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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本會 2020 年度外科聯合學術演講會訂於 2020 年 3 月 14、15 日假國防醫學院舉行。一

般論文投稿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敬請會員踴躍投稿。

※本會第 27 屆會員代表選舉投票處依會員 108 年 8 月 31 日執業院所安排。有異動者敬請

於 8 月 31 日前更改 http://www.surgery.org.tw/ 。

※108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80801 衛部醫字第 1081669367 號函）

◎效期：108 年 12 月 25 日至 114 年 12 月 24 日
2-4052 陳光武、2-4053 周禮智、2-4056 陳慶耀、2-4060 林政輝、2-4067 黃懷恩、

2-4069 呂伍峰、2-4073 葉周明、2-4075 陳鴻儀、2-4078 崔玉珠、2-4079 謝榮賢、

2-4081 曾啟洲、2-4082 呂關福、2-4084 陳俊祥、2-4085 杜柏勳、2-4086 蔡忠霖、

2-4087 黃大維、2-4090 吳介任、2-4091 王文禾、2-4092 周宜平、2-4094 黃書健、

2-4104 郭博學、2-4109 陳世正、2-4110 蔡明福、2-4113 黃永鎮、2-4115 劉祖文、

2-4116 朱正民、2-4119 吳豪揚、2-4121 剡友賢、2-4122 錢浩瀚、2-4123 黃培銘、

2-4127 薛弘亮、2-4128 吳明憲、2-4131 謝繼賢、2-4134 蕭輔仁、2-4135 林雍凱、

2-4140 黃太謙、2-4142 林修名、2-4143 陳品儒、2-4144 賴重佑、2-4151 洪欣園、

2-4155 陳明鎮、2-4159 許家禎、2-4161 劉隆達、2-4162 吳世重、2-4165 李東炎、

2-4166 林彥克、2-4168 李大寬、2-4170 饒政玄、2-4171 羅崇杰、2-4177 鄭智庭、

2-4179 游家偉，共 51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12 日至 113 年 12 月 11 日

2-4898 吳忠哲，共 1 位。

◎效期：108 年 12 月 18 日至 114 年 12 月 17 日

2-5027 李明璁、2-5036 李孟霖、2-5038 王嘉聲、2-5040 陳沂名、2-5041 葉敬淳、

2-5044 蘇亦昌、2-5046 王德銘、2-5051 周江衛、2-5056 林廷龍、2-5057 駱子文、

2-5058 陳振琨、2-5059 林宏信、2-5062 李得維、2-5064 謝閔傑、2-5068 吳培正、

2-5070 蘇英傑、2-5071 吳宗憲、2-5072 郭益宏、2-5076 羅喬、2-5078 黃家偉、

2-5080 黃志達、2-5082 林昌民、2-5084 莊主欣、2-5087 林育賢、2-5089 蘇皇銓、

2-5091 許永師、2-5093 黃仁吳、2-5094 李子朋、2-5095 張維傑、2-5096 湯其暾、

2-5099 溫雲凱、2-5102 劉倬昊、2-5104 王良財、2-5108 黃玄遠、2-5111 吳孟航、

2-5116 余信賢、2-5117 黃旭志、2-5119 黃尉翔、2-5120 林志杰、2-5121 林殿璜、

2-5124 陳忠平、2-5126 謝宗達、2-5128 黃雲慶、2-5129 高宗祺、2-5130 李彥龍、

2-5131 蔡宗訓、2-5135 賴正洲、2-5136 莊景勛、2-5137 陳言丞、2-5138 張建祥、

2-5139 徐博奎、2-5148 方副吉、2-5152 劉毓寅、2-5153 林永祥、2-5154 蘇銓男、

2-5156 林宥潤、2-5157 薛元毓、2-5160 周文毅、2-5163 謝榮豪、2-5164 吳佳鎮、

2-5165 陳映澄、2-5167 劉張惠泉、2-5169 周兼徹、2-5174 陳光俠、2-5175 曾繁穎、 

2-5178 蔡泰欣、2-5179 張宏名、2-5180 郭建麟、2-5181 戴世煌、2-5182 陳行鑫、

2-5184 陳典廷，共 71 位。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OnlinePass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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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108 年 10 月 18 日至 114 年 10 月 17 日

