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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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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COVID-19 疫情改為線上教育方式進行，詳細上網登入方式及繳費單近期內將書面通

知每位會員，敬請會員耐心等候。也感謝各位會員的見諒﹗ 

※108 年外專甄審合格名單（1081212 衛部醫字第 108167209 號）及本會會員編號： 

外科會員號碼 姓名 外專證號 外科會員號碼 姓名 外專證號 

2-6753 王瑞平 7479 2-6754 周宣宇 7480 

2-6755 張容輔 7481 2-6756 邱冠穎 7482 

2-6757 莊凱棣 7483 2-6758 黃亮鋼 7485 

2-6759 何御彰 7486 2-6760 劉書宇 7487 

2-6761 廖育唯 7488 2-6762 吳秉奇 7489 

2-6763 林昱賢 7490 2-6764 吳翊豪 7491 

2-6765 黃迺偉 7492 2-6766 黃宣諭 7493 

2-6767 何恆讚 7495 2-6768 顏宏軒 7496 

2-6769 李應慶 7497 2-6770 李應陞 7498 

2-6771 李秉勳 7499 2-6772 黃鴻銘 7500 

2-6773 黃晟瑋 7501 2-6774 劉家翔 7502 

2-6775 張捷凱 7503 2-6776 許自翔 7505 

2-6777 高浩偉 7506 2-6778 李沛樺 7507 

2-6779 鄭穎 7508 2-6780 李瑤琳 7509 

2-6781 黃暄喬 7510 2-6782 楊絡勝 7511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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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會員號碼 姓名 外專證號 外科會員號碼 姓名 外專證號 

2-6783 謝松育 7512 2-6784 李浩銘 7513 

2-6785 楊崇安 7515 2-6786 李居易 7516 

2-6787 林子耀 7517 2-6788 廖博崎 7518 

2-6789 鍾煒珊 7519 2-6790 曾上銘 7520 

2-6791 吳晨宇 7521 2-6792 李元琪 7522 

2-6793 陳孟達 7523 2-6794 劉庭軒 7525 

2-6795 方琬云 7526 2-6796 盧佑群 7527 

2-6797 林修賢 7528 2-6798 謝孟謙 7529 

2-6799 楊智凱 7530 2-6800 吳柏宣 7531 

2-6801 黃怡智 7532 2-6802 李齊 7533 

2-6803 歐穎倫 7535 2-6804 辛岳翰 7536 

2-6805 吳彥廷 7537 2-6806 陳聿 7538 

2-6807 謝永雋 7539 2-6808 丁俊瑋 7540 

2-6809 陳筱芸 7541 2-6810 王乃玉 7542 

2-6811 林順久 7543 2-6812 楊立 7545 

2-6813 樊樂威 7546 2-6814 陳柏菘 7547 

2-6815 黃暐聖 7548 2-6816 鍾伯康 7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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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會員號碼 姓名 外專證號 外科會員號碼 姓名 外專證號 

2-6817 陳沛興 7550 2-6818 林志銘 7551 

2-6819 游騰翔 7552 2-6820 趙君藝 7553 

2-6821 李祐萱 7555 2-6822 邱郁婷 7556 

2-6823 周亞臻 7557 2-6824 顏杰偉 7558 

2-6825 陳威智 7559 2-6826 張耀仁 7560 

2-6827 鄧藍暄 7561 2-6828 李昀 7562 

2-6829 簡欣怡 7563 2-6830 楊筱惠 7565 

2-6831 吳薏安 7566 2-6832 陳俊煌 7567 

2-6833 楊逸文 7568 2-6834 林冠興 7569 

2-6835 官泰全 7570 2-6836 陳香蓉 7571 

2-6837 劉虹慧 7572 2-6838 洪毓婷 7573 

2-6839 許芳瑜 7575 2-6840 古雅婷 7576 

2-6841 鍾少煒 7577 2-6842 江青樹 7578 

2-6843 戴盟哲 7579 2-6844 呂冠廷 7580 

2-6845 羅燕君 7581 2-6846 鍾秉儒 7582 

2-6847 徐秋豪 7583 2-6848 江世偉 7585 

2-6849 趙浩堅 7586 2-6850 林寬傑 7587 

2-6851 許子賢 7588 2-6852 阮智楷 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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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會員號碼 姓名 外專證號 外科會員號碼 姓名 外專證號 

