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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郭宗正

　　

理事長的話 

Part I 

    學會一年一度的會員旅遊，於 7月 12日~14日至台東三日遊，共有 145位會員及

眷屬參加。因參與踴躍，第一天晚上在台東桂田喜來登酒店會合聚餐後，於隔天就分

為兩條路線，分別為綠島及知本。雖然大家玩得非常盡興，但天氣實在過於炎熱，明

年起，學會將考慮把會員旅遊日期改至春天或秋天辦理，希望大家能在一個舒適的氣

候中遊玩，享受台灣之美。 

Part II 

    7月 24日學會召開第 21屆第 6次醫療法制暨醫療糾紛委員會，由潘恆新召集人主

持。與會中委員們討論 9年前因未發覺子宮外孕導致孕婦死亡之案例，今年 7月 10日

台灣高等法院(更二審)判決此婦產科醫師因違反注意義務情節，依過失致人於死罪，判

處有期徒刑 1年 4個月，並不得緩刑，須入獄服刑。據了解，此位會員醫師在漫長的

訴訟中，因認為自己沒有過失，於法庭上無請律師陪伴，孤軍奮鬥，雖然精神可嘉，

但在社會輿論、法官自由心證的情況下，判決結果不一定如自己所願。期盼這位醫師

尚有機會翻轉判決，學會也願意出面幫忙。 

Part III 

    7月 28日上午，學會於台大醫院舉辦子宮頸抹片繼續教育課程，因健保署有意參

照其他國家調整抹片實施間隔，由一年調整至三年，在學會婦女癌症防治委員會的鐘

坤井顧問、洪耀欽主委的努力下，國健署尚未做出最後決定。又會議中也談及抹片合

併 HPV檢測的功效，並討論達文西手術對子宮頸癌治療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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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V 

    7月 28日下午，學會亦舉辦第 21屆第 7次健保政策委員會，會中達成下列幾項

重要決議： 

1. 衛福部決議「單次使用醫療器材管理」一案，只要仿單上有標示為一次使用之醫

療器材，只能一次性使用並拋棄為原則。如各醫院希望降低病患負擔改為數次使

用時，必須向衛福部提出實證醫學證據才得使用。爾後病患使用這些醫療器材時，

勢必繳納現在數倍以上的費用了！ 

2. 有關胎兒生理評估 Fetal Biophysical Profile (FBP)，以後申報時只能侷限在高危險

妊娠，但個人覺得這對產科醫師及孕婦安全都是一項嚴格的決定。 

3. 學會決定定期舉辦全國審查醫師共識會，以促進審查之一致性。 

4. 陰道鏡檢查適應症新增 HPV16、18陽性之病人。 

Part V 

    第 22屆學會會員代表，即將在 8月 18日及 8月 25日舉行，另有意參選理監事

的會員們，報名也將於 8月 15日截止。希望在下一屆理事長及全體理監事、會員代

表的帶領下，學會更加繁榮茁壯，執業環境也能有所改善。 

10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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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黃閔照

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上路已經三年，至 107 年 7 月共計通過救濟審救濟計 628 件。其中

孕產婦死亡 57 件，中度以上障礙 10 件，新生兒死亡 132 件，中度以上障礙 45 件，胎死腹

中 318 例，子宮切除 151 例，核發計救濟金額共計 3 億 4690 萬元。生產事故審議會考量產

婦死亡及身心障礙照護之醫療成本，及對家庭之撫慰，建議提高救濟金，行政院於 6 月 11

日召開性別平等委員會中裁示，未來將提高產婦死亡給付至 400 萬元，同時衛福部也研擬

調高產婦及新生兒身心障礙救濟金。至於子宮切除部分，考量子宮切除是為挽救病人生命

危難，將調降為有一名子女存活者，由原先最高 50 萬改成給付 10 萬，有 2 名 ( 含 ) 以上子

女存活，則不再核發救濟金，請會員注意公告，免得在救濟金上有爭議，引起不必要紛爭。

7 月 1 日醫策會也公告修正新的通報表單，未來 28 週以下，胎死腹中及新生兒死亡不

用通報，但產婦 20 週以上之生產事故，仍要通報。衛福部近日勾稽，申請救濟案件與通報

事故案件，發現有些案件未通報，要求醫療單位限期補正，否則依條例裁罰，包含外院轉

入病患，如果有跟生產事故相關，也請審視是否需要通報。107 年度生產事故年報編撰正在

做最後修正，醫療照護上還是有很多可改進的，希望大家共同為婦幼健康努力。

7 月 12 至 14 日台東綠島三日遊，共計有 145 名會員及家屬參加，馬太鞍濕地捕魚樂，

綠島熱氣球嘉年華，夜泡朝日海底溫泉，千歲團浮潛樂，知本老爺泡湯，雖然有些人有暈

船不適，但也盡享東海岸美景。夏日炎炎，未來可能考量將會員旅遊時間做調整，避開盛夏，

也謝謝洪秉坤召集人這幾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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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會員因為未診斷出子宮外孕，更二審裁定一年四個月定讞。過去醫療爭議，大

多是緩刑，鮮少被判不得緩刑，站在學會立場當然支持聲請再議。不過也請教過律師意見，

更二審翻轉機會不大，建議會員未來遇到醫療糾紛刑事訴訟時，仍要小心應對，期盼有機

會能翻轉判決。7 月 19 日潘恆新及陳建銘代表學會出席司法官學院辦理「司法人員醫療案

件專業課程及認證班」之「婦產科常見醫療糾紛與實務」，會中也針對羊水栓塞的臨床表徵，

與其不可預期跟法界人士作溝通，感謝兩位犧牲時間為學會努力。

7 月 21 日及 7 月 28 日分別在高雄及台北辦理子宮頸抹片研習會，台灣子宮頸抹片自

1995 年納入全民公費檢查，因癌前病變之提前檢出，大幅下降子宮頸癌的死亡率。國健署

有意要調整抹片篩檢間隔，感謝婦科癌症防治委員會的鐘坤井、洪耀欽的努力，此次研討

會也針對 HPV 是否納入第一線檢查工具也做了討論，感謝北中南奔波的講師們，8 月 11 日 

在台中還有一場研習會，歡迎會員參加。另 8 月 17 日在台北慈濟辦理孕婦產前衛教課程，

請有意申報孕婦產檢衛教指導費用的醫師 ( 含住院醫師 ) 參加課程及各地同步視訊，以取得

資格。9 月 1 日在台大兒童醫院將辦理婦產科新興醫療科技之實證醫學研討會，包括達文西

手術、陰道雷射、海扶刀、凍卵、腹膜外剖腹生產、產前基因檢測之必要性、陰道網膜等

議題作討論，這些處置、治療大都是自費，而且所費不貲，到底臨床效益為何，也希望會

員多多參與討論。

第 22 屆會員代表，將在 8 月 18 日及 8 月 25 日選舉，請會員們記得投票，另外理監事

報名也已經開始，感謝 21 屆所有的會員代表跟理監事們，讓婦產科榮景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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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敬愛的會員：大家好！首先感謝大家對學會的支持。

　　在大家的奉獻與幫忙下，攸關婦產科歷史文物保存的「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博物館」已

於 2013年 10月 13日落成。為達成保存婦產科文物之使命，學會需要您的繼續支持，期盼

大家秉持支持學會保存婦產科歷史文物竭盡心力的熱誠，共襄盛舉，一起為創造婦產科歷

史向前邁進。

　　今後，不論任何文物，也不論金額多寡，均望您熱烈支持，學會必將妥善運用及管理。

此外，捐款可以抵稅，而且捐獻芳名錄也會定期（或每月）公告在會訊，待達一定數量之後，

希望每年也都能有機會出版一本小冊子來紀錄所有會員的奉獻，並在適當時機將該等資料

彙編成冊發行，此外，也能夠每隔一段時間就update & renew博物館誌，並以平板輸出方式，

懸掛在二樓大廳來感謝和紀念大家的奉獻，也讓它成為婦產科歷史的一部分。學會在此先

感謝您的熱心支持，謝謝！

　　2013年 10月 13日學會博物館成立以來，仍然有很多會員踴躍捐款，而捐獻文物的行

動也絡繹不絕，國內外參觀者也不少，大家給了很多鼓勵，發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著實

豐富了博物館的館藏。我們期待能有機會再編本專刊來紀念這一段學會與博物館的歷史，

希望大家能夠共襄盛舉，共創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歷史。

　　捐款專戶

　　　　　　　　　銀行帳號：玉山銀行民權分行 0598-940-134000

　　　　　　　　　（請務必在匯款時，於附註欄寫明個人姓名及用途）

　　　　　　　　　戶　　　名：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最後　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　闔家歡樂

 理　事　長 郭宗正

 博物館館長 謝卿宏

 秘　書　長 黃閔照

 財務委員會召集人　陳信孚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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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理監事參選說明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將於 108 年 10 月 6 日舉行第二十二屆理監事選舉，有

興趣參選之會員，請填妥報名表後郵寄至學會即可，但報名者須繳清會費至今

年度。

　　本會會刊雜誌 TJOG 為國科會優良刊物，依國科會規定，學會理監事人

數需有 3/5 以上部定教職才能申請相關補助，因此請務必填寫您是否有部定教

職。

　　參選者之個人資料，請於報名截止日 8月 15日前 (郵戳為憑 )以掛號寄回，

以便製作選舉公報，資料不全者，則以不全資料刊登，事關參選者之權益，特

此聲明，敬請注意配合。

※ 本屆應選理事 35名，監事 11名，前兩屆連續當選理事或監事者，不得備選。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第 22 屆會員代表參選說明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將於108年 8月 18日

及 8 月 25 日舉行會員代表選舉，有意參選之

會員，請填妥報名表郵寄至學會即可參選(須

繳清會費至 108 年度止)。 

參選者之個人資料，請於報名截止日 

7 月 15 日前(郵戳為憑)以掛號寄回，以便製

作選舉公報，資料不全者，則以不全資料刊

登，事關參選者之權益，特此聲明，敬請注意

配合。 

本次選舉將以所屬醫師公會劃分選區，

如您有異動或不確定所屬醫師公會為何處之

會員，請務必於 6 月 30 日前至學會網站 

(http://www.taog.org.tw/)點選進入會員服

務進行變更或查詢，為避免影響應選人數，6

月 30 日-8 月 25 日選舉期間，恕不接受變更

所屬公會，將以原有資料劃分您的選區，屆時

不得有異。 

※本屆每 15 名會員應選出一位會員代表，不

足 15 人者，須超過半數 8名方能選 1名。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敬上 
108.06.04. 

 

第 22 屆會員代表參選報名表 
 

             姓名：               

             電話：               

             mail：               

會員編號：         年齡：         

所屬縣市醫師公會：                

畢業學校：                        

服務醫院：                        

職    稱：                        

地址：                            

                                  

 

 

※ 以上資料請以正楷填寫，報名截止日

7 月 15 日止。 

 

一般經歷：                          

(兩項為限)                          

                                    

參與學會經歷                        

(兩項為限)                          

                                    

                                    

理念與抱負：                        

(限 50 字)                           

                                    

                                    

                                    

                                    

                                    

                                    

                 (請以正楷填寫以利辨識)  

 

 
二吋近照 

 
浮貼 

敬上

108.07.18.

選舉日期：108 年 10 月 6 日（星期日）

選舉地點：台大醫院兒醫大樓 B1 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8 號）

報名方式：

　　　　　1. 請於 8 月 15 日前郵寄本單至學會（以郵戳為憑）。

　　　　　2. 請務必檢附照片，並切勿傳真報名。

　　　　　3. 須繳清會費至今年度。

　　　　　4. 報名截止日後，恕不再受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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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理監事參選報名表

　　　　　姓名：　　　　　　　

　　　　　會員編號：　　　　　

　　　　　年齡：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地址：　　　　　　　　　　　　

　　　　　　　　　　　　　　　

最高學歷：　　　　　　　　　　

現職：　　　　　　　　　　　　

現任部定專 ( 兼 ) 任教職：□無　□有

教職服務單位：　　　　　　　　

參選項目：□理事　　□監事

1. 請以正楷填寫，切勿潦草。

2. 請務必檢附照片，切勿傳真報名。

3. 郵寄至：104 台北市民權西路 70
號 5 樓

4. 報名截止日：8 月 15 日。

參與本會經歷　　　　　　　　  

( 兩項為限 )：　　　　　　　　  

　　　　　　　　　　　　　　  

　　　　　　　　　　　　　　  

　　　　　　　　　　　　　　  

　　　　　　　　　　　　　　  

其他一般經歷　　    　　　　　  

( 兩項為限 )：　　　　　　　　  

　　　　　　　　　　　　　　  

　　　　　　　　　　　　　　  

　　　　　　　　　　　　　　  

理念與抱負：　　　　　　　　  

( 限 50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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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2 屆會員代表選舉各地區一覽表

時間 地   區 負責人 監督小組 地   點 地 址 電   話

台北市 王三郎 孫三源 何博基 學會會館 台北市民權西路 70 號 5 樓 02-25684819

新竹縣
( 市 ) 黃閔照 陳榮輝 黃木發

新竹馬偕醫院平安樓
12 樓第一會議室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690 號

03-6119595-
2590

108 台中市 鐘坤井 林燕青 柯助伊 台中市醫師公會
台中市公益路一段 367 號
4 樓 -1 04-23202009

年
嘉義縣
( 市 ) 李建興 楊宜杰 黃昭彰 嘉義市醫師公會 嘉義市吳鳳南路 37 巷 52 號 05-2222606

08 高雄縣 邱正義 傅榮宗 蔡英美 高雄縣醫師公會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241 號 6 樓

07-7473045

月 屏東縣 許振隆 詹德富 屏東縣醫師公會 屏東市林森路東段 86 號 08-7223447

18 宜蘭縣 許漢釧 許漢釧 宜蘭縣醫師公會
宜蘭市女中路 2 段 203 號
4 樓之 5 03-9356514

日 台東縣 黃文章 黃文章 台東縣醫師公會 台東市正氣路 409 號 5 樓 089-339396

金門縣 陳天順 陳天順 金門縣醫師公會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西路 6 巷
6 弄 8 號

