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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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結果查詢  

※外科專科醫師證書更新合格名單（1111221 衛部醫字第 1111668941 號函） 

◎效期 111 年 11 月 21 日至 117 年 11 月 20 日 

2-2248 柯文哲、2-2270 蘇劍秋、2-2285 劉建國、2-2308 楊文義、2-2310 鄭添貴、 

2-2332 黃合富、2-2371 謝式洲、2-2378 熊立楷、2-2400 黃新生，共 9 位。 

◎效期 112 年 1 月 5 日至 118 年 1 月 4 日 

2-3557 李俊達、2-3576 曾立銘、2-3580 蒲啟明、2-3583 劉耿彰、2-3593 郭進榮、 

2-3595 陳豐仁、2-3605 賴玉峰、2-3611 莊太元、2-3620 陳登偉、2-3638 劉俊禎、 

2-3659 蕭敦恆、2-3661 吳政哲、2-3670 江培業、2-3690 林松俊、2-3697 韓吟宜，

共 15 位。 

◎效期 110 年 12 月 29 日至 116 年 12 月 28 日 

2-4342 吳名倫、2-4437 李俊明，共 2 位。 

◎效期 112 年 01 月 26 日至 118 年 01 月 25 日 

2-4522 張嘉麟、2-4545 陳英溫、2-4561 陳俊豪、2-4583 張源驛、2-4612 陳富治、 

2-4620 曾元昀、2-4633 陳重銘、2-4653 林楷城、2-4687 林湘文、2-4692 蔡文泰，

共 10 位。 

◎效期 111 年 12 月 27 日至 117 年 12 月 26 日 

2-5461 黃太力、2-5481 詹本立、2-5483 何宗融，共 3 位。 

◎效期 110 年 12 月 14 日至 116 年 12 月 13 日 

2-6307 王銘嶼、2-6382 何明錫，共 2 位。 

◎效期 111 年 12 月 16 日至 117 年 12 月 15 日 

2-6422 洪國榮、2-6425 陳彥蓁、2-6437 張超群、2-6439 賴昕隄，共 4 位。 

※外科專科醫師證書更新合格名單（1120110 衛部醫字第 1111668287 號函） 

◎效期 111 年 11 月 21 日至 117 年 11 月 20 日 

2-2372 羅傳堯，共 1 位。 

◎效期 112 年 01 月 05 日至 118 年 01 月 04 日 

2-3546 邱斌、2-3550 侯永基、2-3553 劉兆漢、2-3575 張宗訓、2-3590 董明正、 

2-3608 黃昭淵、2-3623 徐文星、2-3627 莊仕勇、2-3639 顧永隆、2-3640 曾崇育、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s://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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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46 王定中、2-3652 李秋陽、2-3664 糠榮誠、2-3678 簡志訓、2-3689 楊明松、 

2-3701 盧道寬、2-3711 李濟生，共 17 位。 

◎效期 112 年 01 月 26 日至 118 年 01 月 25 日 

2-4524 何冠進、2-4530 蔡孟洋、2-4536 李國瑞、2-4541 蔡崇鑫、2-4544 蕭奕君、 

2-4557 曲炫星、2-4584 張博閔、2-4593 陳秋銘、2-4598 李中毅、2-4609 林建和、 

2-4611 蔡明志、2-4613 陳志豪、2-4617 陳琬琳、2-4621 傅峰梧、2-4629 李建儀、 

2-4644 洪欣瑜、2-4659 王文科、2-4681 孫珅、2-4688 伍哲遜，共 19 位。 

◎效期 111 年 12 月 27 日至 117 年 12 月 26 日 

2-5468 蘇瑋智、2-5474 蔡函衿、2-5489 周鼎茂、2-5497 陳賢典、2-5504 黃致旻、 

2-5507 何恭誠、2-5516 官振翔、2-5552 江季修、2-5555 張義佳、2-5564 莊育權、 

2-5592 洪惠鯤，共 11 位。 

◎效期 111 年 12 月 16 日至 117 年 12 月 15 日 

2-6426 蔡佳勳、2-6444 梁祖瑋、2-6465 林保諄，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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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 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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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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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2 邱俊貴、2-2214 李維浩、2-2224 楊卿潔、2-2265 牛振源、2-2267 杜繼誠、 

2-2272 陳志鴻、2-2273 趙文琪、2-2278 林世惟、2-2279 蔡興治、2-2286 張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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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2 歐令奮、2-2324 謝屈平、2-2331 齊燕斌、2-2338 劉浩誠、2-2249 劉培嶸、 

2-2389 周財福、2-2405 黃乃勤、2-2420 潘進忠、2-2425 程俊穎（計 1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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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63 徐綱宏、2-5467 虞凱傑、2-0197 王啟釧、2-5493 陳德遠、2-5515 羅偉倫、 

