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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108 年自動退會會員名單如下：
2-0544 吳聰賢、2-1025 楊順木、2-1307 賴文祥、2-1392 郭繼陽、2-1423 侯水盛、
2-1592

林晉、2-1613 王本欽、2-1809 陳慶豐、2-1938 張茂儒、2-2093 邱方遙、

2-2166 蔡啟超、2-2386 馬希民、2-2433 林大鐘、2-2600 柯春安、2-2736 祁連山、
2-2740 王普光、2-3787 張毓翰、2-4406 高玉憲、2-4434 鍾承翰、2-5368 林佳緯、
3-0025 蘇宜輝，共 21 位。（108 年 3 月 2 日第 26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 26 屆第
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8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80617 衛部醫字第 1081663786 號函）
◎效期：108 年 1 月 21 日至 114 年 1 月 20 日
2-1579 吳宏豪、2-1662 梁國進，共 2 位。
◎效期：108 年 10 月 18 日至 114 年 10 月 17 日
2-1665 楊若波、2-1666 謝貳上、2-1667 梁啟超、2-1671 藍紹梓、2-1672 范成鎧、
2-1674 姚好男、2-1675 林長雄、2-1676 黃炳祥、2-1677 江明哲、2-1681 秦學禮、
2-1690 蔡炳坤、2-1692 李興中、2-1694 馬文萱、2-1697 林齊宣、2-1698 王茂聲、
2-1701 姚文傑、2-1702 鍾元強、2-1703 劉嘉修、2-1704 蔡瑞發、2-1706 胡瑞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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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4 張敏琪、2-1726 方廷輝、2-1727 宋秉洸、2-1728 許哲超、2-1730 陳鴻華、
2-1731 李世強、2-1733 洪益豐、2-1734 夏閎秋、2-1742 楊志東、2-1745 張哲浣、
2-1747 周世華、2-1748 郭泰宏、2-1749 蔡文中、2-1751 張家椂、2-1758 簡邦平、
2-1761 馬

