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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112 年聯合學術演講會訂於 112 年 3 月 18、19 日（星期六、日）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舉辦。敬請會員踴躍参加倍增光彩。論文投稿期間：111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投稿方式請於本會網頁年會專區瀏覽。  

※本會會員（編號 2-0001~2-7246）年滿 70 歲，無未繳之常年會費者，於 1 月 1 日~7 月

31 日期間可申請為名譽會員。經理監事會通過後隔年起生效，名譽會員無選舉及被

選舉權。通過後無法恢復為「普通會員」。申請表下載 

※5 月 31 日止未繳常年會費 4000 元（含）以上，學會視為自動退會者名單如下（111 年

2 月 19 日理監事會議決議）：  

2-0289 顏郁晉、2-0354 林豐彥、2-0521 劉焜山、2-1154 施信農、2-1362 康為恭、 

2-1409 吳重達、2-1707 許靜文、2-2217 李國柱、2-2326 洪樂堯、2-2427 范國豐、 

2-2599 陳興源、2-2811 李鐵國、2-2858 林俊良、2-2916 陳仁德、2-3648 周恒正、 

2-3650 李晏瑤、2-4070 陳志宏、2-4355 程久俊、2-4546 陳清安、2-4646 李懿訓、 

2-4794 李協興、2-4892 陳偉健、2-4915 呂孟嶺、2-4985 劉忠倫、2-5611 洪瑞霞、 

2-6267 郭正明、3-0039 羅倫檭，共 27 位。 

※111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  

筆試日期：111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 

筆試地點：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口試日期：111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口試地點：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111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更合格名單（1110711 衛部醫字第 1111664141 號）： 

◎效期：110 年 11 月 2 日至 116 年 11 月 1 日 

2-2024 吳永鐘、2-2143 張立偉，共 2 位。 

◎效期：111 年 11 月 21 日至 117 年 11 月 20 日 

2-2208 孫良全、2-2210 滕文虎、2-2213 黃文雄、2-2215 馮瑤、2-2216 李秋良、 

2-2218 李偉願、2-2220 黃其麟、2-2223 張佑嘉、2-2225 鄭國安、2-2226 張子傑、 

2-2229 施柏安、2-2232 黃季怡、2-2235 葉致文、2-2236 劉清雄、2-2237 蔡篤煌、 

2-2238 劉絮頴、2-2240 邱武良、2-2243 匡勝捷、2-2244 陳紹寬、2-2247 李明鍾、 

2-2251 丘建新、2-2252 陳理維、2-2253 孫裕昂、2-2257 鄧可中、2-2262 葉忠信、 

2-2266 李維哲、2-2268 卓日方、2-2269 蔡志成、2-2274 李昇平、2-2276 徐萬興、 

2-2280 孫開來、2-2281 王思昭、2-2282 張宏昌、2-2283 黃文成、2-2284 黃慶琮、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s://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OnlinePass
https://www.surgery.org.tw/News/NewsView?SeqNo=1275
https://www.surgery.org.tw/Exa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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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87 張柱石、2-2288 陳炳憲、2-2290 陳立道、2-2291 戴慧龍、2-2292 李文芳、 

