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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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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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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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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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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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78 王春木、2-1635 張宇正（計 2 位） 

◎108 年 10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9 月 17 日。 

2-1684 陳光偉、2-1688 吳瑞星、2-1705 王校 、2-1707 許靜文、2-1711 陳世豪、 

2-1737 鄭有仁、2-1752 張明超、2-1756 李芳材、2-1757 鄭宏志、2-1769 林樹基、 

2-1780 俞國棟、2-1791 施文苑、2-1792 吳茂森、2-1798 蔡瑞祥、2-1807 冉祥俊、 

2-1823 林漢輝（計 1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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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5 蔡旻虔、2-5042 吳宗翰、2-5047 蔡財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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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92 郭炳成、 

2-5097 徐宇辰、2-5098 彭正明、2-5109 劉永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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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1 魏晉弘、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OnlinePass
http://www.surgery.org.tw/Exam/Exa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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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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72 李宗勳、2-5176 吳紘岳（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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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54 潘如瑜、2-2963 張正修、2-2966 陳證文、2-2967 朱重興、 

2-2969 張世幸、2-2977 游玉堂、2-2978 楊福麟、2-2984 何慶良、2-2987 林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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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7 孫灼均、2-3019 王宏仁、2-3020 陳芳銘、2-3030 徐圭璋、2-3033 張學林、 

2-3043 林 喆、2-3044 梁海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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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73 徐守平、2-3077 謝達士、2-3082 楊詠甯、 

2-3087 張孟卿、2-3092 謝啟誠、2-3098 陳毓堃、2-3108 楊力衡、2-3117 林耿孝、 

2-3121 廖盈智、2-3122 鄧集能、2-3137 張振慧、2-3139 曾茂雄、2-3147 李森仁、 

2-3152 許明賢、2-3153 陳杉隆、2-3154 莊振榮（計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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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19 馮晉榮、2-5920 賴碩倫、2-5925 王樹吉、2-5932 盧延榕、 

2-5934 楊家敏、2-5938 胡瀞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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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65 鄭伃書、2-5970 邵郁鏵、2-5979 李婉華、2-5980 賴雅薇、2-5982 林子超、 

2-5985 古博文、2-5989 李君豪、2-6001 林亞銳、2-6006 陳心瑜、2-6015 程威銘、 

2-6022 陳育賢、2-6023 莊士鋒、2-6025 黃信傑、2-6033 楊佩容、2-6037 廖振傑、 

2-6038 周冠年、2-6041 陳彥瑋、2-6047 黃世銘、2-6049 沈仕傑、2-6060 楊士賢、 

2-6064 吳志謙、2-6067 陳彥佑、2-6073 劉 穎（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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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77 梁鴻昌、2-4080 曹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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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7 陳正傑、2-4138 林偉菁、2-4146 黃建銘、 

2-4149 陳俊仰、2-4150 陳亮磬、2-4152 侯振泰、2-4160 蔡耀德、2-4164 蔡昇城、 

2-4172 郭彥良（計 26 位） 

◎109 年 4 月 25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10 月初以掛號方式郵寄換證通知。請確認所留的

通訊地址是否正確？如有異動，請主動與學會聯絡或登入會員專區更新。如 10 月 20 日

還未收到請主動與學會聯絡。最後報部日期：110 年 3 月 25 日。 

1-0001 俞瑞璋、1-0014 范宏二、1-0016 陳明庭、1-0018 陳哲雄、1-0023 高明見、 

1-0024 張茂雄、1-0025 王世名、1-0026 廖廣義、1-0028 林瑞明、1-0029 吳德洋、 

1-0040 溫文昭、1-0042 陳明源、1-0043 潘宏智、1-0048 童瑞年、1-0052 蔡有成、 

1-0057 張錫勳、1-0059 黃東波、1-0073 黃明和、1-0077 王德錦、1-0078 王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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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1 黃俊雄、1-0082 蔡裕銓、1-0084 黃振成、1-0087 林哲男、1-0089 方武忠、 