08-2373895

花蓮縣 廖基元 廖基元 花蓮縣醫師公會 花蓮市林森路 236 號 03-8337909

澎湖縣 謝鵬輝 謝鵬輝 慈輝診所 澎湖縣馬公市大勇街 6 號 06-9260669

新北市 何博基 顏明賢 王三郎 新北市醫師公會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0 號 6 樓

02-22782066

108 桃園市 洪秉坤 陳霖松 翁順隆 桃園市醫師公會 桃園市江南一街 13 號 03-3792907

年 苗栗縣 周博治 葉冠東 苗栗縣醫師公會
苗栗市中正路 433 巷 2-1 號
3 樓

037-326290

08 台中市
大台中

何延慶 林隆堯 呂秉正
台中市大台中醫師
公會

台中市豐原區成功路 620 號
4 樓

04-5222411

月 彰化縣 葉光芃 洪耀欽 陳建銘 彰化縣醫師公會
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63 號
5 樓

04-7234284

25 雲林縣 陳夢熊 賴文福 雲林縣醫師公會 雲林縣斗六市府東街 41 號 05-5324550

日 台南市 吳孟興 郭富珍 李建興 成大醫學院一樓大廳 小東路，成功大學建國校區 06-2766685

高雄市 蘇榮茂 邱正義 許德耀 高雄醫學大學
高市十全一路 100 號西棟
3 樓 ( 家樂福對面 ) 07-3121101

基隆市 王孫斌 張少萌 基隆市醫師公會 基隆市信四路 11 號 6 樓 02-24222718

南投縣 李文車 丁鴻志 南投縣醫師公會 南投市祖祠路 6 巷 6 號 049-2220977

附註：（一）選舉時間為中午十二時至下午四時。

　　　（二）本屆每 15 名會員應選出一位會員代表（不足 15 人者，須超過半數 8 名方能選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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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會員代表參選人簡介

（基隆市）29 人　應選 2 人　　選舉日期：8 月 25 日

No.1587

王孫斌  63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2)2424-8125
email: wang45820@hot.mail.com
地址：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69 號

現職：王孫斌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基隆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基隆市診所協會理事長、基隆市醫師公會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本屆理事、多次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合理的健保給付；2. 為基層診所醫師

發聲，牟得婦產科醫師應有的重視。

（台北市）593 人　應選 40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2267

江其鑫  53 歲　中山醫學院畢

Tel：(02)2431-3131
email: timchc@cgmh.org.tw
地址：基隆市麥金路 222 號

現職：基隆長庚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基隆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婦產科主治醫師、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周產期醫學會、台灣生殖醫學會

理念與抱負：爭取會員權利。

No.350

邱孝震  84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553-1346
email: 無
地址：台北市保安街 1-1 號

現職：聖心婦產科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市醫師公會第 16 屆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理念與抱負：培養新秀（年輕醫師）延續徐千田教授、郭

國銓院長的風範，提升婦產科（界）聲望。

No.373

蔡明賢  75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595-8181
email: mst1942@icloud.com
地址：台北市林森北路 640 號

現職：蔡明賢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婦產科主任級醫師、美國婦產科學院院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長、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健全學會，發揮學會功能；增強學術知識及

技術之推廣；促進會員之團結及福利措施；推廣國際交流，

走向世界舞台。

No.396

江千代  75 歲　台灣大學醫學院畢

Tel：0932-006576
email: dag15@tpech.gov.tw
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 1 段 20 號 10F
現職：台大醫院（兼任）、台北市立聯合醫
院婦幼院區副教授、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市立婦幼綜合醫院院長、台北市立家庭計畫推廣
中心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本屆及數屆）、母嬰親善認
證委員會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為會員爭取權利；2.協助推動會員之醫學再教育；
3. 協助推動週產期照護之品質；4. 參與專科醫師訓練認定之計畫

活動。

No.463

徐弘治  76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28-531350
email: 無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13 巷 25 弄

23 號 6F
現職：台安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中國

附醫台北分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監事、常務監事

學會經歷：同上

理念與抱負：希望成為學會與會員間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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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87

王三郎  78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594-8759
email: wangsaburo@yahoo.com.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66 號之 2
現職：王三郎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台灣家庭醫學會副

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會訊編輯委員

理念與抱負：爭取會員權益。

No.673

吳輝明  71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551-1234
email: 無
地址：台北市長春路 78 號 2 樓

現職：吳輝明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婦產科總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無

No.800

王國恭  70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無

email: 無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現職：台北馬偕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醫院高危險妊娠科主任、馬偕醫院婦產部

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改善產科照護品質。

No.912

張少萌  67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2)2700-0101
email: saumeng@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 段 199 巷

2 號 4 樓之 1
現職：張少萌婦產科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北醫附設醫院主治醫師、北醫講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監事

理念與抱負：提供法律研讀心得及訴訟經驗，供同道參考，維
護醫者尊嚴：1. 讓網路誹謗者判刑 4 個月，賠 40 萬；2. 讓中傷我

說我子宮出血不應內診，是性騷擾之某醫師到北檢報到，向我下

跪 20 分鐘；3. 仁愛醫院醫護兩案，兩次打敗古清華律師。

No.672

賴國良  71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564-2033
email: leon@lai-obs.com
地址：台北市錦西街 1-5 號

現職：賴國良婦產科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無

No.797

林正義  78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32-308045
email: lcy97218@gmail.com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406 之 1 號

1 樓

現職：益生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護專附設婦幼中心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強化學會與會員間溝通平台。

No.846

李木生  68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2)2501-2312
email: musoonclinic@gmail.com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 段 90 號

1-4 樓

現職：木生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病理科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積極參與學會學術研討會，與開業醫聯誼會，

同儕間聯絡，了解學會與基層醫療單位的困難，提供正面

的建議；保障各級單位同仁們的權益。

No.930

王漢州  69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988-566352
email: 1026.henry@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安和路 1 段 101 號 1 樓

現職：麗式診所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台北市立婦幼醫院主治醫師、前宏其婦幼醫院

醫療副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爭取婦產科會員最大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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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49

曾啟瑞  67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737-2181#8540、8541
email: tzengcr@tmu.edu.tw
地址：110 台北市吳興街 252 號 5 樓生殖

醫學中心

現職：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生殖醫學

中心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台北醫學大學婦產學

科主任

學會經歷：亞太生殖醫學會 (ASPIRE) 會長、台灣婦產科

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推動學會國際化，與國際接軌。

No.961

潘世斌  68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5235566
email: pans.lady@msa.hinet.net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 1 段 30 號 3 樓

現職：生泉婦產科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抗老化學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1. 促進會員福利；2. 多元發展婦產科相關業

務。

No.1042

顏明賢  68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937-896897
email: msyen@vghtpe.gov.tw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行義路 10 巷 2 號 9
樓 37
現職：北榮特聘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北榮婦女醫學部部主任、中華民國婦癌醫學會

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1. 提高健保手術費的費用給付；2. 協調工時

的合理化；3. 醫院自行管理，減少評鑑工作。

No.1200

何弘能  65 歲　台灣大學畢

Tel：無　

email: 無
地址：無 
現職：台北醫學大學總顧問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醫院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院士

理念與抱負：增進學術研及加強國際合作。

No.950

蘇聰賢  68 歲　

日本福井大學醫學博士畢

Tel：0975-835151
email: 無
地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690 號

現職：新竹馬偕紀念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財團法人醫策會董事長、財團法人婦女健康泌

尿基金會董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院士

理念與抱負：1. 改善健康給付；2. 推動國際學術地位。

No.1001

劉嘉燿  64 歲　國防醫學大學、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校區博士畢

Tel：(02)8792-7205
email: jyliu@mail.ndmctsgh.edu.tw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2 段 325 號

現職：三軍總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婦產學科主任、三軍總醫院

婦產部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會訊編輯委員會召集

委員

理念與抱負：代表會員反映執業所遇問題及困境，尋求學

會幫忙及找出解決方法，提昇健保給付。

No.1083

黃俊喨  70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905-512866
email: peterh0913@yahoo.com
地址：台北市永吉路 236 號 3 樓

現職：台大醫院北護分院兼任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醫院北護分院副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理事

理念與抱負：無

No.1230

陳持平  66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2)2543-3535
email: cpc_mmh@yahoo.com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現職：馬偕紀念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國立陽明大學兼任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兼任教

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雜誌主編

理念與抱負：為提昇學會學術研究及世界學術地位而努力

奮鬥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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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88

劉道明  65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910-278075
email: 無
地址：台北市福州街 12 號

現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主治

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市立婦幼醫院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爭取婦產科會員合理之工作權益，加強提昇

會員生活品質。

No.1664

林明輝  61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2)2543-3535
email: huei97@yahoo.com.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 2 段 92 號

現職：台北馬偕紀念醫院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醫院不孕症科主任、馬偕醫學院臨床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1. 積極維護會員權益；2. 促進學會臨床醫療

和學術發展與時俱進。

No.1795

梁守蓉  59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70-746709　
email: 86104@w.tmu.edu.tw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3段 111號（3
樓產房）

現職：萬芳醫院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醫學大學臨床副教授 (95.8~ 迄今 )、萬芳

醫院婦產部主任 (107.5~ 迄今 )
學會經歷：口試委員、學術大會講者、座長

理念與抱負：為會員爭取最大的權益，為學會選賢與能，

監督並壯大學會服務會員的範疇，以實務的經驗改善健保

的缺失。

No.1816

陳治平  59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

Tel：(02)2543-3535　
email: 無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 2 段 92 號

現職：馬偕紀念醫院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周產期醫學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

理念與抱負：提昇年會與再教育活動品質，促進會員權益。

No.1391

李江渭  64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933-162699　
email: victoriawulee@hotmail.com

 地址：台北市長春路 78 號 2 樓

現職：吳輝明婦產科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醫院婦產科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理事

理念與抱負：在前輩醫師努力耕耘的既有基礎下，與婦產

科同仁一起打造友善的婦產科執醫的環境，共創醫病雙

贏。

No.1728

李建南  61 歲　台大醫學院畢

Tel：0972-651714
email: leecn@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8 號 ( 婦
產部 )
現職：台大醫院教授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醫院基因醫學部主任、婦產部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亞大周產期理事長、台灣周產期醫學會顧問

理念與抱負：為全體婦產科會員爭取權益，並成為會員與

學會之間的橋樑。

No.1812

蔡明松  61 歲　中國醫藥學院畢

Tel：0956-701378
email: mstsai@cgh.org.tw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 段 280 號

現職：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輔仁大學醫學院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周產期醫學

會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1. 提昇產科照護品質；2. 爭取給付增加。

No.1842

陳思原  58 歲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

Tel：0972-651479
email: sheeuan@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8 號

現職：台大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醫院婦產部主任、台大醫學院婦產科教

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學術組召集人、生殖醫學會

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提昇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的學術國際地位，爭

取婦產科醫學會會員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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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50

周輝政  59 歲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

Tel：(02)2771-8151#2834　
email: jouheijen@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二段 424 號

現職：臺安醫院行政副院長暨策略長、

婦產科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婦產科身心醫學會理事長、台大婦產部兼任助

理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監事

理念與抱負：協助推動會務，提升婦產科醫療環境，維護

會員權益，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No.1963

陳信孚  57 歲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
Tel：0972-651487
email: hfchen@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8 號

現職：台大醫院婦產部教授、台大醫學院基
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醫院婦產部教授、台灣生殖醫學會前任理事長
(2010.09~2012.08)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2016.08~ 迄今 )、財委員會
主任委員 / 會訊編輯委員 (2016.08~ 迄今 )
理念與抱負：積極參與相關法規之修正，以協助會員之執業與
發展國際醫療；會員福祉：促進會員間的友誼與兼顧會員福祉；
發展學術：與國際學術單位交流與合作，促進學會會務發展及提
升會員之學術研究、增進臨床知識與在職教育訓練為宗旨與目標。

No.2271

林禹宏  53 歲　台大醫學系畢

Tel：0984-160720
email: yuhung453@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現職：新光醫院不孕症中心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光醫院婦產科主任、輔仁大學副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爭取會員權益及健保給付，持續推廣繼續教

育。

No.2296

武國璋  60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919-984545
email: gwojang@yahoo.com
地址：台北市內湖民權東路六段 161-35
號 8F
現職：三軍總醫院教授、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三軍總醫院婦產部主任、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

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雜誌編輯、專科醫師

審查委員

理念與抱負：提高會員權益，擴大學術參與，提昇國際視

野，加強同仁合作。

No.1878

徐明洸  59 歲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

Tel：0972-651481
email: shyumk@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8 號

現職：台大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醫學院專任副教授、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婦幼醫學中心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兩任監事、曾任周產期醫學

會理事長 (2014-2016)
理念與抱負：加強產科緊急醫療的轉診網絡之建立，及不

同層級醫療院所的縱向、橫向連結，確保所有產科之緊急

狀態均能完善照顧。

No.2027

林陳立  59 歲　國立陽明大學畢

Tel：0932-304610
email: dae34@tpech.gov.tw
地址：台北市福州街 12 號

現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仁愛院區及中興院
區醫務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務管理碩士及國立師範大學

衛生教育博士

學會經歷：台灣周產期醫學會理事、中華民國性教育學會副理事
長

理念與抱負：國內公部門對婦女醫療政策缺乏長遠規畫，需要
有經驗的專業人參與，期許能將出身公立醫療體系具有醫院經營

管理和公共衛生政策實務背景的經驗貢獻給學會。

No.2290

謝卿宏  61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4)2234-7057
email: ug.doc@msa.hinet.net
地址：台北古亭郵政 30-387 號

現職：茂盛醫院婦女泌尿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婦女泌尿暨骨盆醫學第九屆理事長，

AOFOG 婦女泌尿委員會主席，部定副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十九屆理事長、秘書長、院士

理念與抱負：1. 重視婦產科醫師平均年齡老化與人才斷層二十
年問題；2. 解決婦產科健保給付偏低現象；3. 健保爭審案件之審

議須由具各次專科專長的醫師執行；4. 改善基層婦產科執業環境

與權益；5. 設立婦產科博物館第二分館；6. 鞏固學會國際地位。

No.2328

王鵬惠  54 歲　陽明大學畢

Tel：(02)2875-7566
email: phwang@vghtpe.gov.tw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2 段 201 號

