 

1070106 徐軒毅、1070107 許桓源、1070108 江孟軒、1070109 沈瓘榳、1070110 劉中祥、 

1070111 劉蕙溥、1070112 盧顥文、1070114 江明倫、1070115 張奎亨、1070116 蔡佩儀、 

1070117 葉美吟、1070118 曾琬玲、1070119 謝依蒨、1070122 楊旻鑫、1070124 蔡佳儒、 

1070125 楊志展、1070126 林原弘、1070127 林敬惟、1070129 凃俊佑、1070130 賴柏儒、 

1070131 方楚文、1070132 吳榮倫、1070133 林志豪、1070134 吳祐穎、1070135 曾憲瑋、 

1070136 廖守富、1070137 林冠孝、1070138 洪豪謙、1070139 林伯硯、1070140 蔡柏崙、 

1070141 陳名揚、1070142 賴建名、1070143 吳鎮宇、1070145 吳易修、1070146 陳秉澤、 

1070147 許家榮、1070148 黃羿凱、1070149 蘇聖文、1070150 許尊堯、1070151 高義筑、 

1070153 鄭嘉方、1070154 陳冠良、1070155 許詠鈞、1070156 陳昭安、1070158 林正凱、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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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59 張瓈文、1070160 陳豐基、1070161 劉昱良、1070162 蘇以理、1070163 林逸翰、 

1070164 陳相智、1070165 羅友琪。 

※107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71113 衛部醫字第 1071667454 號函）： 

◎效期：108 年 1 月 24 日至 114 年 1 月 20 日。 

2-1496 蔡尚亨、2-1550 王惠暢、2-1567 楊文一、2-1571 羅綸洲、2-1574 劉致明、 

2-1604 陳茂展、2-1623 李居仁、2-1659 謝明憲，共 8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113 年 12 月 19 日。 

2-2716 鍾孝仁、2-2722 胡茂華、2-2735 段生泰、2-2746 謝天傑、2-2753 林哲民、 

2-2766 郭育成、2-2776 張文瀚、2-2780 郭功楷、2-2785 唐于雄、2-2822 劉榮興、 

2-2843 徐賢達、2-2849 林儒廷、2-2903 陳冠州、2-2915 戴運生、2-2941 李錫恒、 

2-2942 李鴻福，共 16 位。 

◎效期：107 年 1 月 7 日至 113 年 1 月 6 日 

2-3751 李冠穎，共 1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18 日至 113 年 12 月 17 日 

2-3905 袁天民、2-3908 蔡紫蓉、2-3929 董福義、2-3930 林仁泰、2-3936 陳玉佳、 

2-3952 詹智翔、2-3956 彭成康、2-3982 江鍊志、2-3983 陳大正、2-3990 林恭毅、 

2-3991 陳俊吉、2-3992 林本仁、2-4014 黃敬文、2-4021 蔡德甫、2-4028 陳周誠，

共 15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12 日至 113 年 12 月 11 日 

2-4872 王志浩、2-4873 張彰琦、2-4876 李明璋、2-4888 楊瑞榮、2-4927 羅崇祐、 

2-4961 李昱呈、2-4991 林永上、2-5016 曾兆寧、2-5022 林美吟，共 9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26 日至 113 年 12 月 25 日 

2-5757 黃奕燊、2-5763 魏嫈倫、2-5769 蔡友倫、2-5803 林宏鑫、2-5804 劉昭宇、 

2-5811 楊智鈞、2-5812 簡榮生、2-5814 陳姿君、2-5833 楊景偉、2-5836 蔣政晏、 

2-5849 黃品富、2-5908 方穎涵、2-5912 佘冠旻，共 12 位。 

※107 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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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63 李漢章（計 1 位） 

◎107 年 1 月 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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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62 黃維超、2-3774 洪碩穗、2-3779 陳建旭（計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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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1 林維志、2-4892 陳偉健、2-4893 黃仁道、2-4898 吳忠哲、2-4900 莊恆彰、 