1-0090 石朝康、1-0091 劉華昌、1-0095 吳朝宗、1-0096 石朝東、1-0099 陳志康、 

1-0101 王豐明、1-0106 尤務明、1-0107 劉康男、1-0108 吳朝盛、1-0111 魏拙夫、 

1-0112 陳榮崇、1-0113 朱樹勳、1-0121 蔡宗博、1-0122 洪政武、1-0126 蔡森郎、 

1-0133 黃清水、1-0137 李建山、1-0138 王清一、1-0141 徐弘、1-0145 杜逸松、 

1-0147 黃敏雄、1-0149 陳巖、1-0150 張心湜、1-0151 李建賢、1-0152 王政宗、 

1-0155 宋英雄、1-0156 林圭璧、1-0157 黃俊雄、1-0158 劉自嘉、1-0159 邱文正、 

1-0160 邱楠雄、1-0162 呂善敬、1-0163 蘇榮源、1-0165 林耀東、1-0170 陳敏夫、 

1-0173 歐聖運、1-0174 李芳斌、1-0175 林愷碩、1-0176 黃永輝、1-0177 周逢復、 

1-0178 許文蔚、1-0179 羅景易、1-0180 沈士雄、1-0182 康義勝、1-0186 黃燦鋒、 

1-0187 林英彥、1-0188 林文州、1-0191 蔡文錦、1-0192 曾國禎、1-0195 林佐武、 

1-0196 游堂振、1-0198 林永福、1-0199 李則進、1-0200 林志明、1-0201 吳秋文、 

1-0206 劉文俊、1-0209 施維修、1-0210 蘇正熙、1-0212 吳亮氛、1-0215 林金星、 

1-0217 李伯儀、1-0221 夏立雲、1-0223 陳武魁、1-0225 劉中亮、1-0226 蔡禮治、 

1-0229 黃明照、1-0230 梅俊瑞、1-0231 溫洋一、1-0232 吳榮一、1-0234 楊志宗、 

1-0235 吳鐘熊、1-0236 賴文鐘、1-0239 林憲宗、1-0240 林宏嵩、1-0241 鄭伯智、 

1-0242 楊效誠、1-0243 王迺輝、1-0244 陳明村、1-0245 莫景棠、1-0246 謝敏暲、 

1-0247 黃榮慶、1-0250 江好堆、1-0251 詹益銀、1-0252 孫三源、1-0253 張世烈、 

1-0254 陳志毅、1-0255 施松本、1-0256 陳宏一、1-0257 邱明燦、1-0258 朱讚騫、 

1-0259 陳春元、1-0260 王仁博、1-0261 何文島、1-0262 徐乃庚、1-0263 單子元、 

1-0264 方榮煌、1-0265 賴曉亭、1-0266 李松江、1-0267 謝發源、1-0268 紀邦杰、 

1-0269 楊 振、1-0270 翁朝居、1-0271 譚士雄、1-0273 蔡文仁、1-0275 陳厚全、 

1-0276 許桂庭、1-0277 張邱錦、1-0278 楊瑞永、1-0281 陳德星、1-0282 黃國榮、 

1-0283 陳天雄、1-0289 陳信成、1-0290 陳茂庭、1-0292 黃公輔、1-0294 賴福興、 

1-0295 姚欽祥、1-0296 陳秋暄、1-0297 王清吉、1-0298 郭文仁、1-0301 王潤恩、 

1-0307 李進福、1-0311 陳俊隆、1-0314 陳俊烈、1-0315 張仲岳、1-0316  張勳、 

1-0317 張豐年、1-0318 吳榮元、1-0319 彭壽貴、1-0323 陳光國、1-0324 潘宏基、 

1-0325 許文虎、1-0327 陳啟明、1-0333 曾惠坤、1-0334 黃雲壤、1-0336 郭隆仁、 

1-0337 黃晴峰、1-0338 黃錦松、1-0339 吳建忠、1-0340 洪正義、1-0341 蕭基源、 

1-0343 蔡衍武、1-0344 陳隆祥、1-0345 程文金、1-0347 黃昭榮、1-0349 陳政隆、 

1-0354 邱文達、1-0355 林昭隆、1-0357 黃榮標、1-0359 何錄滄、1-0360 林信男、 

1-0361 黃癸松、1-0362 劉啟田、1-0363 梁富柯、1-0365 詹宏勳、1-0367 林士恭、 

1-0368 蕭博仁、1-0369 蔡勝國、1-0370 李文彬、1-0372 周正義、1-0373 辜春鐘、 

1-0375 劉博惠、1-0376 陳巖恕、1-0377 呂喬洋、1-0380 鍾勝雄、1-0382 蔡爾洽、 

1-0383 施春雨、1-0384 何峻壽、1-0385 謝文輝、1-0386 蔡修仁、1-0387 龔森榮、 

1-0390 蕭裕明、1-0391 辜輝雄、1-0394 雍宜聖、1-0395 蔡達仁、1-0398 吳子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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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 程榮輝、1-0402 馮達明、1-0403 顏義誠、1-0404 陳俊傑、1-0405 林伍倫、 

