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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黃閔照

　　即使夏日炎炎，疫情依然瞬息萬變，8/13-14 圓山飯店年會採實體視訊制，方便會員參

與，這一波疫情後，台灣會陸續朝開放前進，但即便重症率不高，還是希望會員保重身體。

年會規劃也特別謝謝陳思原召集人、黃建霈秘書長的安排，外賓由於入境隔離政策，均改

成視訊方式進行，本次大會演講有歐朝士特別視訊演講內視鏡發展史，歐朝士為台灣內視

鏡微創手術啟蒙者，今天微創手術能在世界舉足輕重，其功不可沒；工研院曹芳海執行長

談列印醫療；李秉穎醫師談 Covid 趨勢；杜元坤院長則報告幹細胞未來的應用；余金樹總

經理說明未來智慧醫院的發展，這些都是攸關世界醫療發展的未來趨勢，歡迎大家踴躍參

加。本屆年輕醫師英文報告部分也非常踴躍，關心下一代年輕人發展的老師們，也要多多

捧場。外賓視訊演講邀請到日、韓、AOFOG、FIGO 現任理事長作精彩演講，也希望大家

能上線觀看。近三年來年會因疫情故不斷修正日期，更改場地，希望今次年會順利成功，

明年能夠回到正軌。

　　阿中部長在任 5 年半，通過多項婦產科補助獎勵案，也讓生產事故條例運作良善，本

人有幸能在他手中獲頒醫療專業三等獎章，其實我們婦產科醫師近年來投入在婦幼照護上

不遺餘力，這個獎應該是頒給所有的婦產科醫師，尤其是 Covid 期間出生入死照護確診產

婦的第一線醫護人員。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7/13 也通過「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孕婦

及產婦分娩照護醫事人員津貼及指定醫院獎勵作業要點」( 附件一 )，也希望多一點補助給

產科醫療人員。

　　中央健保署通過 Atosiban 作為安胎使用，學會爭取多年給予病人比較安全的藥物，預

計九月一日上路，雖然不是學會要求的全面性使用，也僅依照仿單補助一個週期，但至少

在病人安全上跨出第一步，也希望未來能滾動式調整，在少子化的時代，讓願意懷孕的婦

女，獲得更好的照護 ( 附件二 )。

　　國健署與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合作之結紮指引，業已完成公告，尤其是身障者結紮恐有

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目前有許多可回復性避孕方式，不必強制結紮，結紮也需要

作充分的告知及本人同意下執行，也歡迎會員下載作為臨床使用。

　　第 23 屆理監事報名已經開始，歡迎會員踴躍報名！

https://reurl.cc/V1X5Xb
獎勵辦法

https://reurl.cc/aGvN5G
安胎藥物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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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黃建霈

各位會員前輩及伙伴們平安：

　　COVID-19 Omicron 變種病毒在台灣的本波疫情逐漸消退，但 BA4、BA5 在國外再

掀波瀾，疫苗打好打滿，做好個人防疫措施、高危險群儘早使用抗病毒藥物，仍是減少

重症、死亡的不二法門。7/10、24 學會也已舉辦「孕婦及高危險群流感疫苗接種」線上

課程，感謝所有講師、座長的辛勞付出，以及大家的踴躍參與，互相討論學習，相信參

與者都有收穫，課程內容也將放在 You Tube 給想再回顧的會員觀看。很特別的是，幾

乎所有參與的專家都對 Vitamin D 在促進母嬰健康及 COVID-19 的預防甚至治療上持相

當肯定的態度，但臨床醫師卻大多不太主動與患者談此議題，知與行的一致，確實存有

相當落差。猴痘也在今天被WHO公告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台灣也已有本土案例，

雖大多為密切接觸感染，但飛沫傳染也無法排除，提醒大家若病患有接觸史，加上不明

原因發燒、淋巴結腫大、皮膚病灶，就應通報，目前歸入第二類傳染病，是得 24 小時

內通報。另也順帶提醒大家，孕婦愛滋篩檢陽性就得通報，目前各醫院孕婦愛滋篩檢多

已是 Combo Test，抗原、抗體一起驗，不像以前還得再送進一步檢查，即使初篩為抗體

陽性也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仍有少數會員不知，遭衛生單位糾舉，並來文學會要求周

知，還請大家了解後配合辦理。

　　7/23 學會召開今年度婦產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評鑑委員共識營，就今年的評鑑事宜

展開討論，感謝 江千代召集人及所有委員的辛勞，不僅達成今年的評鑑共識，也就明年

得修訂的條文提出建議，今年的評鑑實務也將於 8-9 月完成，好作為決定 112 年度住院

醫師各醫院訓練容額的依據。而依 7/21 專科醫師訓練醫院外科二分組會議，婦產科的

員額與往年為相同，將再送大會確認。而尚無評鑑委員的訓練醫院，學會也將推薦其院

內適當人選，接受訓練成為評鑑委員。7/31 住院醫師訓練委員會，也將討論住院醫師訓

練相關事宜。

　　性健康友善門診競賽活動，也已展開，預計到九月底，獎品豐富，也歡迎性健康友

善醫師多多來參與。愛滋匿篩機構，感謝聖約翰、禾馨民權診所熱心加入，目前也還有

名額，歡迎洽秘書處來幫忙大家申請加入，壹萬元加入獎金雖不多，回饋社會的心意及

一起來努力國家交付的任務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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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14 為年會，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為避免疫情再起影響大會舉辦，並保護參

與者，將與去年一樣用實體、視訊並行方式舉行，大家可採自己喜歡的方式來參加，今

年隨著疫情發展，感控方式比去年也放寬許多，不必實名制、梅花座，不用擔心參與學

會活動就被隔離，但室內戴口罩、用餐時保持適當距離，有呼吸道感染症狀就別出席，

仍須請大家來配合。還請大家撥空來參與，一起來學習新知識及臨床技能，並交流情誼。

大會相關資訊三摺單也已寄出，還請參酌使用，報到處也備簡版、詳版兩種開會手冊，

歡迎大家依所需來取用，上下山備有學會專用大型交通車，來回飯店與圓山捷運站，平

均十分鐘就有車班，請大家憑識別證與同行者上下車。

　　會員代表選舉即將於 8/21、28 舉行，請大家預留時間，積極參與投票，並注意各

自所屬選區的投票時間及地點，以免選舉權益受損。理監事參選報名也已開始，期限為

8/25 前，還請有意願為學會服務者，多多來報名及繳交資料。

　　勞保已於今年 4/1 刪除原生育失能請領年齡上限 45 歲，且依其附表，子宮切除，

卵巢單、雙側切除，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喪失機能者，甚至因瘢痕致陰道口窄狹，

陰莖不可能插入，致性行為不能者。均可請領勞保失能給付。保險請領，雖非婦產科醫

師職責，但可能病人來問時，我們講錯說成不行（其實病人應該問投保單位）導致紛爭，

因為最近常被會員問，所以還是提醒大家一下。

　　敬祝

　　　　身體健康、心靈平安、闔家幸福、事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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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qNmdly
失能給付標準下載

https://reurl.cc/qNmdly
失能給付修正重點



敬愛的會員，大家好！ 

　　首先感謝大家對學會博物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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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 年 10 月 13 日落成後，為達成保存婦產科文物之

使命、延續文物的生命、肩負年青醫師教育功能、和促進國際交流，我們已經完成初步的

文物 e 化。今後，這個使命一定要繼續下去，成為學會的百年基業；因此學會博物館仍然

需要您的鼎力支持，期盼大家秉持支持學會保存婦產科歷史文物竭盡心力的初衷與熱誠，

繼續共襄盛舉，一起為創造婦產科的歷史和光榮再向前邁進。

　　光陰荏苒，多少英雄灰飛煙滅，唯有累積所有會員個人的傑出成就，才能寫下學會的

歷史新頁。學會博物館成立以來，仍然有很多會員踴躍捐款，而捐獻文物的行動更絡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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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不論任何文物，也不論捐款金額多寡，都期待大家能熱烈捐贈支持，學

會博物館絕對會妥善運用及管理。此外，捐款可以抵稅，而且和文物的捐獻芳名錄 ( 新增

者 )都會持續定期（或每月）公告在會訊；至於會員捐款與捐獻文物的總彙整，已經在「台

灣婦產科醫學會一甲子」中 P.39-43 刊載，希望所有會員查核。對於大家締造的歷史 ( 包

含所有會員的奉獻 )，我們也都希望能在適當時機將其彙編成冊發行，並能在每隔一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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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大家的努

力和無私奉獻，讓它成為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歷史光榮的一章。

　　最後，謝謝大家的熱心支持！也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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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事　長　　黃閔照

博物館館長　　謝卿宏

秘　書　長　　黃建霈

財務委員會召集人　黃文助　敬上

「感謝出版社贊助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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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文物館捐款名單
會員編號 姓  名 本次捐款金額 個人總捐款金額 捐  款  日  期

0956 李 耀 泰  10,000  135,000 111 年 02 月 20 日

1587 王 孫 斌  20,000  60,000 111 年 02 月 20 日

1054 謝 鵬 輝  1,400  181,488 111 年 02 月 20 日

1477 游 淑 寶  400  50,400 111 年 03 月 13 日

2290 謝 卿 宏  1,500  1,053,655 111 年 05 月 12 日

1054 謝 鵬 輝  1,400  182,888 111 年 05 月 30 日

2290 謝 卿 宏  829  1,054,484 111 年 05 月 30 日

0956 李 耀 泰  12,000  147,000 111 年 06 月 02 日

3405 邱 上 淇 1,500 1,500 111 年 06 月 13 日

博物館成立後再捐贈文物名單
製表日期：111/01/20

個人捐贈（依姓氏筆畫排序）：

方昌仁、王俊雄、王義雄、王漢州、王鵬惠、甘明又、成　功、朱明星、何弘能、李　盛、

李正義、李枝盈、李茂盛、李榮憲、李耀泰、杜錦照、阮正雄、周建章、林正義、林炎照、

林國昭、林錦義、吳香達、姜仁發、施景中、施俊雄、柯瑞祥、張志源、張維君、張昇平、

許峰雄、許龍國、郭宗正、陳文龍、陳宏銘、陳哲男、陳福民、陳麗貴、陳明哲、曹國賢、

馮承芝、黃思誠、黃閔照、黃德雄、黃秀吉、彭增福、楊友仕、楊應欽、葉文德、葉光芃、

趙宗冠、劉永昌、蔡明賢、蔡英美、蔡景林、鄭英傑、蕭惠貞、賴明志、賴朝宏、謝欣穎、

謝卿宏、蘇文彬、蘇聖傑、蘇聰賢、鐘坤井

機關單位捐贈：

台大醫院婦產部、馬偕醫院、原水文化 ( 城邦出版社 )

外國組織 / 個人捐贈：

日本：木村正教授、Prof. Takeshi Maruo & Mrs. Keiko Maruo、Prof. Yuji Hiramatsu
韓國：KSOG、Prof. Joo- hyun Nam、Prof. Yong-won Park、Prof. Yoon-seok Chang、
　　　尹聖道教授

美國： ACOG 前理事長 Prof. James N. Martin、ACOG 前理事長 Prof. Jeanne Conry、
　　　ACOG 前理事長 Prof. Mark S. DeFrancesco、ACOG 前理事長 Prof. Thomas M. Gellhaus
馬來西亞：AOFOG 理事長 Dr. Ravi Chandran
英國：FIGO 前理事長 Prof. Sabaratnam Arulkumaran



秘書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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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函

受 文 者：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0 日

發文字號：疾管慢字第 1110300199A 號

主　　旨： 近來發現院所未依「醫事人員發現愛滋病毒感染者通報辦法」對愛滋病毒初篩

陽性之孕產婦進行通報，請貴會惠予轉知所屬會員協助配合執通報作業，請　

查照。

說　　明：一、 本署已修訂「醫事人員發現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通報辦法」及通報

定義，將孕產婦愛滋病毒初步篩檢陽性者納為通報對象，並自 109 年 12
月 1 日發布實施，合先敘明。配合前揭修訂，相關之通報與篩檢諮詢等作

業並於 109 年 10 月 23 日疾管慢字第 1090300831 號函請縣市衛生局轉所

轄各醫療院所知悉。

　　　　　二、 惟近日本署監測發現新通報之愛滋感染孕婦，提供初步篩檢之院所未於

初篩陽性時即通報，以致影響後續追蹤確認檢驗及衛生單位無法及早介入

進行防治工作等。

　　　　　三、 為加強監測及追蹤孕產婦疑似感染愛滋病毒，以及早介入防治，預防母

子垂直感染發生，請貴會協助再加強向所屬會員宣導孕產婦愛滋初步篩檢

陽性通報之規定，並可參照「初篩陽性孕婦個案通報」操作說明 ( 附件 1)，

至「傳染病通報系統」( 簡稱 NIDRS，網址：https://nidrs.cdc.gov.tw/login)
進行線上通報。

　　　　　四、 另，檢附「孕產婦愛滋篩檢作業流程」及「產檢新制及孕產婦愛滋病毒

(HIV) 初篩陽性納入通報對象 (QA)」( 附件 2 及 3)，請一併轉知所屬會員

參考。

附件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yMZ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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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函

受 文 者：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國健婦字第 1110462141 號

主　　旨： 為強化醫護人員提供適切之避孕諮詢服務並落實知情同意，請多加運用並協

助推廣傳播本署委託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編製之「結紮手術及避孕諮詢參考指

引」，請　查照。

說　　明：一、 該指引電子檔可至本署健康九九網站及孕產婦關懷網站下載運用（網址：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7428 及 https://reurl.cc/W1aqVy），內容

涵蓋「結紮手術的倫理議題及建議」、「女性輸卵管結紮手術」、「男性

輸精管結紮手術」、「輸精管結紮與輸卵管結紮的比較」、「結紮手術後

如何再恢復生育能力」、「各種避孕方式的介紹」及「常見問題」，其中

「女性輸卵管結紮手術」、「男性輸精管結紮手術」、「結紮手術後如何

再恢復生育能力」及「常見問題」可以 QR CODE 連結至簡報有聲版本。。

　　　　　二、 請相關醫學會可參考將此指引納入醫事人員教育訓練課程，並協助轉知

所屬會員參閱；請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於辦理「懷孕身心障礙婦女生育健康

衛教諮詢」服務時，可參考運用此指引提供衛教，或納入有關人員教育訓

練課程，並轉知所轄相關醫療院所下載運用。

結紮手術及避孕諮詢參考指引下載：

https://reurl.cc/ERzn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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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退紀念獎牌申請

各位會員先進，您好 !