2-6853 莊富捷 7590 2-6854 張家程 7591 

2-6855 林昌霖 7592 2-6856 洪琬瑜 7593 

2-6857 郭雅婷 7595 2-6858 張維容 7596 

2-6859 黃子旻 7597 2-6860 郭端育 7598 

2-6861 王志仁 7599 2-6862 陳秉韜 7600 

2-6863 陳穎韋 7601 2-6864 洪嘉聰 7602 

2-6865 黃榆涵 7603 2-6866 連禹軒 7605 

2-6867 廖冠豪 7606 2-6868 吳卓翰 7607 

2-6869 黃奕竣 7608 2-6870 劉宗憲 7609 

2-6871 張凱勝 7610 2-6872 黃俋霖 7611 

2-6873 陳介夫 7612 2-6874 陳盈宏 7613 

2-6875 黃偉哲 7615 2-6876 吳君彥 7616 

2-6877 江旴恒 7617 2-6878 黃智偉 7618 

2-6879 高瑞吟 7619 2-6880 李冠陵 7620 

2-6881 廖家麟 7621 2-6882 王鈺鍞 7622 

2-6883 謝佳蓉 7623 2-6884 李怡穎 7625 

2-6885 蔡逸文 7626 2-6886 劉要儒 7627 

2-6887 林慶維 7628 2-6888 邱煜程 7629 

2-6889 郭柏辰 7630 2-6890 莊智超 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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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會員號碼 姓名 外專證號 外科會員號碼 姓名 外專證號 

2-6891 鄭為遠 7632 2-6892 陳胤嘉 7633 

2-6893 劉郁軒 7635 2-6894 楊聖睿 7636 

2-6895 劉顥晢 7637 2-6896 陳依凡 7638 

2-1223 陳敏雄 7639    

※109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90120 衛部醫字第 1091660467 號函） 

效期：108 年 12 月 25 日至 114 年 12 月 24 日 

◎2-4111 陳秀萍，共 1 人。 

※109 年 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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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0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9 月 17 日。 

2-1683 林宗正、2-1684 陳光偉、2-1688 吳瑞星、2-1705 王校、2-1723 黃揆洲、 

2-1744 丘文斌、2-1780 俞國棟、2-1782 葉宜憲（計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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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5 原永健、2-5053 張珉綜、2-5079 黄詩浩、2-5141 沈世勛、2-5149 劉佳政、 