1-0406 黃鐵吉、1-0407 陳振佳、1-0408 郭俊彥、1-0409 柯敏毓、1-0411 黃安彬、 

1-0412 陳之凱、1-0415 沈聰智、1-0417 蕭栢材、1-0420 陳維昭、1-0422 莊垂慶、 

1-0425 閻中原、1-0426 蔡博雄、1-0427 張一方、1-0428 巫喜得、1-0430 李豫安、 

1-0431 陳守棟、1-0432 張克中、1-0433 周明智、1-0435 劉家昌、1-0436 曾裕益、 

1-0437 巫堂鎥、1-0440 蔡行瀚、1-0441 黃景華、1-0443 許雅光、1-0445 辛嘉泰、 

1-0446 王有智、1-0447 卓瑞祈、1-0448 賴昌燮、1-0450 楊錦江、1-0451 陳肇隆、 

1-0457 王辰男、1-0458 葉明倫、1-0459 吳木川、1-0460 李道真、1-0462 宋勝祥、 

1-0463 巫哲森、1-0465 張天長、1-0466 陳嘉恩、1-0468 羅隆仁、1-0469 鄭鴻志、 

1-0470 劉敏英、1-0471 顏芳輝、1-0472 卜學能、1-0474 王坤隆、1-0476 李順安、 

1-0478 鄭武隆、1-0479 李裕洲、1-0480 楊正雄、1-0481 張志玄、1-0483 呂宏淵、 

1-0484 潘國斌、1-0485 黃共璧、1-0486 黃錫峰、1-0490 陳添興、1-0491 劉華巖、 

1-0493 袁凱烈、1-0494 周志中、1-0496 謝元度、1-0497 詹復國、1-0498 林介山、 

1-0500 何東煥、1-0501 陳振隆、1-0502 陳守誠、1-0503 黃瑞龍、1-0505 陳成福、 

1-0506 吳致洋、1-0507 何黎星、1-0508 江宗禧、1-0509 林伯龍、1-0511 洪錫明、 

1-0513 王建哲、1-0514 鐘光廷、1-0515 吳宗憲、1-0516 白信德、1-0517 蘇崇堯、 

1-0518 吳坤煥、1-0519 游永福、1-0521 陳學明、1-0524 林靜芸、1-0525 林崇義、 

1-0526 陳復銓、1-0527 蕭守超、1-0528 林芳郁、1-0529 朱光正、1-0532 范植廉、 

1-0533 林忠男、1-0535 何活發、1-0536 黃健行、1-0537 簡本昌、1-0538 陳清瑞、 

1-0539 洪勇雄、1-0540 李偉卿、1-0541 熊永萬、1-0542 邱錦文、1-0543 吳志雄、 

1-0545 楊哲民、1-0546 范光智、1-0548 陳鑑江、1-0550 丁英仙、1-0551 蔡文龍、 

1-0552 康德華、2-0001 呂正彥、2-0021 吳輝秋、2-0026 洪山林、2-0028 陳瑞惠、 

2-0029 朱永松、2-0031 林文祥、2-0036 詹孟昌、2-0038 唐友文、2-0041 黃燈明、 

2-0045 呂曄彬、2-0048 吳誠中、2-0049 賈易中、2-0051 侯勝茂、2-0056 陳幸鴻、 

2-0057 陳澄男、2-0058 陳俊男、2-0060 陳高識、2-0065 沈柏青、2-0066 沈世甲、 

2-0067 楊德興、2-0072 李晉三、2-0075 林憲南、2-0076 陳文隆、2-0077 吳仁瑞、 

2-0078 阮東光、2-0082 劉耀基、2-0083 林志雄、2-0084 林茂柏、2-0089 殷約翰、 

2-0090 陳志高、2-0098 饒樹文、2-0100 曾振橿、2-0105 邵慶鴻、2-0106 陳式欽、 

2-0109 袁永全、2-0110 吳九龍、2-0114 蘇正存、2-0116 陳世雄、2-0120 陳沛輝、 

2-0127 鄭隆賓、2-0134 彭淑忠、2-0144 張義雄、2-0145 陳文哲、2-0146 邱浩遠、 

2-0149 王格之、2-0151 張金龍、2-0153 謝國勝、2-0154 梁克昌、2-0158 白煌銘、 

2-0160 巫宗源、2-0165 賴鴻緒、2-0170 楊泰和、2-0171 張坤權、2-0174 林信雄、 

2-0178 徐冬民、2-0180 許自齊、2-0183 辜建榮、2-0191 陳良善、2-0192 陳德芳、 

2-0195 張俊明、2-0201 陳世乾、2-0204 張朝金、2-0214 曾聰明、2-0217 曾能昌、 

2-0220 張奐光、2-0229 黃興睦、2-0232 楊榮總、2-0235 黃茂夏、2-0238 黃啟文、 

2-0239 黃宗人、2-0241 江秀山、2-0243 郭蓉安、2-0244 黃森川、2-0245 劉俊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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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 鄭國雄、2-0253 陳瑞雄、2-0261 鄒發輝、2-0262 鄒傳愷、2-0274 范保羅、 

