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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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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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會員自 108 年起為名譽會員，免繳常年會費、無選舉及被選舉權。 

2-0012 王朔芳、2-0028 陳瑞惠、2-0057 陳澄男、2-0116 陳世雄、2-0149 王格之、 

2-0170 楊泰和、2-0180 許自齊、2-0183 辜建榮、2-0296 簡萬杰、2-0425 葉敏雄、 

2-0455 陳英富、2-0462 劉啟明、2-0493 張崑南、2-0535 楊義江、2-0618 楊啟瑞、 

2-0621 蕭志文、2-0638 楊金平、2-0671 陳忠凱、2-0697 梁世傑、2-0698 鍾文波、 

2-0701 陳一、2-0715 顧毓忠、2-0736 張烜文、2-0762 陳文澤、2-0765 林中信、 

2-0772 李明鎧、2-0778 謝任仁、2-0786 詹益裕、2-0818 向世華、2-0821 沈茂昌、 

2-0858 周經凱、2-0868 楊德煌、2-0872 蘇天一、2-0879 陳加仁、2-0885 鍾兆英、 

2-0887 張宗達、2-0890 蘇萬鋒、2-0894 李伯皇、2-0926 王崇文、2-0943 曾政德、 

2-0944 朱繡棟、2-0947 林仁卿、2-0955 賴友彥、2-0965 劉青鵬、2-0966 鄭耀崇、 

2-0969 張子明、2-0992 洪啟賦、2-1026 楊慶鴻、2-1064 劉鳳明、2-1149 廖繼璋、 

2-1203 郭基隆、2-1438 魏武麟、2-1826 蔡慶松、2-1836 許聯家、2-2651 黃紹新，共

55 位。 

※107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合格者名單（1071210 衛部醫字第 1071668153 函）及台灣外科

醫學會會員編號： 

2-6607 文  豪、2-6608 高弘儒、2-6609 梅承恩、2-6610 鄭皓中、2-6611 韓昇宏、 

2-6612 王柏鈞、2-6613 陳榮宏、2-6614 林裕祥、2-6615 王冠權、2-6616 莊梓昱、 

2-6617 曾文楷、2-6618 胡桂嘉、2-6619 張浩于、2-6620 吳崇丞、2-6621 林子欽、 

2-6622 黃柏仁、2-6623 陳捷一、2-6624 殷士閔、2-6625 莊仁豪、2-6626 顧明軒、 

2-6627 徐  詣、2-6628 黃善鴻、2-6629 曾建勛、2-6630 孟繁傑、2-6631 吳建儒、 

2-6632 周孟翰、2-6633 温喆夫、2-6634 許毓倫、2-6635 張殷綸、2-6636 汪家正、 

2-6637 曲元正、2-6638 黃緒桓、2-6639 雲柏仁、2-6640 陳子堯、2-6641 林聖傑、 

2-6642 陳思安、2-6643 賈開傑、2-6644 林艿律、2-6645 林齊葳、2-6646 劉林肯、 

2-6647 陳宇恒、2-6648 席國陽、2-6649 鄭吉夫、2-6650 張瑞宗、2-6651 賴以立、 

2-6652 謝炳賢、2-6653 王怡蓁、2-6654 張恩承、2-6655 謝名暉、2-6656 覃紹凱、 

2-6657 林子宇、2-6658 葉彥良、2-6659 郭育仁、2-6660 吳昶儒、2-6661 張兆瑋、 

2-6662 潘力銘、2-6663 劉恩瑋、2-6664 毛士軒、2-6665 楊傑宇、2-6666 洪昆廷、 

2-6667 許翰平、2-6668 于大智、2-6669 楊韻如、2-6670 夏肇聰、2-6671 吳屋健太郎、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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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72 方耀榮、2-6673 張育誠、2-6674 鄭立言、2-6675 丁偉峰、2-6676 廖紘緯、 