現職：台北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部主

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周產期醫學會理事長、陽明大學婦產學科教授

兼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雜誌副主編、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促進國際交流，保障會員福祉，提升婦產科

醫師能見度，學術、臨床並進，提攜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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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352

鄭文芳  53 歲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

Tel：0972-651480
email: wenfangcheng@yahoo.com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8 號

現職：台大醫院婦產部婦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病理科博士後研

究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繼續教育課程講師

理念與抱負：協助會員提昇臨床服務能力，爭取應有之權

利。

No.2744

潘恆新  53 歲　東吳大學法研所畢

Tel：0921-068150
email: 無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 7 段 102
號 7F
現職：新光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輔大醫學系教師、東吳、輔大法學系教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醫糾委員

會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推廣醫師法律教育，減少醫療糾紛。

No.2804

陳美州  46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72-651979
email: mjchen04@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8 號台大兒童醫療

大樓 15 樓婦產部

現職：台大醫院教授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婦產部主任、科技部生科司

婦幼學門共同召集人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副秘書長、台灣生殖與更年

期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1. 促進婦產科醫學的研究與教育；2. 協助與促

進婦產醫學會的國際交流；3.促進與維護醫學會會員的權益。

No.3137

陳菁徽  40 歲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畢

Tel：0973-735153
email: kath0420@tmu.edu.tw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 號 ( 三
大樓 B1 婦產科辦公室 )
現職：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科主任、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婦產學科－部定助理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 (～迄今 )、副秘書長 (2015-2018)
理念與抱負：身為女性，也做了為女性服務的職業，在時代潮
流的不斷變遷下，體會到婦產科醫師務必要團結、創新，共同提

升整體產業的競爭力與優勢，期待為所有會員服務的機會。

No.2653

黃建霈  50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53-050898
email: huangjianpei@yahoo.com.tw
地址：台北市重慶北路 3 段 137 巷 15 號

2 樓

現職：馬偕醫院資深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周產期醫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婦科醫學會

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9 屆監事、第 20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服務會員，改善執業環境；努力會務，發揮

學會功能；精實專長，促進婦幼健康；團結合作，強化國

際關係。

No.2771

賴宗炫  53 歲　成功大學醫學院畢

Tel：0983-701382
email: tslai382@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 段 280 號

國泰綜合醫院

現職：國泰綜合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輔仁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北醫臨床助理教

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監事、住院醫師訓練

醫院評鑑委員

理念與抱負：1. 努力為會員權益發聲及爭取權益；2. 落實住院
醫師訓練過程及學會評核；3. 成為會員與學會幹部溝通橋樑。

No.2968

黃文助  46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2)2543-3535
email: wjhuang4438@yahoo.com.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 2 段 92 號

現職：馬偕紀念醫院婦產部婦女泌尿部

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台灣婦女泌尿暨骨

盆醫學會秘書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促進會員權益，加強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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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322 人　應選 21 人　　選舉日期：8 月 25 日

No.349

葉文德  83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968-7697
email: 無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1-1 號

現職：葉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市中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新北市醫師

公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前理事、前監事

理念與抱負：為婦產科醫師服務。

No.972

賴明志  68 歲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

Tel：(02)2972-0111　
email: birthlai@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北路 26 之 2 號

現職：賴明志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醫院婦產科醫師、新北市立醫院三重院區

兼任醫師

學會經歷：多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爭取會員權益與福利，促進身心健康。

No.612

黃思誠  72 歲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

Tel：0920-417001
email: schuang@tzuchi.com.tw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婦產

部

現職：台北慈濟醫院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婦產部主任、台大婦產部名譽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3 屆理事長、專科醫師甄

審委員會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提高健保給付，提升繼續教育活動，促進國

際學術交流。

No.509

官大弘  76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2)2971-4538
email: safekuan@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 56 號

現職：明安聯合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北防癌協會理事、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理

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6 屆副秘書長、第 19、
20 屆監事

理念與抱負：1. 熱心參與開會；2. 反映會員的意見。

No.1069

王義雄  77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2)2968-4655　
email: 無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 212 號

現職：王義雄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美國俄亥俄州執業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爭取基層健保給付及尊嚴。

No.900

楊友仕  68 歲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

Tel：(02)8512-8888
email: 無
地址：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 號

現職：輔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婦產部主任、第 3 屆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

長、AOFOG 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監事長

理念與抱負：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提昇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國際地位。

No.1074

柯誠立  66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991-6193
email: chengliko@hotmail.com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171 號

現職：柯誠立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紀念醫院婦產科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前理事

理念與抱負：共同努力，促進全體會員福利。

No.1163

林朝枝  67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2)2950-9980    0910-360012
email: ysobglin@hotmail.com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30 號

現職：優生婦產科診所醫師（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原台北市中興醫院婦產科總醫師、新北市醫師

公會監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多次會員代表、歷史文物館

組委員

理念與抱負：協助與促進學會強大和諧，會員醫師健康平

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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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76

王火金  69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2)2201-0706
email: gynobswang@hotmail.com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31 號

現職：德安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彰基婦產科、德安婦產科診所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數屆及本屆代表、數屆委員

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健保及自費的合理給付；2. 取消不合

時宜的法規限制，讓婦產科醫師行醫時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3. 年長者專科醫師學分應適當調整。

No.1417

鄧森文  63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

Tel：0910-084624
email: senwen1955@yahoo.com.tw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37 號 9 樓之 2
現職：新店耕莘醫院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台北榮總婦產部主治大夫、輔大醫學院醫學

系副系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監事、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維護會員應有的各項權益，促進醫院與基層

之合作平台。

No.1613

何博基  76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972-9627
email: tonho.obs@msa.hinet.net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 97 號

現職：東和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家醫學會副理事長、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監事會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 積極參與學會運作；2. 反應會員心聲；3. 爭
取健保自費項目；4. 爭取健保 B 表可以轉 C 表之項目。

No.1710

周天給  64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992-7196　0963-399939
email: nn91491@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 670 巷 2 弄

23 號

現職：天給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北市醫師公會監事、前新北市健保診所協會

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代表、理事

理念與抱負：為爭取婦產科醫師的權益而努力，讓婦產科

的醫療給付更提高。

No.1405

張嘉訓  62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988-566362　
email: js460530@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123 號

現職：張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2015/6 ～ 2018/6）；

醫師公會全聯會常務理事（2013/6 ～ 2019/6）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3 屆）；健保對

策委員會副召委

理念與抱負：繼續爭取合理的婦產科健保給付。

No.1541

孫三源  71 歲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

Tel：(02)2966-0660　
email: 0958-812688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186-188 號

現職：孫三源婦產科醫院主治醫師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婦產科總醫師、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會員代表、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1. 學會及會員之間溝通橋樑；2. 爭取會員的

最大福祉。

No.1643

潘俊亨  64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

Tel：0937-854672
email: eve770510@gmail.com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 323 號

現職：愛麗生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馬偕醫院醫師、前仁愛醫院婦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社團法人中華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理事長、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財政委員會委員、公關委員

會委員、基層聯誼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替會員反應遭受政府或健保局不合理的措施，

爭取並維護合理的待遇。

No.1718

陳霖松  63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2)2204-3376
email: richardsung88@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建福路 54 號

現職：霖松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曾任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監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理事

理念與抱負：集思廣益，共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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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59

鄭忠政  58 歲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

Tel：0952-228802
email: ccc119003@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 339-341 號

現職：榜生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長庚醫院婦產科住院醫師、署立桃園醫院婦產

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新北市醫師公會現任理事、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現任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讓婦產科醫師能夠賺到錢；2. 保障婦產科

醫師的執業安全；3. 減少及協助處理醫療糾紛；4. 安排身

心靈滿足的休閒活動。

No.2674

林珍如  48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975-835603
email: alfie.cj.lin@gmail.com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 65 號 17 樓

現職：馬偕紀念醫院婦產部副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紀念醫院生育保健科主任、淡水產房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雜誌編輯

理念與抱負：本人因長期服務於新北市的淡水地區，期望

能為北海岸地區服務的婦產科同業請命、發聲，並爭取福

利與更好的執業環境。

No.2498

王有利  53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75-835344
email: ylw4429@gmail.com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126 巷 25 號

6 樓

現職：台北馬偕醫院一般婦產學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婦女泌尿暨骨盆醫學會副秘書長、秘書長、

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理事

理念與抱負：促進學會公開透明；督促學會發展，學術與

服務併進。

（桃園市）227 人　應選 15 人　　選舉日期：8 月 25 日

No.738

陳榮輝  71 歲　中國醫藥學院畢

Tel：(03)422-6621
email: chenjhmd1112@gmail.com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 143 號

現職：陳榮輝婦產科診所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省立桃園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8 屆常務監事

理念與抱負：建議並協助學會爭取及提昇基層診所健保業

務的權益。

No.897

鄭嘉榮  68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3)332-9808　
email: chiazonchn@gmail.com
地址：桃園市中山路 89-1 號

現職：鄭嘉榮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理事、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促進會員團結，增進學會功能。



選舉公報

~21~

No.1116

徐鴻洋  67 歲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

Tel：0933-774470　
email: hsuhungyang@gmail.com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 141 號

現職：向榮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桃園縣醫師公會常務理事、公會醫療糾紛召集

人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性病防治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 爭取會員福利；2. 幫忙處理糾紛；3. 參與

性病防治。

No.1525

張廷彰  64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975-365882
email: tinchang-chang@gmail.com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現職：林口長庚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精準醫學會第 1-2 屆理事長、台灣癌症登

記學會第 1-2 屆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0-21 屆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汲取分享婦產醫學新知，充實專業智能，造

福婦女。

No.1781

許明信  63 歲　陽明醫學大學畢

Tel：0975-082200
email: mingshsu@gmail.com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7 樓

現職：敏盛綜合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敏盛醫院婦產部主任、國健署孕產婦關懷計劃

主持人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人力規劃委員會

委員

理念與抱負：聯繫會員與學會，增進會員權益，促進建立

健康的醫病關係。

No.1901

黃泓淵  58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無

email: hongyuan@cgmh.org.tw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現職：林口長庚醫院教授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林口長庚婦產部教授、長庚大學醫學院婦產科

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

事長

理念與抱負：促進會員交流，提升學會學術水準。

No.1497

張紅淇  64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926-888888
email: hungchi88888@gmail.com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 223 號

現職：宏其婦幼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桃園縣醫師公會理事、全聯會醫院組委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健保委員會、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1. 爭取產前檢查到 15 次；2. 爭取產檢費用加

倍；3. 爭取生產健保給付增加。

No.1636

李經國  63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3)4659900   0933-110469
email: cklee1956@gmail.com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二段 191
號

現職：李經國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市立婦幼醫院、李經國診所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員代表、監事

理念與抱負：爭取基層會員權益。

No.1896

趙安祥  57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3)328-1200
email: aschao1295@cgmh.org.tw
地址：龜山鄉復興街 5 號

現職：長庚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長庚大學副教授、更年期骨鬆醫學會秘書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員代表、桃園醫師公會會員

代表

理念與抱負：1. 學術交流，教學相長；2. 醫療爭議之經驗

分享。

No.1953

楊誠嘉  58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975-838842
email: doc1038@gmail.com
地址：桃園市建新街 123 號

現職：聖保祿醫院教學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國際認證泌乳顧問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推動受僱婦產科醫師薪資促成合理化；2. 提
昇婦產科醫師做為“婦女健康照護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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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92

周宏學  59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3)328-1200#8264
email: 無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現職：林口長庚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婦癌醫學會理事、秘書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爭取會員權利；2. 提昇繼續教育內容；3. 強
化住院醫學教育。

No.2432

王炯琅  53 歲　國立台灣大學畢

Tel：0932-232769
email: deputy.wang@gmail.com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20 樓

現職：敏盛綜合醫院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敏盛綜合醫院院長、衛生署署長辦公室專門委

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醫療法制暨醫療

糾紛委員會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 改善醫療環境，提升醫師地位、尊嚴與應

得收入；2. 免於執業步步危機陷阱的恐懼。

No.2971

盧佳序  56 歲　高雄醫學院畢

Tel：0975-365901
email: 2378@cgmh.org.tw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現職：林口長庚醫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基隆長庚醫院婦產部主任、長庚大學醫學院教

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人委會、里程碑計畫

理念與抱負：落實醫療政策，病患上轉與下傳，熱絡醫療

服務與活動，創造基層與醫療服務中心，互補並雙贏。

No.2269

洪秉坤  57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32-136445
email: binkun1018@gmail.com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 2 段 129 號

現職：秉坤婦幼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周產期醫學會常務監事、台灣母胎醫學會

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康樂委員會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 反映基層執業的現況和困境給學會做執行

面的參考；2. 積極參與學會活動，盡一己之力幫助學會更

加的壯大。

No.2451

蘇專誠  53 歲　中山醫學院畢

Tel：0937-124313
email: jasonsucc@gmail.com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 150 號

現職：中壢長榮醫院執行長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 林口長庚醫院婦產科醫師、桃園市醫師公會監

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做為基層與學會之間的溝通橋樑。

No.3052

許廣鑌  41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3)4025866
email: andreweng.tw@yahoo.com.tw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 2 段 129 號

現職：秉坤婦幼醫院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醫院婦產科總醫師、秉坤婦幼醫院主治醫

師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1. 促進母胎婦幼保健；2. 提昇醫療人員照護

能力；3.反應基層醫療現況與困境；4.為年輕醫師發聲；5.共
同營造優質執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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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82

陳哲男  76 歲　中國醫藥學院畢

Tel：(03)526-3141　0916-141263
email: tzenuan@ms48.hinet.net
地址：新竹市 (30042) 大同路 100 號

現職：新竹和平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竹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 花蓮門諾醫院醫師、開業醫師將近 40 年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永久會員、連任會員代表三

屆

理念與抱負：積極參與學會活動，包括學術課程，年會大

會及休閒活動等；作為學會及會員橋樑，忠實反應會員心

聲及建議，使會務推動更為順暢。

No.2566

曾英智  54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83-701153
email: cgho7676@cgh.org.tw
地址：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678 號

現職：新竹國泰綜合醫院醫療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竹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竹醫師公會會員代表、台灣新竹地方法院專