2-0289 顏郁晉、2-0312 宣以理、2-0314 蕭天源、2-0316 戴鐵雄、2-0319 王水深、 

2-0321 吳純堅、2-0325 陳新松、2-0330 陳五紀、2-0332 陳增華、2-0336 邱仁輝、 

2-0340 陳煥棠、2-0342 莊金順、2-0346 王志仁、2-0347 曾滄洋、2-0355 王文山、 

2-0356 呂旭彥、2-0357 王文彥、2-0363 林老生、2-0372 陳淳、2-0373 徐雅雄、 

2-0374 張靜雄、2-0376 陳中柱、2-0377 陳嘉銘、2-0378 蔡忠雄、2-0379 謝國雄、 

2-0380 郭義雄、2-0381 魏宗正、2-0390 呂清敏、2-0393 周以和、2-0394 彭海祁、 

2-0403 諶子勛、2-0407 王守仁、2-0410 洪宏典、2-0411 陳森豊、2-0412 張武誼、 

2-0414 黃河源、2-0415 黃一勝、2-0416 鄭瑞勳、2-0422 董義政、2-0423 許志新、 

2-0424 翁瑞亨、2-0425 葉敏雄、2-0426 郭俊材、2-0427 許博旭、2-0428 李榮輝、 

2-0429 曾安武、2-0432 李浤耀、2-0433 楊孟宗、2-0435 劉忠、2-0437 簡聰健、 

2-0438 蔡勝興、2-0439 游文和、2-0441 蔡篤學、2-0445 李廣仁、2-0450 吳新義、 

2-0452 劉榮展、2-0457 蘇偉在、2-0458 魏崢、2-0459 湯志修、2-0460 路奎炳、 

2-0461 鄧統昌、2-0462 劉啟明、2-0463 林冠東、2-0464 林楨國、2-0465 阮仲洲、 

2-0466 謝國連、2-0467 畢華盛、2-0474 簡武雄、2-0476 邵克勇、2-0478 樂亦偉、 

2-0479 陳守復、2-0480 劉玩珉、2-0481 劉光雄、2-0483 鄭克昌、2-0484 張柏樑、 

2-0488 張潤里、2-0489 湯月碧、2-0493 張崑南、2-0494 金光亮、2-0497 賴正雄、 

2-0498 劉建三、2-0499 盧華燦、2-0504 楊友任、2-0505 林煌基、2-0506 蔡慶儒、 

2-0507 張俊元、2-0509 劉雲祥、2-0511 張聖原、2-0512 鄭國琪、2-0514 吳逸宏、 

2-0515 許世英、2-0517 殷振添、2-0518 朱聖賢、2-0519 謝勳範、2-0520 劉增安、 

2-0523 韓良、2-0529 陳龍雄、2-0530 張壽雄、2-0531 張治國、2-0534 楊圳隆、 

2-0535 楊義江、2-0540 曾漢明、2-0542 楊大羽、2-0550 楊宏仁、2-0553 羅秀雄、 

2-0554 林本良、2-0555 許俊雄、2-0556 杜進旺、2-0559 吳南圖、2-0560 郭澄義、 

2-0563 許輔仁、2-0566 林永哲、2-0567 張俊星、2-0568 張友三、2-0571 柳一飛、 

2-0572 連哲雄、2-0573 許明男、2-0574 郭秋平、2-0578 溫有諒、2-0581 楊培金、 

2-0582 陳宏基、2-0583 李明昭、2-0586 何嘉博、2-0588 王世宗、2-0591 李珏、 

2-0592 楊振承、2-0594 蔡利光、2-0596 楊庚申、2-0598 黃俊雄、2-0601 楊明泉、 

2-0602 梁安億、2-0603 黃晨鐘、2-0606 林芳雄、2-0607 沈國樑、2-0610 龔松保、 

2-0611 陳正信、2-0612 陳道健、2-0613 林烈生、2-0614 賴春生、2-0619 謝明宗、 

2-0620 陳全木、2-0621 蕭志文、2-0622 李世俊、2-0623 黃龍德、2-0624 蔡秀雄、 

2-0625 陳祚冰、2-0628 沈博文、2-0629 吳明和、2-0633 沈政光、2-0635 楊錫添、 

2-0638 楊金平、2-0640 黃信哲、2-0643 林德銘、2-0650 羅吉雄、2-0651 蔡旭山、 

2-0659 王嘉修、2-0661 楊治雄、2-0662 賴建宏、2-0666 高呈祥、2-0667 郭友渝、 

2-0671 陳忠凱、2-0673 張新軍、2-0675 幸少強、2-0677 吳永裕、2-0678 李嘉惠、 

2-0679 周紘志、2-0682 宋制憲、2-0685 施守雄、2-0686 于吉徵、2-0690 巫世雄、 

2-0691 蘇興裕、2-0694 張金堅、2-0696 蔡哲雄、2-0697 梁世傑、2-0698 鍾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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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00 簡芳林、2-0701 陳 一、2-0704 林政隆、2-0706 許義郎、2-0707 陳政富、 