2-2293 盧立華、2-2295 劉復興、2-2301 吳維、2-2305 張謙行、2-2314 盧瑞華、 

2-2315 鄭清源、2-2317 霍天年、2-2318 林文傑、2-2322 施肇榮、2-2323 馮志明、 

2-2328 李偉裕、2-2330 陳以勝、2-2333 陳金恩、2-2334 劉柏屏、2-2335 黃崇凱、 

2-2336 謝焜州、2-2337 蔡式中、2-2344 李孔嘉、2-2347 郭明陽、2-2348 王一雄、 

2-2350 翁偉哲、2-2351 江博暉、2-2352 林雯雄、2-2355 高振雄、2-2356 柯能騰、 

2-2363 楊進發、2-2367 陳其鴻、2-2369 王茂山、2-2373 賴業超、2-2376 林德茂、 

2-2377 林宏榮、2-2379 胡澤良、2-2380 李志星、2-2388 周宏法、2-2394 陳子勇、 

2-2395 廖唯辰、2-2396 洪尚祐、2-2398 莊秀樹、2-2399 陳恒信、2-2401 王大民、 

2-2402 黃世聰、2-2403 謝明里、2-2404 高炯倫、2-2406 許志弘、2-2407 周志儀、 

2-2409 馬辛一、2-2410 李之微、2-2411 林華卿、2-2412 王存福、2-2414 陳梓泓、 

2-2418 禚靖、2-2419 李建達、2-2426 陳志華、2-2428 方朝銘、2-2429 黃永虔、 

2-2434 薛繼申、2-2437 陳英俊，共 97 位。 

◎效期：110 年 12 月 31 日至 116 年 12 月 30 日 

2-3364 陳宏恩、2-3367 劉康渡、2-3485 黃麟智、2-3510 陳善運、2-3511 劉安正，

共 5 位。 

◎效期：110 年 12 月 29 日至 116 年 12 月 28 日 

2-4338 吳煒文、2-4445 劉斯顥，共 2 位。 

◎效期：110 年 12 月 24 日至 116 年 12 月 23 日 

2-5356 吳正一、2-5394 潘為元，共 2 位。 

◎效期：110 年 12 月 14 日至 116 年 12 月 13 日 

2-6406 陳又寧，共 1 位。 

※109 年 3 月 3 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0951 號函：「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及

配合防疫政策需要，有關 109 年及 110 年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屆滿需更新（換證）者，

如因於期限內無法取得足夠繼續教育積分辦理專科證書更新（換證）事宜，自即日起無需

向本部申請展延（延期），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將予自動展延

（延期）1 年。」 

※111 年 6 月 27 日衛部醫字第 1111664103 號函：「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及

配合防疫政策需要，有關 111 年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屆滿需更新（換證）者，如因於

期限內無法取得足夠繼續教育積分辦理專科證書更新（換證）事宜，自即日起免依專科醫

師分科及甄審辧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檢具書面理由及證明文件，向本部申請展延（延

期），得予自動展延（延期）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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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7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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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積分符合規定者可隨時申請換證，無需等到延期滿１年。延期一年內仍無法補足積分者

衛福部將撤銷其專科醫師證書。往後如有需要，需參加外專甄審通過後方能取得。 

◎110 年 8 月 12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7 月 12 日。 

2-1019 黃茂生、2-1197 洪慶鴻（計 2 位） 

◎110 年 11 月 1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0 月 1 日。 

2-2053 林文瑞、2-2078 蔡天賜、2-2102 盧騰溫、2-2103 何子明、2-2107 陳漢祥、 

2-2119 張順清、2-2133 鮑明義、2-2137 周紹常、2-2180 戴鴻偉、2-2181 李世一、 

2-2204 李俊德（計 11 位） 

◎110 年 12 月 13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13 日。 

2-6278 蔡坤成、2-6301 鍾文耀、2-6307 王銘嶼、2-6382 何明錫、2-6404 錢家陞

（計 5 位） 

◎110 年 12 月 23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23 日。 

2-5382 陳昱任、2-5408 林欣穎（計 2 位） 

◎110 年 12 月 2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28 日。 

2-4342 吳名倫、2-4344 黃士維、2-4351 蕭正文、2-4385 韓文敬、2-4397 李杰鴻、

2-4405 楊奕志、2-4425 周應照、2-4437 李俊明、2-4479 許立民（計 9 位） 

◎110 年 12 月 3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30 日。 

2-3432 莫凡慶、2-3455 馬漢明、2-3503 蘇奕輝、2-3545 歐亮宏（計 4 位） 

◎111 年 11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0 月 20 日。 

2-2211 許靜蓉、2-2212 邱俊貴、2-2214 李維浩、2-2219 蔡永芳、2-2221 張賜祥、

2-2224 楊卿潔、2-2227 張宏仁、2-2231 杜志明、2-2233 張東舜、2-2248 柯文哲、

2-2259 許明暉、2-2267 杜繼誠、2-2270 蘇劍秋、2-2272 陳志鴻、2-2273 趙文琪、

2-2278 林世惟、2-2279 蔡興治、2-2285 劉建國、2-2286 張博文、2-2289 張志洋、

2-2294 黃宏立、2-2300 王百孚、2-2302 范徽智、2-2303 許衍申、2-2304 戚來篠、

2-2307 詹賜貳、2-2308 楊文義、2-2310 鄭添貴、2-2311 劉文欽、2-2312 歐令奮、

2-2313 謝聖怡、2-2321 陳石池、2-2324 謝屈平、2-2329 唐明政、2-2331 齊燕斌、

2-2332 黃合富、2-2338 劉浩誠、2-2249 劉培嶸、2-2357 傅士榮、2-2358 楊之東、

2-2359 吳明洲、2-2360 陳志成、2-2361 伍超群、2-2371 謝式洲、2-2372 羅傳堯、

2-2375 洪崇傑、2-2378 熊立楷、2-2384 黃振盛、2-2385 楊誠群、2-2387 李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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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89 周財福、2-2391 鄭乾龍、2-2400 黃新生、2-2405 黃乃勤、2-2408 梁偉中、

