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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本會 108 年聯合學術活動花絮已刊登於本會網站，敬請瀏覽。 

※本會會員未繳常年會費 4000 元（含）以上者，敬請於 108 年 5 月 31 日前撥冗繳交。逾

期未繳費者將依本會章程第二章第八條 108 年 3 月 2 日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第 26 屆第

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視為自動退會，退會名單刊登於本會會訊，不再另行個別通知。郵

局劃撥帳號：００１４３３４４，戶名：台灣外科醫學會。 

※108 年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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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2 月 11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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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1 月 17 日。 

2-3917 李梁伯儔、2-3934 梁慕理、2-3958 謝志華、2-3998 鄭錦昌，計４位。 

◎107 年 12 月 19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1 月 19 日。 

2-2697 孫子賢、2-2741 陳麗娟、2-2757 郭大添、2-2792 江一鳴、2-2828 葉文彬、

2-2829 陳維恭、2-2916 陳仁德、2-2939 徐泰椿，計８位。 

◎107 年 12 月 25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1 月 25 日。 

2-5739 李致樵、2-5807 謝心圃，計２位。 

◎108 年 1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2 月 20 日。 

2-1499 周賢坤、2-1578 王春木、2-1635 張宇正，計 3 位。 

※108 年 10 月 17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4 月中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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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9 月 17 日。 

2-1665 楊若波、2-1666 謝貳上、2-1667 梁啟超、2-1669 謝家明、2-1671 藍紹梓、

2-1672 范成鎧、2-1673 黃開元、2-1674 姚好男、2-1675 林長雄、2-1676 黃炳祥、

2-1677 江明哲、2-1679 袁中台、2-1680 胡 正、2-1681 秦學禮、2-1682 謝文淮、

2-1683 林宗正、2-1684 陳光偉、2-1685 張瑞政、2-1686 嚴競芝、2-1687 吳梅壽、

2-1688 吳瑞星、2-1690 蔡炳坤、2-1692 李興中、2-1693 王偉中、2-1694 馬文萱、

2-1696 廖文祥、2-1697 林齊宣、2-1698 王茂聲、2-1699 張士文、2-1700 璩大成、

2-1701 姚文傑、2-1702 鍾元強、2-1703 劉嘉修、2-1704 蔡瑞發、2-1705 王 校、

2-1706 胡瑞恒、2-1707 許靜文、2-1708 葉建裕、2-1710 施登元、2-1711 陳世豪、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3wpZooNv1CL2USSCZ62OEatlKZzgMMC?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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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12 陳森基、2-1713 張伍泰、2-1714 王史典、2-1715 洪樹玉、2-1716 唐修治、