2-1673 黃開元、2-1679 袁中台、2-1685 張瑞政、2-1686 嚴競芝、2-1696 廖文祥、

2-1700 璩大成、2-1708 葉建裕、2-1710 施登元、2-1738 徐永昌、2-1739 陳腓力、

2-1750 康聰偉、2-1770 許堅毅、2-1771 王慰慈、2-1772 謝德生、2-1787 張立言、

2-1804 李祥生、2-1810 陳悅明、2-1811 黎慶福，共 18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113 年 12 月 19 日

2-2741 陳麗娟、2-2757 郭大添、2-2829 陳維恭，共 3 位。

◎效期：108 年 12 月 21 日至 114 年 12 月 20 日

2-2944 魏貴通、2-2949 許文明、2-2951 鄒頡龍、2-2952 史瑞田、2-2953 段茂瑋、

2-2956 王定偉、2-2961 黃郁創、2-2962 林懷仁、2-2965 謝榮鴻、2-2968 林佳勳、

2-2970 張園、  2-2971 蔡耀彬、2-2974 江顯正、2-2975 黃鶴翔、2-2979 林主一、

2-2981 駱福鍾、2-2983 吳遵慶、2-2985 鄭正文、2-2986 林炳灼、2-2988 洪至正、

2-2989 陳怡龍、2-2995 林明鋒、2-2999 許榮彬、2-3000 陳俊宏、2-3002 葉雨青、

2-3004 林志隆、2-3005 蔡明宏、2-3008 鐘文隆、2-3010 蔡宗志、2-3011 陳昭廷、

2-3012 鄭敦仁、2-3013 梅健泰、2-3022 鍾慧明、2-3023 莫凡廣、2-3024 林毅志、

2-3025 邱俊傑、2-3027 張永享、2-3028 黃超俊、2-3029 王世農、2-3032 萬偉明、

2-3034 陳國強、2-3035 陳永泰、2-3037 孫宗伯、2-3040 姚逸興、2-3041 劉致和、

2-3042 許名揚、2-3046 李明哲、2-3049 刁冠宇、2-3053 吳俊仁、2-3055 黃偉明、

2-3056 王振明、2-3057 黃長勝、2-3065 趙明、  2-3068 陳孟意、2-3070 潘俊彥、

2-3072 張原肇、2-3076 張志任、2-3079 黃世瓊、2-3083 林志亮、2-3084 葉重宏、

2-3089 黃仁炫、2-3090 黃梓榕、2-3093 傅得虎、2-3097 謝世榮、2-3101 李政和、

2-3103 楊世仁、2-3104 蔡日新、2-3105 葉昭宏、2-3106 李明學、2-3107 張廸生、

2-3109 蔡峰鈞、2-3110 林富成、2-3111 李明晃、2-3115 陳彥達、2-3116 林燦勳、

2-3118 劉邇睿、2-3119 周聰鐸、2-3120 吳杰才、2-3123 郭宏達、2-3125 湯崇彥、

2-3127 李豫仁、2-3128 汪明玉、2-3130 吳宗慶、2-3131 黃冠諭、2-3132 陸懷恩、

2-3134 趙家聲、2-3135 林石成、2-3138 張亮霖、2-3140 陳辰光、2-3141 潘信誠、

2-3145 許競文、2-3146 鄭順騫、2-3148 謝文郁、2-3149 周俊雄、2-3150 陳鼎源、

2-3151 陳宗明、2-3156 林文雄、2-3157 許祐堡、2-3158 李松青，共 99 位。

◎效期：108 年 12 月 24 日至 114 年 12 月 23 日

1-0547 吳國猷、2-5913 李俊毅、2-5915 蔡遠明、2-5916 楊士毅、2-5923 洪毓廷、

2-5929 許堯鈞、2-5930 黃柏誠、2-5931 蘇哲民、2-5933 許智翔、2-5945 趙亮鈞、

2-5946 吳青峰、2-5947 廖先啟、2-5950 李崇新、2-5954 林栩暘、2-5960 陳國瑋、

2-5962 侯翔仁、2-5966 歸家豪、2-5967 林穎聖、2-5968 賴志明、2-5969 劉品宏、

2-5972 蔡葵諺、2-5973 林運男、2-5974 胡逸軒、2-5975 黃志生、2-5977 柳易揚、

2-5983 林祁岷、2-5984 江鎮佑、2-5986 劉韋廷、2-5987 謝豐任、2-5992 何肇晏、

2-5993 謝宇豪、2-5997 張禮財、2-5998 江俊宏、2-6000 張子彥、2-6003 歐冠伶、

2-6004 杜肇偉、2-6005 林燕淑、2-6007 黃俊杰、2-6010 林俊佑、2-6012 陳世欽、

2-6016 梁鈞傑、2-6020 劉家成、2-6021 尹順盈、2-6028 李維棠、2-6032 巫智穎、

2-6035 何靜淳、2-6036 陳力永、2-6039 劉秉泓、2-6040 陳嘉哲、2-6043 范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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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4 田智豪、2-6046 卓龍翔、2-6051 黃建璋、2-6055 蔡東霖、2-6056 鄭傑陽、 