2-2417 王世和、2-2420 潘進忠、2-2423 葉文凌、2-2425 程俊穎（計 59 位） 

◎111 年 12 月 15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15 日。 

2-6422 洪國榮、2-6425 陳彥蓁、2-6426 蔡佳勳、2-6428 林卉晨、2-6429 林奕伶、

2-6437 張超群、2-6439 賴昕隄、2-6440 黃任嫻、2-6443 陳臨安、2-6444 梁祖瑋、

2-6446 李永繁、2-6447 高捷妮、2-6449 歐正峰、2-6450 沈士權、2-6453 沈士強、

2-6455 謝福秀、2-6462 何宣瑩、2-6463 蕭其航、2-6465 林保諄、2-6467 李易晟、

2-6468 翁日升、2-6471 張平憲、2-6474 古哲維、2-6477 邵懷漢、2-6478 吳詠斯

（計 25 位） 

◎111 年 12 月 2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26 日。 

2-5461 黃太力、2-5463 徐綱宏、2-5465 鄭翰聰、2-5467 虞凱傑、2-5468 蘇瑋智、

2-5472 王樹偉、2-5474 蔡函衿、2-5478 林宜璋、2-5479 呂宗儒、2-5481 詹本立、

2-5483 何宗融、2-0197 王啟釧、2-5488 楊耀坤、2-5489 周鼎茂、2-5490 蔡昀達、

2-5493 陳德遠、2-5495 陳楷元、2-5497 陳賢典、2-5498 辛明泰、2-5499 周聖恩、

2-5504 黃致旻、2-5507 何恭誠、2-5512 羅浩倫、2-5515 羅偉倫、2-5516 官振翔、

2-5517 許向平、2-5518 黃漢斌、2-5520 黃心怡、2-5522 傅玉瑋、2-5524 劉志信、

2-5526 郭汶顯、2-5529 詹梅麟、2-5532 陳仁隆、2-5535 袁聖哲、2-5537 蔡明哲、

2-5538 鄭旭棠、2-5539 劉東桓、2-5543 王志榮、2-5544 劉宏貞、2-5545 周邦昀、

2-5546 邱于倫、2-5549 阮廷倫、2-5550 王秉彥、2-5551 盧文益、2-5552 江季修、

2-5554 鄭宗杰、2-5555 張義佳、2-5559 陳建旭、2-5560 曾建仁、2-5564 莊育權、

2-5566 方鵬翔、2-5567 黃傑慧、2-5570 周毓霖、2-5579 辛明哲、2-5581 鄒玉樹、

2-5582 陳正彥、2-5584 陳德福、2-5588 陳仕強、2-1301 覃康定、2-5592 洪惠鯤、

（計 60 位） 

◎112 年 1 月 4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7 月下旬以掛號方式郵寄換證通知。最後報部日