2-0709 楊金輝、2-0710 林幸道、2-0711 蕭慶隆、2-0713 雷永耀、2-0714 王先震、 

2-0715 顧毓忠、2-0717 陳昱瑞、2-0718 徐光輝、2-0719 陳吉宗、2-0720 呂冬笙、 

2-0721 江啟生、2-0722 林政平、2-0723 徐千剛、2-0724 陳正雄、2-0727 黃征雄、 

2-0728 梁國華、2-0730 李明堂、2-0731 林茂光、2-0734 陳耀平、2-0735 郭俊隆、 

2-0736 張烜文、2-0737 柯敦仁、2-0738 林資琛、2-0739 盧紹英、2-0741 侯永成、 

2-0743 傅宗弼、2-0745 石敏言、2-0748 何榮煌、2-0749 陳武雄、2-0750 魏寬毅、 

2-0751 江正夫、2-0752 張慧朗、2-0753 林連風、2-0755 林灌園、2-0756 施啟明、 

2-0757 許博儒、2-0759 陳正冠、2-0761 蔡國陞、2-0762 陳文澤、2-0763 林俊邦、 

2-0765 林中信、2-0767 周田川、2-0768 陳英洲、2-0770 王克紹、2-0771 林永明、 

2-0772 李明鎧、2-0773 李孟達、2-0774 郭溪泉、2-0775 林高德、2-0776 柯成國、 

2-0777 翁昭仁、2-0778 謝任仁、2-0781 李文吉、2-0782 張簡俊榮、2-0783 李伯璋、 

2-0785 池明仁、2-0788 白幸雄、2-0790 蔡明世、2-0791 陳朝中、2-0794 劉平昌、 

2-0795 劉添發、2-0797 林博松、2-0799 蔡志宏、2-0802 林谷泉、2-0805 江泰平、 

2-0806 翁安昌、2-0815 劉中興、2-0816 王秉鐸、2-0818 向世華、2-0820 郭樹民、 

2-0821 沈茂昌、2-0822 林文博、2-0824 孫恒雄、2-0827 劉哲山、2-0830 呂智雄、 

2-0835 許健吉、2-0836 劉樹義、2-0837 李光雄、2-0839 王廣章、2-0840 陳堅志、 

2-0843 潘漢生、2-0845 蘇志堅、2-0848 陳振福、2-0849 簡振輝、2-0850 方昌仁、 

2-0851 莊垂麟、2-0853 彭明新、2-0855 林宗熙、2-0857 許宏基、2-0858 周經凱、 

2-0859 謝學玄、2-0864 謝銘勳、2-0866 許昭仁、2-0867 吳昌仰、2-0868 楊德煌、 

2-0871 王俊聞、2-0872 蘇天一、2-0874 吳季如、2-0878 鄭柏樹、2-0879 陳加仁、 

2-0882 劉士桐、2-0885 鍾兆英、2-0887 張宗達、2-0888 方忠男、2-0892 林彬、 

2-0893 蔡文佐、2-0894 李伯皇、2-0896 侯金山、2-0899 鄭啟智、2-0900 林拴、 

2-0904 李百爵、2-0905 李兆政、2-0909 莊金城、2-0910 張見寬、2-0913 江日崇、 

2-0914 顏精華、2-0918 魏顯江、2-0921 吳有路、2-0922 何治軍、2-0926 王崇文、 

2-0927 葉榮華、2-0928 趙正華、2-0930 吳義隆、2-0933 張志業、2-0934 符振中、 

2-0936 許嘉璟、2-0937 馮永祥、2-0939 林繼昌、2-0940 藍練軍、2-0941 劉進貢、 

2-0946 賴裕祥、2-0947 林仁卿、2-0949 劉國威、2-0950 吳錫麟、2-0952 黃增奎、 

2-0956 李高淵、2-0958 莊垂基、2-0962 陳壽星、2-0963 張聞德、2-0965 劉青鵬、 

2-0969 張子明、2-0971 曾朝勝、2-0972 洪焜欽、2-0974 李石增、2-0975 李金德、 

2-0978 林登龍、2-0979 何為斌、2-0982 周桔源、2-0983 周燕輝、2-0984 林文達、 

2-0985 林永濤、2-0987 林尚潁、2-0988 林柳池、2-0989 盧松貴、2-0990 金輔仁、 

2-0992 洪啟賦、2-0993 王乃元、2-0995 徐燦陽、2-0996 郭守仁、2-0997 莊錦豪、 

2-0999 張士人、2-1001 張承能、2-1002 許金龍、2-1003 陳一弘、2-1004 陳仁德、 

2-1005 陳文顯、2-1006 陳玉麟、2-1007 陳光耀、2-1008 陳其新、2-1011 陳振鵬、 

2-1012 陳進堂、2-1013 陳進勛、2-1014 陳翰容、2-1016 黃正誠、2-1017 陳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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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8 黃金山、2-1020 黃瑞榮、2-1021 黃燦龍、2-1022 彭玉章、2-1023 雷大雅、 