2-6677 林偉竣、2-6678 謝宇軒、2-6679 陳柏諺、2-6680 王劭丞、2-6681 楊弘維、 

2-6682 陳昱廷、2-6683 張書豪、2-6684 周及人、2-6685 林俊輝、2-6686 羅友翎、 

2-6687 傅薰儀、2-6688 陳加榮、2-6689 丁思雅、2-6690 許永亨、2-6691 張詠斌、 

2-6692 黃欣榮、2-6693 陳鴻毅、2-6694 楊凱迪、2-6695 陳泰位、2-6696 李承哲、 

2-6697 蕭若君、2-6698 王惠琳、2-6699 洪肇澤、2-6700 張育銘、2-6701 徐和遠、 

2-6702 徐軒毅、2-6703 許桓源、2-6704 江孟軒、2-6705 沈瓘榳、2-6706 劉中祥、 

2-6707 劉蕙溥、2-6708 盧顥文、2-6709 江明倫、2-6710 張奎亨、2-6711 蔡佩儀、 

2-6712 葉美吟、2-6713 曾琬玲、2-6714 謝依蒨、2-6715 楊旻鑫、2-6716 蔡佳儒、 

2-6717 楊志展、2-6718 林原弘、2-6719 林敬惟、2-6720 凃俊佑、2-6721 賴柏儒、 

2-6722 方楚文、2-6723 吳榮倫、2-6724 林志豪、2-6725 吳祐穎、2-6726 曾憲瑋、 

2-6727 廖守富、2-6728 林冠孝、2-6729 洪豪謙、2-6730 林伯硯、2-6731 蔡柏崙、 

2-6732 陳名揚、2-6733 賴建名、2-6734 吳鎮宇、2-6735 吳易修、2-6736 陳秉澤、 

2-6737 許家榮、2-6738 黃羿凱、2-6739 蘇聖文、2-6740 許尊堯、2-6741 高義筑、 

2-6742 鄭嘉方、2-6743 陳冠良、2-6744 許詠鈞、2-6745 陳昭安、2-6746 林正凱、 

2-6747 張瓈文、2-6748 劉昱良、2-6749 蘇以理、2-6750 林逸翰、2-6751 陳相智、 

2-6752 羅友琪、2-1709 陳豐基，共 147 人。 

※107 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71222 衛部醫字第 1071668475 號函）： 

◎效期：108 年 1 月 21 日至 114 年 1 月 20 日，共 4 位。 

2-1549 周林興、2-1590 鍾偉榕、2-1603 陳耀森、2-1634 王志堅。 

◎效期：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113 年 12 月 19 日，共 9 位。 

2-2709 高義智、2-2754 夏君毅、2-2760 陳振輝、2-2824 游伯齡、2-2860 江耀國、 

2-2894 蕭炳宏、2-2906 陳威明、2-2922 莊茂德、2-2935 華恒治。 

◎效期：107 年 1 月 7 日至 113 年 1 月 6 日，共 2 位。 

2-3762 黃維超、2-3774 洪碩穗。 

◎效期：107 年 12 月 18 日至 113 年 12 月 17 日，共 4 位。 

2-3916 倪宗亨、2-3985 陳守善、2-4031 康孝明、2-4042 許書通。 

◎效期：107 年 12 月 12 日至 113 年 12 月 11 日，共 11 位。 

2-4900 莊恆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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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92 顏家祺、2-5011 陳一心、 

2-5017 呂升業。 

◎效期：107 年 12 月 26 日至 113 年 12 月 25 日，共 14 位。 

2-5740 李長錚、2-5765 王凱緯、2-5777 邵翊紘、2-5781 段奇瑋、2-5792 黃郁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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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95 洪士雅、2-5813 劉恆維、2-5831 李毅彥、2-5840 黃愉芬、2-5845 郭庭均、 

2-5848 王緯歆、2-5850 許師偉、2-5858 楊于慧、2-5872 劉柏毅。 

※10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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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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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79 陳建旭（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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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98 吳忠哲、2-4908 張峻瑋、2-4930 梁子豪、2-4985 劉忠倫

（計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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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17 李梁伯儔、2-3932 張大力、2-3934 梁慕理、2-3958 謝志華、2-3998 鄭錦昌、 

2-4015 林建中（計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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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97 孫子賢、2-2717 盧杰明、2-2741 陳麗娟、2-2757 郭大添、2-2792 江一鳴、 

2-2806 梁國強、2-2828 葉文彬、2-2829 陳維恭、2-2901 周文彬、2-2916 陳仁德、 

2-2939 徐泰椿（計 1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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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7 林岱遠、2-5739 李致樵、2-5783 賴衍翰、2-5807 謝心圃（計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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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9 阮基成、2-1531 徐金洲、2-1544 樊至彥、2-1579 吳宏豪、2-1580 陳錦時、 

2-1592  林晉、2-1660 羅信雄（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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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合辦 