婦產科醫學會在台灣已深耕一甲子光景，為感謝各位會員先進對台灣

婦產科界的付出，使得學會能有今日的成就，學會特別製作「榮退紀念獎

牌」感謝您對學會的參與以及對台灣婦幼衛生的貢獻。

歡迎已退休或預計今年退休的會員，於 8 月 5 日前向學會申請「榮退

紀念獎牌」，預計於今年8月14日下午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頒發紀念獎牌。

此為長久性活動，而後退休醫師仍可陸續提出申請。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謝謝您

申請網址

https://forms.gle/oRydaSyLA9b1ZWf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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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屆理監事參選說明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將於 111 年 10 月 2 日舉行第二十三屆理監事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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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科技部優良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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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部定教

職。

　　參選者之個人資料，請於報名截止日 8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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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會章程，前兩屆連續當選為理事或監事

者，不得備選。

選舉日期： 111 年 10 月 2 日 ( 星期日 )

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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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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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理事長 　　　敬上

111.07.15

黃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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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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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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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屆理監事參選報名表

二吋近照

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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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屆會員代表參選人簡介

No.3138
高川琪　43 歲　國防大學

Tel：0975-360779
E-mail：m7226@cgmh.org.tw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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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婦產科主治醫師、基隆長庚婦產科主治
醫師暨超音波室主任
學會經歷：超音波醫學會第 18 屆理事、母胎醫學會
理念與抱負：1. 協助基隆地區會員建置安全母胎照護網。2. 如
實反映大基隆地區會員建議，做為會員及學會、衛福部溝通
橋樑。

No.2941
黃詩穎　47 歲　中國醫藥學院

Tel：0956-373676
E-mail：singsingsing5@gmail.com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基隆長庚
婦產科
現職：基隆長庚醫院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基隆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基隆醫師公會理事、婦女泌尿亞洲學會監事
學會經歷：周產期醫學會、超音波醫學會
理念與抱負：1. 為孕產婦爭取權益。2. 為婦產科醫師爭取更
好的執業環境。3. 配合學會政策和理念推動方案。

No.2267
江其鑫　57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975-360743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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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以服務為理念，為會員爭取福利。

No.1587
王孫斌　65 歲　國防醫學院

Tel：(02)24248125
E-mail：wang45820@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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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診所協會第三屆理事長、現任基隆市醫師公
會
學會經歷：現任婦產科醫學會副理事長、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反應開業醫生於基層執業所遭受的各種待遇做
為學會最需要的前線哨兵。

（基隆市）　34 人　應選 2人　　選舉日期： 8 月 28 日

No.0396
江千代　79 歲　國立台灣大學

Tel：0932-006576
E-mail：DAG15@tpech.gov.tw
地址：100027 台北市中正區福州街 12 號
現職：台北市立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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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婦幼綜合醫院院長、臺大醫院醫學院部
定副教授及臺大醫院婦產科兼任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臺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婦產專科醫師訓練
醫院認定計畫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 參與婦產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計畫。2. 參
與婦女健康政策相關工作。

No.0350
邱孝震　87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553-1346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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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　630 人　應選 42 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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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12
張少萌　70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2)2700-0101
E-mail：無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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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北醫講師、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理事、監事
理念與抱負：研讀醫療法律、捍衛醫者尊嚴。

No.0846
李木生　71 歲　中山醫學大學

Tel：(02)2501-2312
E-mail：musoonclinic@gmail.com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90 號 1-4 樓
現職：木生婦幼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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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生婦幼診所院長
學會經歷：第 21.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為本會基層會員及學會間的溝通橋樑，並為所
有基層會員爭取應有的權益，創造雙方雙贏的局面。

No.0800
王國恭　73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無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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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7
林正義　81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2)2303-1112
E-mail：lcy97218@gmail.com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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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護專婦幼中心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多次會員代表、第 19.20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做為學會與會員之間溝通橋樑。

No.0673
吳輝明　74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2)2551-1234
E-mail：robertwu1948@yahoo.com.tw
地址：台北市長春路 78 號 2 樓
現職：吳輝明婦產科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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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代表
理念與抱負：無

No.0672
賴國良　74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2)2564-2033
E-mail：leon@lai-obs.com
地址：台北市錦西街 1-5 號
現職：賴國良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理事、代表
理念與抱負：無

No.0487
王三郎　81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2)2594-8759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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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3
徐弘治　79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H)(02)2713-2117 　0928-531350
E-mail：無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13 巷 25 弄 23
號 6 樓
現職：台北市台安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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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大學婦產科兼任臨床副教授
學會經歷：常務監事、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希望成為婦產科學會與會員間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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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30
陳持平　69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2)2543-3535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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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200
何弘能　68 歲　台灣大學畢

Tel：無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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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學術研究及加強國際合作。

No.1083
黃俊喨　73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05-512866
E-mail：peterh0913@yahoo.com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236 號 3 樓
現職：台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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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北護分院副院長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監事、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

No.961
潘世斌　71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2)2523-5566
E-mail：pans.lady@msa.hinet.net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1 段 30 號 3 樓
現職：生泉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 無
學會經歷： 無
理念與抱負：1. 提昇會員權益以及福利。2. 促進社會對學會
功能肯定與支持。

No.0950
蘇聰賢　71 歲　日本福井大學醫學博士畢

Tel：0975-835151
E-mail：無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現職：台北馬偕醫院榮譽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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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馬偕醫院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院士
理念與抱負：1. 改善健保給付。2. 推動國際學術地位。

No.0930
王漢州　73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988-566352
E-mail：1026.henry@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101 號 1 樓
現職：麗式診所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宏其婦幼醫院副院長
學會經歷：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致力於婦產科醫療品質的提升。

No.1391
李江渭　67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33-162699
E-mail：Lcw7885@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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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22 屆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貢獻所學，爭取會員福利與執業安全。

No.1288
劉道明　67 歲　中國醫藥大學畢

Tel：0910-278075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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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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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16
陳治平　62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

Tel：(02)2543-3535
E-mail：無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現職：台北馬偕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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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年會與再教育活動品質，促進會員權益。

No.1812
蔡明松　63 歲　私立中國醫藥大學

Tel：0956-701378
E-mail：mstsai@cgh.org.tw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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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周產期醫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
醫學會理事
學會經歷：臺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雜誌編輯委員
理念與抱負：配合學會各項政策之推動與執行，為提升產前
診斷與高危險妊娠照護品質而努力。

No.1795
梁守蓉　62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70-746709
E-mail：86104@w.tmu.edu.tw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 號萬芳
醫院婦產部
現職：台北市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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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台灣婦女泌尿暨骨盆醫學
會監事長
學會經歷：舉辦 APUGA 國際研討會
理念與抱負：支持學會關心台灣社會少子化及老齡化問題，
提倡發揮學會的影響力，改善國家的醫療政策。

No.1728
李建南　64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72-651714
E-mail：leecn@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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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險妊娠、產前遺傳診斷
學會經歷：會員代表、理事
理念與抱負：為會員爭取福利。

No.1664
林明輝　64 歲　高雄醫學大學

Tel：0975-835348
E-mail：huei97@yahoo.com.tw
地址：台北市民生西路 118 號 7 樓
現職：馬偕紀念醫院不孕症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馬偕醫院婦產部主任、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及
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
學會經歷：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評鑑委員、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1. 積極維護和增進會員權益。2. 督促學會努力
致力於臨床知識技術之日新月異，學術研究之開導擴展，規
章指引之擬定及宣導，盡力與社會民眾之期待契合。

No.1579
羅良明　63 歲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Tel：(02)27135211#3345
E-mail：lmlo@cgmh.org.tw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199 號
現職：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衛生福利部生產故救
濟審議會委員
學會經歷：台灣醫學教育委員會委員、台灣母胎醫學會監事
理念與抱負：1. 提高高危險妊娠照護之健保點值。2. 少子化
友善孕產之對策。3. 高危險妊娠照護及轉診之指引及對策。

No.1850
周輝政　62 歲　台灣大學

Tel：0965-033336
E-mail：jouheijen@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二段 424 號
現職：台安醫院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安醫院資深行政副院長兼策略長、部定副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台灣精準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提高健保給付改善醫療環境，推展精準醫療。

No.1842
陳思原　62 歲　台大醫學系

Tel：0972-651479
E-mail：sheeuan@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8 號台大兒童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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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教授、台大醫院婦產部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副理事長及學術委員會召集人、
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提升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之國際地位，提升台灣
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之權益，加強婦產科住院醫師及研修醫師
之臨床及學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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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352
鄭文芳　56 歲　台灣大學醫學院

Tel：(02)23123456#71964
E-mail：wenfangcheng@yahoo.com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8 號台大兒童
醫院
現職：台大醫院婦產部教授及婦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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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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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8
王鵬惠　57 歲　陽明大學

Tel：(02)2875-7566
E-mail：phwang@vghtpe.gov.tw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台北
榮總婦產部
現職：臺北榮民總醫院教授兼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 : 陽明大學醫學院婦產學科教授兼主任、國際婦產科
聯盟 (FIGO) 雜誌副主編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雜誌副主編、台灣婦產科醫學
會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致力拓展學術需學外文，提供會員學術經驗交
流以及發表論文、升等的園地。積極保障會員的權利健康、
安全的職業環境。

No.2296
武國璋　63 歲　國防醫學院

Tel：0919-984545
E-mail：gwojang@yahoo.com
地址：台北市成功路二段 3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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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衛生福利部政策諮詢委
員
學會經歷：常務理事、健保政策委員會
理念與抱負：1.促進國際學術交流。2.參與婦女政策研究。3.團
結會員爭取權益。4. 鼓勵年輕會員參與學會活動。

No.2290
謝卿宏　64 歲　中山醫學大學博士班畢

Tel：(04)2234-7057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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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第九屆理事長、
AOFOG 婦女泌尿委員會主席、部定副教授
學會經歷：臺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9 屆理事長、秘書長、院士
理念與抱負：1.保存婦產科文物。2.完成學會博物館 e化。3.促
進學會國際地位。

No.1909
鄭碧華　61 歲　高雄醫學大學

Tel：0905-300012
E-mail：bihuacheng@gmail.com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福州街 12 號
現職：台北市聯合醫院婦幼醫院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聯醫、長庚紀念醫院助理教授、輔大醫學系助理
教授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更年期醫學會、週產期醫學會
理念與抱負：1. 共識教育降低醫護比。2. 中老年婦女健康照
護提昇照護費。3. 倡議提昇健康給付以符日益高漲醫療成本。
4. 城鄉普及 AI 視訊醫療精進化。

No.1878
徐明洸　62 歲　台灣大學醫學系

Tel：0972-651481
E-mail：shyumk@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8 號
現職：台大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 台大醫院
雲林分院副院長兼婦幼中心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醫院 ( 前 ) 產科主任、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婦幼
醫學中心主任
學會經歷：( 前 ) 台周產期醫學會理事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
理念與抱負：全面推廣開放產科醫院之執業模式，基層診所
完成產檢，安排至醫院協同生產，衛福部補助診所獎勵金以
活絡生產銳減或已停止生產的診所的孕產婦來源。

No.2412
區慶建　58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2)27372181#3520
E-mail：hengkienau@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吳興街 252 號
現職：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產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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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主任、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助理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周產期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促進婦女健康、提昇孕產期照護品質、保障會
員權益。