旭、2-1764 饒綽立、2-1766 蔡培斌、2-1773 黃俊升、2-1775 顧

衍、

2-1779 李經維、2-1784 王文斌、2-1785 施德昌、2-1786 許文明、2-1790 陳建綜、
2-1793 吳信福、2-1794 陳至真、2-1801 俞志誠、2-1803 崔久和、2-1808 鄭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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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4 黃順隆、2-1825 李宣炘，共 69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113 年 12 月 19 日
2-2796 許建仁、2-2901 周文彬，共 2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18 日至 113 年 12 月 17 日
2-4015 林建中，共 1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26 日至 113 年 12 月 25 日
2-5807 謝心圃，共 1 位。
※10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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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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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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11 日。
2-4871 林維志、2-4908 張峻瑋、2-4930 梁子豪、2-4985 劉忠倫（計 4 位）
◎107 年 12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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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19 日。
2-2697 孫子賢、2-2792 江一鳴、2-2828 葉文彬、2-2916 陳仁德、2-2939 徐泰椿（計
5 位）
◎107 年 12 月 25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25 日。
2-5739 李致樵（計 1 位）
◎108 年 1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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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9 月 17 日。
2-1669 謝家明、2-1680 胡 正、2-1684 陳光偉、2-1687 吳梅壽、2-1688 吳瑞星、
2-1699 張士文、2-1705 王 校、2-1707 許靜文、2-1711 陳世豪、2-1729 鄭熒和、
2-1735 祝利燦、2-1736 蔡友士、2-1737 鄭有仁、2-1740 黃秉皇、2-1743 劉景洪、
2-1746 蔡俊銘、2-1752 張明超、2-1754 茅亞華、2-1756 李芳材、2-1757 鄭宏志、
2-1759 周嘉揚、2-1760 陳呈峰、2-1763 徐慧興、2-1765 黃睦舜、2-1769 林樹基、
2-1780 俞國棟、2-1782 葉宜憲、2-1787 張立言、2-1788 李炯宗、2-1791 施文苑、
2-1792 吳茂森、2-1795 張財旺、2-1798 蔡瑞祥、2-1806 吳政元、2-1807 冉祥俊、
2-1823 林漢輝（計 36 位）
◎108 年 12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17 日。
2-5026 蔡昇宗、2-5028 黃建逢、2-5029 陳克誠、2-5030 顏銘宏、2-5032 張博誌、
2-5034 雷浩然、2-5035 蔡旻虔、2-5037 林友翔、2-5039 王世鋒、2-5042 吳宗翰、
2-5043 譚成宏、2-5045 原永健、2-5047 蔡財福、2-5048 陳君漢、2-5049 侯奕仲、
2-5050 麥振銘、2-5052 陳盈安、2-5053 張珉綜、2-5054 陳正興、2-5055 林昱森、
2-5060 李丞騏、2-5061 靳耀東、2-5063 蔣政穎、2-5065 林敬鈞、2-5066 許詔文、
2-5067 蘇逸軒、2-5069 陳莊偉、2-5073 張德銘、2-5074 吳宣穎、2-5077 黃思曉、
2-5079 黃詩浩、2-5081 黃日新、2-5083 張兼華、2-5085 翁書賢、2-5086 蘇彥豪、
2-5088 羅智賢、2-5090 張東晟、2-5092 郭炳成、2-5097 徐宇辰、2-5098 彭正明、
2-5100 羅國銓、2-5101 張瑞凱、2-5103 羅永智、2-5105 吳孟穎、2-5106 趙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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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7 楊博仁、2-5109 劉永輝、2-5110 黃勉書、2-5112 孫宏舜、2-5113 趙紹清、
2-5114 柯道維、2-5115 盧志維、2-5118 呂長運、2-5122 林釀呈、2-5123 梁宏華、
2-5127 莊冠華、2-5132 沈明宏、2-5134 涂嘉明、2-5139 徐博奎、2-5140 傅軍毓、
2-5141 沈世勛、2-5142 顏亦廷、2-5143 白景州、2-5144 吳孟熹、2-5145 吳岳嶸、
2-5146 李日騰、2-5147 吳至偉、2-5149 劉佳政、2-5150 劉育志、2-5151 魏晉弘、
2-5155 周俊志、2-5158 施翔順、2-5159 李孝倫、2-5161 柯玉誠、2-5162 張金池、
2-5166 陳治豪、2-5168 宋睿祥、2-5170 陳威元、2-5171 盧郁仁、2-5172 李宗勳、
2-5176 吳紘岳、2-5177 謝宗祥、2-5183 陳煥杰、（計 83 位）
◎108 年 12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2-2946 蔡效良、2-2948 吳盛仲、2-2954 潘如瑜、2-2955 劉昌熾、2-2958 王志軒、
2-2959 洪一斌、2-2960 蔡明成、2-2963 張正修、2-2964 黃文成、2-2966 陳證文、
2-2967 朱重興、2-2969 張世幸、2-2972 李家仁、2-2973 高榮良、2-2977 游玉堂、
2-2978 楊福麟、2-2984 何慶良、2-2987 林忠國、2-2990 王炳惠、2-2991 蔡新民、
2-2992 金建業、2-2993 劉世成、2-2994 陳昱先、2-2996 黃惠玲、2-2997 連恆煇、
2-2998 黃文魁、2-3003 王建元、2-3006 黃天立、2-3007 董哲樑、2-3009 嚴孟意、
2-3015 何堃淵、2-3016 吳澤鎏、2-3017 孫灼均、2-3018 鄭子文、2-3019 王宏仁、
2-3020 陳芳銘、2-3021 王仲陽、2-3030 徐圭璋、2-3031 林偉烈、2-3033 張學林、
2-3036 李柏成、2-3038 林致穎、2-3039 徐雷鐸、2-3043 林