期：111 年 12 月 4 日。 

2-3546 邱斌、2-3547 欒同如、2-3548 高中錚、2-3549 葉集孝、2-3550 侯永基、

2-3551 姜周禮、2-3552 陳銘章、2-3553 劉兆漢、2-3556 黃介宏、2-3557 李俊達、

2-3558 葉俊廷、2-3560 吳協兆、2-3562 裘坤元、2-3563 黃建睿、2-3565 李澄奇、

2-3566 盧智強、2-3567 曾煥智、2-3568 蘇重光、2-3569 白俊煌、2-3570 張嘉獻、

2-3571 許喬博、2-3574 洪旭逸、2-3575 張宗訓、2-3576 曾立銘、2-3577 白瑞榮、

2-3579 謝春福、2-3580 蒲啟明、2-3582 許傳智、2-3583 劉耿彰、2-3584 莊政諺、

2-3585 洪禹利、2-3586 黃儀鴻、2-3587 洪宗義、2-3588 陳敏弘、2-3589 閻漢琳、

2-3590 董明正、2-3591 李蠻剛、2-3592 簡立建、2-3593 郭進榮、2-3594 牟致遠、

2-3595 陳豐仁、2-3596 張高評、2-3597 劉文忠、2-3598 謝炯昭、2-3599 謝政修、

2-3600 謝青華、2-3601 謝奇勳、2-3602 陳太其、2-3603 黃鴻安、2-3605 賴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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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06 周佳正、2-3607 黃國欽、2-3608 黃昭淵、2-3609 陳克琦、2-3611 莊太元、

2-3612 唐逸文、2-3613 劉家全、2-3614 鄧修鵬、2-3615 蔣毅弘、2-3616 林子忻、

2-3617 蘇酉生、2-3618 陳俊芳、2-3619 劉光益、2-3620 陳登偉、2-3621 鄒錫凱、

2-3622 程建博、2-3623 徐文星、2-3624 葉俊男、2-3625 羅兆忠、2-3626 黃正熙、

2-3627 莊仕勇、2-3628 謝致政、2-3629 杜元博、2-3631 王森稔、2-3632 曾銘源、

2-3633 詹皓凱、2-3634 曾文尚、2-3635 張振昌、2-3637 劉俊雄、2-3638 劉俊禎、

2-3639 顧永隆、2-3640 曾崇育、2-3641 王介山、2-3642 游文政、2-3643 謝承樸、

2-3644 張美玉、2-3645 林中乙、2-3646 王定中、2-3647 游家孟、2-3649 吳志鴻、

2-3651 謝建輝、2-3652 李秋陽、2-3653 陳盈州、2-3654 陸兆明、2-3655 劉献道、

2-3656 王廷明、2-3657 陳旭照、2-3658 黃其權、2-3659 蕭敦恆、2-3660 方信元、

2-3661 吳政哲、2-3662 黃啟栓、2-3663 蘇振賢、2-3664 糠榮誠、2-3666 施習仁、

2-3667 丁文謙、2-3668 陳識仁、2-3669 蔡育賢、2-3670 江培業、2-3671 黃介琦、

2-3672 吳益賢、2-3673 柯博仁、2-3674 馬國雄、2-3675 羅偉鈞、2-3676 鍾鴻春、

2-3677 劉永森、2-3678 簡志訓、2-3679 鄭孝威、2-3680 林伯勳、2-3681 蔡崇隆、

2-3682 吳明宏、2-3683 馮俊哲、2-3684 傅玉良、2-3685 周怡君、2-3687 陳建志、

2-3688 吳星賢、2-3689 楊明松、2-3690 林松俊、2-3691 謝清河、2-3692 楊瑞成、

2-3693 吳耀銘、2-3694 李文琳、2-3695 歐陽賦、2-3696 李長成、2-3697 韓吟宜、

2-3698 杜國賢、2-3699 曹明正、2-3700 蘇上豪、2-3701 盧道寬、2-3702 許銘杰、

2-3703 林主仁、2-3704 曾嘉德、2-3705 洪裕昌、2-3706 邱冠明、2-3707 李國忠、

2-3708 陳德誠、2-3709 溫哲昇、2-3711 李濟生、2-3713 張世昌、2-3714 柯芳序、

2-3716 林洋德、2-3717 王發財、2-3718 王以舟（計 153 位） 

◎112 年 1 月 25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7 月下旬以掛號方式郵寄換證通知。最後報部