2-4915 呂孟嶺、2-4918 陳俊賢、2-4925 郭菁松、2-4939 許雅芬、2-4941 周宏滔、 

2-4954 魏 立、2-4955 蘇振興、2-4966 陳幹珍、2-4982 翁瑋駿、2-4985 劉忠倫、 

2-4992 顏家祺、2-5017 呂升業、2-5025 楊志宏，共 18 位。 

◎107 年 12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17 日。 

2-3916 倪宗亨、2-3917 李梁伯儔、2-3955 陳子瑾、2-3958 謝志華、2-3973 洪瑞國、 

2-3985 陳守善、2-3989 廖建勝、2-3998 鄭錦昌、2-4031 康孝明、2-4036 林仲樞、 

2-4042 許書通，共 11 位。 

◎107 年 12 月 19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19 日。 

2-2709 高義智、2-2717 盧杰明、2-2721 盧星華、2-2736 祁連山、2-2754 夏君毅、 

2-2757 郭大添、2-2784 汪昇展、2-2796 許建仁、2-2801 李信義、2-2816 江禎平、 

2-2821 吳文宏、2-2824 游伯齡、2-2829 陳維恭、2-2857 魏東界、2-2858 林俊良、 

2-2860 江耀國、2-2894 蕭炳宏、2-2906 陳威明、2-2916 陳仁德、2-2922 莊茂德、 

2-2935 華恒治，共 21 位。 

◎107 年 12 月 25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25 日。 

2-5739 李致樵、2-5740 李長錚、2-5777 邵翊紘、2-5792 黃郁純、2-5795 洪士雅、 

2-5813 劉恆維、2-5831 李毅彥、2-5840 黃愉芳、2-5845 郭庭均、2-5850 許師偉、 

2-5858 楊于慧、2-5872 劉柏毅，共 12 位。 

◎108 年 1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2 月 20 日。 

2-1490 劉錦墻、2-1494 洪宗鄰、2-1499 周賢坤、2-1501 葉進仲、2-1529 阮基成、 

2-1531 徐金洲、2-1544 樊至彥、2-1549 周林興、2-1566 溫建益、2-1573 陳維熊、 

2-1575 林進德、2-1579 吳宏豪、2-1580 陳錦時、2-1589 張謙若、2-1590 鍾偉榕、 

2-1592 林 晉、2-1603 陳耀森、2-1618 林逸文、2-1619 洪隆平、2-1625 張振祥、 

2-1626 洪耀仁、2-1631 蘇清泉、2-1634 王志堅、2-1658 陳光輝、2-1660 羅信雄、 

，共 25 位。 

※重症專科醫師訓練聯甄課程，請於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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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 surgical association 於馬來西亞舉辧 2019 年 The 22nd ASIAN CONGRESS OF 

SURGERY。敬請會員踴躍參加。 

※更多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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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surgassoc.org/14.htm
http://www.asiansurgassoc.org/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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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外科部合辦 

時    間：107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地    點：臺北榮民總醫院中正樓十樓一般外科會議室 

地    址：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 

主 持 人：馬旭 部主任 

講    題： 

1. Experience of transoral thyroidectomy at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臺北榮民總醫院外科部  一般外科  陳瑞裕 

2. Surgical management for giant intrathoracic goiter 

臺北榮民總醫院外科部  一般外科  郭栢仲 

3. Minimally invasive liver surgery 

臺北榮民總醫院外科部  一般外科  周書正 

4. Hepatic resection for colorectal metastases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一般外科  林忠葦 

基隆區 

舉辦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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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麥金路 222 號 

講    題： 

【攝護腺剜除手術】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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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高齡泌尿科  林友翔 

桃園區 

舉辦醫院：天晟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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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eatment strategy to avoid long-term irradiation-induced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pediatric brain tumor】 

台北榮民總醫院  神經外科  梁慕理 

病例報告 

1. Malignant brain tumor surgery in a community hospital  -a case report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神經外科  莊活力 

2. Anterior plating VS superior plating: fixation for clavicle fracture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骨科  楊崇光 

竹苗區 

舉辦醫院：東元綜合醫院 

時    間：107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50 分 

地    點：東元綜合醫院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 69 號 

講    題： 

1. 頭部外傷處理經驗 

東元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張亮霖 

2.小腦中風之治療經驗 

東元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張亮霖 

中  區 

舉辦醫院：光田綜合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光田綜合醫院沙鹿總院第一醫療大樓十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  

主 持 人：陳壽星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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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題： 

1.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aortic dissection acute aortic syndrome 