喆、2-3044 梁海涵、

2-3048 蔡建松、2-3051 潘宏川、2-3052 施能泉、2-3054 蔡振流、2-3062 王振華、
2-3063 趙國華、2-3064 龍威任、2-3066 張成富、2-3069 李章銘、2-3071 陳衍仁、
2-3073 徐守平、2-3074 郭嘉政、2-3075 高育琳、2-3077 謝達士、2-3078 李世偉、
2-3082 楊詠甯、2-3085 黃炳文、2-3086 謝景模、2-3087 張孟卿、2-3092 謝啟誠、
2-3095 洪國峰、2-3096 許文章、2-3098 陳毓堃、2-3100 丁金聰、2-3102 李世超、
2-3108 楊力衡、2-3112 羅永達、2-3113 何明志、2-3114 陳志如、2-3117 林耿孝、
2-3121 廖盈智、2-3122 鄧集能、2-3124 陳相國、2-3126 陳明陽、2-3129 周正國、
2-3133 林聰穎、2-3136 吳聰明、2-3137 張振慧、2-3139 曾茂雄、2-3143 鄭學德、
2-3144 郭耀仁、2-3147 李森仁、2-3152 許明賢、2-3153 陳杉隆、2-3154 莊振榮、
2-3155 石宏文（計 91 位）
◎108 年 12 月 23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23 日。
2-0527 張明義、2-5914 吳思衛、2-5917 陳文林、2-5918 陳信宏、2-5919 馮晉榮、
2-5920 賴碩倫、2-5922 劉忠一、2-5924 李柏萱、2-5925 王樹吉、2-5926 曾彥強、
2-5927 周旭桓、2-5928 吳峯旭、2-5932 盧延榕、2-5934 楊家敏、2-5935 林雅慧、
2-5936 許松鈺、2-5937 陳瑩盈、2-5938 胡瀞暄、2-5939 林莉穎、2-5940 王君瑜、
2-5941 林焯基、2-5942 雷秋文、2-5943 陳俊翔、2-5944 覃紹殷、2-5948 賴冠宏、
2-5949 陳科廷、2-5951 林瑞鴻、2-5952 陳信愷、2-5953 蘇育臺、2-5955 黃馨慧、
2-5956 歐光國、2-5957 楊舒鈞、2-5958 林琪鈞、2-5959 邱瀛毅、2-5961 楊千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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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63 趙家宏、2-5964 唐貞綾、2-5965 鄭伃書、2-5970 邵郁鏵、2-5971 黃俊銘、
2-5976 王澤倫、2-5978 謝綺瀅、2-5979 李婉華、2-5980 賴雅薇、2-5981 蕭庭豐、
2-5982 林子超、2-5985 古博文、2-5988 陳志軒、2-5989 李君豪、2-5990 唐寄皋、
2-5991 葉亘耕、2-5994 魏子鈞、2-5996 吳逾冬、2-5999 吳孟峰、2-6001 林亞銳、
2-6002 林仕穎、2-6006 陳心瑜、2-6008 陳建廷、2-6009 陳昱帆、2-6011 李忠懷、
2-6013 林耿億、2-6014 蔡立威、2-6015 程威銘、2-6017 楊博智、2-6018 廖致翔、
2-6019 張鳳書、2-6022 陳育賢、2-6023 莊士鋒、2-6024 蔡昀達、2-6025 黃信傑、
2-6026 吳兆明、2-6029 林健煇、2-6030 陳進利、2-6031 楊祐昇、2-6033 楊佩容、
2-6034 黃琬瑜、2-6037 廖振傑、2-6038 周冠年、2-6041 陳彥瑋、2-6042 洪章桂、
2-6045 陳震謙、2-6047 黃世銘、2-6048 葉昱廷、2-6049 沈仕傑、2-6050 曾士哲、
2-6052 陳照坤、2-6053 陳建勳、2-6054 張凱惟、2-6057 陳忠延、2-6059 劉建廷、
2-6060 楊士賢、2-6064 吳志謙、2-6065 蘇偉智、2-6067 陳彥佑、2-6069 羅乾鳴、
2-6071 周育德、2-6072 曾偉倫、2-6073 劉