2-5518 黃漢斌、2-5539 劉東桓、2-5543 王志榮、2-5546 邱于倫、2-5549 阮廷倫、 

2-5584 陳德福（計 11 位） 

◎112 年 1 月 4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2 月 4 日。 

2-3568 蘇重光、2-3570 張嘉獻、2-3702 許銘杰（計 3 位） 

◎112 年 1 月 25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2 月 4 日。 

2-4525 徐山琳、2-4562 劉國英、2-4608 胡志堅、2-4697 林建邦、2-4702 李嘉文，

（計 5 位） 

※本會重症外科課程已報名繳費者閱覽及收據列印期間為 111年 10月 25日起 至 112年

1月 31日止。敬請留意截止日期以免逾期無法取得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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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訊息 

https://www.surgery.org.tw/Video/Login
https://www.surgery.org.tw/Video/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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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外科部 

時    間：112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10 樓大禮堂 

地    址：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 87 號 

講    題： 

1.Surgical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complicated appendicitis treated【複雜性闌尾炎患者的手術

治療結果 

博仁綜合醫院  外科部  *護理部  李清麗  杜天福  侯濱元  蔡明福  董建民白信德  

王建哲  *莊美芝 

2. A case report on a giant angiosarcoma post surgical excision and reconstruction with 

artificial dermis   

三軍總醫院外科部整形外科 1  松山分院外科部 2  國軍台中總醫院外科部 3  

懷寧醫院整形外科 4  曾旭平 1,2 劉庭軒 1,3 戴念梓 1,4 

2. A case report on diabetic foot syndrome post surgical amputation 

三軍總醫院外科部整形外科 1  松山分院外科部 2   曾旭平 1,2 喬浩禹 1 

3. Moderna induced ileal ischemic necrosis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外科部  一般外科  林皇甫  薛榜瀚 

4. The contribution of PRP PLUS technology to clinical treatment【進階型 PRP 在臨床上的廣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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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應用治療】 

博仁綜合醫院  外科部  *影像醫學部  杜天福  侯濱元  蔡明福  李清麗  董建民  

白信德  王建哲  *曾閔寬 

5. Category of paper: case report a pineal germinoma with rapid enlargement following tumor 

resection 

三軍總醫院 1  松山分院 2  神經外科  許家榮 1,2  洪東源 1  曾冠穎 1 

6. Inguinal trauma: a case report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外科部  泌尿外科  張哲睿  張彰琦  程威銘  陳修聖 

基隆區 

舉辦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2 年 2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7 時 30 分至 8 時 15 分 

地    點：基隆長庚紀念五樓國際大會議廳 

地    址：基隆市麥金路 222 號 

講    題： 

【結腸癌患者合併腸阻塞在林口長庚醫院接受大腸支架置放的追蹤結果與分析】 

林口長庚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賴正洲 

竹苗區 

舉辦醫院：大千綜合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2 年 02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至 4 時 

地    點：大千綜合醫院碧英門診大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地    址：苗栗市高苗里 11 鄰信義街 36 號 9 樓 

講題： 

1. 腸衰竭與腸移植經驗分享 

亞東紀念醫院  小兒外科  陳芸 

2. Aneurysm/pseudoaneurysm of vascular access & high output heart failure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翁啟峰 

3. Application of staple devise for circumcision 

大千綜合醫院  泌尿科  吳亞伸 

4. Developmental problems and experience sharing of the first 100 cases of spinal endoscopy 

大千綜合醫院  骨科  羅浩儒 

中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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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醫院：台中慈濟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2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至 5 時 20 分 

地    點：台中慈濟醫院第一院區感恩五樓階梯教室 

地    址：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 88 號 

主 持 人：余政展主任 

專題演講： 

【Aortic root reconstruction by sino-tubular junction remodeling】 

台中慈濟醫院  心臟血管中心  謝世榮 

病例討論： 

1.認識 3D 電腦導航微創脊椎關節手術—台中慈濟醫院治療經驗分享 

台中慈濟醫院  微創脊椎關節中心  張建鈞 

2.利用 O 臂 X 光機導航置入皮質骨釘—個案分享—台中慈濟醫院治療經驗分享 

台中慈濟醫院  神經外科  黃伯仁 

3.乳房真空抽吸輔助活體組織切片經驗分享—台中慈濟醫院治療經驗分享 

台中慈濟醫院  乳房醫學中心  洪琬瑜 

4. Conversion surgery for gastric cancer：experience of Taichung Tzu-Chi Hospital—台中慈濟醫

院治療經驗分享 

台中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余政展 

5. 經口甲狀腺手術驗分享—台中慈濟醫院治療經驗分享 

台中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高國堯 

◎疑難病例討論歡迎臨時提出討論，請事先備妥影像及病例等資料。 

◎愛護我們的地球請自備「環保水杯」。 

台南區 

舉辦醫院：奇美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2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    點：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五樓 553 會議室 