日期：111 年 12 月 4 日。 

2-4522 張嘉麟、2-4523 洪進昇、2-4524 何冠進、2-4525 徐山琳、2-4526 陳建志、

2-4527 周育誠、2-4528 黃思銘、2-4529 高大倫、2-4530 蔡孟洋、2-4531 李兆人、

2-4532 潘俊豪、2-4533 黃文宏、2-4534 楊椒喬、2-4535 劉亮廷、2-4536 李國瑞、

2-4537 鍾嘉勵、2-4538 林宜佳、2-4539 黃繼增、2-4540 李建裕、2-4541 蔡崇鑫、

2-4542 徐慧萍、2-4543 劉惠如、2-4544 蕭奕君、2-4545 陳英溫、2-4547 楊維斌、

2-4548 鄭良珊、2-4549 楊孟寅、2-4550 林中一、2-4551 黃建勝、2-4552 左立青、

2-4553 陳品元、2-4554 劉耿豪、2-4555 陳威廷、2-4556 張博全、2-4557 曲炫星、

2-4558 張麟、2-4559 王馨鎂、2-4560 廖峻毅、2-4561 陳俊豪、2-4562 劉國英、

2-4563 侯憲棋、2-4564 沈士哲、2-4565 杜旻育、2-4566 郭家彰、2-4567 郭耀隆、

2-4568 洪源聰、2-4569 邱俊文、2-4570 蔡明憲、2-4571 張玉蓮、2-4572 張國亮、

2-4573 吳俊賢、2-4574 王宏振、2-3244 李信儀、2-4575 鄭斌睿、2-4576 林子平、

2-4577 張鈺堂、2-4578 蔡佳宏、2-4579 林鴻生、2-4580 張正一、2-4581 蔡東翰、

2-4582 王哲川、2-4583 張源驛、2-4584 張博閔、2-4585 歐志華、2-4587 許育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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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88 楊曉民、2-4590 徐宗成、2-4591 蘇厚有、2-4592 李克釗、2-4593 陳秋銘、

2-4594 陳榮堅、2-4595 陳右儒、2-4596 劉家豐、2-4597 王裕文、2-4598 李中毅、

2-4599 曾仁河、2-4600 王祥亞、2-4601 梁世國、2-4602 張譯允、2-4603 江坤俊、

2-4604 馮中和、2-4606 鄧立忠、2-4607 何承懋、2-4608 胡志堅、2-4609 林建和、

2-4610 高俊玉、2-4611 蔡明志、2-4612 陳富治、2-4613 陳志豪、2-4614 賴肇康、

2-4615 陳子安、2-4616 邱逸淳、2-4617 陳琬琳、2-4618 鍾偉安、2-4619 林倉祺、

2-4620 曾元昀、2-4621 傅峰梧、2-4622 周欣霈、2-4623 余政展、2-4624 洪基翔、

2-4625 高曼靈、2-4626 曾信順、2-4627 余明昌、2-4628 洪宗興、2-4629 李建儀、

2-4630 許至偉、2-4631 廖國興、2-4632 謝鏡泓、2-4633 陳重銘、2-4634 葉士豪、

2-4635 吳曜充、2-4636 趙鴻丞、2-4637 林政達、2-4638 柯志燃、2-4639 黃毓智、

2-4640 黃慧夫、2-4641 葉俊杰、2-4642 黃琪琛、2-4643 游聖彬、2-4644 洪欣瑜、

2-4645 陳春霖、2-4647 林順智、2-4648 李英全、2-4649 曾柏蒼、2-4650 張漢隆、

2-4651 陳智淵、2-4652 劉瀚聰、2-4653 林楷城、2-4654 張嘉輝、2-4655 曾文科、

2-4656 周經書、2-4657 顏大為、2-4658 鄭立勤、2-4659 王文科、2-4660 吳金獻、

2-4661 陳志豪、2-4662 唐守宏、2-4663 陳正能、2-4664 郭敏勇、2-4665 顏旭霆、

2-4666 陳孟超、2-4667 陳詠瑋、2-4668 胡岱霖、2-4669 陳進旺、2-4670 方前量、

2-4671 蔡孟峰、2-4672 蔡維平、2-4673 曾淑芬、2-4674 蔡欣恬、2-4675 蔡季倫、

2-4676 謝宜宏、2-4677 曾宇鼎、2-4678 湯恩魁、2-4679 蔡永福、2-4680 李孝貞、

2-4681 孫珅、2-4682 張維倫、2-4683 楊晨洸、2-4684 王文慶、2-4685 吳柏鋼、

2-4686 翁啟峰、2-4687 林湘文、2-4688 伍哲遜、2-4689 李清龍、2-4690 吳庭榕、

2-4691 張呈欣、2-4692 蔡文泰、2-4693 李柏居、2-4694 蔡明霖、2-4696 郭智偉、

2-4697 林建邦、2-4698 呂宜霖、2-4699 蔣智宏、2-4700 黃鐘銘、2-4701 林育慶、

2-4702 李嘉文（計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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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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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防疫期間、請佩戴口罩、攜帶健保卡、議程參加。 