穎、2-6074 林祐丞、2-6075 邱騰逸、

2-6080 黃靖文、2-6081 許劭遠（計 102 位）
◎108 年 12 月 24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24 日。
2-4049 林春福、2-4050 洪映輝、2-4051 葉國球、2-4055 蔡維恭、2-4057 黃志宏、
2-4058 林季弘、2-4059 廖克峰、2-4060 林政輝、2-4061 李家政、2-4062 周德財、
2-4063 王祖鑑、2-4064 葉文彬、2-4065 諶大中、2-4066 何俊豪、2-4068 黎材昇、
2-4070 陳志宏、2-4071 馬景侯、2-4072 謝義山、2-4074 詹健彬、2-4076 廖俊智、
2-4077 梁鴻昌、2-4078 崔玉珠、2-4079 謝榮賢、2-4080 曹乃文、2-4083 吳泰漳、
2-4088 黃逸修、2-4089 李俊德、2-4093 蔡宗廷、2-4095 蔡育敦、2-4096 謝尚卿、
2-4097 楊順泰、2-4098 陳兆弘、2-4099 黃賢祥、2-4100 謝坤洲、2-4101 嚴炯誥、
2-4102 葉泰揚、2-4103 翁雪昭、2-4105 鍾斌魁、2-4106 林天仁、2-4107 梁子聰、
2-4108 曾國良、2-4111 陳秀萍、2-4112 楊育莉、2-4114 呂宏益、2-4117 趙宏明、
2-4118 林志銘、2-4120 吳傳壽、2-4124 康智雄、2-4125 楊卿堯、2-4126 王俊益、
2-4129 王時甫、2-4130 黃國烽、2-4132 曹中侃、2-4133 童詠偉、2-4137 陳正傑、
2-4138 林偉菁、2-4139 顏世宏、2-4141 李懿倫、2-4145 陳丕哲、2-4146 黃建銘、
2-4147 林志光、2-4148 黃致錕、2-4149 陳俊仰、2-4150 陳亮磬、2-4152 侯振泰、
2-4153 邱建銘、2-4154 黃議郎、2-4156 黃信介、2-4157 郭良基、2-4158 李建智、
2-4160 蔡耀德、2-4163 劉約維、2-4164 蔡昇城、2-4167 郭光泰、2-4169 張光瑞、
2-4172 郭彥良、2-4173 陳仁智、2-4174 李紹銘、2-4175 王舜進、2-4176 許景華、
2-4178 王宗偉（計 81 位）
※108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報名期間為 108 年 7 月 1 日~10 日止。詳細內容請於本會網站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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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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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9 年 7 月 13 日
（星期六）
2019 年 8 月 10 日
（星期六）

承辦醫院

報名截止日

臺大醫院

報名已截止

臺大醫院

2019 年 8 月 24 日

高雄醫學大

（星期六）

學附設醫院

2019 年 8 月 31 日

中國醫藥大

（星期六）

學附設醫院

積分
外科重症
10 分

7 月 16 日

聯甄積分

【即將額滿】

10 分

尚未接受報名
尚未接受報名

外科重症
10 分
外科重症
10 分

外科 20 分
無
外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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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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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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外科
時

間：108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至 7 時

地

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十樓大禮堂

地

址：臺北市中華路二段 33 號

主 持 人：陳火木外科部主任
講

題：

1. 乳房攝影篩檢監控：十年經驗分析【Medical audit of mammography screen : ten years
experience from a regional hospital】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乳房外科

陳火木

林家興

黃晞育

黃裕閔

2. 脊椎骨髓炎伴隨頸胸椎交界不穩定之外科治療策略【Surgical strategies for pyogenic
vertebral osteomyelitis with unstable cervicothoracic junction】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神經外科

許劭遠

3.前列腺肥大 到包莖 病例報告【BPH to paraphimosis one case report】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泌尿科

陳證文

4.髖關節置換術後人工關節周邊骨折【post-operative periprosthetic femoral fractures
following a hip arthroplasty】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骨科

黃建睿

5.膽結石膽囊炎破裂,術後併發大腸穿孔-病例報告【GB stones cholecystitis ruptured with
postOP colon perforation-case report】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一般外科

黃郁創

6.高壓氧暨真空吸引器治療開放性右腳粉碎性骨折 【Case presentation: Treatment of open7

crushing injury in right foot with Hperbaric oxygen therapy and VAC system】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整形外科

吳煒文

桃園區
舉辦醫院：敏盛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至 3 時

地

點：敏盛綜合醫院二十樓演講廳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講

題：

1. 逆行性腎臟內手術用於治療大型腎結石之初步經驗
敏盛綜合醫院

泌尿科

黃柏堅

2. 乳房手術的新進展
敏盛綜合醫院

一般外科

黃筱菁

3. How to deal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SFA lesion【針對中度及重度周邊動脈阻塞疾病之
外科治療】
敏盛綜合醫院

心臟外科

王牧群

4. Minimally invasive lumbar spine surgery: fusion or non-fusion?
敏盛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張明元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時

間：108 年 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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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 應力性尿失禁與膀胱過動
臺大醫院

泌尿部

姜宜妮

2. Double cancer of urinary tract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泌尿科

許汶蒼

竹苗區
舉辦醫院：臺大醫院竹東分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5 時

地

點：臺大醫院竹東分院二樓第一會議室
8

地

址：新竹縣竹東鎮至善路 52 號
（因至善路自 6/1 起至 11/30 止施工封閉請留意醫院路標）

座

長：陳銘章主任

講

題：

1. Minimal invasive lvor-Lewis approach for esophageal cancer treatment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一般外科