光田綜合醫院  心臟外科  蘇銓男 

2. Adenocarcinoma of appendix 

光田綜合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李彥志  張崇德 

3. A.V.M ruptured induce gall bladder bleeding complicated with perforation in child c liver 

cirrhotic patient 

光田綜合醫院  一般外科  蘇劍秋  莊鎮銘    劉榮興  劉中祥   陳壽星  卓淑靜 

4. 低溫療法與腦部疾患的運用 

光田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林牧熹  陳長志 

5. Seizures induced by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an analysis of 20664 treatment sessions 

光田綜合醫院  整形外科  吳文宏 

○與會會員請將車子停至該院興仁停車場，並持券至會場報到處蓋章，免費停車(請

搭乘接駁車到醫院大門口) 

雲嘉區 

舉辦醫院：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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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目： 

1.腹主動脈瘤手術治療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心臟外科  游聖彬 

2.腐蝕性上消化道傷害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胸腔外科  洪琬婷 

3.兒童中樞神經系統疾病之手術治療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神經外科  周聖哲 

4.胰臟手術在台大醫院的進步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一般外科  吳健暉 

5.壓傷治療-清淨保養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整形外科  張惠琇 

http://www.ktgh.com.tw/Aboutus.asp?CatID=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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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 

舉辦醫院：奇美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    點：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六樓 561 會議室 

地    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題    目： 

1. Pulmonary nodule management in hybrid operating theatre 

奇美醫院  胸腔外科  馮瑤  陳照坤  蘇英傑 

2. VATS segmentectomy - Chimei experience 

奇美醫院  胸腔外科  蘇英傑  陳照坤  馮瑤 

3. Delay diagnosis of complete rupture of right main stem bronchus with unexpected clinical 

presentation and image study 

奇美醫院  胸腔外科  陳照坤  蘇英傑  馮瑤 

4. Total endoscopically coronary artery bypass in Chi-Mei Medical Center (CMMC) 

奇美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鄭伯智 

5. Purulent constrictive pericarditis caused by Salmonella enteritidis in a patient with adult-

onset Still’s disease 

奇美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吳南鈞 

6. Coronary artery to pulmonary artery fistula with massive hemopericardium 

奇美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許向平 

高屏區 

舉辦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20 分 

地    點：國軍高雄總醫院軍陣大樓四樓會議室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 號  

主    席：謝尚卿主任 

題    目： 

1. Acute mesenteric ischemia after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 :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國軍高雄總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葉彥良  金憲國 

2. Adenocarcinoma of female urethra: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國軍高雄總醫院  尿泌科  陳秉韜  梅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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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thrombotic complication of implantable venous access device malpositioning in a patient 

during chemotherapy: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國軍高雄總醫院  胸腔外科  陳元挺  陳仁智 

4. Application of SpineJack kyphoplasty in treating traumatic lumbar scoliosis and kyphosis: 

one case report 

國軍高雄總醫院  神經外科  張肇銘  陳南福 

5. A case of giant phyllodes tumor of breas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國軍高雄總醫院  一般外科  劉蕙溥  許競文 

6. Giant colonic diverticulum: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國軍高雄總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林政融  金仁 

7. Meningioma or dural metastas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國軍高雄總醫院  神經外科  陳兆宏  陳春霖 

8. Recurrence myxoid fibrosarcoma :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國軍高雄總醫院  整形外科  林家慶  陳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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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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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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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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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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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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消化系外科及乳房外科) 

三、年輕者優 

聯絡方式： 

一、意者請將應徵資料 E-mail：chief@kfsyscc.org 

二、請使用和信醫院應徵主治醫師履歷表 http://www.kfsyscc.org/join-us/ 

三、聯絡電話：(02)28970011 轉 1310 葉秘書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125 號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mailto:yung@syh.mohw.gov.tw
mailto:600094@cch.org.tw
mailto:chief@kfsyscc.org
http://www.kfsyscc.org/jo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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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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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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連結至本院 

※聯絡方式：04-26621100 (洪小姐) 

※地    址：43303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人力資源組) 

※電子信箱：hrm@ktgh.com.tw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誠徵 

1.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2.大腸直腸外科主治醫師 

3.消化系外科主治醫師 

※具醫師證書、外科專科證書、次專科證書 

※具主治醫師經驗 

※可配合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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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生婦產科診所（高大美杏生醫院院）誠徵 

乳房外科醫師 

資格條件：  

※具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照 

工作待遇：待優可談，薪資面議 

意者請電洽或寄履歷表再約面談 

意者請聯絡：意洽：0911602200 陳小姐/0919132231 林主任 

 

http://www.ktgh.com.tw/
mailto:hrm@ktgh.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