No.2380
許博欽　58 歲　台大醫學院

Tel：(02)23123456#71963
E-mail：bcsheu@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8 號
現職：台大醫院醫學院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醫院婦科主任、台大醫學院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學會經歷：婦科醫學會理事長、台灣婦癌學會理事、中華民
國婦癌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貢獻婦產醫學的教學研究與醫師訓練，發展婦
產科臨床技能，提昇專科醫師教育品質，改進基層醫療工作
環境與醫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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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688
黃閔照　54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75-835326
E-mail：had36586@gmail.com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79 號 11 樓
現職：新竹馬偕醫院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竹馬偕婦產部主任、新竹馬偕醫務部主任
學會經歷：22 屆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19.20.21 屆台灣
婦產科醫學會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爭取健保給付，完善住院醫師教育，提升醫療
照護水平，擴展國際地位。

No.2670
蕭國明　53 歲　國立陽明大學

Tel：0984-160722
E-mail：m002249@m5skh.org.tw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現職：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光醫院病房主任、義大醫院婦科主任
學會經歷：周產期醫學會第 13.16.17 屆理事、母胎醫學會第
2.3.4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1. 培育及提昇住院醫師高危險妊娠之能力。2. 加
強與國外婦產科醫學學術團體之聯繫及合作，以提高台灣婦
產科之知名度及品質。3. 積極推動學會會務發展。

No.2653
黃建霈　53 歲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Tel：0953-050898
E-mail：huangjianpei@yahoo.com.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現職：台北馬偕一般婦產學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周產期醫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婦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學會經歷：現任學會秘書長、第 19 屆監事、第 20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1. 促進會員合理權益，創造優質醫療環境。2. 提昇母
嬰健康，從備孕、備孕生產、產後各階段切入做起。3.注重婦女健康，
從癌篩、減重、護心、營養、疾病預防著手。4. 增加 TAOG 國際能
見度及影響力，積極參與國際醫學會活動，與人為善，得道多助。

No.2499
張東曜　56 歲　北醫

Tel：(02)2586-7873
E-mail：service@fetalmedicine.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62 號 9 樓
現職：台兒診所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馬偕婦產部高危險妊娠科
學會經歷：RBRVS 制定
理念與抱負：加強胎兒醫學訓練、成立訓練制度。

No.2498
王有利　56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75-835344
E-mail：ylw4429@gmail.com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126 巷 25 號 6 樓
現職：台北馬偕醫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1. 台灣婦女泌尿暨骨盆醫學會秘書長、理事。2. 馬
偕醫院一般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會員代表、理事
理念與抱負：持續努力達到會務公開，學術精進的醫學會目
標。

No.2440
洪泰和　56 歲　高雄醫學大學

Tel：0975-360136
E-mail：thh20@cgmh.org.tw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99 號
現職：台北長庚紀念醫院婦產科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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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紀念醫院教授級
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1. 多年擔任 TJOG 編輯委員。2. 擔任住院醫師教
學訓練委員會與人力發展規劃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1. 推廣會員繼續教育，致力降低周產期母體、
胎兒及新生兒死亡率與罹病率。2. 提升孕產婦照護品質，爭
取健保合理給付。

No.2771
賴宗炫　56 歲　成大醫學系

Tel：0983-701382
E-mail：tslai382@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86 巷 30 號
2 樓
現職：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生殖醫學中心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國泰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主任、輔大醫學系副教授
學會經歷：第 21、22 屆理事；醫院評鑑及會訊編輯委員
理念與抱負：1. 擔任會員與學會幹部之間溝通橋樑，反應會
員意見。2. 促進學會與會員間學術交流。3. 支持學會推動有
利會員權益活動、政策。

No.2744
潘恒新　56 歲　東吳大學法研所

Tel：0921-068150
E-mail：pan5511@me.com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3 樓婦產科
現職：新光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光醫院婦產部醫師、輔仁大學醫學系 / 法律系老
師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代表、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解決會員醫療糾紛的困擾，爭取健保點數給付，
在醫界、法界中做橋樑，提升婦產科專業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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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967
黃家彥　47 歲　台灣大學

Tel：0983-701126
E-mail：bagiao2002@gmail.com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80 號
現職：國泰綜合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輔仁大學專任副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癌醫學會監事、台灣婦癌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爭取婦產科醫師合理健保給付，強化醫學中心
與診所雙向轉診之便利性。

No.2946
蕭勝文　47 歲　長庚大學醫學系

                                英國倫敦大學胎兒醫學博士

Tel：0975-365880
E-mail：doctor.obsgyn@gmail.com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199 號
現職：台北長庚紀念醫院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長庚紀念醫院教授級主治醫師、台灣母胎醫學會副
理事長
學會經歷：中華民國超音波學會副秘書長、母胎醫學會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1.發展胎兒治療。2.建立國際關係培養年輕醫師。

No.2914
張芳維　50 歲　國防醫學院

Tel：(02)8792-7205
E-mail：doc30666@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 325 號 5 樓
婦產部
現職：三軍總醫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院長、台灣婦女身心醫學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 醫療法制暨醫療糾紛委員會委員、專科醫師甄審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身為師範大學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學系博士，發展婦產學科健
康促進及公衛領域，在參與學會學術活動，分享醫學新知及發展，在疫情期間，
建立醫院防疫婦幼通道，服務醫院及外院產婦生產及就醫，擔任法制暨醫療糾紛
委員，以在台大法律學分班所學，來服務婦產科學會會員，協助醫療糾紛處置。

No.2852
林姿吟　49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72-028468
E-mail：stephanie.lin1012@gmail.com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0 號
現職：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紀念醫院主治醫師、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
幼院區主治醫院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副秘書長、婦女泌尿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1. 服務市立聯合醫院醫師並為其發聲。 2. 為婦
女泌尿領域爭取更好的手術給付。

No.2804
陳美州　49 歲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Tel：0972-651979
E-mail：michen04@ntu.edu.tw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 8 號台大兒童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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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院婦產科教授、台灣生殖醫學會副理事長
學會經歷：22 屆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監事、21 屆台灣婦產
科醫學會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依據實證醫學傳遞醫學新知，促進專業交流協
助推動改善少子化的政策，維護婦女健康權益。

No.2783
陳怡仁　53 歲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Tel：0937-546700
E-mail：cheuyj58@gmail.com
地址：台北市石牌路二段 201 號婦女醫學部
現職：台北榮民總醫院婦癌科主任、婦產學
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婦科醫學會理事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婦產
學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學會監事、理事
理念與抱負：促進會員學術交流，傳遞婦產醫學新知。

No.2974
陳志堯　48 歲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Tel：0922-432315
E-mail：zachary.joyce@icloud.com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3 號 13 樓
現職： 禾馨民權婦幼科、北榮副院長、主治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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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胎醫學會理事
學會經歷：同上
理念與抱負：1. 促進診所，地區醫院與醫學中心分級有效地
合作，提昇婦女及新生兒健康照護。2. 促進合理健保給付及
消除不當核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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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76
王火金　72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2)2201-0706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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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婦產科 42 年、偏鄉地區行醫 18 年
學會經歷：1. 新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監事、2. 診協全聯會副理
事長
理念與抱負：1. 爭取開業醫師應有尊嚴及給付。2. 充實基層
醫師的行醫技能。

No.1163
林朝枝　70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10-360012
E-mail：ysobglin@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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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1. 原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婦產科總醫師、2. 目前為
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
學會經歷：1. 多次學會代表、2. 目前為 22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配合學會領導幹部為學會及會員謀求最佳福祉
與尊嚴。

No.1074
柯誠立　70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2)2992-6552
E-mail：chengliko@hotmail.com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171 號
現職：柯誠立婦產科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醫院婦產科
學會經歷：會員代表、理事
理念與抱負：爭取並維護婦產科醫師權益，促進學術進步。

No.1069
王義雄　80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2)2968-9625　0939-889608
E-mail：jackwang311112@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 212 號
現職：退休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榮總住院醫師 2 年、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
醫學中心婦產科總醫師
學會經歷：學會理事二任，負責財務
理念與抱負：1. 婦產科醫師：應有合理的工作報酬。婦產科
醫師生活不正常、工作時間長、待遇跟他科一樣不合理。少
子化讓收入更少。2. 減少醫療糾紛。

No.0972
賴明志　71 歲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Tel：(02)2972-0111
E-mail：bilthsai@hotmail.com
地址：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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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馬偕紀念醫院婦產科醫師暨前新北市立醫院三
重院區兼任醫師
學會經歷：多屆會員代表、前聯誼委員會高爾夫主委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婦產科健保資源。2. 增進會員健康福利。

No.0900
楊友仕　72 歲　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

Tel：0965-708998
E-mail：yangys@ntu.edu.tw
地址：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 69 號
現職：輔大醫院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大婦產部主任、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第 17 屆理事長、亞太婦產科醫學會
第 24 屆 (2011-2013 理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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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2
黃思誠　75 歲　台大醫學院

Tel：0920-417001
E-mail：schuang@tzuchi.com.tw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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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婦產科部主任、台大名譽教授
學會經歷：第 13 屆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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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
官大弘　78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35-582848
E-mail：safekuan@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三重正義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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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理事
學會經歷：1. 第 16 屆副秘書長、2. 第 19.20 屆監事
理念與抱負：1. 熱心參與學會、2. 反映會員的意見

（新北市）　335 人　應選 22 人　　選舉日期：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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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59
鄭忠政　61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52-228802
E-mail：ccc119003@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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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生婦產科診所院長
學會經歷：新北市醫師公會監事、現任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為少子化尋求解方，為婦產科醫師解決困境，
尋求契機。

No.1854
張正坤　62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52-666680
E-mail：victorcck626@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新店市中正路 362 號
現職：耕莘醫院新店總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周產期醫學會理事、健保署審查委員
學會經歷：孕產期小組委員、學會雜誌審查委員
理念與抱負：參與會務向衛福部與健保署爭取婦產科的權益，
參與學會工作，在學術、服務及各項活動服務會員。

No.1718
陳霖松　66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28-801323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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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理事、監事
理念與抱負：集思廣益，共創會員福祉。

No.1710
周天給　66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63-399939
E-mail：nn9149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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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北市健保診所學會理事長、現任新北市醫師
公會理事
學會經歷：曾任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現任台灣婦產科醫
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力促政府立法改善少子化改善方案。2. 力爭婦女更
年期全人照護健保給付。3.努力推動落實「醫師去刑化」的時代使命。

No.1643
潘俊亨　67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37-854672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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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理事長、台
灣婦女健康暨泌尿基金會董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前理事
理念與抱負：提高婦產科自然產與剖腹產健保給付點值兩倍，
增進婦產科收益，才能永續經營。而且相較之下才能相對反
應出生產的高風險及醫生執行業務時的龐大壓力。

No.1613
何博基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10-215984
E-mail：tonho.obs@msa.hinet.net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 97 號
現職：東和婦產科家醫科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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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社長
學會經歷：學會常務理事、學會監事長
理念與抱負：1. 反應基層診所心聲。2. 疫情期間，儘量開放
自費空間。3. 儘量健保署，不要以立意抽審，回推扣款。

No.1417
鄧森文　66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Tel：0910-084624
E-mail：senwen1955@yahoo.com.tw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37 號 9 樓之 2
現職：耕莘醫院主任級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輔大醫學系副系主任、前台北榮總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2 屆常務監事、現任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維護並爭取會員的各種權益，協助推動會員之
再教育，成為醫院與基層合作之橋樑。

No.1405
張嘉訓　65 歲　國防醫學院

Tel：0988-566362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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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常務
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代表、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健保
對策委員會副召委
理念與抱負：繼續爭取婦產科各項健保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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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145
翁嘉穗　42 歲　陽明大學

Tel：0975-835931
E-mail：masbonita@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348 巷 23
號 4 樓
現職：淡水馬偕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婦癌醫學會會員、美國梅約診所深造
學會經歷：大學避修課校園講座講師
理念與抱負：期許能積極參與學會各樣事務，討論各項議題
並提出意見，為學會各項工作提建議及策略。

No.3071
温國璋　46 歲　國防醫學院 /

陽明大學研究所

Tel：0912-012820
E-mail：a0912012820@gmail.com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雙和醫院
婦產部

現職：雙和醫院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榮總婦女醫學部主治醫師、雙和醫院婦科主任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住院醫師委員會委員、婦產科醫學
會 TAOG 審查委員
理念與抱負：希望致力會務運作，以犧牲奉獻、服務社會之
行動，實踐「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並促進學
會會員和諧團結，向健保署爭取更合理的給付。

No.2751
翁仕賢　53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75-835355
E-mail：ernestweng2018@gmail.com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紅樹林路 96 號
現職：淡水馬偕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淡水院區
學會經歷：會員代表 ( 台東 )
理念與抱負：持續提升北海岸地區婦女健康與照護品質。

No.2601
莊乙真　54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Tel：(02)8966-7000#1424
E-mail：yichen.chuang@gmail.com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現職：亞東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榮總主治醫師、耶魯大學附屬醫院達文西手
術研究員
學會經歷：子宮內膜異位醫學會監事、機器人手術醫學會監
事
理念與抱負：促進基層醫院診所與醫學中心的雙向溝通，共
創雙贏，提昇病人的服務品質。