家諮詢委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台灣母胎醫學會

理事

理念與抱負：致力於醫療志業，學術發展與醫學教育工作。

（新竹縣）36 人　應選 2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377

阮正雄  77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939-665921
email: masaroan@yahoo.com.tw
地址：新竹縣竹北文興路 339 號 2F
現職：昊霖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竹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市立婦幼綜合醫院實驗病理檢驗科主任及

婦產科主治醫師、北醫細胞學中心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3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婦產科基層醫療的代言人。

No.1593

陳建銘  63 歲　中國醫藥學院畢

Tel：(03)533-7789
email: drcmc.obs@gmail.com
地址：新竹市武陵路 218 巷 58 號

現職：陳建銘婦產科診所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新竹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竹市醫師公會秘書長、新竹市診所協會常務

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0 屆副理事長、第 21 屆

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以參與學會 20 年之服務經歷，繼續熱誠的服

務全體會員及學會。

No.2688

黃閔照  51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75-835326
email: had36586@gmail.com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 2 段 179 號 11F
現職：新竹馬偕醫院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新竹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 新竹馬偕醫院婦產部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健保給付及合理審查並改善自費空間；

2. 爭取產檢項目及超音波檢查次數及給付；3. 爭取代理孕

母修法。

No.1325

簡基城  67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32-178263
email: 無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號二路 69 號

現職：艾薇芙國際生殖中心

所屬醫師公會：新竹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東元綜合醫院資深副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二任

理念與抱負：婦產科領域的社會議題推動。

（新竹市）57 人　應選 4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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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344

曹健民  56 歲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Tel：0972-153089
email: t5527000@gmail.com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仁和街 7 號

現職：竹仁婦幼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竹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竹仁婦幼診所院長、東元醫院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周產期醫學會、內視鏡醫學會

理念與抱負：爭取婦產科醫師執業之福祉。

（苗栗縣）26 人　應選 2 人　　選舉日期：8 月 25 日

No.586

朱明星  83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37)261-287
email: 無
地址：苗栗市中正路 7 號

現職：明星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苗栗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省立新竹醫院婦產科醫師、明星婦產科診所院

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代表、苗栗縣醫師公會代表

理念與抱負：1. 為苗栗地區的婦產科同仁服務；2. 當醫學

會和基層人員的溝通管道。

（台中市）228 人　應選 15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2196

周志恆  56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930-460567
email: drchouch@gmail.com
地址：苗栗縣

現職：苗栗大千綜合醫院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苗栗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無。

No.542

趙宗冠  84 歲　中山醫學院畢

Tel：(04)2202-0866
email: chao.art@msa.hinet.net
地址：台中市北區民族路 326 號

現職：趙婦產科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山醫學院婦產科副教授、台中市醫師公會美

展聯誼社創社社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會訊編輯委員

理念與抱負：1. 如需我籌組台中婦產科醫學會會員美術方

面的聯誼或展覽等組織，我願意盡全力與學會職員共同完

成任務；2. 爭取提高內診或多方面的費用。

NO.771

李茂盛  67 歲  日本東邦大學畢

Tel：(04)2234-7057#1311
email: msleephd@gmail.com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30-6 號

現職：茂盛醫院 - 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生殖醫學會第 2 屆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6 屆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維護會員權益，做會員與學會橋樑，爭取合

理健保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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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86

林士新  68 歲  中國醫藥學院畢

Tel：(04)2223-8148
email: shisinlin@hotmail.com
地址：台中市復興路 4 段 207 號

現職：林士新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國醫大附醫顧問、林士新婦產科診所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

理念與抱負：健保對婦產科的不合理，我們人事費用較他

科多，請健保局專案補助，並改善其他不合理狀況。

No.1415

謝保群  67 歲　國防醫學大學畢

Tel：(04)2463-2000
email: paul.p0927@msa.hinet.net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4 段 966 號

現職：澄清醫院中港院區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中榮總婦產部主治醫師、澄清醫院婦產科主

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6-21 屆會員代表、人力規

劃小組委員

理念與抱負：為會員爭取權益，改善婦產科醫療環境，提

昇醫療品質，推動醫院與基層診所的相互合作，創造共同

最大的利益。

NO.1599

賴文福  68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4)2227-0871    0923-376037
email: Laiobs41@gmail.com
地址：台中市三民路 3 段 41 號

現職：賴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署立台中醫院婦產科醫師、日本北里大學婦產

科研究員

學會經歷：健保政策委員會基層組委員，基層聯誼委員會

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參加健保政策委員會、健保審查共識委員會，

擬定健保申報及審查標準，由婦產科醫學會向健保署提案

建議，使健保申報及核刪有所依循。

No.1683

洪耀欽  60 歲　

日本大阪醫科大學醫學研究所畢
Tel：0935-311986
email: d6375@mail.cmuh.org.tw
地址：台中市 404 北區育德路 2 號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婦癌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主任、中華民國婦癌醫
學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婦女癌症防治委員會召
集人

理念與抱負：致力於婦女癌症 ( 子宮頸癌、子宮內膜癌、卵巢癌 )
的預防及治療，推動精準醫療，並善加使用細胞免疫治療以造福

病患。

No.1301

施英富  63 歲　

中山醫學大學臨床醫學博士畢

Tel：(04)2329-3176　0939-389382
email: f1955frank@gmail.com
地址：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226-230 號 
現職：施英富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中山醫學大學婦產部科主任、台中醫師公會

監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現任理事、學會審查小組成員

理念與抱負：1. 爭取會員該有的權益，包括健保如何申報

和點值的提升，及核扣合理化；2. 加強會員的新知及提供

新進醫師的訓練，學會責無旁貸。

NO.1550

徐宇瓊  64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4)2223-9678
email: joanhsn0416@gmail.com
地址：台中市中區中山路 5 號

現職：宇田婦產科診所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宇田婦產科診所負責人、台中醫院婦產科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在健保艱困的環境中，努力爭取婦產科會員

的福利與權益。

No.1618

丁鴻志  60 歲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畢

Tel：(04)2320-7082
email: hctobg@gmail.com
地址：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181 號

3F
現職：丁鴻志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副秘書長、台中市醫

師公會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健保醫政委員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為學會盡心盡力付出，為全體會員服務，積極參
與學會相關事務活動，協助讓學會的資源做到最大的發揮。

No.1764

謝溫國  58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4)2320-6969
email: xiawk@yahoo.com.tw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大進街 449 號

現職：大新婦產科診所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中榮總婦產部主治醫師、台中市醫師公會理

監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熱心參與學會，促進會員權益，建立婦產科

醫師執業的專業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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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84

張維君  57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畢
Tel：(04)2205-2121#2063
email: w621023@gmail.com
地址：台中市育德路 2 號中醫大附醫婦

產部

現職：中國醫大附設醫院婦瘤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國醫大醫學系副教授、台中市防癌協會理事

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長

理念與抱負：支持學會發展，增進會員權益。

No.1995

陳進典  59 歲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畢

Tel：0928-051677
email: gdchentw@hotmail.com
地址：台中市建國北路 1 段 110 號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附醫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增加醫療給付，爭取會員權益，提昇學會雜

誌的學術地位。

NO.2294

應宗和  年齡 56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975-553267
email: ying.steven@gmail.com
地址：台中市寧夏路 125 號 11 樓之 1
現職：中山醫大附設醫院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周產期醫學會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為婦產科全體會員發聲，並爭取應有之權利。

（台中市大台中）135 人　應選 9 人　　選舉日期：8 月 25 日

No.1893

呂秉正  60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4)2314-6240    0910-441505
email: pecicheng505@mail.com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何德里 2 段

82 號

現職：安笙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山醫學大學主治醫師、安笙婦產科診所負責

人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理事

理念與抱負：1. 增加健保收入；2. 改善健保環境。

No.2157

黃迎凱  57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4)2223-8388
email: kaimd.tw@yahoo.com.tw
地址：台中市中區光復路 56 號

現職：黃迎凱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黃迎凱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醫師

理念與抱負：無

NO.1917

周肇銘  年齡 67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4)2533-5451
email: obs2392@yahoo.com.tw
地址：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 394 號

現職：周肇銘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周肇銘診所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無

NO.1324

黃東曙  65 歲  台灣大學畢

Tel：(04)2483-1113
email: 無
地址：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 352 號

現職：博生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婦產科兼任主治醫師、台中仁愛醫院婦產

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爭取會員福利，要求健保合理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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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66

李煥照  60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

Tel：0931-454595
email: leehuanchao@gmail.com
地址：台中市后里區文明路 33 號

現職：李煥照婦產專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署立豐原醫院主治醫師、新惠生醫院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0、21 屆會員代表、第

20、21 屆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在 21 屆參與學會健保委員會，完成學會向健保署
爭取陰道超音波 957 點，今年參與進入學會理想與抱負是協助鼓

勵各區會員在合法合理的前題下，勇敢申報，讓全國會員申報點

數一齊提高，恢復作為一位婦產科醫師的尊嚴。

No.2144

何延慶  60 歲　陽明醫學院畢

Tel：0933-671448
email: chinobs99@gmail.com
地址：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157 號

現職：何延慶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中縣診所協會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理事

理念與抱負：北中南及東部各區審查醫師應定期溝通交流，

順應病患要求高品質醫療水準之潮流，不應過度設限自宮

為宜。

No.2253

張宗進  53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935-885217
email: gin3390@gmail.com
地址：台中市太平區新平路一段 108 號

現職：惠欣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太平惠欣婦產科診負責人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現任代表

理念與抱負：熱心會務，爭取福利 。

No.2417

李思靜  53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4)2568-5518
email: 無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民興街 56 號

現職：李思靜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國附醫主治醫師、李思靜診所負責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支持學會發展，增進會員權益。

No.2010

呂維國  60 歲　中國醫藥學院畢

Tel：0915-006702
email: 無
地址：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348 號

現職：呂維國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彰基婦產科主治醫師、健保署婦產科基層審

查委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0、21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促進基層醫師團結，爭取合理健保給付，凝

聚審查共識，開創安居樂業的執業環境。

No.2188

魏重耀  54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4)2631-6988
email: erntamber@yahoo.com.tw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鎮南路 2 段 418 號

現職：魏重耀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台中市大台

中診所協會第 7 屆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0-21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爭取會員合理執業空間與專業尊嚴；2. 爭
取健保合理給付；3. 促進會員間交流合作。

NO.2266

林燕青  年齡 58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4)2273-0101
email: obs2266168@yahoo.com.tw
地址：台中市太平區中興東路 216 號

現職：林燕青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署立台中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台大周產期醫

學中心研究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健保政策

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重新找回婦產科醫師的尊嚴，讓婦產科再次

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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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56

蕭弘智  68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4)8357571
email: obsiao@gmail.com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 2 段 114 號

現職：蕭弘智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彰化縣醫師公會理事、彰化縣診所協會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副理事長、周產期醫學會理

事

理念與抱負：推動婦產科基層和醫院的健全發展。

No.1071

鄧振枝  66 歲　高雄醫學院畢

Tel：(04)711-3456
email: 無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366 號

現職：漢銘醫院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無

No.1089

蔡鴻德  66 歲　中國醫藥學院畢

Tel：(04)723-8595
email: 127119@cch.org.tw
地址：500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現職：彰化基督教醫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彰基婦產部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監事

理念與抱負：爭取會員權益、提攜後進醫師，促進國際交

流。

No.1717

柯助伊  67 歲　高雄醫學院畢

Tel：(04)8818118
email: kji1234567890@yahoo.com.tw
地址：彰化市溪湖鎮彰水路 4 段 159 號

現職：柯助伊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現任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爭取、放寬基層院所可施行之醫療項目。

No.1022

丘林和  67 歲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

Tel：0975-611255
email: klw416@gmail.com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95 號

現職：秀傳醫院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無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致力於推廣學會會務，配合學會目標前進，

並積極招募婦產科新血。

No.1078

葉光芃  66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17-154162
email: yehpon@gmail.com
地址：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彰化基督教醫院

現職：彰化基督教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創會理事長、台灣婦產

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人力規劃委員會

創會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空污與氣候變遷是人類健康最大威脅，婦女、胎
兒和新生兒受害尤深，推動改善空污與減緩氣候變遷以保障婦女

和下一代的健康，學會責無旁貸。

No.1105

陳鴻基  
67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

Tel：(04)832-3103
email: chens.ladys@gmail.com
地址：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 168 號

現職：陳鴻基婦幼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國附醫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無

No.1759

孫茂榮  60 歲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

Tel：0917-153976
email: 1312@cch.org.tw
地址：彰化縣公園路一段 76-1 號 10 樓

現職：彰化基督教醫院婦女泌尿暨骨盆

重建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部主任、現任台灣婦女

泌尿暨骨盆醫學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9-20 理事、學術委員會、

專科訓練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1. 舉辦全國性及地區醫療品質學術演講，提升會
員參與性及醫療品質；2. 爭取合理健保給付，維護會員權益。

（彰化縣）119 人　應選 8 人　　選舉日期：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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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30

陳杓熊  58 歲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

Tel：(04)722-9889
email: sanannh@ms33.hin.net
地址：彰化市光復路 53 號

現職：彰化順安醫院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台灣婦女暨骨盆鬆
弛醫學會會員

學會經歷：中華民國超音波醫學會臨床指導、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秉持「病人為醫療的主體」為理念，提供婦女
專業、優質、安全且全面的醫療照護；2. 建置優良的 21 世紀胎兒

健檢中心，以降低不可預期的醫療事故與風險，落實本院「順弄

璋瓦，母子均安」的核心價值。

No.2464

吳信宏  53 歲　

高雄醫學院醫學士 / 中山醫學大學博士畢
Tel：(04)723-8595
email: 58436@cch.org.tw
地址：500 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現職：彰化基督教醫院彰基體系國際婦女醫
療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彰基體系國際婦女醫療副院長、生殖醫學中心協同主
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副秘書長、國際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合理健保給付，開拓國際患者，醫學新知教育，
參與國際事務。

（南投縣）40 人　應選 3 人　　選舉日期：8 月 25 日

No.2431

林錦鴻  54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932-673370
email: obgyn@sunsweet.info
地址：彰化市中山路 1 段 542 號