2-5161 柯玉誠、2-5173 翁佩韋（計 7 位） 

◎108 年 12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1 月 20 日。 

2-2946 蔡效良、2-2998 黃文魁、2-3077 謝達士、2-3154 莊振榮（計 4 位） 

◎108 年 12 月 23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1 月 23 日。 

2-5965 鄭伃書、2-5995 范玉君、2-6015 程威銘、2-6033 楊佩容、2-6038 周冠年（計

5 位） 

◎108 年 12 月 24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1 月 24 日。 

2-4059 廖克峰、2-4064 葉文彬、2-4098 陳兆弘、2-4106 林天仁、2-4148 黃致錕、 

2-4152 侯振泰、2-4172 郭彥良（計 7 位） 

◎109 年 4 月 25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3 月 25 日。 



 7 

1-0001 俞瑞璋、1-0023 高明見、1-0025 王世名、1-0029 吳德洋、1-0040 溫文昭、 

1-0052 蔡有成、1-0057 張錫勳、1-0073 黃明和、1-0082 蔡裕銓、1-0087 林哲男、 

1-0095 吳朝宗、1-0099 陳志康、1-0112 陳榮崇、1-0122 洪政武、1-0138 王清一、 

1-0145 杜逸松、1-0147 黃敏雄、1-0150 張心湜、1-0156 林圭璧、1-0157 黃俊雄、 

1-0158 劉自嘉、1-0159 邱文正、1-0173 歐聖運、1-0176 黃永輝、1-0180 沈士雄、 

1-0187 林英彥、1-0191 蔡文錦、1-0195 林佐武、1-0196 游堂振、1-0199 李則進、 

1-0200 林志明、1-0206 劉文俊、1-0212 吳亮氛、1-0231 溫洋一、1-0232 吳榮一、 

1-0234 楊志宗、1-0235 吳鐘熊、1-0242 楊效誠、1-0243 王迺輝、1-0245 莫景棠、 

1-0247 黃榮慶、1-0252 孫三源、1-0254 陳志毅、1-0255 施松本、1-0256 陳宏一、 

1-0257 邱明燦、1-0259 陳春元、1-0261 何文島、1-0263 單子元、1-0264 方榮煌、 

1-0268 紀邦杰、1-0281 陳德星、1-0283 陳天雄、1-0292 黃公輔、1-0296 陳秋暄、 

1-0297 王清吉、1-0298 郭文仁、1-0301 王潤恩、1-0316 張 勳、1-0327 陳啟明、 

1-0338 黃錦松、1-0344 陳隆祥、1-0347 黃昭榮、1-0349 陳政隆、1-0354 邱文達、 

1-0359 何錄滄、1-0361 黃癸松、1-0362 劉啟田、1-0367 林士恭、1-0369 蔡勝國、 

1-0372 周正義、1-0375 劉博惠、1-0384 何峻壽、1-0385 謝文輝、1-0386 蔡修仁、 

1-0394 雍宜聖、1-0395 蔡達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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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 陳之凱、1-0415 沈聰智、1-0420 陳維昭、 

1-0432 張克中、1-0433 周明智、1-0440 蔡行瀚、1-0443 許雅光、1-0445 辛嘉泰、 

1-0446 王有智、1-0459 吳木川、1-0460 李道真、1-0462 宋勝祥、1-0463 巫哲森、 

1-0469 鄭鴻志、1-0470 劉敏英、1-0472 卜學能、1-0474 王坤隆、1-0476 李順安、 

1-0480 楊正雄、1-0483 呂宏淵、1-0484 潘國斌、1-0496 謝元度、1-0498 林介山、 

1-0500 何東煥、1-0507 何黎星、1-0515 吳宗憲、1-0518 吳坤煥、1-0525 林崇義、 

1-0526 陳復銓、1-0527 蕭守超、1-0528 林芳郁、1-0532 范植廉、1-0536 黃健行、 

1-0540 李偉卿、1-0546 范光智、1-0548 陳鑑江、1-0551 蔡文龍、1-0552 康德華、 

2-0021 吳輝秋、2-0029 朱永松、2-0045 呂曄彬、2-0048 吳誠中、2-0049 賈易中、 

2-0051 侯勝茂、2-0058 陳俊男、2-0065 沈柏青、2-0066 沈世甲、2-0082 劉耀基、 

2-0083 林志雄、2-0084 林茂柏、2-0098 饒樹文、2-0100 曾振橿、2-0106 陳式欽、 

2-0109 袁永全、2-0110 吳九龍、2-0120 陳沛輝、2-0144 張義雄、2-0145 陳文哲、 

2-0174 林信雄、2-0178 徐冬民、2-0183 辜建榮、2-0192 陳德芳、2-0195 張俊明、 

2-0217 曾能昌、2-0220 張奐光、2-0229 黃興睦、2-0232 楊榮總、2-0238 黃啟文、 

2-0244 黃森川、2-0289 顏郁晉、2-0312 宣以理、2-0314 蕭天源、2-0319 王水深、 

2-0332 陳增華、2-0340 陳煥棠、2-0356 呂旭彥、2-0363 林老生、2-0372 陳 淳、 

2-0379 謝國雄、2-0380 郭義雄、2-0403 諶子勛、2-0407 王守仁、2-0415 黃一勝、 

2-0426 郭俊材、2-0427 許博旭、2-0428 李榮輝、2-0432 李浤耀、2-0435 劉 忠、 

2-0445 李廣仁、2-0450 吳新義、2-0457 蘇偉在、2-0459 湯志修、2-0460 路奎炳、 

2-0466 謝國連、2-0467 畢華盛、2-0481 劉光雄、2-0488 張潤里、2-0494 金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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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7 賴正雄、2-0499 盧華燦、2-0511 張聖原、2-0514 吳逸宏、2-0519 謝勳範、 