8. 因 COVID-19 疫情、各區月會場次有無預期取消之情況、請會員參加前請來電向學會再

次確認或於本會網站最新消息查閱。02-2769-7845*14 

北  區 

舉辦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國泰綜合醫院/亞東紀念醫院 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醫療大樓 11 樓會議室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 號 

講    題： 

1. Frontal sinus mucocele with intracranial extension: a case report.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朱奕宣  陳榮鈺  

2. Same route Hickman catheter replacement：Technique, efficiency and infection rate. 

亞東醫院  外科部  小兒外科  夏肇聰  陳芸  許琪琪  蔡煥文 

3. Novel method of Surgical Stabilization of Rib Fractures in flail chest – TRIF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  胸腔外科  黃士修  鍾政錦  邱欣怡  吳玉琮 

4. ERAS in thoracic surgery: experience at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國泰綜合醫院  外科部  胸腔外科  黃家耕  嚴競儀  劉榮森  顏銘宏 

5.Granular cell tumor in male breast: a perplexing presentation- case report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一般外科  病理科  賴俊圻  王文科  洪進昇 

方嘉郎  沈陳石銘 

6. Traumatic blunt liver injury-FEMH 11 yea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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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亞東醫院  外科部  創傷科  林毅  吳蒨  林恆甫 

7. Experience of Self-Expanding Metallic Stent (SEMS) for malignant colonic obstruction in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國泰綜合醫院  外科部 大腸直腸外科  陳雨農 

桃園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醫療大樓 13 樓會議室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講    題： 

1.螢光輔助達文西膽囊切除手術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消化外科  微創中心  童恒裕 

2. Immediate mini-open transforamen lumbar debridement and fusion using tantalum cage for acute 

and subacute pyogenic spondylodiscitis- a retrospectific study of 2-year follow –up of 8 patients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神經外科  林炎正  

3.以直式腹直肌肌皮瓣重行癌切除後乳房重建-取代橫式皮瓣的特殊案例乳房重建選擇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整形外科 乳房外科 護理科  楊聖睿  鄭泰如  周佳正  徐軒毅 

呂宜璠  古立亭  曾明雪 

基隆區 

舉辦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7 時 30 分至 8 時 15 分 

地    點：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五樓大會議廳 

地    址：基隆市麥金路 222 號 

講    題： 

腦神經外科脊柱手術的演進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神經外科  陳懋煜 

中  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醫大樓九樓視聽講堂 

地    址：台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 號 

講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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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負壓傷口治療(NPWT)在臨床上的應用~豐原醫院經驗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高壓氧中心  陳明澤 

2. Phyllodes breast tumor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乳房外科  林俊輝 

3. 特殊病例討論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乳房外科  趙玟珊 

4. 骨頭以及肝轉移的乳癌病例討論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乳房外科  袁天民 

特別演講： 

【乳癌近年治療最新發展】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  王惠暢 

台南區 

舉辦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8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 10 分至 6 時 10 分 

地    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第三講堂 

地    址：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講    題： 

1. 樹老根先枯，人老骨先衰--- 骨鬆性脊椎壓迫性骨折外科治療之再探索【Update for 

surgical treatment for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戴世煌 

2. 單通道脊椎內視鏡之簡介 【Introduction of uniportal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spine 

surgery】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黃啟振 

3. 術中神經監測在退化性脊髓病變之應用: 效用及併發症【Intraoperative neuromonitoring 

for degenerative cervical myelopathy: efficacy and complication】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李柏萱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地    點：高雄長庚兒童醫院 6 樓國際會議廳—藍廳 

地    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講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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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volutionary concepts of supermicrosurgical lymphaticovenous anastomosis 

高雄長庚醫院  整形外科  楊家森  

2. ECMO in the treatment of high risk pulmonary embolism   

高雄長庚醫院  胸腔心臟血管外科  陳彥佑 

3. Latest updates and development in rib fixation surgery 

高雄長庚醫院  外傷科  李齊 

4.Surgical strategy and complication management for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高雄長庚醫院  一般外科  殷士閔 

蘭陽區 

舉辦醫院：羅東聖母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地    點：羅東聖母醫院外科棟 11 樓圓桌會議室 