現職：秀傳醫療 ( 彰化秀傳 ) 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花蓮慈濟醫院主治醫師、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為彰化地區爭取更多訓練教育的機會，將打

造一個開放式的醫院，讓彰化地區婦產科後送醫院和服

務，大幅提升。

No.2177

李文車  55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933-179467
email: m84243@gmail.com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愛蘭路 37 號 7 樓之 2
現職：埔里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南投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埔里榮民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埔里基督教醫

院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0-21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提昇偏鄉醫療水準和福利；2. 反應偏鄉醫

療人才留任和基層執業醫師之所需和溝通；3. 爭取合理應

有之健保給付。

No.2346

莊賢逸  53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925-816328
email: suju6974@yahoo.com.tw
地址：南投市中山街 14 巷 13 號

現職：馨生婦產科小兒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南投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主治醫師、馨生婦產科

小兒科診所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

理念與抱負：能為大家服務。

No.2765

黃慧敏  48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925-832757
email: suju6974@gmail
地址：南投市中山街 14 巷 13 號

現職：馨生婦產科小兒科診所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南投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馨生婦產科小兒科診

所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

理念與抱負：能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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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381

陳夢熊  65 歲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畢

Tel：(05)535-0297
email: monbearchen@yahoo.com.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67 號

現職：陳夢熊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雲林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雲林縣醫師公會第 21、22 屆理事長、中華民國

醫師公會全聯會常務理事暨法規委員會召委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1. 協助學會爭取會員福利；2. 協助學會解決

會員爭議事項；3. 協助學會與官方的協調。

No.2052

陳繼征  58 歲　中國醫藥學院畢

Tel：0921-701388
email: y99228chen@yahoo.com.tw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 1 段 266 號

現職：雲林婦安婦產科

所屬醫師公會：雲林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國醫藥學院、天主教若瑟醫院、現婦安婦產

科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1 屆、會員代表 3 屆

理念與抱負：希望有合理的健保給付，爭取合理的產科醫

療環境。

（嘉義市）46 人　應選 3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1769

黃啟明  60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952-501887
email: sh3263@yahoo.com.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自由路 1 號

現職：黃啟明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雲林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居家醫療醫學會常務監事、雲林縣診所協會常

務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9、20 屆理事、第 18-21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爭取婦產專科全額給付；2.爭取合理、透明、

公開之審核制度。

No.2541

林嘉祈  52 歲　中山大學醫學系畢

Tel：0922-270995
email: linchiachi1688@gmail.com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民生路 11 號

現職：林嘉祈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雲林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林嘉祈婦幼聯合診所、雲林縣診所協會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健保委員會副召委

理念與抱負：維護婦產科良好開業環境。

（雲林縣）58 人　應選 4 人　　選舉日期：8 月 25 日

No.302

黃茂宗  81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937-879531
email: 無
地址：嘉義市光采街 465 號

現職：退休

所屬醫師公會：嘉義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主任醫師、嘉義醫師公會

常務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無

No.933

李建興  68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22-270302
email: jianxing882@yahoo.com.tw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48 號

現職：定興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嘉義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嘉義市聖馬

爾定醫院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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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15

蕭麗真  76 歲　

菲律賓東方醫學院畢

Tel：0932-877870
email: a0932877870@gmail.com
地址：嘉義市興業西路 89 號

現職：謝俊雄婦兒診所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嘉義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婦產科、內科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家庭科醫學會

理念與抱負：作一位會員代表應盡量協助我們的會員，強

化醫學倫理和教育訓練，也感謝前理事長、顧問和委員努

力爭取婦產科基層醫師的權利，希望我們一起努力，讓我

們婦產科在社會上受民眾的愛戴，更能發揚光大。

（嘉義縣）34 人　應選 2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2060

徐超群  59 歲　台灣大學畢

Tel：(05)371-6323
email: super.clinic@msa.hinet.net
地址：嘉義縣太保市春珠里 164-10 號

現職：超群診所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嘉義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嘉義縣醫師公會第 20-21 屆理事長、醫師公會

全聯會第 10 屆常務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9-20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1. 為婦產科爭取健保給付；2. 為七爭取更好

的執業環境。

No.861

黃國   68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6)213-8019
email: kfhuang@mail.chimei.org.tw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 1 段 140 巷

1 號 4 樓之 1
現職：奇美醫學中心婦產部顧問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華民國婦癌醫學會理事、台南地方法院醫療

諮詢委員暨醫療調解委員

學會經歷：前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現任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做好學會與會員之間橋樑，提供共謀學會發

展之建言，配合學會政策之推動。 

No.2104

洪英俊  60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55-430591
email: ychung2002@gmail.com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 號

現職：大林慈濟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嘉義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花蓮慈濟醫院婦產科主任、嘉義大林慈濟醫院

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婦產科會員代表（兩任）

理念與抱負：1. 改善婦產科醫師的工作條件；2. 平衡城鄉

的醫療條件。

No.956

李耀泰  69 歲　台灣大學畢

Tel：0912-132203
email: drgynobs@yahoo.com.tw
地址：台南市民生路二段 22 鎮

現職：郭綜合醫院婦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郭綜合醫院婦科主任、亞東紀念醫院婦產科主

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監事

理念與抱負：1. 增加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訊內容充實加強；

2.學會應成立各種婦科疾病治療指引，冀能減少醫療糾紛，

並加強專業水準。

（台南市）200 人　應選 13 人　　選舉日期：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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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18

郭宗男  66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19-856329
email: d420608@yahoo.com.tw
地址：台南市金華路三段 124 號

現職：郭宗男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台南市醫師公會理監事、前台南市診所協會

監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積極反應婦產科基層診醫師的意見及解決

方法；2. 督促學會積極維持、維護會員，尤其基層會員在

健保制度下的權利及尊嚴。

No.1422

郭宗正  63 歲　日本慶應大學畢

Tel：(06)222-1111
email: tckuo@kgh.com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 2 段 22 號

現職：台南郭綜合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監事長、常務理事，

台灣醫院協會常務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7 屆監事長、第 21 屆理

事長

理念與抱負：維護會員福祉，改善婦產科執業環境，並爭

取健保更合理給付，以及促使學會永續發展。

No.1669

吳東璧  62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19-517513
email: slhd4608@gmail.com
地址：台南市東門路 1 段 57 號

現職：新樓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樓醫院副院長、新樓醫院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學會雜誌

編輯群

理念與抱負：再造婦產科執業好環境，聯結醫院和基層婦

產科界，讓年青醫師無後顧之憂。

No.1875

張 心  58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913-652990
email: ahsin@mail.nctu.edu.tw
地址：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現職：成大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成大醫院婦產部主任、成大婦產部超音波室負

責人

學會經歷：人才規劃委員、專科醫師評鑑委員

理念與抱負：1. 爭取會員福利；2. 爭取會議再教育常態於

台南地區舉行。

No.1420

張兆榮  65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6)632-3388
email: 無
地址：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 151 號

現職：文華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國軍台中醫院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爭取婦產科合理給付，爭取開放婦產科診所

門診檢驗，促進婦產科基層診所發展。

No.1518

陳俊吉  64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913-752789
email: ys0707071144@yahoo.com.tw
地址：台南市新營區大同路 6 號

現職：佑生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南市郭婦產科醫院主任醫師（現改為郭綜合

醫院）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為基層發聲。

No.1772

林錦義  62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932-988814
email: 無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東橋七路 198 號

現職：璟馨婦幼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璟馨婦幼醫院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9、20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1. 建立基層醫院間溝通橋樑；2. 推動婦幼照

護。

No.1976

楊宜杰  57 歲　台灣大學畢

Tel：(06)222-1166
email: ycyang1688@yahoo.com.tw
地址：台南市北區成功路 70 號

現職：楊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南市醫師公會理事、成大醫院婦產科主治醫

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健保醫療政策委

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婦產科合理給付；2. 健保審查標準透

明化；3. 維護婦科醫師執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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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04

黃昭彰  57 歲　台北醫學院畢

Tel：(06)290-7979　
email: h2907979@yahoo.com.tw
地址台南市 701 東區崇學路 72 號

現職：黃昭彰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南市診所協會（2004-2012）常務理事、台北

醫學大學台南區校友總會會長（2017-2018）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第 17 至 21 屆）、

健保醫政委員會副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積極參與學會各委員會事務，為基層婦產科

醫師保障應有的權利與尊嚴；健全健保審查制度，避免不

合理之刪減。

No.2394

鄭雅敏  55 歲　成大醫學院畢

Tel：(06)276-6685
email: chengym@mail.ncku.edu.tw
地址：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成大醫院婦產部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教

授兼主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教授兼學務副系主

任、婦產部主治醫師、台灣婦癌醫學會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繼續教育暨學術研究委員會委員、
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1. 提升醫學中心與基層醫療院所合作及落實雙向
轉診；2. 提升婦女健康照護品質；3. 配合學會繼續教育。

（高雄市）245 人　應選 16 人　　選舉日期：8 月 25 日

No.526

蘇榮茂  73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7)223-1243
email: srm0202@yahoo.com.tw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76 號

現職：蘇榮茂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市醫師公會前理事長、中華民國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常務監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副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健保更合理的給付；2. 團結合作恢復

醫師應有的尊嚴與權益。

No.2072

蔡永杰  56 歲　中國醫藥學院畢

Tel：0933-342048
email: 
地址：台南市忠義路 1 段 84 巷 18 弄 2 號

現職：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奇美醫院主治醫師、高雄長庚醫院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配合學會交辦事務，積極培育婦產科新秀，

深化基層醫療與醫學中心交流。

No.884

林正泰  70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7)272-8025
email: ksfcgyn@yahoo.com.tw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517 號

現職：婦全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系友總會理事長、前

高雄市醫公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前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健保基層總額婦產科醫療費用年年下降負成

長，盼能與學會共同努力，爭取正成長。

No.1082

李世隆  67 歲　高雄醫學院畢

Tel：0933-600567
email: gy410810@ms15.hinet.net
地址：高雄市民族二路 102-2 號

現職：高雄市義大大昌醫院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醫婦產科主治醫師、日本慶應大學婦產科訪

問講師

學會經歷：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

代表

理念與抱負：醫療體系之適當轉診，健全分級醫療。

No.1198

張榮州  64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987-761528
Email: chang0830@gmail.com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 205 號

現職：張榮州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市醫師公會副理事長、高雄市診所協會理

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期勉自己配合學會與醫師公會健保對策，推

動落實分級醫療，改善輕症擠入大醫院現象，醫學中心門

診減量，加強基層醫療院所的專業服務及繼續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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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396

鄭丞傑 64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7)312-1101#6444
email: jangcj@gmail.com
地址：高雄市自由一路 100 號

現職：高醫大附設醫院海扶刀中心主任 /
教授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南京明基醫院

副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科海扶治療醫學會理事長、台灣婦產身

心醫學會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1. 拓展婦女健康醫學領域，擴大婦產科自費

範疇；2. 提昇婦產科各項檢查之健保支付點數。

No.1516

楊宗力  66 歲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Tel：0932-767297
Email: aliyangdr@gmail.com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 438 號 17 樓

現職：小港安生婦產科診所專科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市醫師公會第 13 屆常務理事、第 14 屆常

務監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8、19 屆理事，第 16-21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爭取會員權益；2. 爭取提高婦產科健保給

付。

No.2065

吳昆哲  56 歲　中山醫學院畢、

2013 年香港科技大學 EMBA 畢業

Tel：(07)331-9611#113
email: wujones0311@gmail.com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 430 號

現職：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現任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醫療總監、現任高雄醫師公
會會員代表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8-21 屆會員代表、台灣更年期
醫學會

理念與抱負：從事醫療臨床照顧已達 29 年，一直以來秉持著由
經驗中成長的學習態度，且於香港科技大學學習 EMBA 課程，希
望能夠將企業管理與醫療接軌，為醫療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己之力，
也盼望能為婦科醫學會會員之執業生態謀福利。

No.2168

劉文雄 54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975-581667
email: liu8628@yahoo.com.tw
地址：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 8 巷

12 號 5F
現職：高雄榮總婦女醫學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榮前癌症中心主任、高榮前婦產部婦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理事

理念與抱負：1. 積極爭取提高婦產科各項健保給付，如高

危險妊娠；2. 定期舉辦學術活動，以利基層醫師在職進修；

3. 鼓勵年輕醫師選擇婦產科為終身事業。

No.1434

吳玉珍  67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7)722-0123
email: jauecov080@gmail.com
地址：高雄市光華二路 50 號

現職：高雄市吳玉珍婦產科診所負責醫

師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市阮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內視鏡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1. 分享診所經營理念與經驗給需要的會員；

2. 藉由個人社會服務的經歷提升會員參與社會服務認知；

3. 持續社會服務的貢獻，為醫師群和學會帶來正面的社會

形象。

No.1801

蔡英美  58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975-356636
Email: tsaieing@yahoo.com
地址：高雄市自由一路 100 號高醫婦產

部

現職：高醫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長、台灣不孕暨生殖醫

學會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長、副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研究及教育婦產醫學，推動落實婦產科病人

分級醫療及垂直、橫向整合醫療網。

No.2079

郭鴻璋  55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938-858666　
email: ivfkuo@gmail.com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 331 號

現職：好韻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教育部定講師成大醫學院講師、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
會副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秉持之前爭取腹腔鏡手術，基層診所也可以申
報健保 ( 前後 8 年以上 )，目前已經連續二年提供爭取提高財政部

頒佈婦產科自費成本比例 45%，自費成本已因一例一休，物價、

藥價、材料等增加許多；2. 建議明訂超音波比例 30%，不限陰道

超音波或腹部超音波，以免會員畏懼抽審，核扣而不敢申報。

No.2185

陳春木  58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972-035109
Email: stevenchencm@yahoo.com.tw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和盛東街 21 號 6
樓

現職：馨蕙馨醫院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周產期醫學會副秘書長、屏東東港安泰區域醫院醫務
部部長

學會經歷：周產期醫學會副秘書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2
屆）

理念與抱負：1.擴展婦產科專科醫師的執業內容與生存空間；2.致
力減少健保審查的核刪；3. 配合學會，支持學會向外爭取會更多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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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248

蘇守良  57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932-152546
email: 無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45 號