時    間：108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五樓大禮堂 

地    址：臺北市健康路 131 號 

講    題： 

1. Intra-operative frozen pathology during lobectomy of thyroid: Is it necessary?【甲狀腺腫

瘤術中冷凍切片的必要性】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外科部 一般外科  陳力永  傅軍毓  楊千毅   許桓銘 

2. Ruptured gallbladder ---two cases report.【「嚇破膽 」真有其事嗎？ 現代外科醫學的事

實】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一般外科  莊振榮 

3. Internal herniation with ileal necrosis ---two cases report【急性腹痛---腹腔內內疝氣】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消化外科  一般外科  莊振榮 

4. Intestinal obstruction following blunt abdominal trauma -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s【腹部鈍挫傷後腸阻塞—個案報告及文獻回顧】 

博仁綜合醫院 外科部 一般外科  *醫事檢驗科  侯濱元  杜天福  董建民  蔡明福 

白信德  王建哲  *陳海鋒 

5.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ultrasound guided angioplasty with Carbon dioxide bubble as 

contrast medium for hemodialysis vascular access percutaneous angioplasty with hand 

made injector. 【以二氧化碳氣體做為超音波檢測下的血液透析管路經皮穿腔血管整型之

臨床經驗分享】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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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仁綜合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醫事檢驗科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蘇上豪  *劉庭銘  董建民  蔡明福  白信德  王建哲  **粘峰銘 

6.Congenital intestinal malrotation in an adult：a case report. 【成人先天性腸道旋轉不良：

病例報告】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大腸直腸外科  *三軍總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浦大維  *蕭正文 

竹苗區 

舉辦醫院：大千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至 4 時 

地    點：大千綜合醫院碧英門診大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地    址：苗栗縣苗栗市高苗里 11 鄰信義街 36 號 

講    題： 

1. Application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to maximally invasive colerectal cancer 

台大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梁金銅 

2. Laparoscopic ureter reconstruction after Ureter complete injury under LAVH 

大千綜合醫院  泌尿科  吳亞伸 

3. SLAP lesion: superior labral tear from anterior to posterior 

大千綜合醫院  骨科  蔡旻虔 

4. Hangman's fractures 

大千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李世祥 

5. 5 years review of synchronous colorectal cancer in Da-Chien General Hospital 

大千綜合醫院  外科部  馮啟彥 

中  區 

舉辦醫院：童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醫療大樓 20 樓視聽教室 

地    址：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 699 號 

專題演講： 

【GGN of lung】 

臺中榮民總醫院  胸腔外科  莊政諺 

病例討論： 

1.Icteric Hcc - a case report 

童綜合醫院  外科  羅友琪  薛冠群 



 7 

2. Enteroenteric fistulas caused by ingestion of Buckyballs in a 16-month old toddler–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s 

童綜合醫院  外科  張孟浩  郭敏勇 

3. ADT treatment of prostate cancer 

童綜合醫院  外科  莊毓峰  翁瑋駿 

備註：停車資訊（地下室停車場收費$30/小時、院外停車場$20/小時） 

台南區 

舉辦醫院：奇美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    點：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五樓第三會議室 

地    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題    目： 

1. 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張昂傑  張進宏 

2. Utiliz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printed cervical spine model as a surgical plan：An 

experience of a case of multi-level cervical spine fracture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鄭鴻翔  郭進榮 

3. Cortical bone trajectory screw fixation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涂冠祺  宋冠嶔 

4. Recurrent Chronic subdural hematoma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呂忠哲  王哲川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n cancer & stroke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張昂傑  陳志偉 

6 .Artis Pheno 系統輔助高位頸椎骨釘植入手術 

奇美醫院  神經外科  李瑤琳  區錦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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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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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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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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外科、大腸直腸外科專科醫師 

徵求條件：具專科醫師證書 

薪資：面議。(院長親自會談，全程保密) 

聯絡方式： 04-36113611#3565 人資陳小姐 

E-Mail: everanhospital@gmail.com 

院址：台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 9 號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誠徵 

外科主治醫師、神經外科主治醫師、胸腔外科主治醫師、心臟血管外科主治醫師 

薪資優，福利佳 

本院備醫師眷屬宿舍、離交通運輸站近(臺中-埔里僅需 40 分鐘) 

需具備 1.醫師證書 2.專科醫師證書 

意者請投履歷自傳至以下信箱，後續將以電話或 email 聯絡面談。 

聯絡人：人資室-李小姐 

連絡電話：049-2912151#2811 

聯絡信箱：job@mail.pch.org.tw 

地址：54546 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鐵山路 1 號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