2-6058 吳奕曉、2-6061 蘇大維、2-6062 郭寶仁、2-6063 黃富煥、2-6066 簡志穎、 

2-6068 潘慕嵩、2-6069 羅乾鳴、2-6070 李宏耕、2-6076 陳艦斌、2-6077 許秩綱、 

2-6078 邱毅平、2-6079 陳松暉，共 67 位。 

※10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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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11 日。 

2-4871 林維志、2-4930 梁子豪、2-4985 劉忠倫（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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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3 位） 

◎107 年 12 月 19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19 日。 

2-2828 葉文彬、2-2916 陳仁德、2-2939 徐泰椿（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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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84 陳光偉、2-1688 吳瑞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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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43 劉景洪、2-1752 張明超、2-1754 茅亞華、2-1756 李芳材、2-1757 鄭宏志、 

2-1760 陳呈峰、2-1763 徐慧興、2-1769 林樹基、2-1780 俞國棟、2-1782 葉宜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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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7 冉祥俊、2-1823 林漢輝（計 27 位）。 

◎108 年 12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17 日。 

2-5034 雷浩然、2-5035 蔡旻虔、2-5042 吳宗翰、2-5043 譚成宏、2-5047 蔡財福、 

2-5052 陳盈安、2-5054 陳正興、2-5061 靳耀東、2-5063 蔣政穎、2-5065 林敬鈞、 

2-5066 許詔文、2-5073 張德銘、2-5079 黃詩浩、2-5081 黃日新、2-5083 張兼華、 

2-5085 翁書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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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1 張瑞凱、2-5105 吳孟穎、2-5106 趙鈞志、2-5107 楊博仁、 

2-5109 劉永輝、2-5110 黃勉書、2-5113 趙紹清、2-5122 林釀呈、2-5123 梁宏華、 

2-5127 莊冠華、2-5141 沈世勛、2-5149 劉佳政、2-5150 劉育志、2-5151 魏晉弘、 

2-5155 周俊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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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4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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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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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54 潘如瑜、2-2963 張正修、2-2966 陳證文、2-2967 朱重興、 

2-2969 張世幸、2-2972 李家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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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94 陳昱先、 

2-2996 黃惠玲、2-3006 黃天立、2-3009 嚴孟意、2-3015 何堃淵、2-3017 孫灼均、 

2-3019 王宏仁、2-3020 陳芳銘、2-3021 王仲陽、2-3030 徐圭璋、2-3033 張學林、 

2-3043 林喆 、2-3044 梁海涵、2-3048 蔡建松、2-3052 施能泉、2-3054 蔡振流、 

2-3063 趙國華、2-3066 張成富、2-3069 李章銘、2-3071 陳衍仁、2-3073 徐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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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98 陳毓堃、2-3102 李世超、2-3108 楊力衡、 

2-3117 林耿孝、2-3121 廖盈智、2-3122 鄧集能、2-3126 陳明陽、2-3137 張振慧、 

2-3139 曾茂雄、2-3143 鄭學德、2-3147 李森仁、2-3152 許明賢、2-3153 陳杉隆、 

2-3154 莊振榮（計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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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19 馮晉榮、2-5920 賴碩倫、2-5925 王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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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38 胡瀞暄、2-5939 林莉穎、2-5940 王君瑜、2-5941 林焯基、2-5943 陳俊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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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7 楊舒鈞、2-5964 唐貞綾、2-5970 邵郁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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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89 李君豪、2-5991 葉亘耕、 

2-5996 吳逾冬、2-6001 林亞銳、2-6006 陳心瑜、2-6008 陳建廷、2-6015 程威銘、 

2-6018 廖致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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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1 楊祐昇、2-6033 楊佩容、2-6037 廖振傑、2-6038 周冠年、 

2-6041 陳彥瑋、2-6045 陳震謙、2-6047 黃世銘、2-6049 沈仕傑、2-6050 曾士哲、 

2-6054 張凱惟、2-6060 楊士賢、2-6064 吳志謙、2-6067 陳彥佑、2-6072 曾偉倫、 

2-6073 劉穎 （計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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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59 廖克峰、2-4063 王祖鑑、 