No.2432
王炯琅　56 歲　國立台灣大學

Tel：0932-232769
E-mail：deputy.wang@gmail.com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 286 號 2 樓
現職：清福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敏盛綜合醫院院長、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醫療法制暨醫療糾紛委員會召集人、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1. 爭取醫師專業獨立的執業尊嚴。2. 合理化醫
療給付。3. 多元照護婦幼弱勢族群。

No.2064
張甫軒　65 歲　台灣大學

Tel：0979-671888
E-mail：gyno8888@gmail.com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04 號 10
樓
現職：基生婦產科診所總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林口長庚醫院主治醫師、板橋基生婦產科院長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為婦產科會員盡最大之力爭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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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01
黃泓淵　61 歲　中山醫學大學

Tel：0975-365867
E-mail：hongyuan@cgmh.org.tw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現職：林口長庚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林口長庚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
代表
理念與抱負：促進學術交流，爭取會員權益。

No.1636
李經國　66 歲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Tel：0933-110469
E-mail：cklee1956@gmail.com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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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李經國診所
學會經歷：會員代表、學會監事
理念與抱負：為基層婦產科會員爭取福利。

No.1525
張廷彰　67 歲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

哈佛公衛學院

Tel：0975-365882
E-mail：tinchang.chang@gmail.com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現職：林口長庚醫院教授級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長庚紀念醫院北院區婦產部部長、廈門長庚醫院
副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婦癌醫學會理
事長
理念與抱負：1. 推動「精準婦產臨床醫學」的普及化。2. 改
善婦產科醫師的行醫環境，提升婦產科醫師的社會地位。

No.1497
張紅淇　67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3)4618888
E-mail：hungchiss@hotmail.com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 223 號
現職：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 宏基婦幼醫院院長
學會經歷： 會員代表、健保對策委員會
理念與抱負：爭取婦產科醫師的權益與生存發展空間。

No.1116
徐鴻洋　70 歲　高雄醫學院

Tel：0933-774470
E-mail：hsuhung.yang@gmail.com
地址：桃園市民生路 141 號
現職：向榮婦產科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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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0897
鄭嘉榮　71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10-264898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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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住院醫師，開業 40 年
學會經歷：理事、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維護會員之權益，增進學會之學術地位。

No.0781
黃木發　75 歲　台大醫學院

Tel：0933-123655
E-mail：mfhwang0909@gmail.com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370 號
現職：敏盛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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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省立台中醫院副院長
學會經歷：曾任婦產科醫學會理監事、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
表及醫院評鑑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配合學會的政策及方向謀求會員們福利。

No.0738
陳榮輝　74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3)4226621
E-mail：chenjhmd1112@gmail.com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 143 號
現職：陳榮輝婦產科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婦產科總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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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屆監事、台灣婦產科醫學
會第 18 屆常務監事
理念與抱負：協助及督促學會促進及增加基層診所醫師的權
益。

（桃園市）　232 人　應選 15 人　　選舉日期：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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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052
許廣鑌　44 歲　高雄醫學大學

Tel：0912-716144
E-mail：andreweng.tw@yahoo.com.tw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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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偕紀念醫院醫師、秉坤婦幼醫院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 第 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盡力發展會務，服務會員，為國內孕產婦和胎
兒健康貢獻心力，為婦女健康提供更人性化更優質的醫療照
護。

No.2942
吳青芳　47 歲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

Tel：0938-620608
E-mail：wuchingfong@yahoo.com.tw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7 樓
現職：敏盛綜合醫院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嘉義長庚醫院主治醫師、林口長庚醫院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雖之前未參與學會經歷，但相信現在開始並不
晚，未來如成為會員之一，定會積極配合學會政策及方向，
服務會員提供會員更好的未來。

No.2451
蘇專誠　56 歲　私立中山醫學院

Tel：0937-124313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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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婦產科醫師、桃園市醫師公會監事
學會經歷：現任婦產科醫學會代表
理念與抱負：做為基層與學會之間的溝通橋樑。

No.2391
盧佳序　58 歲　高雄醫學院

Tel：0975-365901
E-mail：2378@cgmh.ort.tw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現職：林口長庚婦產部教授級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長庚大學醫學院教授、林口長庚醫院婦產部部長
學會經歷：現任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增進婦產科界團結，爭取健保合理待遇，強化
醫院與基層合作。

No.2269
洪秉坤　60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32-136445
E-mail：binkun1018@gmail.com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慈文路 959 號
現職：桃園秉坤婦幼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桃園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秉坤婦幼醫療執行長、桃園秉坤婦幼醫院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20.21 屆理事、婦女健康照護
委員會委員、醫療糾紛委員會副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長期深耕基層醫療，非常瞭解基層醫療環境外，
且因擔任周產期醫學會，母胎醫學會幹部，期許自己能做為
基層與學會間溝通的橋樑，發揚學會宗旨並促進婦嬰健康。

No.2092
周宏學　62 歲　台北大學醫學系

Tel：0975-365885
E-mail：ma2012@cgnb.org.tw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現職：林口長庚醫院教授級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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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級主治醫師、國立清華
大學學士後醫學系系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住院醫師教學訓練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為婦產科醫學會會員爭取更多的教育訓練題目，
以及住院醫師的訓練評估方式。

No.1953
楊誠嘉　61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75-838842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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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嬰親善醫院認証委員、桃園市醫事審議委員會
委員
學會經歷：第 20.21.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改善健保給付制度，直接規範醫師手術所得，
而非現在總手術費用，以減少醫院管理者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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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566
曾英智　57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3)5278999#2001
E-mail：hsinchuoff@chg.org.tw
地址：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678 號
現職：新竹國泰綜合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竹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竹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 1. 積極爭取與維護會員權益。2. 提升與促進婦
產科臨床醫療及學術發展。

（新竹市）　62 人　應選 4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No.2206
翁順隆　60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75-837294
E-mail：4467@mm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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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醫院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北區分會審查醫藥專家
總召集人及共管會會長、新竹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21 屆常務理事 20.18.17 屆理事、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學術委員會副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婦產科醫學會會員權益。2. 增加舉辦學術活動，充
實會員醫療新知。3. 增辦會員交流活動，包括會員旅遊、會員球會活動。

No.1593
陳建銘　65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10-648689
E-mail：dreme.obs@gmail.com
地址：新竹市武陵路 218 巷 58 號
現職：新竹市陳建銘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新竹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竹市診所協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歷任會員代表、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以熟稔的醫學會參與服務經驗為會員及婦產科
未來的發展而努力。

No.1182
陳哲男　78 歲　中國醫藥學院

Tel：(03)5263141
E-mail：tzen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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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年以上
學會經歷：擔任學會多屆會員代表、擔任新竹市開業醫師聯
誼會總幹事多年
理念與抱負：秉持初衷，熱心反映基層心聲，誠心為基層服務。

No.2344
曹健民　58 歲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Tel：0972-153089
E-mail：t5527000@gmail.com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和街 7 號 2 樓
現職：竹仁婦幼診所院長 /婦產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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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325
簡基城　70 歲　台北醫學大學畢

Tel：0932-178263
E-mail：無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政二路 69 號
現職：艾微芙國際生殖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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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　40 人　應選 3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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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586
朱明星　86 歲　高雄醫學大學畢

Tel：(037)261-287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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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2367
林敬旺　56 歲　陽明醫學大學

Tel：0972-530027
E-mail：ym741111@gmail.com
地址：苗栗市忠孝路 175 號
現職：苗栗大干綜合醫院醫療副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苗栗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苗栗縣衛生局母乳哺育推動諮詢委員、台灣醫學
教育一般醫學教師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為地區醫院及基層院所爭取合理的醫療給付及
權利。

（苗栗縣）　26 人　應選 2人　　選舉日期： 8 月 28 日

No.771
李茂盛　70 歲　日本東邦大學

Tel：(04)22347057#1311
E-mail：msleephd@gmail.com
地址：406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30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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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第 16 屆台灣婦產科醫學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協助學會會務推廣，維護會員權益。

（台中市）　251 人　應選 17 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No.542
趙宗冠　87 歲　中山醫學院畢

Tel：(04)2202-0866
E-mail：cgai.art@msa.hinet.net
地址：台中市北區民族路 326 號
現職：趙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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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醫師公會婦產委員會委員、台灣婦產科醫
學會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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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8
黃煥文　57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35-270637
E-mail：drwenkimo@gmail.com
地址：新竹縣新豐鄉泰安街 11 號
現職：泰生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新竹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部立桃園醫院主治醫師、泰生婦產科診所院長
學會經歷：婦產科基層審查委員
理念與抱負：1. 提升基層婦產科門診業務及生產服務並開發
自費項目。2. 提升解決醫療糾紛事故之處理品質，保障學會
會員優良執業環境。



選舉公報

~28~ ~29~

No.1618
丁鴻志　63 歲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博士、

中興大學法學碩士

Tel：(04)2320-7082
E-mail：hctobg@gmail.com
地址：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181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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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醫師公會理事、台中市衛生局醫療糾紛調
解委員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醫療法制暨醫療糾紛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積極參與會務，盡己所學之醫事暨法律專長，
貢獻學會，協助會員。

No.1599
賴文福　70 歲　中國醫藥學院

Tel：(04)222-70871  0923-376037
E-mail：Laiobs41@gmail.com
地址：400 台中市三民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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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經歷：健保委員會基層組委員、康樂福利委員會中部召
集人
理念與抱負：希望在北、中、南、花東地區的醫學中心建立
婦科、產科、新生兒科的急、重症後送醫療網、保護基層安全。

No.1550
徐宇瓊　67 歲　高雄醫學大學

Tel：0919-711433
E-mail：joanhsu0416@gmail.com
地址：台中市中區中山路 5 號
現職：宇田婦產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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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醫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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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謝保群　70 歲　國防醫學大學

Tel：0963-102973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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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22 屆會員代表、人力規劃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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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
施英富　66 歲　中山醫學大學臨床醫學博士

Tel：0987-252729
E-mail：f1955frank@gmail.com
地址：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22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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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醫師公會理事、前中山醫學大學婦產部科
主任
學會經歷：二屆理事、現任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1. 增加基層醫師的各項收入。2. 學會應加強舉
辦基層醫師的專業課程演講和訓練。3. 疫情下可考量每月通
訊教育乙類學分改為甲類學分（但每年要有上限）。

No.866
林士新　71 歲　中國醫大醫學系

Tel：0952-761288
E-mail：shisinlin@hotmail.com
地址：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207 號
現職：中國醫大附設醫院顧問、林士新婦產
科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三軍總醫院住院醫師、中國醫大附設醫院顧
問
學會經歷：學會監事
理念與抱負：1. 提攜婦產科後進。2. 促進與提升台灣與美國
婦產科領域的知識與規範之交流。（兒林廷俞醫師曾回台演
講交流多次，Dr. Wayne Lin）

No.1764
謝溫國　61 歲　國防醫學院

Tel：(04)2320-6969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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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683
洪耀欽　63 歲　大阪醫科大學醫學研究所

(醫學博士 )

Tel：0935-311986
E-mail：ych6375@gmail.com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文心一路 75-3 號
現職：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婦女醫學中心副院
長兼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國醫藥大學婦產學科主任教授、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婦產部主任暨婦癌科主任
學會經歷：常務理事、婦癌防治委員會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 提昇婦癌疾病防癌篩檢，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的功效。2. 推精準醫學癌症細胞治療及免疫治療的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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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294
應宗和　58 歲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Tel：075-553267
E-mail：ying.steve@gmail.com
地址：台中市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現職：中山附醫 (婦產部 )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副院長、婦產部部主任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年度婦產科專科醫師訓練醫
院評鑑委員
理念與抱負：為婦產科同儕，爭取應有的權益及尊重。

No.2157
黃迎凱　61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4)2223-8388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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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近凱婦產科負責人
學會經歷：第 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安全執業環境。2.穩定的收入。3.適當的休閒。
4. 健康的身體。

No.1995
陳進典　62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928-051677
E-mail：gdchentw@hotmail.com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惠中里大英街 291-2 號
12 樓
現職：中山醫大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骨盆機能整合中心主任
學會經歷：常務理事、評鑑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1. 積極參與訓練醫院評鑑業務，以確實提高訓
練醫院的業務標準。2. 爭取會員權益。

No.1893
呂秉正　63 歲　中山醫學大學

Tel：(04)2314-6240
E-mail：無
地址：台中市西屯路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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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安笙婦
產科診所負責醫師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健保申報更有尊嚴。

No.1884
張維君　60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Tel：0932-531411
E-mail：w621023@gmail.com
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惠來里政和路 50 巷
20 號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系專任教
授兼婦產學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中市防癌協會理事長、中國附醫婦癌科主任
學會經歷：監事長、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1. 增進會員權益。2. 便利會員新知進修。3. 增
進會員福利。

No.1866
陳明哲　63 歲　陽明醫學院

Tel：0911-398927
E-mail：mingjer_chen@yahoo.com.tw
地址：台中市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現職：台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台灣內視鏡暨微創醫學
會監事長
學會經歷：學會會訊編輯委員會召集人、學會理事、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為會員發聲，爭取會員權益。充當溝通橋樑，
促進基層與醫學中心的交流。協助學會評核及繼續教育工作，
滿足訓練及進修需求。