2-1026 楊慶鴻、2-1027 詹秋龍、2-1029 鄭國柱、2-1030 鄭國祥、2-1031 鄭榮邦、 

2-1032 鄭耀山、2-1033 蔡金福、2-1034 潘慶坤、2-1037 徐典雄、2-1038 鍾瑞嶂、 

2-1039 施培國、2-1042 謝渙發、2-1043 謝輝龍、2-1044 顏威裕、2-1045 羅欽憲、 

2-1046 陳朝亮、2-1047 施養性、2-1048 賴文頊、2-1049 薛宏年、2-1051 余文輝、 

2-1052 鄭敦文、2-1053 陳訓徹、2-1056 翁文能、2-1057 蕭正偉、2-1061 陳文祥、 

2-1063 彭煃芳、2-1065 林輝恩、2-1068 黃孟稔、2-1071 曾漢棋、2-1072 王得光、 

2-1073 洪清林、2-1074 林雅之、2-1075 葉龍夫、2-1076 連傑權、2-1078 蔡宗欣、 

2-1079 黃健仁、2-1080 楊文潮、2-1081 劉建良、2-1083 廖松語、2-1084 李浩銑、 

2-1085 蔡瑞章、2-1086 周富榮、2-1087 陳泉隆、2-1088 廖述瑋、2-1089 陳啟盛、 

2-1090 林重道、2-1091 陳顯榮、2-1093 莊永安、2-1094 沈世珍、2-1095 徐廣志、 

2-1097 蕭志銘、2-1098 張北葉、2-1100 林國瑞、2-1105 陳吳坤、2-1107 周固、 

2-1109 陳瑞松、2-1110 余政義、2-1111 王榮彬、2-1112 董振楨、2-1113 江原正、 

2-1114 沈立煌、2-1115 林水龍、2-1116 曾漢民、2-1117 袁珠山、2-1118 蔣政德、 

2-1119 陳景德、2-1120 林曜廷、2-1122 黃二榮、2-1123 林欣榮、2-1124 陳華宗、 

2-1125 張哲明、2-1126 馮超傑、2-1127 張耀中、2-1128 蘇泉發、2-1129 郭光宏、 

2-1130 梁福民、2-1131 賴福明、2-1132 周少鈞、2-1133 邱肇基、2-1134 葉佐仁、 

2-1135 林貢虎、2-1136 許博仁、2-1137 蘇拯誠、2-1139 謝義德、2-1140 盧亞人、 

2-1141 徐榮辰、2-1142 黃裕源、2-1143 馮建文、2-1144 侯守賢、2-1146 張景年、 

2-1147 陳俊興、2-1149 廖繼璋、2-1150 蔡博庸、2-1151 王良順、2-1152 張文聰、 

2-1154 施信農、2-1155 賴祺瑞、2-1157 陳永仁、2-1158 莊正鏗、2-1159 張衍爐、 

2-1160 沈陳石銘、2-1161 陳晃洋、2-1162 許碩滄、2-1163 李乃樞、2-1164 李濟生、 

2-1165 吳坤鴻、2-1166 廖文裕、2-1168 蔡朝義、2-1173 陳力輝、2-1174 吳基銓、 

2-1175 吳偉敬、2-1176 張耀仁、2-1178 楊俊佑、2-1179 陳國鼎、2-1180 呂怡賢、 

2-1181 趙遲、2-1182 陳明忠、2-1183 李瀛輝、2-1184 蕭弘道、2-1185 施國正、 

2-1186 楊清華、2-1187 張士三、2-1188 賴永隆、2-1190 劉清耀、2-1196 楊仁成、 

2-1198 沈崇松、2-1199 楊英雄、2-1201 陳五恆、2-1202 黃俊雄、2-1203 郭基隆、 

2-1204 林彰賓、2-1205 謝楠光、2-1206 吳國君、2-1207 徐學誼、2-1209 林士禮、 

2-1210 陳文卿、2-1211 林萬得、2-1213 韓台基、2-1215 陳煌智、2-1217 方嘉良、 

2-1218 劉漢邦、2-1219 方修強、2-1220 林震枝、2-1221 高振興、2-1222 錢大維、 

2-1224 姚忠瑾、2-1225 林 沛、2-1227 黃學仁、2-1228 呂台瑞、2-1230 印志弘、 

2-1231 徐中平、2-1232 朱紀洪、2-1233 金台明、2-1234 顏錦田、2-1235 趙子健、 

2-1237 于家珩、2-1238 萬祥禮、2-1239 柴洵清、2-1241 張清峰、2-1242 林茂盛、 

2-1243 蘇茂仁、2-1244 林國慶、2-1245 丘錦發、2-1246 黃天祥、2-1247 郭兆光、 

2-1248 許錦城、2-1249 孟繁蕃、2-1250 林國靜、2-1251 蔡青松、2-1252 鄭森隆、 

2-1253 李文山、2-1254 林瑞模、2-1255 王崇禮、2-1256 簡守信、2-1257 趙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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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8 李威傑、2-1259 洪宗仁、2-1260 王焯林、2-1261 劉金林、2-1262 黃森茂、 