2-1717 蔡忠文、2-1718 孫金印、2-1719 黃志仁、2-1720 李武波、2-1722 許世興、

2-1723 黃揆洲、2-1724 張敏琪、2-1726 方廷輝、2-1727 宋秉洸、2-1728 許哲超、

2-1729 鄭熒和、2-1730 陳鴻華、2-1731 李世強、2-1733 洪益豐、2-1734 夏閎秋、

2-1735 祝利燦、2-1736 蔡友士、2-1737 鄭有仁、2-1738 徐永昌、2-1739 陳腓力、

2-1740 黃秉皇、2-1742 楊志東、2-1743 劉景洪、2-1744 丘文斌、2-1745 張哲浣、

2-1746 蔡俊銘、2-1747 周世華、2-1748 郭泰宏、2-1749 蔡文中、2-1750 康聰偉、

2-1751 張家椂、2-1752 張明超、2-1754 茅亞華、2-1756 李芳材、2-1757 鄭宏志、

2-1758 簡邦平、2-1759 周嘉揚、2-1760 陳呈峰、2-1761 馬 旭、2-1763 徐慧興、

2-1764 饒綽立、2-1765 黃睦舜、2-1766 蔡培斌、2-1769 林樹基、2-1770 許堅毅、

2-1771 王慰慈、2-1772 謝德生、2-1773 黃俊升、2-1775 顧 衍、2-1779 李經維、

2-1780 俞國棟、2-1782 葉宜憲、2-1784 王文斌、2-1785 施德昌、2-1786 許文明、

2-1787 張立言、2-1788 李炯宗、2-1790 陳建綜、2-1791 施文苑、2-1792 吳茂森、

2-1793 吳信福、2-1794 陳至真、2-1795 張財旺、2-1798 蔡瑞祥、2-1801 俞志誠、

2-1803 崔久和、2-1804 李祥生、2-1806 吳政元、2-1807 冉祥俊、2-1808 鄭天宇、

2-1810 陳悅明、2-1811 黎慶福、2-1812 藍英仁、2-1814 羅振原、2-1816 陳國光、

2-1817 史台生、2-1818 許裕評、2-1820 陳立健、2-1822 蔣友良、2-1823 林漢輝、

2-1824 黃順隆、2-1825 李宣炘，計 127 位。 

※本會 108 年度重症課程如下，敬請參考。並請留意本會網站公告之報名時間。 

日期 承辦醫院 積分 

2019 年 7 月 13 日（星期六） 台大醫院 外科重症 10 分 外科 20 分 

2019 年 8 月 10 日（星期六） 台大醫院 聯甄積分 10 分 無 

2019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重症 10 分 外科 20 分 

2019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重症 10 分 外科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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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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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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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五樓 500 會議室 

地    址：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 號 

講    題： 

1. 自費醫療的醫法倫省思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陳再晉執行長 

2.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the gynecological cancer survivor-mid term and long term 

follow up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淋巴血管外科  張庭禎 

3. CV+CVS 合作創新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李紹榕 

4. NS 新醫療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神經外科  廖國興 

桃園區 

舉辦醫院：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復健大樓一樓第一會議廳 

地    址：桃園市龜山鄉復興街 5 號 

講    題： 

1. 腦瘤概論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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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腦神經外科  陳科廷 

2. Treatment options for primary GIST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蔡駿逸 

3. Single incision laparoscopy in children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小兒外科  明永青 

4.外傷急症外科主治醫師訓練計畫分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外傷外科  鄭有森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5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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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軟組織外傷的處理和重建 

振興醫院  整形外科  陳綱華 

2.骨科案例報告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骨科  陳永學 

3.綜合討論 

竹苗區 

舉辦醫院：南門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至 3 時 

地    點：南門綜合醫院行政大樓七樓大會議室 

地    址：新竹市林森路 29 號 7 樓 

座    長：劉建雄院長 

講    題： 

1. Spontaneous rupture of the upper urinary tract caused by a ureteral stone 

南門綜合醫院  泌尿科  凃秀鴻 

2. Percutaneous dorsal root ganglion lysis with phenol for the treatment of pain associated 

with thoracic compression fracture 

南門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林峻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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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ccult blood & hematuria 在泌尿科臨床上意義 

南門綜合醫院  泌尿科  李寶生 

中 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地    點：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醫療大樓 12 樓大禮堂 

地    址：臺中市三民路一段 199 號 

主 持 人：蔡新中主任 

特別演講： 

「延緩老化預防失智之最新進展」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心臟內科  何豐名 

病例報告： 

1. Extraskeletal aneurysmal bone cyst: report of a case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胸腔外科  葉周明 

2. Gas dissection in TEP procedure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消化外科  蔡金宏 

3. Drainage tube related enterocutaneous fistula, case reports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消化外科  徐瑋呈 

4. Strategy for he chronic wounds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整形外科  蔡新中 

※恕不停供免費停車服務 

雲嘉區 

舉辦醫院：臺中榮總嘉義分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A 棟三樓第二會議室（請搭乘 1、2 號電梯至 3 樓） 