全賀顯

2. Case report of a rare testicular malignancy: spermatocytic tumor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泌尿科

高振榮

3. Treatment of UKA implants failure –a case report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骨科

陳銘章

中 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醫療大樓九樓視聽講堂

地

址：臺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 號

主 持 人：張正一主任
講

題：

1. MRGFUS 醫薩刀於動作功能障礙之最新治療
【The latest non-invasive surgery MRI guides
focused ultrasound in the treatment of movement disorders】
彰濱秀傳醫薩刀中心

張維傑

2. 食道憩室炎與橫膈裂孔疝氣之鑑別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esophagus diverticulum
and hiatal hernia】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外科

林冠廷

簡迺娟

3. 腹主動脈瘤修復手術的新式微創方式【PEVAR(percutaneous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外科

詹正偉

4. Ultrasound-facilitated peripheral nerve surgeries and pain management【超音波輔助週邊
神經手術及疼痛治療】
萊源神經修復中心

陳建華

雲嘉區
舉辦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地

點：嘉義基督教醫院 B 棟 9 樓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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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嘉義市忠孝路 539 號

講

題：

1.利用游離皮瓣來重建牙關緊閉術後導致的雙側口頰缺損：使用單一供皮區【Free flap
reconstruction of bilateral buccal defects following trismus release: Using a single donor
site】
嘉義基督教醫院

整形外科

陳威臣

2. 頭部外傷照顧、治療及預後【Traumatic brain injury】
嘉義基督教醫院

神經外科

陳昱豪

3. 病例報告-一位病患同時罹患心衰竭併急性肺水腫以及急性下肢缺血【Case report - a
patient suffered from HFpEF with acute pulmonary edema and acute limb ischemia】
嘉義基督教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吳依璇

4. 肺韌帶鬆解有助原發性氣胸術後肺膨脹與復發率降低 【Pulmonary ligament release
improves lung expansion & prevents recurrence after surgery for primary spontaneous
pneumothorax】
嘉義基督教醫院

胸腔外科

張家銘

5. 醫源性大腸破裂【Iatrogenic colon perforation】
嘉義基督教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林怡成

6. 早期胃全切除在氣腫性胃炎的角色：病例報告【Early total gastrectomy in emphysematous
gastritis: a case report】
嘉義基督教醫院

一般外科

廖柏程

廖志思

台南區
舉辦醫院：郭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郭綜合醫院 B 區五樓榕華廳

地

址：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2 號

講

題：

1.

Free-hand total kenn arthroplasty –The ultimate
工關節-終極微創】
成大醫院

骨科部

賴國安

2. 開眼頭術後的鼻淚管受損---病例報告
郭綜合醫院

整形外科

陳振琨

3. Erectile dysfunction in young 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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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himally

invasive【徒手全膝人

郭綜合醫院

泌尿外科

吳建穎

4. Proximal humerus comminuted fracture in elderly patients: conservative treatment,ORIF
or prosthesis
郭綜合醫院

骨科

洪柏聖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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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持 人：李世超外科部長
講

題：

1. 利用大腸支架及一次性前位切除達文西手術來治療大腸阻塞的個案報告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外科

卓世川

2. Modified TaTME for ultra low rectal cancer: a case practice experience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外科

陳培桓

3. Management of postoperative pain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骨科

林富成

4.下腹痛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泌尿科

蘇進明

花蓮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7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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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 髂靜脈壓迫伴隨胡桃夾症候群及性腺靜脈逆流 - 病例報告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血管外科

蔡騰進

許文憲

2. 髂靜脈受壓引發的 Alcock 綜合症候群 – 病例報告及回顧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淋巴血管外科

許文憲

3. A Huge mucinous cystic neoplasm arises from pancreatic tail :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巨大胰臟尾部黏液性囊狀腫瘤: 病例報告及文獻探討】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一般外科

李清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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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LT Lymphoma of Bladder – a rare case presentation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泌尿外科 1 一般外科 2 陳鼎源 1 李清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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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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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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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採基本保障薪加 PPF 制度 待遇優
交通便利

設備齊全

主管升遷保證

提供宿舍

輔英科技大學附屬醫院
生日、結婚禮金

師資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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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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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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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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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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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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讓
台 北 市 北 投 區 診 所 租 讓 , 近 薇 閣 中 學 , 有 1 ,2 樓 , 可 做 聯 合 診 所 請 洽 劉 小 姐
091200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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