2-1263 温義煇、2-1264 李明智、2-1265 張兆祥、2-1267 吳錫金、2-1269 徐生龍、 

2-1270 廖國祥、2-1271 鄭紹宇、2-1272 邱仲慶、2-1275 曾俊雄、2-1276 熊震宇、 

2-1277 張冠華、2-1278 林榮生、2-1279 蘇培源、2-1280 侯明鋒、2-1282 葛國慶、 

2-1283 李芳艷、2-1284 鄒順生、2-1286 古筱園、2-1287 陳建良、2-1288 王興民、 

2-1289 王世杰、2-1290 蘇忠仁、2-1291 劉宏川、2-1292 孫明傑、2-1293 吳興盛、 

2-1295 沈陳石泉、2-1296 董玉麟、2-1297 王坤全、2-1298 陳健煜、2-1299 許銘瑞、 

2-1302 蔡明達、2-1303 劉奕添、2-1304 林萍章、2-1305 胡聰仁、2-1306 張仁平、 

2-1308 李振培、2-1310 陳天牧、2-1312 林克成、2-1313 高朝祿、2-1314 郭肆福、 

2-1315 黃永順、2-1316 侯源成、2-1318 陸幼琴、2-1321 陳夢麟、2-1322 楊同榮、 

2-1323 殷南薰、2-1324 李寶生、2-1325 孫光煥、2-1326 謝澤鋒、2-1329 王曉暹、 

2-1331 吳鴻昇、2-1332 方亮靈、2-1333 賀 玢、2-1334 沈里興、2-1337 朱志純、 

2-1338 楊祖玉、2-1339 彭漢周、2-1340 王台雄、2-1341 李建和、2-1342 吳國鈞、 

2-1343 劉孟綸、2-1344 劉榮森、2-1345 張晃宙、2-1346 劉思源、2-1347 張忠毅、 

2-1348 林澄潭、2-1349 蔣永孝、2-1350 張比嵩、2-1353 黃志明、2-1355 卓建志、 

2-1357 許寬隆、2-1360 黃玉龍、2-1361 黃慶源、2-1363 何祥榮、2-1364 曾鼎昌、 

2-1365 許弘昌、2-1366 柯以諾、2-1367 李毅明、2-1368 賴錫裕、2-1369 林鐵銘、 

2-1370 陳文質、2-1371 曾勝弘、2-1372 藍健台、2-1373 王東生、2-1374 林起堂、 

2-1375 劉榮東、2-1376 王輝明、2-1377 劉榮智、2-1378 楊美都、2-1379 柯錫順、 

2-1380 劉添裕、2-1381 陳恒常、2-1382 陳銘章、2-1384 張曉昇、2-1385 魏華儀、 

2-1386 秦維廉、2-1387 曾昌和、2-1388 胡非力、2-1389 房基璞、2-1390 葉發來、 

2-1391 張深港、2-1393 宋定宇、2-1394 王鳴祥、2-1395 胡昌國、2-1396 洪一誠、 

2-1397 徐淳建、2-1398 曾彥斌、2-1399 蔡明發、2-1401 廖文山、2-1402 黃子育、 

2-1403 孫卓卿、2-1404 游耀東、2-1405 李良明、2-1406 陳瑞杰、2-1407 鍾文裕、 

2-1408 馮維新、2-1409 吳重達、2-1410 謝博欽、2-1411 李振興、2-1412 吳俊儀、 

2-1413 詹益源、2-1414 鄭群亮、2-1415 張漢民、2-1416 紀文仁、2-1417 施一中、 

2-1418 施信嶔、2-1419 蕭錦章、2-1421 林祥明、2-1422 張延驊、2-1424 簡雄飛、 

2-1426 王維政、2-1427 陳良美、2-1428 簡亦淇、2-1429 余燦榮、2-1430 趙志浤、 

2-1431 魏逢吟、2-1432 蕭勝雄、2-1433 廖志得、2-1434 黃啟彬、2-1435 莊世明、 

2-1436 黃柏昌、2-1437 張燕、2-1438 魏武麟、2-1439 魏國楨、2-1440 鄭勝峰、 

2-1441 陳榮祥、2-1442 王致仁、2-1443 何永順、2-1444 蕭賜彥、2-1446 陳正中、 

2-1447 蕭其昌、2-1448 關皚麗、2-1449 鄭永利、2-1450 陳肇真、2-1451 周治剛、 

2-1452 林建智、2-1454 劉士嘉、2-1455 王篤行、2-1456 李瀛洲、2-1459 趙盛豐、 

2-1460 林子淦、2-1465 黃榮堯、2-1466 張宗泓、2-1468 莊永芳、2-1469 陳錦銘、 

2-1470 廖金水、2-1471 唐瑞平、2-1472 馬季里、2-1473 張東祥、2-1474 陳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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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75 劉伯恩、2-1476 陳塗墻、2-1477 黃永彥、2-1481 張忠強、2-1487 黃政男（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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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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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臺安醫院  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 

地    點：馬偕紀念醫院福音樓（舊大樓）九樓第一講堂 

地    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講    題： 

1. Morel-Lavallee Lesions 

馬偕紀念醫院  整形外科  潘致皓   

2. The latest updates of rib fractures management  

馬偕紀念醫院  胸腔外科  楊于慧   

3.乳癌診療的另類思維 

臺安醫院  一般外科  蔡尚達 

4. Review osteoporosis treatment options 

臺安醫院  骨科  羅永智 

5. ta TME MMH experience 

馬偕紀念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賴正大   

基隆區 

舉辦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 上午 7 時 30 分至 8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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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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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演講： 