2-4064 葉文彬、2-4065 諶大中、2-4070 陳志宏、2-4071 馬景侯、2-4072 謝義山、 

2-4074 詹健彬、2-4077 梁鴻昌、2-4080 曹乃文、2-4088 黃逸修、2-4089 李俊德、 

2-4098 陳兆弘、2-4100 謝坤洲、2-4106 林天仁、2-4111 陳秀萍、2-4117 趙宏明、 

2-4120 吳傳壽、2-4124 康智雄、2-4126 王俊益、2-4133 童詠偉、2-4137 陳正傑、 

2-4138 林偉菁、2-4139 顏世宏、2-4146 黃建銘、2-4148 黃致錕、2-4149 陳俊仰、 

2-4150 陳亮磬、2-4152 侯振泰、2-4156 黃信介、2-4158 李建智、2-4160 蔡耀德、 

2-4164 蔡昇城、2-4172 郭彥良、2-4175 王舜進（計 38 位）。 

※108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 

筆試日期：108 年 10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4 時 

筆試場地：國防醫學院致德堂（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 

口試日期：108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 30 分 

http://www.surgery.org.tw/Exam/Exa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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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場地：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一樓門診區（臺北市成功路二段 3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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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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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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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新光醫院 B1 大會議室 

地    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講    題： 

1. Extra-adrenal pheochromocytoma 

新光醫院  泌尿科  徐和遠  林宜佳  葉忠信  莊光達  鄭以弘  仇光宇  陳宏恩   

蔡德甫  何肇晏  吳子翔  葉志胤  朱懿柏   黃一勝 

2. 以人工血管支架治療有症狀中心靜脈阻塞於洗腎患者之良好中期結果 

新光醫院  心臟外科  陳彥仰  高弘儒  顏羽彤  蔡財福  趙洪興  林佳勳  呂明仁 

3.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induced gastric perforation in children 

新光醫院  小兒外科  李冠臻  張繼仁 

4. 化療病人冰帽使用經驗分享 

新光醫院  一般外科  吳仲威  鄭翠芬  林瑛珠  

5. Recurrent meningioma with cystic formation after radiosurgery 

新光醫院  神經外科  呂冠廷  蔡明成 

6. Bilateral complete complicated syndactyly 

新光醫院  整形外科  張耀仁  林育賢  林煌基  鄭舉緒  陳柵君  林上熙  錢逸群 

7.  複合手術室的新應用：一站式無痛氣管鏡定位切除肺腫瘤 

新光醫院  胸腔外科  張益誠  謝陳平  王孔民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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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區 

舉辦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50 分至 5 時 30 分 

地    點：國軍桃園總醫院二樓階梯教室 

地    址：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 168 號 

病例報告： 

1. Ameobic liver abscess complicating with acute appendicitis- a case report【阿米巴肝膿瘍

併急性闌尾炎- 案例報告】 Mantle cell lymphoma presenting as acute appendicitis【以急

性闌尾炎表現之被套細胞淋巴瘤】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一般外科  李福洲  蔡宛真  趙宏明 

特別演講:  

Applic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chemotherapy port 【化學治療注射座之操作及應用國】 
 
國軍桃總醫院  外科部  心臟血管外科  顏至謙  

病例報告： 

2. Methotrexate-associated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 over face developing in patient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 case report【使用免疫抑制劑之風濕性關節炎病人產生面部腫瘤- 

案例報告】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整形外科  王淩音  周昌益 

3. Giant condyloma acuminate of the inguinal region- a case report【鼠蹊部巨大尖型濕疣- 

案例報告】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泌尿外科  許玄昀  高正立  周勝傑 

4. Pyloroduodenal junction cancer complicated with severe gastric outlet obstruction- a case 

report【幽門十二指腸交界處腫瘤併發胃出口阻塞- 案例報告】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一般外科  陳秉澤  趙宏明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30 分至 5 時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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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演題：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spine infections 】 

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骨科  趙顗絢 

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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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外科案例報告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神經外科  詹國慶 

中 區 

舉辦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9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地    點：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一樓第二會場 