地    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講    題： 

1. Recurrent/repeated primary spontaneous pneumothorax 

奇美醫院  胸腔外科  李翰泓  陳照坤  蘇英傑 

2. Descending necrotizing mediastinitis 

奇美醫院  胸腔外科  黃盈琪  陳照坤  蘇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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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ophageal rupture by foreign body swallowing 

奇美醫院  胸腔外科  劉奕良  陳照坤  蘇英傑 

4. Hemothorax following blunt cardiac trauma: the pitfall of coexisting pericardial laceration 

奇美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洪倫吾  吳南鈞 

5. Total arch replacement with 4 branch graft and stent graft  

奇美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許向平 

6. How far should a fishbone go? —case report 

奇美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吳依璇 

高屏區 

舉辦醫院：義大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2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    點：義大醫院 A 棟 6 樓大講堂 

地    址：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 號 

講    題： 

1. How to enhance MEN’s health? From physician to patient 

高雄榮民總醫院  泌尿科  簡邦平 

2. Small bowel tumor 

義大醫院  一般外科  吳坤達 

3. Acute chest tightness with concious change 

義大醫院  急診醫學部  陳瑋峻 

4. Right hydronephrosis 

義大醫院  泌尿科  林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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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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學院外科  

誠徵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壹名  

一、 學歷：本國教育部認定之國內、外醫學系畢業者。  

二、 經歷：需有外科醫療背景及教學研究經驗者。  

三、 專科醫師資格：具有本國外科(一般外科、大腸直腸外科、小兒外科、心臟血管外

科、胸腔外科)或神經外科、或整形外科專科醫師資格者。  

四、 申請人應符合本校醫學院相關新聘教師資格。

https://www.mc.ntu.edu.tw/person/Fpage.action?muid=2041&fid=136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審查細則 https://bit.ly/3TUc45g 本院教師聘

任升等送審論文最低標準暨送審論文績優研究評分辦法 https://bit.ly/3TA4pJI  

五、 檢附書面資料 7 份及電子檔(含個人履歷表、過去教學及服務經驗、最近五年論

文代表作及所有發表論文目錄、研究計劃、未來研究目標、教育理念，及相關畢

業證書及專科醫師證書)。  

六、 檢附 2 位外科學門副教授(含)以上推薦人之書面推薦函各乙份。  

七、 本職缺預計起聘日期為 2023 年 8 月 1 日。  

八、 報名截止日期：申請資料應於 2022 年 12 月 26 日(週一)17:00PM 前送達「台大

醫院外科部主任室」(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  

電話：886-2-23123456#265062 聯絡人：王玉鈴小姐  

e-mail： ntuheva@ntuh.gov.tw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誠徵 

重症加護主治醫師 

【應徵職稱】：外科加護病房專責醫師 

【徵才條件】：具重症醫學專科醫師證書、ACLS 證照者 

【工作內容】：加護病房醫療業務 

【休假制度】：依排班彈性休假 

【待遇暨進修及福利】：面議 

【意者請洽】： 

• 聯絡電話：02-85128888 分機 25141 呂小姐 

• 聯絡地址：243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 號 

• 電子郵件: D02126@mail.fjuh.fju.edu.tw 

• 報名方式 : 有意者請將履歷郵寄或 e-mail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https://www.mc.ntu.edu.tw/person/Fpage.action?muid=2041&fid=1368%23
https://bit.ly/3TUc45g
https://bit.ly/3TA4p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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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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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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57@fy.org.tw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mailto:shiouch@mail.tyg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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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仁愛醫院 

誠徵一般外科專科醫師 

條件：具專科醫師證書 

薪資：面議。（院長親談，全程保密） 

地址：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 260 號 

竭誠歡迎穩定長期合作之夥伴。 

E-Mail： aiuser154@gmail.com 

◎歡迎來電洽詢:03-9321888 分機 6101(藍小姐)、6102(游小姐) 

永和耕莘醫院誠聘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招募內容： 

  1、機構名稱：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2、應徵職稱：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資格說明：具醫師證書、外科專科證書。 

徵才單位聯絡資料： 

 1、聯絡人：醫務部 洪小姐 

 2、聯絡電話：(02)2928-6060 分機 10697 

 3、聯絡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 80 號(門診大樓 八樓醫務部) 

 4、電子郵件地址 :a29286060@gmail.com 

 5、應徵方式 : 請填妥主治醫師申請書(檔案如附件)郵寄或 mail 

 6、永和耕莘醫院網址：http://www.cthyh.org.tw/ 

 

mailto:a29286060@gmail.com
http://www.cthyh.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