2-0520 劉增安、2-0529 陳龍雄、2-0534 楊圳隆、2-0540 曾漢明、2-0542 楊大羽、 

2-0556 杜進旺、2-0559 吳南圖、2-0563 許輔仁、2-0566 林永哲、2-0574 郭秋平、 

2-0588 王世宗、2-0596 楊庚申、2-0607 沈國樑、2-0620 陳全木、2-0621 蕭志文、 

2-0623 黃龍德、2-0635 楊錫添、2-0638 楊金平、2-0643 林德銘、2-0661 楊治雄、 

2-0662 賴建宏、2-0666 高呈祥、2-0671 陳忠凱、2-0673 張新軍、2-0677 吳永裕、 

2-0685 施守雄、2-0691 蘇興裕、2-0704 林政隆、2-0706 許義郎、2-0709 楊金輝、 

2-0711 蕭慶隆、2-0713 雷永耀、2-0719 陳吉宗、2-0720 呂冬笙、2-0722 林政平、 

2-0728 梁國華、2-0731 林茂光、2-0737 柯敦仁、2-0741 侯永成、2-0750 魏寬毅、 

2-0756 施啟明、2-0763 林俊邦、2-0765 林中信、2-0770 王克紹、2-0774 郭溪泉、 

2-0778 謝任仁、2-0783 李伯璋、2-0785 池明仁、2-0790 蔡明世、2-0794 劉平昌、 

2-0820 郭樹民、2-0816 王秉鐸、2-0830 呂智雄、2-0836 劉樹義、2-0840 陳堅志、 

2-0843 潘漢生、2-0853 彭明新、2-0857 許宏基、2-0866 許昭仁、2-0867 吳昌仰、 

2-0868 楊德煌、2-0871 王俊聞、2-0874 吳季如、2-0878 鄭柏樹、2-0885 鍾兆英、 

2-0887 張宗達、2-0893 蔡文佐、2-0894 李伯皇、2-0900 林 拴、2-0905 李兆政、 

2-0926 王崇文、2-0927 葉榮華、2-0928 趙正華、2-0934 符振中、2-0939 林繼昌、 

2-0940 藍練軍、2-0941 劉進貢、2-0947 林仁卿、2-0971 曾朝勝、2-0972 洪焜欽、 

2-0978 林登龍、2-0979 何為斌、2-0984 林文達、2-0985 林永濤、2-0987 林尚潁、 

2-0992 洪啟賦、2-0993 王乃元、2-0995 徐燦陽、2-0996 郭守仁、2-1001 張承能、 

2-1003 陳一弘、2-1004 陳仁德、2-1005 陳文顯、2-1007 陳光耀、2-1014 陳翰容、 

2-1016 黃正誠、2-1020 黃瑞榮、2-1023 雷大雅、2-1027 詹秋龍、2-1030 鄭國祥、 

2-1034 潘慶坤、2-1037 徐典雄、2-1043 謝輝龍、2-1045 羅欽憲、2-1047 施養性、 

2-1048 賴文頊、2-1056 翁文能、2-1075 葉龍夫、2-1086 周富榮、2-1088 廖述瑋、 

2-1094 沈世珍、2-1098 張北葉、2-1100 林國瑞、2-1107 周 固、2-1111 王榮彬、 

2-1118 蔣政德、2-1124 陳華宗、2-1127 張耀中、2-1128 蘇泉發、2-1130 梁福民、 

2-1132 周少鈞、2-1137 蘇拯誠、2-1140 盧亞人、2-1144 侯守賢、2-1146 張景年、 

2-1151 王良順、2-1154 施信農、2-1159 張衍爐、2-1163 李乃樞、2-1175 吳偉敬、 

2-1176 張耀仁、2-1182 陳明忠、2-1183 李瀛輝、2-1186 楊清華、2-1187 張士三、 

2-1188 賴永隆、2-1201 陳五恆、2-1204 林彰賓、2-1205 謝楠光、2-1207 徐學誼、 

2-1209 林士禮、2-1215 陳煌智、2-1218 劉漢邦、2-1219 方修強、2-1221 高振興、 

2-1222 錢大維、2-1224 姚忠瑾、2-1225 林 沛、2-1228 呂台瑞、2-1230 印志弘、 

2-1232 朱紀洪、2-1233 金台明、2-1242 林茂盛、2-1243 蘇茂仁、2-1246 黃天祥、 

2-1251 蔡青松、2-1252 鄭森隆、2-1253 李文山、2-1262 黃森茂、2-1265 張兆祥、 

2-1267 吳錫金、2-1276 熊震宇、2-1288 王興民、2-1293 吳興盛、2-1302 蔡明達、 

2-1303 劉奕添、2-1310 陳天牧、2-1313 高朝祿、2-1318 陸幼琴、2-1326 謝澤鋒、 

2-1329 王曉暹、2-1331 吳鴻昇、2-1332 方亮靈、2-1333 賀 玢、2-1340 王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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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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49 蔣永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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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69 林鐵銘、2-1377 劉榮智、2-1378 楊美都、2-1380 劉添裕、 