現職：蘇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高雄市診所協會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增加醫學新知；2. 減少醫療糾紛；3. 提倡

身心靈的休閒活動。

No.2523

詹德富  51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928-429091
email: tfchan@kmu.edu.tw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現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婦產部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婦產科主任、高雄醫學大學

婦產科學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監事

理念與抱負：為會員爭取福利。

No.2710

張基昌  57 歲　

義守大學生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博

士畢

Tel：(07)5599123#1014
email: ed101779@edah.org.tw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 305 號

現職：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義大癌治療醫院副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暨

微創醫學會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增加會員福利。

No.2373

王保強  55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7)390-6320
email: drwilson8830@yahoo.com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 125 號

現職：王保強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現任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高雄市診所協會現

任常務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8-21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落實轉診分級醫療，避免醫療資源浪費；

2. 積極推動審查共識相關指標透明化，增進基層醫療之間

的合作。

No.2544

龍震宇  51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7)803-6783#34151
email: urolong@yahoo.com.tw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 812 山明路 482 號

現職：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 委託財團法

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 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副院長、高醫附設醫院婦產

部部長

學會經歷：台灣福爾摩莎婦女泌尿醫學會常務理事 (現任 )、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促進會員們福利與權益，以及建立婦產科相

關資料，法令規章等交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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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58

邱正義  57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7)741-6177
email: Jasonchiu0201@yahoo.com.tw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1 號

現職：邱正義婦產科診所院長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 802 總醫院主治醫師、高雄公保門診特約

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多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服務。

No.1982

黃富仁 59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982-861456
email: huangfj1885@gmail.com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現職：高雄長庚紀念醫院教授級主治醫

師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長婦產部主任、高長生殖醫學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0-21 屆理事、台灣生殖醫

學會理事和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貢獻自己在婦產科學 31 年的經驗為年輕會員

爭取在醫療服務、學術、研究等方面的權益。

No.2055

郭富珍  57 歲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 環境暨職

業安全衛生博士畢

Tel：0975-106038
Email: fuchenkuotw@yahoo.com.tw
地址：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 號

現職：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婦產部部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義守大學後醫系助理教授、義大醫院婦產部副

部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健保

審查小組委員

理念與抱負：致力於擔任溝通橋樑，為會員服務及爭取福利。

No.1760

許德耀  63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975-056402
email: tyhsu@cqmh.org.tw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現職：高雄長庚醫院婦產部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第 21 屆會員代表、高雄長庚婦產部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2008-2010 台灣周產期醫學會理事長、2018- 中
華民國超音波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1. 為南部基層醫院同仁轉達看法；2. 協助學

會在南部舉辦的活動 ( 含學術活動 )。

No.1996

龔福財  58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975-056403
Email: ftkung@cgmh.org.tw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現職：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長庚醫院婦產部主任、台灣婦產科內視鏡

暨微創醫學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會訊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 貫通基層同仁與醫學中心之互惠式雙向轉

診及交流；2. 國際學術交流。

No.2753

張志仰  49 歲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畢

Tel：0932-861645
Email: kentyan.chang@msa.hinet.net
地址：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 號

現職：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婦產

部部長級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生殖醫學會副秘書長、義大醫院婦產部部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婦產科專

科醫師訓練醫院訪視委員

理念與抱負：提高地區婦產科醫療水準，維護婦產科醫師

權益。

（高雄縣） 87 人　應選 6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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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74 人　應選 5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1023

許振隆  67 歲　高雄醫學院畢

Tel：0937-627907
email: m17point@yahoo.com.tw
地址：屏東市福建路 115 號

現職：婦安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屏東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屏東縣醫師公會現任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0 屆理事、第 21 屆會員

代表

理念與抱負：爭取基層權益與會員聯誼。

No.1238

劉德森  69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8)737-1582    0952-130579
email: 無
地址：屏東市大連路 60 號

現職：屏東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屏東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屏基副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辦好地區學術演講。

No.2805

王仁星  48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972-035169  Fax: (08)832-9977
email: 無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文風路 118 巷 8 號

現職：東港安泰醫院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屏東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高雄長庚醫院婦產科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9-21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增進學會與會員之溝通聯繫。

No.1205

鄭英傑  67 歲　中山醫學院畢

Tel：0932-808035
email: dr-ycc818@yahoo.com.tw
地址：屏東市廣東路 574 號

現職：鄭英傑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屏東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現任屏東縣醫師公會理事長、現任中山醫學大

學南區校友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9-20 屆理事、第 19-21 屆

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如果可能的話，替學會及基層多增取福利。

No.1933

魏福茂  68 歲　中山醫學大學畢

Tel：(08)736-3011  (H)(08)737-7886
email: 無
地址：屏東市自由路 270 號

　　　( 宅 ) 屏東市豐華街 147 號

現職：部立屏東醫院特約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屏東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部立屏東醫院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前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爭取基層會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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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26 人　應選 2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1551

許漢釧  63 歲　台灣大學醫學院畢

Tel：0972-212002
email: 無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 號

現職：羅東博愛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宜蘭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無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1. 提升蘭陽地區婦女醫療照護品質；2. 成為

地區會員與學會溝通橋樑。

（花蓮縣）34 人　應選 2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2679

蔡啟智  51 歲　中國醫學大學畢

Tel：0952-628770
email: estrogen@mch.org.tw
地址：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現職：花蓮門諾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花蓮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榮總婦產科周產期會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1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促進及保障會員權益，提昇婦產科醫療品質。

No.1737

江育同  64 歲　

佛光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畢
Tel：0910-058282
email: dunghsing1218@gmail.com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 269 號

現職：東興婦產科診所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宜蘭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一般外科、公共衛生行政（主任兼醫師）73-74
年，婦產科專科（市立聯合醫院）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堅持醫學倫理；2. 爭取會員應有的福利，

包括在職訓練等；3. 改善醫病關係及提昇婦產科醫學領域

（分子生物學方面）。

No.2769

丁大清  50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975-674086
email: dah1003@yahoo.com.tw
地址：花蓮市永興路 25 號

現職：花蓮慈濟醫院婦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花蓮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專科醫師訓練醫

院評鑑委員

理念與抱負：促進花東婦女健康；增進花東婦產科醫師情

誼。

（台東縣）14 人　應選 1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1305

王功亮  65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975-835330
email: kL421229@ms6.hinet.net
台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 號

現職：台東馬偕紀念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東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醫學院婦產科教授、台東醫師公會常務理

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健保委員會副召集人、台灣

婦癌醫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常

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1. 提升婦產科醫療品質；2. 爭取提高婦產科

健保給付；3. 促進婦產科醫師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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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9 人　應選 1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1054

謝鵬輝  66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6)926-3687    0963-149179
email: shiehpengfei@gmail.com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大勇街 6 號

現職：慈輝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澎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澎湖縣醫師公會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理事

理念與抱負：1. 盡力爭取婦產科醫師正當的權益；2. 使醫

學會更有魅力，會員更有向心力。

（金門縣）7 人　應選 1 人　　選舉日期：8 月 18 日

No.1903

陳天順  62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10-327013
email: 333597@gmail.com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47 號

現職：金門縣金城鎮衛生所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金門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金門醫院院長、金門縣衛生局局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法制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健保合理；2. 給付婦產科；3. 各區域

醫療資源能平衡發展；4. 醫療爭議評議能公正合理。

各縣市辦理第 22 屆會員代表選舉日期：

8月 18 日（週日）：�台北市、新竹縣（市）、台中市、嘉義縣（市）、高雄縣、�

屏東縣、宜蘭縣、台東縣、金門縣、花蓮縣、澎湖縣

8 月 25 日（週日）：�新北市、桃園市、苗栗縣、大台中（原台中縣）、彰化縣、

雲林縣、台南市、高雄市、基隆市、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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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A 基因突變的檢視， 
看 RRSO 的重要性

李耀泰
1
 陳福民

2
 郭宗正

1

1
台南郭綜合醫院 婦產部

2
台北中山醫院 婦產科

BRCA（breast cancer）1 和 2 的基因存在於第 17 對和第 13 對染色體中，屬於顯性遺

傳，乃一腫瘤抑制基因，為同源組合（homologous recombination）中雙鏈斷裂（double-strand 

breaks, DSBs）中 DNA 修補基因，一旦發生突變，導致 DNA 不能修補而產生癌症。研究顯示，

有 BRCA1 突變的婦女在 80 歲前罹患乳癌和卵巢癌的風險，分別為 72% 和 44%；有 BRCA2 突

變的婦女則分別為 69% 和 17%，相對於一般婦女罹患卵巢癌的風險僅為 1.4%[1]。對有 BRCA

突變者，會建議採輸卵管卵巢切除（risk 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 RRSO）來預防卵巢癌

和輸卵管癌。根據 NCCN（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的指引，在 BRCA1 突

變者，如完成生育，建議患者在 30-40 歲進行 BRSO；在 BRCA2 突變者，因卵巢癌發生時間

較 BRCA1 突變者晚 8-10 年，故建議患者在 40-45 歲施行 RRSO[2]。

又高度漿液性卵巢癌（high-grade serous ovarian cancer, HGSC）患者有 20% 機率為 BRCA1

或 2 突變者 [3]，乳癌患者則有 3-5% 陽性風險 [4]，故除患者本身應檢查 BRCA 基因外，其一等

親亦建議做基因檢測，檢測結果如為陽性，可考慮行 RRSO。本文特討論 RRSO 的效果，及健

保局對預防醫學收費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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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SO 減少卵巢癌的效果

2002 年，Kauff 等 [5] 研究分析 170 位、≧ 35 歲、有 BRCA1 或 BRCA2 突變的患者，經平

均 24.2 個月的追蹤，並分成：在 98 位選擇接受 RRSO 者中，有 3 位發生乳癌、1 位發生腹膜癌；

另 72 位未接受 RRSO 者，有 8 位發生乳癌、4 位發生卵巢癌、1 位發生腹膜癌。統計上有、無

RRSO 者的比較，其乳癌發生率 HR 0.32（95% 信賴區間 0.08-1.20）、婦癌發生率 HR 0.15（95%

信賴區間 0.02-1.31）。結論是：RRSO 能減少 BRCA1/2 患者罹患乳癌或婦癌的風險。

2014 年，Finch 等 [6] 研究報告 5783 位、有 BRCA1/2 突變的患者，經平均 5.6 年追蹤，結

果發現在有施行卵巢切除者，能降低 80% 的卵巢癌、輸卵管癌和腹膜癌的風險，HR 0.20（95%

信賴區間 0.13-0.30、p<0.001）；在無卵巢切除者，上述三種癌症的風險，在BRCA1（98位癌症）

和BRCA2（10位癌症）分別每年為 0.91%和 0.30%。進一步分析，卵巢切除者的腹膜癌發生率，

在 BRCA1（28 位癌症）和 BRCA2（4 位癌症）分別每年為 0.20% 和 0.10%；以及在有卵巢切

除者可減少 77% 的死亡率，HR 0.23（95% 信賴區間 0.13-0.39、p<0.001）。

有時在施行 RRSO 會意外發現潛伏的惡性病灶。2011 年，Manchanda 等 [7] 研究分析 117

位、有 BRCA1/2 突變患者，和 191 位、未檢查基因突變的高風險患者（家屬有乳癌、卵巢癌

或 BRCA1/2）。進行 RRSO（其中腹腔鏡手術佔 94.5%），手術併發症有 3.9%，結果有 14 位

發現潛伏侵犯性 / 原位癌病灶（4 位在卵巢、10 位在輸卵管），全部潛伏侵犯性癌在 BRCA1/2

患者為 5.1%（95% 信賴區間 1.9-10.83），在沒有檢查 BRCA1/2 患者為 1.05%（95% 信賴區間

0.13-3.73）；如包括輸卵管原位癌，則全部比率為 4.55%（95% 信賴區間 2.5-7.5）。結論是：

BRCA1/2 患者或未受檢的高風險族群，均可能有潛伏性卵巢癌或輸卵管的惡性病灶，建議患者

應做基因檢查。

2014 年，Marchetti 等 [8] 綜合分析 3 篇文章，RRSO 可減少 BRCA1 和 BRCA2 突變患者罹

患卵巢癌的風險和死亡率，分別 HR 0.20（95% 信賴區間 0.12-0.32）、HR 0.31（95% 信賴區間

0.26-0.38）和 HR 0.21（95% 信賴區間 0.02-1.91）、HR 0.36（95% 信賴區間 0.25-0.52），即

RRSO 可減少 BRCA1/2 罹患卵巢癌的風險和全部死亡率，分別 HR 0.19（95% 信賴區間 0.13-

0.27）、HR 0.29（95% 信賴區間 0.1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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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SO 減少卵巢癌和乳癌的效果

2002 年，Rebbeck 等 [9] 研究報告 551 位、有 BRCA1/2 突變患者，其中 259 位有接受預防

性兩側卵巢切除（手術組），餘 292 位則無接受手術（控制組）。結果在手術組有 6 位（2.3%）

發現第 I 期卵巢癌、2 位（0.8%）在術後有乳突狀漿液性腹膜癌；在控制組經平均 8.8 年追蹤，

有 58 位（19.9%）診斷出卵巢癌。排除 6 位在手術時的卵巢癌患者，預防性卵巢切除對上皮性

卵巢癌的風險呈有意義減少，危險比率（hazard ratio, HR）0.04（95% 信賴區間 0.01-0.16）。

同時，在手術組中的 99 位患者，發生乳癌有 21 位（21.1%），控制組則有 60 位（42.3%）乳

癌發生率減少 HR 0.47（95% 信賴區間 0.29-0.77）。結論是：BRCA1/2 患者如接受預防性兩側

卵巢切除，可降低日後上皮性卵巢癌和乳癌的風險。

2010 年，Domchek 等 [10] 研究報告 345 位、有 BRCA1/2 突變患者，其中 247 位無乳癌、

但接受了乳房切除以降低風險者，並和 98 位有乳癌、但未接受乳房切除者接受 rrso 後做比較。

結果有 RRSO 者在減少卵巢癌的風險，在 BRCA1/2 分別為 HR 0.28（95% 信賴區間 0.12-0.69）

和 HR 0.14（95% 信賴區間 0.04-0.59）、在減少乳癌的風險，BRCA1/2 分別 HR 0.63（95% 信

賴 0.41-0.96）和HR 0.36（95%信賴區間 0.16-0.82）、在減少全部死亡率，BRCA1/2分別HR 0.45

（95% 信賴區間 0.21-0.95）和 HR 0.30（95% 信賴區間 0.17-0.52）。即 RRSO 能降低乳癌的風

險，可能因卵巢被切除，減少雌激素對乳房細胞的刺激有關

◆◆先輸卵管的切除，延遲卵巢切除

進行 BRCA1/2 突變手術的時機，約在 40 歲、並已完成生育，如太早切除卵巢，會有許

多雌激素缺乏的不適，並危及健康。現已知許多上皮性卵巢癌源於輸卵管 [11]，因此可考慮

先切除兩側輸卵管，至停經年齡後再切除兩側卵巢（prophylactic salpingectomy with delayed 

oophorectomy, PSDO），不僅能減少卵巢癌的發生率，並可避免因雌激素缺乏所衍生的不良後

果 [1,12]。但仍需更長期和大規模的研究追蹤，加以證實 [13,14]。

◆◆ RRSO 後荷爾蒙的使用

接受 RRSO 的婦女有許多年齡少於 50 歲，甚至是在 35-40 歲間，當卵巢切除後外陰尿道

會有許多症狀和性功能異常，並增加骨質疏鬆、骨折、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以致死亡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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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根據 Gordhandas 等 [2] 研究分析，BRCA 突變患者經 RRSO 後使用荷爾蒙，並不會增