No.2757
李宗賢　52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20-823519
E-mail：jackth.lee@gmail.com
地址：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1 號
現職：中山醫大附設醫院教授級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中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山醫大醫學研究所教授、中山附醫婦產部生殖
醫學科主任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第 20 屆監事、學術研究委員會委員
（108.10.27~111.10.26）
理念與抱負：秉持實証醫學及個人化精準醫療的精神內涵，
提供會員們適當的臨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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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266
林燕青　61 歲　中山醫學大學

Tel：0931-315731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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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署立台中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中區健保局門診
中心特約醫師
學會經歷：第 21.22 屆會員代表、健保政策委員會基層組委員
理念與抱負：1. 找回婦產科醫師的尊嚴和自信心。2. 敦促政
府重視「少子化」所帶來的國安危機。

No.2253
張宗進　56 歲　中山醫學大學

Tel：0935-885217
E-mail：gin3390@gmail.com
地址：台中市太平區新平路一段 108 號
現職：惠欣婦產科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醫師會員代表
學會經歷：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熱心服務。

No.2188
魏重耀　57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4)2631-6988
E-mail：erntamber@yahoo.com.tw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鎮南路二段 418 號
現職：魏重耀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大台中醫師公會第 3 屆理事長、大台中診所協會
第 7 屆理事長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第 21.22 會員代表、基層健保事務委
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合理的健保給付。2. 適時開放應有的婦
產科專業處置項目。3. 建立公平合理的健保審查機制。

No.2010
呂維國　62 歲　中國醫藥學院

Tel：0915-006702
E-mail：drlu348@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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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彰基婦產科主治醫師、呂維國婦產科診所院長
學會經歷：20.21 屆婦產科醫學會理事、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爭取合理的健保給付，督促公正的審查制度，
解決會員的疑難雜症，營造安居樂業的基層執業空間。

No.1966
李煥照　63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31-454595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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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署立豐原醫院主治醫師、新惠生婦產科醫院主治
醫師
學會經歷：第 21 屆學會副秘書長、第 22 屆學會監事
理念與抱負：為婦產科基層診所發表建言，及爭取福利。

No.1917
周肇銘　70 歲　中國醫藥學院

Tel：(04)2533-5451
E-mail：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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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中國醫學院主治醫師、周肇銘婦產科院長
學會經歷：數屆婦產科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為我們婦產科的會員，爭取最大的利益。

No.1887
陸盛力　64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15-161689
E-mail：sellylu@yahoo.com.tw
地址：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 45-3 號
現職：陸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光田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大台中醫師公會理監
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中區婦產科分科委員兼
專業審查醫師
理念與抱負：熱心參加學會活動、爭取會員權益、改善婦產
科執業環境、提昇婦產科醫療品質。

（大台中市）　140 人　應選 9人　　選舉日期： 8 月 28 日

No.1324
黃東曙　67 歲　台灣大學

Tel：0918-576088
E-mail：hds4312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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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中仁愛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超音波醫學會
理念與抱負：基層診所日益萎縮，全國接生數降新低，提高
生產補助和幼兒養育津貼，提高國民生產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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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417
李思靜　56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33-491962
E-mail：lsc23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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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中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診所負責醫師
學會經歷：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增進會員福利與權益。

No.1759
孫茂榮　63 歲　中山醫學大學

Tel：0917-153976
E-mail：13212@cch.org.tw
地址：彰化市公園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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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女泌尿暨骨盆醫學會理事長、部定副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9.20.22 屆理事、學術委員
會副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爭取健保合理給付及審查合理，確保會員權益。
2. 推動醫療新知之活動以提升會員醫療實力。

No.1717
柯助伊　70 歲　高雄醫學院

Tel：(04)8818118
E-mail：kji1234567890@yahoo.com.tw
地址：彰化市溪湖德彰水路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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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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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項目。

（彰化縣）　110 人　應選 7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No.1078
葉光芃　69 歲　北醫

Tel：0917-154162
E-mail：yehpon@gmail.com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現職：彰基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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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人暨創會理事長、台
灣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環境與婦女健康小組召集人、人力委員會創會召
集人
理念與抱負：督促政府全面加嚴台空品標準，保護孕產婦、
胎兒、婦女及民眾的健康；台灣當今 PM2.5 年均標準 15ug/m3

是 WHO 2021 空品新指引 5ug/m3 的 3 倍。

No.0756
蕭弘智　71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4)8357571
E-mail：無
地址：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 114 號
現職：蕭弘智診所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曾任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周產期醫學會理事、婦產科醫學會副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提升基層醫療的品質，多辦教育研討會，加強
院所合作，分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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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748
陳明　52 歲　台大醫學系

Tel：(04)7238595#1013
E-mail：104060@cch.org.tw
地址：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現職：彰化基督教醫院醫療長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彰化基督教醫院部主任、研發長、國立中興大學
醫學院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台灣婦產科
醫學會雜誌編輯委員
理念與抱負：推動專科醫師訓練更完善，在相關領域使公部
門支持婦女醫學，促進台灣婦產科在國際學術界能見度不斷
提升。

No.2691
邱惠瑩　53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29-882800
E-mail：bobbie@docjames.net
地址：台中市北區忠太東路 105 號 7 樓之 1
現職：香傳紀念醫院婦女健康中心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曾任婦產科醫學會監事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超音波醫學會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女性對身體的自主權，希望廢除舊法中
不合理的規定。2. 對於生產風險的部份，能給予醫師免於訴
訟免於巨額賠償的保障。

No.2464
吳信宏　57 歲　高雄醫學院

Tel：0917-568555
E-mail：wuwang97@gmail.com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現職：彰化基督教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彰化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美國哈佛醫學院 BIDMC 研究 fellow、中國廈門安
寶醫院副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副秘書長、國際學術交流委員
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1. 喚醒婦女生育功能警覺，免費 AMH 篩檢。2. 開
拓國際醫療患者。3. 合理提升健保給付。4. 加強醫學新知教育。

No.2346
莊賢逸　56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49)2206626
E-mail：chuanggerrrk@gmail.com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 14 巷 13 號
現職：南投市馨生婦產科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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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主治醫師、馨生婦產
科醫師
學會經歷：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無

No.2177
李文車　58 歲　國防醫學院

Tel：0933-179467
E-mail：m84243@gmail.com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 1 號
現職：埔里基督教醫院主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南投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婦產科周產期、母胎醫學專科醫師、埔里基
督教醫院主任醫師
學會經歷：南投縣會員代表、台灣母胎醫學會監事
理念與抱負：增進南投縣偏鄉醫療資源整合及支援。

（南投縣）　36 人　應選 2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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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857
吳松年　67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5)2755339
E-mail：dj2755339@gmail.com
地址：嘉義市吳鳳北路 339 號
現職：嘉義市德珍婦產科診所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嘉義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無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無

（嘉義市）　46 人　應選 3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No.0933
李建興　70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22-270302
E-mail：jianxing.882@yahoo.com.tw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48 號
現職：建興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嘉義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彰化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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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國際知名度。2. 增進
學會與會員彼此連繫。

No. 2541
林嘉祈　55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922-270995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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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診所協會理事長、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壯大婦產基層。

（雲林縣）　54 人　應選 4人　　選舉日期： 8 月 28 日

No. 2052
陳繼征　62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21-701388
E-mail：y99228chen@gmail.com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 266 號    
現職：虎尾婦安婦產科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雲林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天主教若瑟醫院、婦安婦產科
學會經歷：理事一屆、代表數屆
理念與抱負：反應基層實況。

No.1769
黃啓明　63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952-501887
E-mail：0799gm@gmail.com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自由路 1 號
現職：黃啓明診所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雲林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雲林縣診所協會監事、雲林縣醫療職業工會理事
學會經歷：第十九屆理事、第二十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爭取提升婦產科在健保費用的佔率。

No.1381
陳夢熊　68 歲　中國醫藥學院

Tel：(05)5350297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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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桃園醫院婦產科總醫師、省立雲林醫院婦產
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婦產科醫學會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貢獻心力於婦產科界開創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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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15
蕭麗真　80 歲　菲律東方醫學院

Tel：0932-877870
E-mail：50932877870@gmail.tw
地址：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252 號
現職：陽明醫院婦產科主治醫生

所屬醫師公會：嘉義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婦產科、家庭醫科
學會經歷：最重要的是能參與學會的活動參與繼續教育課程
理念與抱負：就是能培養新秀年輕醫師，再來就是服務社區
和民眾。我很驕傲的說在嘉義市可以說作最多抹片檢查，因
為衛生所和太保市衛生所都請我幫他們在抹片車上作抹片，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No.2892
歐育哲　51 歲　中國醫藥學院

Tel：0975-056422
E-mail：ou4727@cgmh.org.tw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現職：嘉義長庚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嘉義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嘉義長庚婦產部主任、長庚大學副教授
學會經歷：第 22 屆副秘書長、台灣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合理給付，保障會員權利。2. 整合區域
醫療資源，建構支援體系達成醫療資源共享合作。

No.2104
洪英俊　62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55-430591
E-mail：ychung2002@gmail.com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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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林慈濟醫院婦產科主任。2. 花蓮慈濟醫院婦
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20-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改善會工作條件。2. 改善住院醫師學習環境。

No.2060
徐超群　61 歲　台大

Tel：(05)3716323
E-mail：superclinic16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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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醫師公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第 19.20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為會員爭取最好的執業環境。

（嘉義縣）　32 人　應選 2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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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772
林錦義　66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32-988814
E-mail：linappid@gmail.com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東橋七路 198 號
現職：璟馨婦幼醫院負責人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無
學會經歷：19 屆及 20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提高婦產科醫師的社會價值。

No.1669
吳東璧　65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19-517513
E-mail：slh04608@gmail.com
地址：台南市東門路一段 57 號
現職：台南新樓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新樓醫院教學副院長 (2008-2018)、台南醫師公會
2021 年醫療奉獻獎
學會經歷：TJOG 編輯委員、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區域整合團結，讓婦產醫學同仁，不管老幹新枝，
不論在那裡執業，都能互相支援，互相學習，讓同仁都有成
功的醫療生涯，也讓未來的醫學生有動力加入婦產醫學行列。

No.1518
陳俊吉　　高雄醫學大學

Tel：0913-752789
E-mail：gs0707071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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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郭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第 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反應基層的心聲。

No.1422
郭宗正　66 歲　日本慶應大學

Tel：(06)2221111#5155
E-mail：tckuo@kgh.com.tw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2 號
現職：郭綜合醫院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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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產科醫
學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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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
張兆榮　68 歲　國防醫學院畢

Tel：(06)632-3388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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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郭宗男　69 歲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Tel：0919-856329
E-mail：d420608@yahoo.com.tw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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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醫師公會前任理 . 監事、台南市診所協會
理 .常監事
學會經歷：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協助及建議學會爭取健保給付，增加會員應有
權利及福利。

No.0956
李耀泰　73 歲　台灣大學

Tel：0912-132203
E-mail：drgynols@yahoo.com.tw
地址：台南市民生路二段 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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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新竹湖口仁慈醫
院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婦癌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1. 加強婦產科醫學會會訊內容，使下一代醫師更好
有助台灣醫療。2. 爭取健保合理的給付。3. 盡力改善台灣的空氣
污染工作的推動。4. 努力防止煙害，保障孕婦和胎兒健康。

（台南市） 211 人　應選 14 人　　選舉日期： 8 月 28 日

No.0861
黃國峯　71 歲　國防醫學院

Tel：(06)2812811#53412
E-mail：kfhuang@mail.chimei.org.tw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 140 巷 1 號
4 樓之 1
現職：奇美醫學中心顧問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奇美醫學中心前婦產部主任、奇美醫學中心前癌
症中心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前理事、中華民國婦癌醫學會
理事
理念與抱負：1. 服務會員，權充學會與會員間之橋樑。2. 摯
誠樂意幫助會員解決醫療問題。3. 共謀婦產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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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811
康琳　48 歲　高雄醫學院醫學士

成大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Tel：(06)2353535#5221.5222
E-mail：kanglin@mail.ncku.edu.tw
地址：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成大醫院婦產部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任務型
部副主任兼母體胎兒醫學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灣周產期醫學會副秘書長、台灣母胎醫學會常務理事
學會經歷：婦女健康照護委員會產科照護小組委員、健保審查小
組委員 (南區醫院 )
理念與抱負：提升婦產科醫照護品質，促進婦產科醫學研究與教
育發展，增進醫院與診所之合作與交流，爭取會員的權益。

No.2413
康介乙　58 歲　

Tel：0919-507726
E-mail：albert0113@yahoo.com.tw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現職：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婦產部婦
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南區健保局審查醫師
學會經歷：健保審查小組委員
理念與抱負：1.增進醫院和診所雙向轉診。2.健保審查合理化。
3. 醫學新知會議實體和視訊並行。

No.2394
鄭雅敏　58 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Tel：0921-566219
E-mail：chengym@mail.ncku.edu.tw
地址：台南市民生路二段 22 號
現職：郭綜合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郭綜合醫院院長、成大醫學院醫學系婦產學科教
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台灣婦癌醫學會常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1. 協助基層院所與醫學中心、區域，地區醫院
間的轉診與溝通。2. 持續住院醫師教育訓練。3. 持續會員繼
續教育。