2-1381 陳恒常、2-1382 陳銘章、2-1389 房基璞、2-1394 王鳴祥、2-1395 胡昌國、 

2-1401 廖文山、2-1406 陳瑞杰、2-1407 鍾文裕、2-1409 吳重達、2-1413 詹益源、 

2-1421 林祥明、2-1422 張延驊、2-1426 王維政、2-1429 余燦榮、2-1430 趙志浤、 

2-1431 魏逢吟、2-1433 廖志得、2-1436 黃柏昌、2-1437 張 燕、2-1449 鄭永利、 

2-1452 林建智、2-1455 王篤行、2-1465 黃榮堯、2-1466 張宗泓、2-1468 莊永芳、 

2-1470 廖金水、2-1473 張東祥、2-1477 黃永彥、2-1481 張忠強、2-1487 黃政男（計

405 位） 

◎109 年 6 月 14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5 月 14 日。 

2-0298 劉展棠（計 1 位） 

◎109 年 8 月 31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7 月 31 日。 

2-0094 梁貫宙、2-0557 顏復竹、2-0764 張澍平、2-0917 盧元龍、2-1028 趙恩塏、

2-1327 廖年增（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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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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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nesth.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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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外科聯合學術演講會訊息  

※2020 年 3 月 14、15 日假國防醫學院舉行之 2020 年度外科聯合學術演講會。因 COVID-

19 疫情改為線上教育方式進行，上網登入方式及繳費單近期內將書面通知每位會員，敬

請會員耐心等候。也感謝各位會員的見諒﹗ 

◎繳費： 

1.繳費方式：持學會寄予之繳費單至指定便利商店（7-11，OK、全家、萊爾富）或中國信

託臨櫃繳交。 

2.繳費期間：即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3.報 到 費：新台幣 500 元整。 

4.備    註：如只需繳常年會費之會員，學會將於 4 月份另寄出常年會費繳費單，屆時繳

交即可。 

◎積分： 

1.外科積分 60 分。 

2.繳交報到費及上網登入線上教育點選「109 年年會專區」者，方能取得該次積分。 

◎登入方式： 

登入線上教育，帳號：會員編號，密碼：會員編號。繳費後方可點選線上教育—「109 年

年會專區」。 

◎紀念品與收據：繳交報到費之會員，學會將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4 月 30 日期間寄出。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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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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生髮診所-植髮主治醫師(專任) 

職務說明：  

1.以專任為主，需掛牌。 

2.住院醫師以上。 

3.皮膚專科、外科專科醫師優先錄取。具備專科醫師執照尤佳。 

4.診所會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訓練到能夠獨立手術。 

5.未來上線後，需配合集團內的各診所輪診。 

6.診所總院近台北東區，交通方便，診所環境簡約。 

7.初期以跟刀方式學習，學習期間再視學習狀況進行實際操作，可獨立上線時，安排獨

立門診。 

8.門診時間為周一~周六 10:00-20:00，學習、上班時間面談。 

9.待遇面談，正式上線後需簽訂專任合約，載明稅務方式及 PPF 計算方式。 

上班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 75 巷 21 號 2 樓。 

聯絡方式： 

1.意者請檢附履歷表，傳送至 astronautdory@gmail.com。 

2.信件中請留下聯絡電話、手機，並告知方便連繫之時間。 

3.聯絡方式：0930-038-780 沈小姐。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