地    址：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 600 號 

講    題： 

1. 無縫線瓣膜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心臟外科  林雍凱 

2. Gamma knife radiosurgery:five years experience in single regional hospital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神經外科  蔡孟洋  陳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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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BS in VGHTC:年輕團隊的成長經驗分享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神經外科  潘思延 

4. Reconstruction for degloving injury on lower limb – a case report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整形外科  朱俊旭 

5. 如何有效率做內視鏡疝氣手術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一般外科  蕭睿琥 

台南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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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25 號 

講    題： 

1. Aberrant right corpus lateral cyst : one case report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外科  許凱熙 

2. Benign appendiceal tumor mimicking colon cancer ： one case report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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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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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ase report of one-stage endoscopic surgery for synchronous primary cancers of 

esophagus and rectum.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胸腔外科  一般外科*  陳盈宏  劉力仁*  曹明正*  郭獻源

蘇明山* 

2. Retroperitoneal leiomyosarcoma: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泌尿外科  周余諭  鄭人豪  劉力仁  黃柏瑋  柯勝中 

3. Severe hip injury, fracture-dislocation of hip with acetabular wall fracture: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骨科  傅柏翔  李政澤  喻興甯  趙泰宏  張榮瑞 

4. The vertebral augment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mpression or bursting fractur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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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utaneous spinejack kyphoplasty: our experience.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神經外科  張鈞弼  謝智全  陳立科 

5. A case report of pulmonary embolism caused by leiomyomatosis from the right ovary.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心臟血管外科  洪嘉駿  蔡承根  吳奕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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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08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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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 Spontaneous rupture of renal tumors in a father and his daughter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泌尿科  鍾慧明 

2. Proximal fibula osteotomy for medial side knee osteoarthritis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骨科  羅亦琛 

3. Posterior ankle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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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08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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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 罕見疝氣病例報告 

台東基督教醫院  外科  鄒政家 

2. Cerebral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in an aged patient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神經外科  莊淵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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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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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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誠聘 

加護中心專責主治醫師(心臟外科、神經外科、胸腔外科尤佳) 

邀您一起打造最堅強的輔英急重症團隊 

通過區域及教學醫院評鑑  中度急救責任醫院  設備齊全 

薪資採基本保障薪加 PPF 制度  待遇優  主管升遷保證 

交通便利  提供宿舍 

輔英科技大學附屬醫院  師資取得 

生日、結婚禮金  休假制度健全  福利佳 

(應徵方式) 

 1、聯絡電話：08-8323146 分機 2310，手機 0928699729 

 2、聯絡地址：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 5 號 

 3、電子郵件地址 : 1200961@fy.org.tw 

 4、聯絡人：人事室鄭主任 

 5、聯絡方式 : 有意者請將履歷 mail 至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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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mailto:1200961@fy.org.tw
mailto:yung@syh.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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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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誠徵  

一般外科醫師  

資格條件：  

一、大學以上醫學相關科系畢業  

二、具有醫師證書及外科專科醫師證書  

三、一般外科醫療相關業務  

聯絡方式：  

一、意者請將應徵資料 E-mail：A26395@mail. cmuh.org.tw  

二、聯絡電話：(02)27919696 轉 1002 蘇小姐  

工作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 360 號 

台中市烏日林新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骨科、泌尿科專科醫師 

醫院簡介 

位於台中市烏日高鐵特區，距離高鐵台中站只需 5 分鐘車程，交通便利 

資格 

具有醫師證書及專科醫師證書 

應徵方式 

請將醫師應徵申請表 email 至 wlshr@lshosp.com.tw  

醫師應徵申請表，可於本院網站 http://wlshosp.org.tw/人才招募/應徵方式/下載 

聯絡人：院長室 吳祕書 

聯絡電話：(04)23388766 分機 1157 

臺中市烏日區榮和路 168 號 

mailto:wlshr@lshosp.com.tw
http://wlshosp.org.tw/人才招募/應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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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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