No.2038
陳勝咸　58 歲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Tel：0963-351029
E-mail：cshs159@gmail.com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 167 號
現職：大安婦幼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台南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奇美醫學中心婦產部主任、台南大安婦幼醫院院
長
學會經歷：連續三屆副秘書長
理念與抱負：協助學會辦理地區教育及學術研討會，提供地
區婦幼醫院防疫經驗配合學會所執行理念及活動。

No.2004
黃昭彰　60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6)2907979    0988-847688
E-mail：h2907979@yahoo.com.tw
地址：台南市東區崇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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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診所協會常務理事 (2004-2012)、北醫台南
區校友總會總會長 (2017-2018)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員代表 ( 第 17-22 屆 )、健保政
策委員會副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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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臨床實務，逐年增列健保申
報品項點數。

No.1976
楊宜杰　60 歲　台大

Tel：(06)2221166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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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婦產部主治醫師、健保局南區委員會審查組
總召
學會經歷：學會健保政策委員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維護健保制度下婦產科的申報空間及執業安
全。2. 確保審查的公平與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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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82
黃富仁　61 歲　中山醫學大學

Tel：0982-861456
E-mail：huangfj1885@gmail.com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三路 280 號
現職：安安十全婦產科診所醫品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婦產部主任 (2016-2019) 、國健署人工生殖機構評鑑
審查委員 (2002- 迄今 )
學會經歷：2013-2019 台灣婦產醫療學會理事、2018-2020 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個人歷經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理事多年，又曾經擔任醫學中心
婦產部主任等職。擔任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期間，參與許多和衛福部或國健署
的協調爭取案件。目前回到基層診所工作，相信更能夠了解基層醫療人員的心境，
一定可以將更多會員的心聲和想法反應出來。

No.1516
楊宗力　69 歲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Tel：0932-767297
E-mail：aliyangdr@gmail.com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 636 號
現職：小港安生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市醫師公會第 12 屆監事長、高雄市診所協會
第 1.2.3 屆常務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8.19 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爭取婦產科健保，更合理給付。

No.1434
吳玉珍　70 歲　中國醫藥學院

Tel：(07)7220123
E-mail：wuwomen@gmail.com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 50 號
現職：吳玉珍婦產科診所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吳玉珍婦產科診所負責人、子宮內膜異位理事長
學會經歷：第 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鼓勵會員支持學會理念並積極參與學會活動 
。2. 秉持醫學倫理，維繫婦產科醫師社會形象與地位。

No.1198
張榮州　67　高雄醫學大學

Tel：0987-761528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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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診所協會榮譽
理事長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副理事長、婦產科醫學會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COVID-19 變種病毒造成多位待產孕婦確診。期盼在學會
的整合功能下，基層醫師能在後疫情時代照顧好孕婦及自身的安全。2.協
助會員們爭取優生保健法的修訂減少醫療糾紛及免除刑事罪責。

No.1082
李世隆　70 歲　高雄醫學院

Tel：0933-600567
E-mail：gy410810@ms15.hinet.net
地址：80047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102-2 號
現職：義大大昌醫院主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醫附設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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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進會員聯誼。2. 診所與醫院的轉診與合作。

No.0884
林正泰　73 歲　高雄醫學院

Tel：0928-677217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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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學會經歷：
理念與抱負：健保總額，婦產科各項醫療支付，逐年被壓縮，
醫療費用給付，大不如前，盼能參與，爭取各項給付能隨其
他科增長。

No.0526
蘇榮茂　77 歲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Tel：(07)2231243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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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副理事長、台灣婦科醫學會常
務理事
理念與抱負：1. 提升健保給付。2. 爭取增加自費醫療項目。

No.0499
楊衍俊　82 歲　私立中國醫藥學院

Tel：0963-135166
E-mail：a0963135166@gmail.com
地址：高雄市鳳山五甲三路 41 號
現職：省立屏東醫院婦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省立屏東醫院婦產科主任、旗津醫院院長 (主任 )
學會經歷：
理念與抱負：發展婦產科醫學會及期望醫學會鴻途大展。

（高雄市） 264 人　應選 18 人　　選舉日期：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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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536
陳尚仁　54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37-622090
E-mail：src571004@yahoo.com.tw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350 號
現職：柏仁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無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積極協助會務發展，促進爭取會員福祉。

No.2523
詹德富　53 歲　高雄醫學大學

Tel：0928-429091
E-mail：tefu.chan@gmail.com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90 號 25 樓
現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教授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醫大附院婦產部主任、遺傳中心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周產期醫學會秘書長、副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為會員爭取福利。

No.2373
王保強　58 歲　國防醫學院

Tel：0932-789578
E-mail：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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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南區校友
會副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 18-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落實轉診分級醫療並提升自費醫療項目。2. 推
動審查共識指標透明化，增進基層醫療的合作。

No.2248
蘇守良　59 歲　高雄醫學大學

Tel：0932-152546
E-mail：shou_liang2003@yahoo.com.tw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45 號
現職：蘇婦產科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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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理
事
學會經歷：第 17.18.19 屆會員代表、第 20.21.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1. 會訊資訊，即時解答及整理公告。2. 建議專
注婦產科本業經營，勿跨足醫美。3. 致力於健保業務，多角
化的經營。4. 多站在民眾角度著想合協共存，求美麗的願景。

No.2185
陳春木　60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72-035109
E-mail：stevenchencm@yahoo.com.tw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54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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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產期醫學會前副秘書長、美國超音波醫學會
(ISUOG) 會員
學會經歷：三任會員代表 ( 高雄市 )
理念與抱負：1. 提高婦產科自費品項。2. 減低健保核刪比率。
3. 推動視訊再教育課程。

No.2168
劉文雄　57 歲　國防醫學院

Tel：0975-581667
E-mail：liu8628@yahoo.com.tw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 278 號 20 樓
現職：高雄榮總婦女醫學部副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榮前婦女醫學部主任、高榮前癌症中心主任
學會經歷：前中華民國婦癌學會理事長、現任台灣婦癌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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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升年輕醫師選擇婦產科為終身事業。

No.2079
郭鴻璋　58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Tel：(07)5529988  0938-858666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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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副理事長、高雄市醫師公會理監事
學會經歷：會員代表、婦產科醫學會、健保政策委員會、健保審察小組
理念與抱負：1. 監於婦產科佔基層總額比例逐年下降，鼓勵會員在健保
規範內申報各項醫療處置。健保審查力求合理的條件下，減少核柵，以
尊重臨床醫師的裁量權。2. 促進基層同仁 、醫院、醫學中心婦產科會員
聯誼、溝通提高醫療品質，互助及減少醫療糾紛。3. 增加卵巢瘤彩色杜
卜勒血流阻力檢查 ( 診所 )。

No.2065
吳昆哲　59 歲　私立中山醫學系畢業

Tel：0929-923166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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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醫療總監 ( 自 2007 年 ~ 迄今 ) 、台灣婦科腫瘤消融
醫學會現任理事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學會第 18-22 屆會員代表、高雄市醫師公會第 15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從事醫療臨床已達 30 餘年，一直秉持學習態度成長，且於香港科技
大學 2014 年取得 EMBA 碩士學位，也將企業管理與醫療接軌，並同時經營兩家高
雄市婦產小兒科地區醫院，有婦產專科、小兒專科、麻醉專科醫師合計 12 位共同
為地區婦幼提供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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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782
崔冠濠　50 歲　國防醫學院、國立中山大學

Tel：0921-858600
E-mail：khtsui60@gmail.com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現職：高雄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國立中山大學生物醫學所副教授、高雄榮總婦女醫學
部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台灣子宮內膜異位症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積極辦理線上 / 實體進修課程，促進會員之間的交
流，以利會員們吸收最新知識與資訊。鼓勵會員撰寫衛教文章或
舉辦衛教講座，拉近醫病關係，讓民眾多加了解相關資訊。

No.2710
張基昌　60 歲　義守大學

Tel：(07)5599123#1014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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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大昌醫院院長、義大癌治療醫院副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長、台灣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
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致力於擔任溝通橋樑，共同團結，為會員服務及爭
取福利。

No.2544
龍震宇　55 歲　高雄醫學大學

Tel：(07)3121101#6428
E-mail：urolong@yahoo.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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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部長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市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市小港醫院副院長
學會經歷：台灣福爾摩莎婦女泌尿醫學會理事長、台灣更年
期醫學會理事長
理念與抱負：促進會員們福利與權利以及建立婦產科相關資
料，法令規章等交流與分享。

No.1760
許德耀　66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975-056402
E-mail：tyhsu@cgmh.org.tw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現職：高雄長庚教授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長庚婦產部主任、高雄長庚教授
學會經歷：第 22 屆常務理事、住院醫師教育訓練委員會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代表高雄縣醫師公會進入會員代表。1. 必要傳
達會員的訴求。2. 承接學會交代任務，舉辦地方醫學會，教
育課程等，並聯誼會員。

No.1158
邱正義　70 歲　中國醫藥學院

Tel：(07)7416177
E-mail：Jasnclzu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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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 802 總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高雄公保門診
中心特約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多屆會員代表（16.17.18.19.20.21.22 屆）
理念與抱負：1. 忠實反映地方醫師意見。2. 服務。

（高雄縣）　88 人　應選 6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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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753
張志仰　51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32-861645
E-mail：keatyan.cheng@msa.hinet.net
地址：高雄市燕巢區角宿里義大路 1 號
現職：義大醫院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義大醫院部長級主治醫師、義守大學醫學系助理
教授
學會經歷：第 21.22 屆會員代表
理念與抱負：盼能以高屏區會員視角提出更多面向的規劃與
觀點，協助學會開發拓展，培育更多住院醫師。

No.2519
林浩　55 歲　台大醫學院

Tel：0975-056413
E-mail：haolin@cgmh.org.tw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現職：高雄長庚醫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高雄長庚婦產部主任、長庚大學副教授
學會經歷：台灣婦癌醫學會理事、監事；台灣婦癌研究團體
理事
理念與抱負：爭取合理健保給付，保障會員權益及福利，落
實病患轉診政策。

No.2055
郭富珍　60 歲　高雄醫學大學公衛博士

Tel：0933-603201
E-mail：ed100418@edah.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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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高雄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義守大學專任副教授、義守大學婦產科學主任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副秘書長、衛福部醫院緊急醫
療能力分級評定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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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龔福財　61 歲　中國醫藥大學

Tel：0975-056403
E-mail：ftkung@cgmh.org.tw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現職：高雄長庚醫院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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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雜誌編輯委員會副召集人
理念與抱負：1. 聯繫各層級醫院診所的醫務交流。2. 學術活
動的擬定和參與。

No.1205
鄭英傑　70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932-808035
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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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醫師公會 23.24 屆理事長、現任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副秘書長
學會經歷：婦產科醫學會代表、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抱負：1. 協助學會爭取會員福利。2. 提昇婦產科專科
醫師尊嚴。

No.1023
許振隆　71 歲　高雄醫學大學

Tel：0937-627907
E-mail：george.hsu@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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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婦安婦產科診所負責醫師、前台南部綜合醫
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婦產科學會理事 ( 第 21.22 屆 )、婦產科學會會員
代表
理念與抱負：爭取會員的權益，做為學會跟會員之間的橋樑，
促進會員的聯誼。

（屏東縣）　68 人　應選 5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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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588
蔡尹真　32 歲　中山醫藥大學

Tel：0922-526013
E-mail：tsaiajhen@gmail.com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 60 號
現職：屏東基督教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屏東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屏基婦產科主治醫師
學會經歷：無
理念與抱負：協助學會會員爭取福利，增進婦產科住院醫師
品質，訓練計畫。

No.1933
魏福茂　72 歲　中山醫學院

Tel：(08)7350333
E-mail：無
地址：屏東市豐華街 147 號
現職：屏東部立醫院主治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屏東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前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婦產科主任
學會經歷：曾任一屆理事
理念與抱負：配合學會政策。

No.1238
劉德森　73 歲　台北醫學院

Tel：0952-130579
E-mail：f130579@gmail.com.tw
地址：屏東市高豐街 38-3 號 5 樓
現職：安和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院長

所屬醫師公會：屏東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屏東基督教醫院婦產科主任、安和醫院院長
學會經歷：婦產科會員代表、超音波醫學會會員
理念與抱負：1. 調整健保對婦產科的給付。2. 鼓勵醫學生對
婦產科興趣與參與。

No.1737
江育同　 佛光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Tel：(03)9547102    0910-058282
E-mail：dunghsing1218@gmail.com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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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外科公共衛生行政 ( 主任兼醫師 )73-74 年。
2. 婦產科專科 ( 市立聯合醫院 )
學會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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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
許漢釧　66 歲　台大醫學系

Tel：0972-212002
E-mail：無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 405 巷 2 之 3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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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經歷：台灣福爾摩莎婦女泌尿醫學會、台灣婦產科內視
鏡暨微創醫學會
理念與抱負：1. 協助地方會員間的學術交流與個案轉診。2. 提
昇婦女疾病治療品質，促進蘭陽地區婦女健康照護。