地    址：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 160 號 

講    題： 

1. Experience in management of Ogilvie's syndrome 

聖母醫院  直腸外科  柯以諾 

2. Cardiac tumor in left atrium, Is it benign？ 

羅東聖母醫院  心臟外科  屈統維 

3.Drop foot: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羅東聖母醫院  神經外科  陳俊甫 

4.內視鏡甲狀腺手術：聖母醫院的經驗【Endoscopic thyroid surgery: experience of SMH】 

羅東聖母醫院  一般外科  吳瑞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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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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誠聘 

一、招募內容：應徵職稱：一般外科主治醫師（具外科專科醫師執照） 

二、徵才單位聯絡資料：聯絡電話：02-23889595 分機 2722 陳淑芳小姐 

三、報名方式：

https://websrv01.tpech.gov.tw/job/BulletinDetails.aspx?AfterLoginRID=8255 

竭誠歡迎您加入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的行列。 

長安醫院 

台中市太平區長安醫院 高薪禮聘一般外科、乳房外科主治醫師 

條件：具專科醫師證書 

薪資：面議。（院長親談、全程保密） 

地址：台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 9 號、交通便利、備有停車位 

竭誠歡迎穩定長期合作之夥伴。 

E-Mail： everanhospital@gmail.com 

LINE ID：everanhr 

◎歡迎來電洽詢:04-36113611#3573 長安醫院人資室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誠聘 

一、招募內容： 

1、機構名稱：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2、應徵職稱： 

主治醫師（具專科醫師執照）：乳房外科、消化外科、一般外科 

住院醫師：外科住院醫師(R1、R2) 

二、徵才單位聯絡資料： 

聯絡電話：03-3699721#4208 彭小姐 

履歷資料請 e-mail：shiouch@mail.tygh.gov.tw 

提供教學、研究及進修環境、竭誠歡迎您加入桃園醫院的行列。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https://websrv01.tpech.gov.tw/job/BulletinDetails.aspx?AfterLoginRID=8255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mailto:shiouch@mail.tyg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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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誠聘 

一、招募內容： 

1、機構名稱：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2、應徵職稱： 一般外科、一般外科、外傷科、外科重症醫師、 

心臟血管外科、神經外科、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二、徵才單位聯絡資料： 

1、聯絡電話：(05)2765041#8552、#8550 

2、聯絡地址：600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 539 號 

3、電子郵件：01810@cych.org.tw 

4、聯絡人：人力資源室（莊主任）。 

5、報名方式 : 意者、若有任何疑問、請與本院人資莊主任電話聯繫、並至本院人

才招募網進行線上履歷填寫、謝謝。 

 6、嘉基醫院之人才招募網址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誠聘 

神經外科、骨科、整形外科、大腸直腸外科、泌尿外科、心臟血管外科、胸腔外科及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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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提供宿舍 

輔英科技大學附屬醫院部定師資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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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2、聯絡地址：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 5 號 

3、電子郵件地址 : 1200857@fy.org.tw 

4、聯絡人：院長室王特助 

5、聯絡方式 : 有意者請將履歷 mail 至電子信箱 

mailto:01810@cych.org.tw
http://www.cych.org.tw/cychweb/cych3/enlist.aspx?menusub_id=24
mailto:1200857@f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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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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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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生髮診所據點目前有高雄店，竹北店，台北旗艦店，台中店籌備中。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DE) 誠徵：醫師審查員 

一、學歷：國內外大學畢業具醫學士資格 

二、職務內容： 

藥品/醫療器材查驗登記案審查 

藥品/醫療器材臨床試驗案審查  

藥品/醫療器材研發之諮詢輔導相關業務  

其他交辦事項  

三、要求經驗：具中華民國醫師證書及專科醫師證書  

具臨床試驗執行管理背景、醫藥產品開發研究或法規審查實務經驗者尤佳 

中英文說寫流利 

四、應徵方式： 

接洽方式： E-mail（請註明應徵類別）  

攜備文件：詳細個人履歷自傳資料、半身近照（應徵審查員者請附曾發表之論文目錄/

摘要）  

人資聯絡電話：02-8170-6000 分機 651。電子信箱：hr@cde.org.tw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 11557 忠孝東路六段 465 號 3 樓   

中心網址：https://www.cde.org.tw/about/hr_form?p=3 

 

mailto:astronautdory@gmail.com
mailto:hr@cde.org.tw
https://www.cde.org.tw/about/hr_form?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