加乳癌發生率，故可安心使用。

2008 年，Eisen 等 [15] 研究報告 472 位、有 BRCA1 突變的停經後婦女，其中 236 位有使用

荷爾蒙治療（平均 4 年），並與另 236 位無使用荷爾蒙者做比較。經追蹤發現，使用荷爾蒙者

其乳癌發生率較低，OR 0.58（95% 信賴區間 0.35-0.96、p=0.03）。經分析，單獨使用雌激素

者能減少乳癌發生率，OR 0.51（95% 信賴區間 0.27-0.98、p=0.04）；合併使用雌激素和黃體

素者不能減少乳癌發生率，OR 0.66（95% 信賴區間 0.30-1.27、p=0.21）。結論是：BRCA1 突

變患者予以荷爾蒙治療，或能降低乳癌的風險。

◆◆健保收費探討

近來健保局因婦產科達文西手術手費一事，鬧得沸沸揚揚。台灣每年乳癌患者超過 1萬人、

卵巢癌患者超過 1 千人。高危險族群不論有、無檢驗 BRCA 突變，如果行 RRSO 或預防性乳

房切除，而病理切片並未發現病灶，此時健保是否應當給付 ? 現階段，針對子宮頸癌、乳癌、

大腸癌、口腔癌皆有篩檢，是朝預防醫學發展，希望減少日後罹癌數和醫療支出。但在 RRSO

或預防性乳房切除的效益為何 ? 則需公共衛生專家精算才能確認。一篇加拿大的報導指出，

BRCA1/2 突變患者如以 RRSO 來預防和治療卵巢癌，是可以節省開銷的 [16]。醫學的大幅進步，

輔以健保的支援，才能嘉惠民眾。

◆◆ BRCA 對其它癌症的影響

BRCA 突變除會提高乳癌和卵巢癌的風險外，並會提高前列腺癌（BRCA1 增加 3.4 倍、

BRCA2 增加 8.6 倍）、胰臟癌（BRCA1 增加 1-3%、BRCA2 增加 2-7%）[17]、大腸直腸癌 [18]、

黑色素瘤的發生率。所以 BRCA 突變患者不論性別，都需要有縝密追蹤，而藥物或手術的預防

都可能增加健保的給付。

◆◆其它適應症

RRSO 除使用在 BRCA1/2 突變外，對其它基因突變且有高風險致卵巢癌者亦可考慮

使用，包括 BRIPI（7-10%）、MLH（11-20%）、RAD51C（5-12%）和 RAD51D（5-12%）。

RRSO 多建議在 45-50 歲進行，而 RAD51D 則建議在 50-55 歲時、MLH 和 MSH2 建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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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歲前予以手術 [19]。

◆◆結論

在台灣，罹患卵巢癌的人數越來越多，迄今仍未有良好的篩檢方法；罹患乳癌的人數更

多，篩檢效果不彰。因此，除改善一些致癌的危險因子（如減重、運動、多生育、哺餵母乳、

空汙、環境荷爾蒙汙染、多吃地中海食物、避免菸酒）外，基因檢測亦有助益。建議所有分

化不良上皮性卵巢癌或乳癌患者，其一等親家屬皆應檢測 BRCA 突變 [20]，待生育完成後，考

慮 RRSO 或 PSDO，便能降低卵巢癌和乳癌的風險。同時建議這類患者使用 PARP（poly ADP-

ribose polymerase）抑制劑做為維持治療 [21]。至於預防醫學的手術費用，考量健保政策未規劃，

可能採自費較為妥當。在無症狀的 BRCA1/2 突變患者，在手術時高達 5.4% 有潛伏性惡性病灶

[22]，則健保應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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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2 期通訊繼續教育

藥物流產使用後可以繼續懷孕嗎？

答案：一、(Ａ)；二、(Ｂ)；三、(Ｃ)；四、(Ｄ)；五、(Ｄ)

一、有關卵巢癌的發生率何者正確？

 (A)BRCA1突變為 44% (B)BRCA1突變為 17%

 (C)一般婦女為 1.4% (D)以上皆是

二、治療 BRCA1/2突變的方法為何？

 (A)RRSO (B)PSDO

 (C)ATH(或 LAVH)+BSO (D)以上皆是

三、RRSO可減少下列何種癌症的風險？

 (A)腹膜癌 (B)乳癌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四、BRCA突變會增加何種風險？

 (A)前列腺癌 (B)胰臟癌

 (C)大腸直腸癌 (D)以上皆是

五、罹患下列何種疾病的患者，其一等親應考慮做基因檢測？

 (A)乳癌 (B)卵巢癌

 (C)腹膜癌 (D)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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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竄昇的子宮內膜癌後 ,
臨床治療面對的困境

許耿福　成大醫院 婦產科 

子宮內膜癌為國內逐漸竄昇的婦科癌症。依據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最新的癌症登記統計，

民國 105 年台灣地區子宮體癌新發例案已經達 2462 人，其中子宮內膜癌人數達 2128 人（如圖

一）。事實上在民國 99 年的癌症登記中，已顯示子宮體癌已越超侵襲性子宮頸癌成為台灣地

區女性婦癌中的第一名。

圖一：臺灣地區子宮體癌發生人數 (1996 - 2016)

 
 
 
 

 
 

傳統上子宮內膜癌依 Dr.Bokhman 的分類可以分成二種 types（如表一）。其中 type I 病

人年紀比 type II 病人輕，治療預後也也多比 type II 病人好。依據統計約有 10% 子宮內膜癌人

是小於 40 歲，而這群病人之中有些仍有生育上的需求。同時，type I 病人的治療預後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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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因此衍生出臨床上對於此類年輕子宮內膜癌病患有保留生育（Fertility-Sparing）或內科

（medical treatment）療法的需求。依美國 NCCN（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婦

癌治療準則（guideline）[1] 與病人先溝通，須要在治療前確定五點事項：1. 病理報告為 Grade1, 

Endometrioid type 之子宮內膜癌；2. MRI 或 Vaginal ultrasound 確認沒有肌肉層侵犯；3. Image

檢查沒有其他部位轉移病灶；4. 沒有懷孕或是醫療的禁忌症；5. 病人應接受相關諮詢了解此方

法非標準治療照護方式及其可能之副作用。確定此五項後再談保留生育（Fertility-Sparing）或

內科（medical treatment）治療的方式。

表一：

 
 
 
 

 
 

此類治療方式中，以往均採用口服高劑量黃體素。如使用 MPA（medoxyprogesterone 

acetate）或是 Megace（megestrol acetate）[2,3]。劑量在 MPA 從 200-800mg/day 均有人使用，

而 Megace 則是 160mg/day。使用如此高劑量黃體素的治療結果，文獻報告 Response rate 大

約是 70% 左右，有 30% 的病人對此治療是完全無 Response。同時，長期追蹤下來，發現有

1/3-1/2 病人會復發。因此治療前務必與病人詳細討論，讓病人了解高劑量黃體素在子宮內膜

癌的治療並非是標準治療方式，同時，也非全部病患均有效。因為，治療當中必須要十分小

心追蹤其病程。另外，使用高劑量黃體素時，容易引起血栓的副作用，尤其是肥胖的病患如

PCOD 所導致的子宮內膜癌病人。依據文獻統計，使用高劑量黃體素時，約有 22% 病人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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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17% 產生高血壓，17% 會有血栓靜脈 ，其中有 1% 病人會有肺栓塞發生 [4]。因此使用

高劑量黃體素治療子宮內膜癌時，多會合併使用低劑量 Aspirin 如 Bokey，以避免產生血栓。 

但是如此的合併使用，也造成治療病人很大困擾。因使用高劑量黃體素治療方式，前二月，

病人通常會有內膜剝落，子宮出血現象，再加上Bokey後，因不易止血，子宮出血現象更明顯，

可以達 3-4 月，病人幾乎是每日得使用護墊，造成不便，生活品質變差。若是能降低黃體素劑

量而不需使用 Bokey 治療，將是比較理想的治療方法。在先前的文獻中發現，GnRH-a 會直接

與子宮內膜癌細胞接合，同時產生抑制癌細胞分裂的效應 [5]。同時使用 GnRH-a 也可以降低

體內 estrogen level，抑制 endometrial cell growth。因此可以考慮合併使用 GnRH-a 及較低劑量

的 MPA，以避免上述的副作用。除了上述合併使用 GnRH-a 及黃體素的治療方式外，目前一

個可以降低黃體素劑量的方法是子宮內投藥。目前陸續有文獻報告，有新型 IUD 含黃體素如

Mirena（含 52mg levonogestrel）或合併使用 GnRH-a 治療子宮內膜癌病人 [6- 9]。目前先驅臨床

實驗結果發現，治療效果可以達 70-100% 疾病完全緩解 Complete response (CR)，同時副作用

也較低，病人較安全。但是，因是新的治療方式，將來仍然需要更多臨床病人 data，以證明

其療效及其安全性。

目前的種種針對早期子宮內膜癌病人的內科治療方式，大約仍然有 30% 的病人無法達到

疾病完全緩解（complete response, C R）。至於哪些病人可以治療成功（即疾病完全緩解， 

CR），哪些病人會治療無效 , 目前則沒有預測的方法。因此針對這群早期子宮內膜癌病人在給

予內科治療前，尋求治療反應的生物指標（如 high BMI，estrogen receptor (E R)，progesterone 

receptor (PR) status, 或其他 markers 等等）可以幫忙病人了解治療預後，是目前臨床面對的重要

課題。 

針對子宮內膜癌，在 2013 年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使用 array 及 DNA 序列分

析的技術，重新定義子宮內膜癌的分子分類 [10]。 

他們將子宮內膜癌分為 4 群病人分別為：一、POLE (polymerase ε mutation ,ultramutat-

ed)，二、MSI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hypermutated)，三、copy- number low (MSS, microsatel-

lite stable, endometrioid type)，四、copy- number high (serous-like)（圖二）。

在此四種分子分類中，POLE（ultramutated）人的預後是最好的，其次為及 MSI-

H(hypermutated) 及 copy- number 低，（MSS, ,endometrioid type）以及預後最差的 copy-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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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serous-like）的病人。同時，也發現子宮內膜癌中有兩個主要相關的 pathway 分別為 RTK/

RAS/β-cathenin pathway 及 PI (3)K pathway。在他們的報告中，R A S pathway 改變者佔有

70%，而 PI(3)K pathway 改變者有 84% 有關（圖三）。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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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續的免疫藥物，Pembrolizumab,（Keytruda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抑

制劑）的臨床試驗中（Keynote clinical trials），發現只要腫瘤組織為 MSI-H 者，使用 Pembro-

lizumab 免疫治療可以達到有效的治療效果。藉由這些臨床試驗結果，Pembrolizumab 在 2017

年5月拿到美國FDA許可 證 [11]，可以使用在M S I- H（或dMMR）的子宮內膜癌病人上。然而，

即使如此，依據 2013 年 T C G A 的資料中，M S I -H 的病人大約只有佔三分之一的病人數，大

部分的子宮內膜癌病人仍然無法使用免疫的治療方法。

在子宮內膜癌中，約有 15-20% 為轉移性疾病（即 F I G O stage III/IV）。目前在手術後輔

助性治療方式有放射治療，化學治療，或者同時使用兩者。目前的相關研究對於兩者於輔助性

治療上，如何使用並無共識。依據 NCCN（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治療指引，

轉移性（即 stage III, IV），復發，高危險子宮內膜癌的病人，建議使用全身性的化學治療 [1]。

但是他們也強烈建議此類病人加入新的臨床試驗，以尋求更好的治療方式。很可惜的是，目前

仍然很少有新的臨床試驗案，針對轉移／復發性子宮內膜癌的病人。因此這一群病人若是在第

一線化學治療（通常使用 Taxol+carbopltin）無效後，臨床醫師常常無法有依據遵循，去做其他

藥物的選擇，往往是憑醫師個人經驗去選擇藥物使用，因此容易造成治療失敗。

¾¾結語 :

目前臨床上子宮內膜癌面臨兩個問題：

一、針對想要保留子宮的早期病患，雖然對於子宮內膜癌保留生育的治療，有越來越多的治療

方式且療效也不差，但我們沒有精準預測治療成功與否的生物指標，因此無法提供病人最

好的治療建議。

二、雖然子宮內膜癌病人多數為早期病患，但有 15-20% 為轉移性疾病，需要全身性方式藥物

治療。同時對於復發性疾病病患，即使目前已經進入了免疫治療的時代，仍有一大部分病

人，無法使用有一致同意，有效的藥物方式。因此對於早期病患我們需要開發新的治療指

標；而對於晚期病人或復發性疾病患者，我們需要積極尋求開發新藥或是新的治療方式， 

以解決面對子宮內膜癌臨床治療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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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賴宗炫

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今年酷夏甚於往年，從 6 月至今高溫頻密，台灣雖然不至於

像巴黎迎 72 年來新高氣溫，但也著實是炎熱難耐，大家在繁忙工作之餘，別忘了多補充

水分。

本期通訊繼續教育，由李耀泰主任、陳福民院長及郭宗正院長所撰寫的「BRCA 基

因突變的檢視，看 RRSO 的重要性」，其中對於罹患人數越來越多的卵巢癌，以及罹患

人數更多的乳癌，其篩檢方式的改善有頗多值得了解的探討，有關預防醫學的手術費用

及健保給付政策的說明，對大家執行臨床業務都很有幫助。另外，會員園地由許耿福教

授所撰寫的「急速竄昇的子宮內膜癌後，臨床治療面對的困境」，在目前臨床上子宮內

膜癌治療面臨的問題—早期病患缺乏精準預測治療成功與否的生物指標，以及對於晚期、

復發性的病患目前亟需開發新藥及新的治療方式，都有精闢的見解，很值得參考。

下屆會員代表選舉將至，一如往年，今年有眾多充滿服務熱忱的會員投入競選，本

期內容有詳盡的選舉公報。希望各位會員能熱烈出席，將手中寶貴的一票投給有熱忱、

有賢德、真正想做事的會員，以促進學會運作，添增學會光彩。

八月裡，有個偉大的日子，父親節。許多會員都是子女心中景仰的背影，為醫院為

病患忙碌，卻少有時間休息陪伴家人。婦產科醫師幫助病患的家庭迎來新生命，成就了

很多快樂的爸爸，更值得在八月受祝福 ! 