（宜蘭縣）　26 人　應選 2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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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679
蔡啟智　54 歲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Tel：0952-628770
E-mail：estrogen@mch.org.tw
地址：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現職：花蓮門諾醫院產科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花蓮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台北榮總婦產科、花蓮門諾醫院婦產科
學會經歷：周產期醫學會會員
理念與抱負：聯絡會員感情，維護會員權益。

（花蓮縣）　32 人　應選 2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No.2769
丁大清　53 歲　國防醫學院

Tel：0975-674086
E-mail：dah1003@yahoo.com.tw
地址：花蓮市永興路 25 號
現職：花蓮慈濟醫院婦產部主任

所屬醫師公會：花蓮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慈濟大學醫學院副院長、花慈研究部主任
學會經歷：擔任前三屆會員代表、醫院評鑑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1. 促進東台灣婦產科醫師交流。2. 提升婦產科
健保給付。3. 創新研究婦產科新技術。4. 加強基層診所與醫
院互惠措施。5. 提升台灣東部周產期照護品質。6. 提升台灣
東部婦癌存活率。

（台東縣）　20 人　應選 1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No.1305
王功亮　68 歲　高雄醫學大學

Tel：(089)310-150#500
E-mail：KL421229@ms6.hinet.net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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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婦產學科教授、台灣婦癌醫學會前理事長
學會經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常務監事
理念與抱負：1. 提升健保對婦產科給付。2. 提高婦產科研究水
準。3. 增進婦產科醫師的權益。

No.1054
謝鵬輝　69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63-149179
E-mail：shiekpengl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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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理事、現任會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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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　10 人　應選 1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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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903
陳天順　65 歲　台北醫學大學

Tel：0910-327013
E-mail：333597@gmail.com
地址：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 147 號
現職：金門縣金城鎮衛生所顧問醫師

所屬醫師公會：金門縣醫師公會
一般經歷：金門縣立醫院院長、金門縣衛生局局長
學會經歷：五屆會員代表、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理念與抱負：1. 爭取基層醫療合理之健保給付點值。2. 安全
的婦產科執業環境及保障。3. 為產婦爭取更合理之健保項目，
維護優良的產婦健康狀況。

（金門縣）　7人　應選 1人　　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

各縣市辦理第 23 屆會員代表選舉日期：

8 月 21 日（週日）： 

台北市、新竹縣（市）、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嘉義縣（市）、高雄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

台東縣、金門縣、澎湖縣

8 月 28 日（週日）： 

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苗栗縣、台中市大台中、

雲林縣、台南市、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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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繼續教育

COVID-19 的輔助治療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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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席捲全球，台灣亦不能倖免，弄得人心惶惶，沒事不能出門，心情鬱悶，終究不

是長久之計。除了遵守政令，如注射足夠疫苗次數、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避免群

聚，並了解快篩和治療藥物取得相關規定之外，是否能加強其它防治措施，如增加免疫力來抵

抗病毒感染及其毒性，特整理最新文獻，歸納一些有效的方法，以供同仁參考。

◆微量營養素

微量營養素（micronutrient）乃指需求量較少、但對人體維持正常生理不可或缺的營養物

質，包括維他命和礦物質等；大量營養素（macronutrients）乃指產生能量的蛋白質、脂肪和碳

水化合物。微量營養素能作為 COVID-19 的輔助治療，是因微量營養素能維持細胞膜的完整性

和滲透性，特別在肺泡上皮層的屏障（barrier）功能方面，而病毒感染會破壞上皮層屏障間的

緊密連接；且微量營養素能產生抗病毒蛋白，減少發炎反應，中和氧化物對細胞的傷害 [1]。

一、維他命 A（Retinoic acid）：有助 B 細胞的正常生長和分化，促使 T helper 2 細胞和

antigen-presenting 細胞產生抗體，提高巨噬細胞（macrophage）的吞噬作用，增加表皮層屏障

性和減少細胞素風暴（cytokine storm），故能降低發炎性細胞素與炎性反應。維他命 A 缺乏易

導致眼睛、呼吸道及胃腸道的感染 [1]。

二、維他命 B1（Thiamine）：有助後天性免疫（adaptive immunity），活化 B 細胞和 T 細

胞產生的抗體。對早期 COVID-19 感染，高劑量 thiamine 能抑制病毒結合和侵犯力，降低缺氧

和住院率。Thiamine 不足會影響心血管系統、神經性發炎和發炎性反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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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他命 B2（Riboflavin）：Riboflavin 合併紫外線能使細胞核核酸的 DNA 和 RNA 受

到傷害，有助抵抗 SARS-CoV-2 的感染，防止經輸血傳染 COVID-19。Riboflavin 亦能阻止病毒

複製（replication），降低感染風險 [2]。

四、維他命 B3（Nicotinamide, Niacin）：Nicotinamide 和 niacin 能抑制病毒的複製，減少

前驅發炎性細胞素如 IL-1β、IL-6、TNF-α 等，故能降低發炎反應，同時亦能減少中性白血球

的浸潤，具抗發炎功效 [2]。

五、維他命 B5（Pantothenic acid）：能使膽固醇和三酸甘油脂下降，促進傷口癒合、減少

發炎和改善精神健康。對 COVID-19 的助益，有待後日的研究證實 [2]。

六、 維 他 命 B6（Pyridoxal 5’-phosphate, pyridoxine）：Pyridoxal 5’-phosphate（PLP） 乃

pyridoxine 之活性結構，能增加 IL-10，阻斷細胞素風暴，改善發炎。同時，亦能阻斷高凝血症

（hypercoagulability），降低栓塞風險，改善 COVID 發炎之症狀 [2]。又維他命 B6 能維持淋巴

球發育、自然殺手（nature killer）細胞活性和產生免疫球蛋白 [3]。

七、維他命B9（folic acid, folate）：對DNA和蛋白質的合成十分重要。弗林蛋白酶（furin）

能加劇細菌和病毒的感染，而葉酸（folic acid）可抑制弗林蛋白酶，防止病毒活性，對治療早

期 COVID-19 所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有幫助 [2]。

八、維他命 B12（Cobalamin）：對紅血球的合成、髓鞘（myeline）的合成、神經系統健

康、細胞生長和 DNA 合成，極為重要。對 COVID-19 有三種減少感染功能，即減少細胞素

風暴、減少高凝血症和加強免疫功能、減少 COVID-19 相關器官的傷害 [2]。在新加坡報告，

COVID-19 患者每天予以使用維他命 B12 500 μg、vitamin D 1000 IU 和鎂 150 mg，能減少氧氣

治療的需要（OR 0.13）和住入加護病房（OR 0.20）[2,4]。正常人體每天需 2.4 μg 維他命 B12

（methylcobalmine，在肉、魚、奶、起司等食物中）[1]。維他命 B12 亦能提升淋巴球和 NK 細

胞的活性 [3]。

九、維他命 C（Ascobic acid）：乃一水溶性抗氧化物，能改善免疫細胞的活性和功能，因

此能減少呼吸道感染；並能加強 T 細胞成熟，刺激產生 IgM 和 IgG，清除病毒的毒性 [1]。維

他命 C 可促進抗病毒細胞素和抗自由基的產生，提升免疫力，降低病毒產生 [4]，且能增加抗

病毒細胞素如干擾素 -α/β（interferon-α/β）[4]，降低發炎性細胞素（IFN-γ、IL-6 和 TNF-α）。

另外，維他命 C 能降低因 COVID-19 所引起的敗血症和敗血症休克，但使用的劑量不同，

有報告認為每 6 小時注射 50 mg/kg，共 96 小時：也有報告認為每天注射 11 g，共 10 天；或每

小時注射 1000 mg，共 6 小時，然後再每天 3 次，共 3 天；亦或每 8 小時注射 1 g，共 3 天，都

能減少 methemoglobin、C 反應蛋白和 lactate dehydrogenose 的值。研究中，每 4 小時在 50 mL

蒸餾水加上 vitamin C 12 g、注射 4 小時，每 12 小時重複一次，總共劑量為 24 g/d [5]。

十、維他命 D：2020 年，Im 等 [6] 研究統計共 50 位住院的 COVID-19 患者，結果維他

命 D 缺乏者（平均值 14.2 ng/dL）有 38 位（76%）、硒（selenium）缺乏者（平均值 98.3 ng/

mL）有 21 位（42%），而維他命 B1、維他命 B6、folate 和鋅則少有缺乏。

維他命 D 可經由食物和曬太陽獲得。維他命 D 缺乏的危險因子包括年長、抽菸、肥胖或

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有關，足夠的維他命 D，能減少急性呼吸道的感染 [4]。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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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維他命 D 缺乏（血清 25-hydroxy vitamin D ≦ 20 ng/mL）或不足者（血清 25-hydroxy 

vitamin D 21-29 ng/mL）會增加 COVID-19 的死亡率或預後欠佳 [4]；另有研究顯示，在住院的

COVID-19 患者中，維他命 D 足夠（血清 25-hydroxy vitamin D ≧ 30 ng/mL）者的死亡率為 5%，

嚴重缺乏者（血清 25-hydroxy vitamin D ＜ 10 ng/mL）的死亡率為 50% [4]。故維他命 D 可作為

COVID-19 的輔助治療。

另外，維他命 D 可刺激產生抗病菌和病毒的胜肽，如抗菌肽（cathelicidin）和防禦素

（defensins），加強 helper Th2 細胞反應 [4]。以及減少前驅發炎性細胞素，如 TNF-α、IL-6、

IL-1β、IL-12、IFN-γ 和 NF-κβ（nuclear factor κβ）等，降低細胞素風暴和入住加護病房的風險

[1]。Pecora 等 [7] 研究認為維他命 D 可能預防 COVID-19 的感染。

十一、維他命 E（tocopherols）：乃一種抗氧化劑，能夠保護細胞膜的完整性，亦能改善

先天性自然殺手細胞的活性 [1]，增加 T 細胞數目，提高淋巴球效力，促進 IL-2 細胞素分泌，

故能降低感染風險 [8]。維他命 E 存在於堅果、種子、綠色蔬菜、芒果、酪梨、鮭魚、鱒魚、

龍蝦等，人體每天需要 7-10 mg [8]。

十二、硒（selenium）：乃一抗氧化劑，主要經硒蛋白（selenoprotein）而作用 [1]，能預防

病毒基因組（genome）的突變，增加 CD4+T 細胞的活性、增殖和分化和 CD8+T 細胞的細胞

毒性，促進 NK 細胞溶解活力，維持 T 細胞的成熟和功能，預防血管收縮和血液凝固作用 [5]。

COVID-19患者血中硒濃度高，能提高存活率和復原率 [5]。硒存在於牛奶、優酪乳、豬肉、牛肉、

雞肉和雞蛋中，人體每天要需要 40-70 μg [1]。

2021 年，Majeed 等 [9] 研究報告 30 位 COVID-19 患者，檢查血清中硒的濃度，發現其硒

值低於另外 30 位健康者，分別平均為 69.2 ng/mL 和 79.1 ng/mL（p=0.0003）（正常血清中硒

濃度在 70-150 ng/mL）。結論是：改善硒濃度能降低病毒感染風險及嚴重度。

十三、鋅（zinc）：乃一微量礦物質，對病毒有先天性和後天性免疫力，一旦缺乏，會

增加前驅發炎性細胞素和 INF-γ，並改變肺部細胞屏障功能，故鋅具抗病毒性質 [8]。鋅合併

chloroquine 或 azithromycin 使用，能提升毒殺病毒的功能 [1]。鋅存在於紅肉、堅果、牡蠣、奶

產品、豆類、家禽肉等，人體每天需要 11 mg [1]。有報告每天使用兩次鋅膠囊 220 mg（內含鋅

元素 50 mg），共 5 天，可減少住院時間、使用呼吸器時間和入住加護病房的風險 [10]。

2022 年，Maares 等 [11] 研究分析在 COVID-19 患者的 169 次的檢查中，能夠出院者的游

離鋅（free zinc）的濃度高於死亡者，分別平均為 0.4 nM 和 0.2 nM（p=0.0004），且男性低於

女性，分別平均為 0.2 nM 和 0.4 nM。是否可以解釋 COVID-19 死亡風險，男性高於女性。在

Cooper 等 [12] 的報告亦認為，補充鋅對 COVID-19 患者有助益，建議男性 11 mg、女性 8 mg，

如不論性別補充至 40 mg 均不過量。Pecora 等 [7] 亦認為鋅可能預防 COVID-19 的感染。同時，

鋅能降低流行性感冒病毒和鼻病毒（rhinoviruses）的複製，因此也可能抑制 SARS-CoV-2 的複

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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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formin

Metformin 有抗發炎、活化 AMPK（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抑

制 mTOR（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和 PI3K（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Akt（protein 

kinase B）和 NF（nuclear factor）-κβ 的作用，使發炎反應更低，且能阻斷蛋白間的交互作用，

故能改善 COVID-19 感染嚴重度和死亡率 [14]。

又 SARS-CoV-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病 毒 會 利 用 ACE2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接受器來侵犯肺泡細胞、心臟上皮細胞、腎小管足細胞和