【Intra-arterial thrombectomy】 

基隆長庚醫院  腦神經外科  鄭運聰 

竹苗區 

舉辦醫院：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地    點：新竹國泰綜合醫院第一分館五樓會議室 

地    址：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678 號 

專題演講： 

1.Perineal reconstruction following 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沈明宏 

2. 亞馬遜與再生醫學:骨科多元化治療新模式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骨科  尤俊衛 

中 區 

舉辦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時    間：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行政大樓七樓 4705 會議室 

地    址：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特別演講： 

【甲狀腺癌治療的新趨勢— Recent Advances in Thyroid Cancer Treatment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  乳房甲狀腺外科  趙子傑 

病例討論： 

1. Robotic TEP and Robotic TAPP Comparison: Preliminary Report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微創中心  謝慶隆  彭仲毅  彭正明 

2. Double-Outlet Right Atrium in Patient with Primum Atrial Septal Defec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陳麒中  蔡宗博  郭樹民  吳怡良 

3. Right Side 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 - Case Report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小兒外科  蔡㚽芸  謝明諭 

4. Association Between Breast Cancer and Secondary Primary Lung Cancer Among Female 

Population in Taiwan: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乳房甲狀腺外科  免疫風濕科*  林汎文  魏正宗*  姚忠瑾 

葉名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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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GN treated by surgery and RFA.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胸腔外科  蘇倍慶  林巧峯  歐光國  黃旭志  夏君毅 

陳志毅  周明智  

6. A Huge Intracardiac Tumor of Uterine Origin Extending From Left Internal Iliac Vein: A 

Case Report.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心臟血管外科  曾守黑  蔡宗博  郭樹民  吳怡良 

雲嘉區 

舉辦醫院：大林慈濟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 11 時 

地    點：大林慈濟醫院大愛樓 2 樓第二會議室 

地    址：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 號 

講    題： 

1. Bile duct variation: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大林慈濟醫院外科部  一般外科  翁崇祐  尹文耀 

2. Mesenteric fibromatosis mimicking GIST: a case report 

大林慈濟醫院外科部  一般外科  邱郁婷  李政鴻 

3. Retroperitoneal hemorrhage after percutaneous angioplasty in a PAOD patient 

大林慈濟醫院外科部  一般外科  心臟外科  黃世銘 

4. Papillary urothelial neoplasm of low malignant potential of  the ureter, a rare diagnosis 

大林慈濟醫院外科部  泌尿科  黃冠勳 

5. Abdominal Wall Calciphylaxis, A Case Report & Review. 

大林慈濟醫院外科部  整形外科  林志明 

6. Combined Vastus Lateralis and Rectus Femoris Muscle Free Flap Reconstruction For 

Extensive Defect in a Diabetic Patient with Leg and Heel Ischemia and Necrotizing Fasciitis: 

A Case Report — 複合式游離皮瓣(股外側肌與股直肌)用於重建一糖尿病患者合併下肢

與足跟缺血,壞死性筋膜炎: 一病例報告 

臺中慈濟  整形外科  簡守信 

7. Latissimus Dorsi Free Tissue Transfer for Reconstruction of Extensive Leg Defect in a 

Patient with Degloving Injury and Rhabdomyolysis: A Case Report— 擴背肌游離皮瓣重

建一位下肢廣泛性缺損病患合併脫手套損傷與橫紋肌溶解症: 一病例報告 

大林慈濟醫院  整形外科  黃介琦 

台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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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醫院：台南新樓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地    點：台南新樓醫院六樓第一、二教室 

地    址：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 57 號 

講    題： 

1. A ruptured gangrenous appendicitis without peritonitis. – A case report 

台南新樓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唐修治 

2. 病例報告：膿胸併自潰性積膿 Empyema necessitans 

台南新樓醫院  胸腔外科  王岡弘 

3. BSR一次性包皮切割吻合器使用經驗 

台南新樓醫院  泌尿外科  謝峽浪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40 分 

地    點：高醫附院啟川大樓六樓第二講堂 

地    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講    題： 

1. 大腦松果區腫瘤(Pineal region tumor)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神經外科  劉安祥 

2. 難治性肝癌的治療--二階段切肝(門靜脈栓塞)及肝臟移植經驗分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一般及消化系外科  張文燦 

3. 脂肪厚度在乳房的重要性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乳房外科  李忠良 

4. 高齡的直腸癌病人是否適合達文西手術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蘇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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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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枋寮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1 名 

本院為"衛福部公費醫師訓練後服務指定醫院" 

條件: ※具外科專科醫師證書 

福利：※提供醫師宿舍、休假制度健全、生日、結婚禮金。  

交通: 1.火車:枋寮火車站(步行 5~6 分鐘) 

      2.客運:枋寮醫院站 

      3.自行開車:備有免費停車場 

沈副院長  連絡電話 : 093767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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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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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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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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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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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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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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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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