地    址：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主 持 人：外科部陳伊呈副主任 

特別演講： 

【Reconstruction of Congenital Polydactyly-Primary and Secondary Surgery】 

臺中榮民總醫院  整形外科  陳伊呈 

病例討論： 

1. Is it suitabl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olon stent on colorectal cancers obstruction  

臺中榮民總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黃俋霖  陳周誠  陳周斌 

2. Right suprarenal mass in patient with past history of left adrenal pheochromocytoma 

臺中榮民總醫院  泌尿外科  謝享宸  楊晨洸  裘坤元 

3.Possible herceptin related pulmonary embolism-- two case reports  

臺中榮民總醫院  乳房腫瘤外科    林志安  洪志強 

4. Hepatoma mimicking solitary subphrenic tumor  

臺中榮民總醫院  一般外科  劉嘯天  鄭紹彬 

雲嘉區 

舉辦醫院：嘉義陽明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9 月 3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嘉義陽明醫院醫療大樓 8 樓會議室 

地    址：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252 號 

講    題： 

1. 超高齡脊椎手術的特殊技巧和長期追蹤 

陽明醫院  李孔嘉 

2. 上泌尿道癌之快速診斷與治療 —一種新的地區醫院與醫學中心的合作方式 

陽明醫院  許家禎 

3. 髖關節習慣性脫臼 

陽明醫院  陳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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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式骨肉瘤手術— frozen pedicle graft 

陽明醫院  鍾聯享 

台南區 

舉辦醫院：臺南市立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地    點：臺南市立醫院病房大樓五樓斜坡 502 會議室 

地    址：台南市崇德路 670 號 

主 持 人：閻漢琳部長 

講    題： 

1. Trans-oral thyroidectomy 

臺南市立醫院  一般外科  周易韋 

2. Free anterolateral thigh flap for simultaneous reconstruction of extensor tendon and soft 

tissue defect of the dorsal foot: a case report 

臺南市立醫院  整形外科  蔡佳津 

3.胃間質瘤的腹腔鏡手術 

臺南市立醫院  一般外科  邱瀛毅 

4. Percutaneous Fullendoscopic Transforaminal Lumbar Discectomy -case report 

臺南市立醫院  神經外科  鄭憲宗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7 時 40 分至 9 時 40 分 

地    點：高雄榮民總醫院門診大樓一樓第二會議室 

地    址：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講    題： 

1.早期大腸腫瘤的診斷與治療 

高雄榮民總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許詔文 

2. Neuroendovascular surgery :personal experience 

高雄榮民總醫院  神經外科  許育弘 

3.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on large brain tumor---The new era of gamma 

knife radiosurgery 

高雄榮民總醫院  神經外科  劉斯顥 

4.肝臟移植在南台灣的演變-以高雄榮總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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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  一般外科  顏家聖 

台東區 

舉辦醫院：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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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kuchi disease 

台東基督教醫院  一般外科  曾茂雄 

2. Thyroid storm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江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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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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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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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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assoc@msa.hinet.net
mailto:1200961@fy.org.tw
mailto:yung@syh.mohw.gov.tw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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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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中市烏日區榮和路 168 號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誠徵— 

主治醫師：一般外科 (具有效專科醫師證書)。 

意者請將應徵資料 E-mail：chief@kfsy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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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02)28970011 轉 1310 秘書 

有意前來我們醫院服務者，請您備妥歷、照、傳、及希望待遇，並註明應徵項目，並

選擇下列任一種方式寄送即可： 

1. 電子資料：依照各應徵項目指定 e-mail。 

2. 紙本資料：(11259)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125 號 人力資源部收。 

電子資料附件：應徵主治醫師資料： 主治醫師履歷表、 當事人授權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誠微：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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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方式： 

一、檢附:履歷表及學經歷相關證照證明影本。 

二、郵寄地址：台南市麻豆區埤頭里苓子林 20 號。 

三、電子信箱：slh66@sinlau.org.tw；聯絡電話：06-5702228#4023 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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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shr@lshosp.com.tw
http://wlshosp.org.tw/人才招募/應徵方式/
mailto:chief@kfsyscc.org
http://www.kfsyscc.org/join-us/
http://www.kfsyscc.org/upload/userfiles/files/%e9%99%84%e4%bb%b61-%e4%b8%bb%e6%b2%bb%e9%86%ab%e5%b8%ab%e5%b1%a5%e6%ad%b7%e8%a1%a8.doc
http://kfsyscc.github.io/attachments/HR/VS/%e9%99%84%e4%bb%b62-%e7%95%b6%e4%ba%8b%e4%ba%ba%e6%8e%88%e6%ac%8a%e6%9b%b8.doc
mailto:slh66@sinlau.org.tw
mailto:job@mail.p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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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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