預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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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 主題 主辦單位 舉辦地點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類
別

學
分

190801-1
分子檢測新發展、判讀及
臨床應用研討會－乳癌、
腸胃道與傳染性疾病

台灣精準醫療品質策
進會

文化大學推廣部大夏館 B1
國際會議廳 ( 台北市大安區
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

08 月 01 日
13 時 55 分

08 月 01 日
17 時 00 分

B 1 分

190803-1 20190803 中區婦癌學術研
討會

台灣婦癌醫學會
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一
樓第二會場 ( 台中市西屯區
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

08 月 03 日
10 時 00 分

08 月 03 日
15 時 20 分

B 3 分

190804-1

2019 年 婦 女 泌 尿 研
討 會  F U G A  &  T C S 
Combined Symposium on 
Urogynecology and Female 
Urology

台灣福爾摩莎婦女泌
尿醫學會、台灣尿失
禁防治協會

臺中榮民總醫院第二醫療大
樓 ( 婦幼大樓 ) 二樓婦產部
會議室

08 月 04 日
09 時 00 分

08 月 04 日
15 時 35 分

B 3 分

190804-2 2019 年度兒童健康持續教
育主題演講 ( 五 )

財團法人李慶雲兒童
感染暨疫苗發展醫學
文教基金會

新竹喜來登三樓西館茉莉荷
花廳

08 月 04 日
13 時 30 分

08 月 04 日
17 時 30 分

B 1 分

190810-1
108 年度臺北市憂鬱症共同
照護網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課程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08 月 10 日
13 時 00 分

08 月 10 日
17 時 00 分

B 2 分

190811-3 子宮肌瘤和子宮內膜異位
症治療新趨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醫療大樓 五樓簡報室

08 月 11 日
08 時 00 分

08 月 11 日
12 時 00 分

B 4 分

190811-1 2019 年婦女泌尿繼續教育
台灣福爾摩莎婦女泌
尿醫學會、台大醫院
婦產部

台大醫學院 102 講堂 ( 台北
市仁愛路一段 1 號 )

08 月 11 日
08 時 30 分

08 月 11 日
16 時 10 分

B 5 分

190811-2 子宮頸抹片繼續教育訓練
課程 ( 台中場 )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台中中港澄清醫院 17 樓會
議廳 ( 台中市台灣大道 4 段
966 號 )

08 月 11 日
08 時 40 分

08 月 11 日
12 時 00 分

A 3 分

190817-1
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
導訓練課程 -『同步視訊課
程』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台北慈濟醫院、台中榮民總
醫院、高醫大附設醫院、花
蓮慈濟醫院

08 月 17 日
13 時 00 分

08 月 17 日
17 時 00 分

A 3 分

190818-1 2019 年度兒童健康持續教
育主題演講 ( 六 )

財團法人李慶雲兒童
感染暨疫苗發展醫學
文教基金會

高雄漢來飯店 15 會展廳
08 月 18 日
08 時 30 分

08 月 18 日
12 時 30 分

B 1 分

190820-1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業
務教育訓練

桃園醫院社會工作室
桃園醫院群英樓 B1 階梯教
室 (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

08 月 20 日
08 時 00 分

08 月 20 日
16 時 00 分

B 1 分

190820-2 108 年度兒少保護服務教育
訓練

衛生福利部中區兒少
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
心、中國醫藥大學兒
童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08 月 20 日
09 時 00 分

08 月 20 日
17 時 00 分

B 1 分

190821-1 婦產相關分子檢測新發展、
判讀及臨床應用研討會

台灣精準醫療品質策
進會

文化大學推廣部大新館 B1
圓形演講廳 ( 一 )( 台北市中
正區延平南路 127 號 )

08 月 21 日
13 時 55 分

08 月 21 日
17 時 00 分

B 1 分

190920-1 孕產期健康促進工作坊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
療學系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09 月 20 日
09 時 00 分

09 月 20 日
17 時 00 分

B 1 分

190922-1 戒菸治療醫師教育訓練之
專門課程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臺大醫學院　102 講堂 ( 含
視訊會場 )

09 月 22 日
10 時 00 分

09 月 22 日
11 時 40 分

B 1 分

190928-1 看見真實 -- 婦產科超音波
研討會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
公司

士林萬麗酒店
09 月 28 日
17 時 00 分

09 月 28 日
20 時 30 分

B 1 分

■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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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才廣告刊登

徵才單位 條件 聯絡電話 聯絡人

郭綜合醫院

徵才內容：

婦產科主治醫師

1. 產科

2. 生殖內分泌

3. 婦女泌尿

4. 一般婦科

條件：

1. 待遇特優、底薪加 PF。
2. 保障薪 1-2 年。

3. 意者請 E-mail 履歷表至：Kgh@kgh.com.tw

06-2221111
分機 5500

人事室

張主任

四季台安醫院

誠徵婦產科專科醫師、兒科專科醫師

具工作熱忱負責任感；待遇優。

竭誠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工作地點：高雄市三民區聯興路 157 號

Email：tai460821@kimo.com

0905280900 張主任

龍潭敏盛醫院

誠徵婦科門診兼任醫師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工作地點：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 168 號

Email：lt@e-ms.com.tw

03-4794151
分機 5530 邱小姐

桃園市中壢區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
宏其婦幼醫院

婦產科專科醫師 2 名

全職、待遇優、高 PPF
（可到醫學中心進修或兼任）

www.hungchihospital.org.tw

03-4618888#1108
60012@hch.org.
tw

梁小姐

吳玉珍婦產科診所

單純門診，不接生，週日休，客源穩定，環境優，

生活品質好，行政管理佳

歡迎加入我們的經營團隊 !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工作地點：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 50 號

Email：wuwomen@gmail.com

07-722-0123 彭護理長

美村婦產科診所
誠徵婦產科專科醫師

工作內容： 門診、接生及值班

性別不拘，女性醫師則以門診為主

0978782196 張醫師

屏東巿安和醫療社
團法人安和醫

禮聘婦產科專科醫師

( 具專科醫師執照 ) 
本院現有 6 名婦產科醫師，供醫師個人休息室、

PPF 無上限，歡迎有鬥志、想賺取高薪者，加入

本院的大家庭！

Email：shufen5229@yahoo.com.tw

08-7651828
分機 310
0913-052900

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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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單位 條件 聯絡電話 聯絡人

林聖凱婦幼診所

1. 徵婦產科專科醫師

2. 高底薪、高抽成無上限、保障薪

3. 門診、接生、值 班
4. 有專任新生兒科醫師、無須承擔 Newborn 壓

力

工作地點：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702 號

Email：yehsulien@gmail.com

0900626368 林院長

新國際醫院

婦產科主治醫師 2 名

工作地點：桃園市平鎮區聯新國際醫院

工作待遇：第一年保證薪，PPF 無上限

學歷：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0929-909595 蔡小姐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
基金會羅東博愛醫
院

http://www.pohai.
org.tw/

1. 具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2. 具多位專科護理師協助臨床業務及大夜值班

3. 待遇優，有保障薪資制度

4. 進修、研究等機會﹝論文發表及口頭報告獎勵

金優渥﹞。

5. 提供眷屬宿舍、單身住宿以及停車位。

聯絡電話：03-9543131 分機 5420
聯絡 E-mail：c00b018@mail.pohai.org.tw
聯絡地址：265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八十三號 院
長室收

03-9543131
分機 5420 簡小姐

林婦產科診所

誠徵婦產科 門診全職、兼職醫師

週日休診  排班可依個別與診所狀況調整 每周 4-8
診、可彈性調整；純看門診，不值班，不接生，

可不手術

待遇優 ( 執照費 + 節數薪資 +PPF+ 獎金 )
工作地點：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418 號，近

逢甲大學

Email：寄履歷 joanne.lins@msa.hinet.net

0932-506341 林小姐

謝俊雄婦兒科診所

1.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2. 待遇優，保障薪，高 PPF無上限。全職：看診、

接生、手術等。

3. 不用值班！另有提供醫師個人專屬套房休息

室。

4. 工作地點：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 89 號

Email：gynhsieh@gmail.com

0912-688285 詹副院長

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2. 待遇優，第一年保證薪，薪水可議。

3. 團隊相處氣氛融洽。

4. 工作地點：豐原區安康路 100 號

5. E-mail：laiyeanchen@gmail.com

04-25271180
分機 1394 賴小姐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誠徵「婦產科主治醫師」具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待遇優

意者請將 CV 寄至以下信箱，謝謝 !
意者請 E-mail 履歷表至 13488@cych.org.tw
或電洽：05-2765041 分機 8598 人事室 陳小姐

E-mail : 00978@cych.org.tw
聯絡人 : 05-2765041 分機 8609 經管室 吳小姐

05-2765041
分機 8598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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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單位 條件 聯絡電話 聯絡人

良品婦幼聯合診所
誠徵婦產科專科醫師

待遇優、高 PPF，保障底薪月入 35 萬以上

意者請洽：0952-859-856   楊院長

02-29650111 楊院長

蕙生婦幼醫院

中和區－蕙生婦幼醫院，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醫療團隊堅強

薪資面議。

意者請洽：0935-107-177 張部長

www.fsobs.com.tw

0935-107-177 張部長

宥生婦幼診所

蘆洲區－宥生婦幼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高 PPF，醫療團隊堅強

薪資面議。

意者請洽：0935-107-177 張部長

www.hsobs.com.tw

0935-107-177 張部長

儷生婦幼診所

土城區－儷生婦幼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醫療團隊堅強

薪資面議。

意者請洽：0935-107-177 張部長

www.lissomobs.com.tw

0935-107-177 張部長

宥宥婦幼診所

蘆洲區－宥宥婦幼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高 PPF，醫療團隊堅強

薪資面議。

意者請洽：0935-107-177 張部長

www.asobs.com.tw

0935-107-177 張部長

菡生婦幼診所

新板特區－菡生婦幼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高 PPF，醫療團隊堅強

薪資面議。

意者請洽：0935-107-177 張部長

www.hsobs.com.tw

0935-107-177 張部長

馨生婦幼診所

汐止區－馨生婦幼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高 PPF，醫療團隊堅強

薪資面議。

意者請洽：0935-107-177 張部長

www.csobs.com.tw

0935-107-177 張部長

育禾婦幼診所

新竹區－育禾婦幼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高 PPF，醫療團隊堅強

薪資面議。

意者請洽：0935-107-177 張部長

www.yhobs.com.tw

0935-107-177 張部長

榜生婦幼診所

新莊區－榜生婦幼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高 PPF，醫療團隊堅強

薪資面議。

意者請洽：0935-107-177 張部長

www.bsobs.com.tw

0935-107-177 張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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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單位 條件 聯絡電話 聯絡人

曜生婦幼診所

新莊區－曜生婦幼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高 PPF，醫療團隊堅強

薪資面議。

意者請洽：0935-107-177 張部長

www.ysobs2008.com.tw

0935-107-177 張部長

聯新國際醫院

婦產科主治醫師 2 名

工作地點：桃園市平鎮區聯新國際醫院

工作待遇：第一年保證薪，PPF 無上限

學歷：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0929-909595 蔡小姐

鈞安婦幼聯合醫院
（新成立）

婦產科專任醫師（高危險妊娠科、婦癌）環境優、

待遇優＋ PF 可談

資格：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 609 號
E-mail：jun.an.hospital@gmail.com

(07)348-0088
0931-919837 韓副院長

烏日林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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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需與科內兩名醫師一起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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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388766
分機 1157

院長室

吳祕書

長安醫院

徵婦科主治醫師

1、國內外醫學系畢業並具有台灣醫師證書者

2、具婦產專科醫師證書者

應徵方式：

電話：04-3611-3611 分機 3565 人資 陳小姐

電子郵件：everanhospital@gmail.com
醫院網址：http://www.everanhospital.com.tw/ 
院址：台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 9 號

04-3611-3611
分機 3565 人資 陳小姐

財團法人醫藥品
查驗中心 (CDE) –
醫師審查員

學歷：國內外醫學系畢業並具有台灣醫師證書者

經驗：

1. 婦產科臨床工作經驗 3 年以上 ( 含住院醫師訓

練 )
2. 專科醫師證書

3. 中英文說寫流利

網址：http://www.cde.org.tw/
地址： 台北市南港區 11557 忠孝東路六段 465 號

3 樓

電話：

02-8170-6000
分機 651
電子郵件：

hr@cde.org.tw

黃小姐

台北市瑪麗安女醫
婦產科診所

台北市中心西門捷運站旁，交通便利，環境舒適。

純門診，待遇極優。多名醫師合作，上班靈活，

方便照顧家庭、長假、移民

02-2381-3500
分機 881
09-2808-7718

傅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