肝臟內皮細胞等 [15]，而，AMPK 能阻隔 SARS-CoV-2 與 ACE2 的接合，可避免損傷。此外，

metformin 能抑制血小板活化因子降低栓塞，活化肺臟肌纖維母細胞（myofibroblasts）減少肺

纖維化 [15]；加上metformin使用3個月後，中性白血球減少＞1000 cells/mm，可降低肺浸潤 [15]。

長久以來，metformin 被用來治療流行性感冒、C 型肝炎和茲卡病毒等感染 [14]。

2020 年，Lukito 等 [16] 綜合分析 9 篇文章、共 10233 位 COVID-19 的住院患者，有使用

metformin 者其死亡風險較低，OR 0.45（95% 信賴區間 0.25-0.81、p=0.008）。

◆茶

茶 葉 富 含 多 酚（polyphenols）， 其 中 兒 茶 素（catechins） 主 要 成 分 為 EGCG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表沒食子兒茶素沒食子酸脂）。COVID-19 病毒與 ACE2 接受器結

合後會侵犯肺、心、肝等細胞，而 EGCG 能活化 Nrf2，進而抑制 ACE 與病毒結合，有預防感

染作用。兒茶素亦有抗氧化功能，飲用綠茶能增加益生菌如糞腸球菌（Faecalibacterium）、糞

球菌（Coprococcus）、長雙歧桿菌（Bifidobacterium longum）等，抑制擬類桿菌（Bacteroidetes）、

普雷沃氏菌（Prevotella）等不利細菌，而腸道菌種可經過淋巴結、腸繫膜（mesentery）淋巴系

統和血液，調整肺部免疫功能，稱腸 - 肺軸（gut-lung axis），能降低發炎 [17]。茶多酚尚能減

少肺纖維化、糖尿病、憂鬱症（新冠肺炎的憂鬱症盛行率 25%）的發生 [17]。因此常喝茶能降

低感染風險。

◆益生菌

COVID-19 病毒主要攻擊呼吸系統，亦會傷及胃腸道，以致食慾欠佳、噁心、嘔吐、腹瀉

和腹痛。在食道、胃、十二指腸、直腸和糞便皆能培養出 COVID-19 病毒 [18]，根據新加坡的

一篇研究，在 COVID-19 感染患者的糞便中，檢查出病毒陽性率 50% [18]，但一般報告在 10-

15%，故胃腸道一旦受到病毒感染，腸道菌種種類和腸菌數目會減少，再經淋巴和血液系統降

低肺部免疫系統。

當 腸 道 細 菌 健 康 時（symbiosis）， 即 增 加 阿 克 曼 氏 菌（Akkermansia）、 糞 桿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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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ecalibacterium）、雙岐桿菌（Bifidobacterium）、腸細胞分泌短鏈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等，提升 IFN-α、IFN-β、TGF-β、IL-10、IL-2 和 IgA；反之，微生態失調（dysbiosis）

會促進細梭菌（Fusobacterium）、腸球菌（Enterococcus）、腸桿菌（Enterobacteriaceae）生成，

此時發炎細胞素如 TNF-α、IL-6、CRP、IL-1β、IFN-γ 等均會增加 [19]。益生源（prebiotics）乃

幫助益生菌生長的營養素，包括纖維、全麥、多酚、茶、穀類、豆類等食物。

以益生菌來治療 COVID-19 感染患者，能降低 8 倍呼吸衰竭風險；同時也能預防

COVID-19 和流感 A 病毒的感染 [19]。

◆ CoQ10

輔酶 Q10（Coenzyma Q10, CoQ10）主要為輔助粒線體產生能量，它能由人體很多組織

中合成，也能從食物中（肉、魚、堅果、黃豆、植物油等）攝取，具有抗氧化、抗發炎和免

疫功能，對許多感染性傳染病都被認為有效。CoQ10 亦可活化所有細胞，包括能產生中和抗

體（neutralizing antibody）的 B 細胞，增加免疫球蛋白 A，為自然免疫系統，特別在 SARS-

CoV-2 進入口腔時，可阻擋病毒侵犯身體 [20]。常用劑量為每天口服 200 mg，能有效降低

IL-6、TNF-α、glutathione peroxidase 和 malondialdehyde 等發炎因子 [21]。

◆ Omega-3 脂肪酸

Omega-3 脂肪酸乃一種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存在於細胞膜內卵磷脂（phospholipids），

有免疫調節功能，其主要成份有二：EPA（eicosapentaenoic acid，二十碳五烯酸）和 DHA

（docosahexaenoic，二十二碳六烯酸），多存在於魚油、含脂肪的魚和魚肝油中。Omega-3

脂肪酸能減少發炎，降低 NF-κβ、IL-1、IL-6，增加巨噬細胞吞噬作用，故能預防和治療

COVID-19 [21]。有研究報告共 128 位、病危的 COVID-19 患者，在使用 omega-3 脂肪酸後，能

改善腎功能、動脈 pH 值和碳酸氫（bicarbonate），提高生存率 [22]。

另外，Omega-3 脂肪酸亦能抑制流感病毒的複製，增加 IL-10，減少 IL-6、TNF-α、IL-1β

和細胞素風暴，改善 COVID-19 患者的含氧量（oxygenation）和降低急性肺傷害 [7,8]。但使用

劑量有待日後更大規模的研究加以了解。

◆結論

在新冠肺炎肆虐時期，務必遵守相關規範，謹慎但不要恐懼慌張，不散布不實謠言，多給

醫護人員加油打氣。根據文獻，維他命、硒、metformin、茶、益生菌等，對人體健康有益，對

COVID-19 亦有不錯的防治效果，上述這些食品或藥物取得容易且安全，價格低廉。與病毒共

存是趨勢也是必然，如同感冒一樣，除每年施打疫苗外，也建議多運動和適當曬太陽。總之，

一切都會過去，守住健康才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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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09 期 問答題 ◎

會員編號：      姓名：     

一、下列何者能減少 COVID-19 感染後的細胞素風暴？

　　(A) 維他命 A；(B) 維他命 B6；(C) 維他命 B12；(D) 以上皆是

二、下列何者能抑制 COVID-19 病毒的複製？

　　(A) 維他命 B2；(B) 維他命 B3；(C)omega-3 脂肪酸；(D) 以上皆是

三、下列何者能減少 COVID-19 病毒與 ACE2 接受器的結合？

　　(A) 維他命 B1；(B) 茶多酚；(C)metformin；(D) 以上皆是

四、下列何者能降低 COVID-19 感染後的栓塞併發症？

　　(A) 維他命 B6；(B) 維他命 B12；(C) 硒；(D) 以上皆是

五、Metformin 對 COVID-19 病毒能產生何種作用？

　　(A) 活化 AMPK，減少發炎反應；(B) 減少栓塞；

　　(C) 減少肺纖維化；(D)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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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登入學會網站，線上作答，以節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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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語

林明輝

　　七月寶島進入了炎炎的仲夏裡，萬里晴空艷陽高照，雖然熱得過火，遠遠望去，

馬路上似乎有著一片透明的蒸氣在升騰，然而百花盛開，蟲鳴鳥叫，好不熱鬧！週

遭的舉世氛圍更是不遑多讓，有道是柳岸蟬鳴止不住，疫毒飛越海與山，無情戰火

天天爆，不盡狼煙處處燃！

　　本期有一篇內容精采且實用的通訊繼續教育，是由李耀泰醫師精心撰寫的

「COVID-19 的輔助治療 (1)」。新冠肺炎的防治措施除了注射足夠疫苗、勤洗手、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避免群聚和已知的特定藥物治療外，李醫師根據最新文獻

提出多種可以增加免疫力對抗病毒感染及消解其毒性的品項，包括一、微量營養素

( 維他命 A、B1、B2、B3、B5、B6、B9、B12、C、D、E、硒、鋅 ) 能維持細胞膜

的完整性和滲透性，特別在肺泡上皮層的屏障功能方面，且能產生抗病毒蛋白，降

低肺浸潤減少發炎反應，中和氧化物對細胞的傷害；二、Metformin 有抗發炎、避

免細胞損傷、減少肺纖維化、降低肺浸潤，能改善感染嚴重度和死亡率；三、茶葉

抑制 ACE 與病毒結合，有預防感染作用，且有抗氧化降低發炎功能；四、益生菌能

改善微生態失調，治療染疫患者，能降低 8 倍呼吸衰竭風險，也能預防 COVID-19
和流感 A 病毒的感染；五、CoQ10 可以輔助粒線體產生能量，具有抗氧化、抗發炎

和免疫功能，對許多感染性傳染病都被認為有效；六、Omega-3 脂肪酸能減少發炎，

增加巨噬細胞吞噬作用，也能抑制流感病毒的複製，改善患者的含氧量和降低急性

肺傷害，兼具預防和治療 COVID-19 功能。上述這些食品或藥物取得容易且價廉安

全，值得大家推薦。

　　學會第 23 屆理監事選舉將屆，本期特別附上參選報名表，請有意參選者多加利

用，即時報名。近期學會特別製作「榮退紀念獎牌」，以感謝前輩們對學會的參與

以及對台灣婦幼衛生的貢獻，歡迎已退休或預計今年退休的會員，記得向學會申請。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博物館」肩負保存婦產科文物之使命、年青醫師教育功能、和

促進國際交流，目前已經完成初步的文物 e 化，這個使命仍需延續下去，因此學會

博物館仍然需要大家的熱心捐款鼎力支持。

　　雖然疫情逐漸趨緩但依然險峻，而我們有疫苗和盡心盡責的醫療團隊保護著，

雖然烏克蘭戰爭仍然延燒著，但他們擁有德不孤必有鄰為後盾，所以我們相信 ” 這

些都是黎明前的黑暗，黑暗的盡頭就是光明＂，只要能堅持到底，就會見到黎明！所

以我們有信心＂否極泰來、國泰民安＂，特此敬祝大家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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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訊息
徵才地區 徵才單位 徵才條件 / 內容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台北市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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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務內容說明：https://
cdehr6.wixsite.com/recruitment( 請以 chrome 開啟 )

資深人

資專員

黃小姐

02-8170-6000
分機 651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愛麗生

婦產科診所

1. 具備醫師證書及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2. 環境、福

利、待遇優面洽，產房接生、開刀、輪值班，工作模式

可細談，竭誠歡迎有衝勁熱誠的夥伴加入我們的行列。 
3. 工作地點：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 323 號。 4. E-mail：
alisonnursing233@gmail.com Tel：02-22890666 分機 233

黃郁筑

主任
0916-680338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 - 菡生

婦幼診所

新北市板橋區 - 菡生婦幼診所 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 
( 可不接生、可不值班 ) 高 PPF，醫療團隊堅強 意洽：張

部長 0935-107-177 www.hsobs.com.tw
張部長 0935-107177

新北市 蘆洲區宥宥婦幼診所

新北市蘆洲區 - 宥宥婦幼診所 誠徵婦產科醫師 待遇優 
( 可不接生、可不值班 ) 高 PPF，醫療團隊堅強 意洽：張

部長 0935-107-177 https://www.asobs.com.tw/
張部長 0935-107177

桃園市 婦幼中心

高薪禮聘婦產科醫師、內科醫師，桃園火車站附近的婦

幼中心交通便利、環境優雅、高 PPF、婦產科醫師需產

房接生、開刀、輪值班，備有套房宿舍！

楊小姐 0965-023788

桃園市 宋俊宏婦幼醫院

工作待遇：待優可談，薪資面議 意者請電洽或寄履歷表再

約面談 資格條件：具醫師證書及婦產科專科醫師證照 歡
迎您加入本院醫療團隊！！ 意者請洽：03-4020999#621、
0932-366092 黃小姐或 E-meil：yuehfenh@yahoo.com.tw

黃小姐

0932-366092、
03-

4020999#621

桃園市 聯新國際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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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請洽 0952280738 張小姐 或 0929909595 蔡
小姐

蔡小姐
03-4941234
轉 2912

桃園市
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

其婦幼醫院

誠徵專任婦產科醫師數名 薪資優渥，專任主治醫師年度

總所得 (稅前 )650萬元以上，本院婦科、產科、微創手術、

不孕症生殖醫學、胎兒影像中心之業務量大，歡迎有能力

有興趣有抱負的婦產科專科醫師加入我們的行列，我們一

定全力培養與支持您發展志業。60012@hch.org.tw

梁小姐 03-4618888
分機 1108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婦產科

✦招募對象：具婦產專科醫師證書之醫師。 六都唯一！

桃園人口數正成長，平均年齡最年輕！ 部桃位於桃園

主要幹道，病患數多，醫療團隊專業親切，完整福利制

度。 可談保障薪，高 PPF，待遇優面洽。 提供次專科

訓練、進修博士、碩士等多元進修管道。 享有研究原著

論文獎金、留任獎金、休假補助金、員工旅遊補助、生

日禮卷。 額外提供宿舍、停車場、多元社團活動、豐富

圖書館藏、員工健康中心。 產房接生、開刀、輪值班，

工作模式可細談。 竭誠歡迎有衝勁熱誠、想轉換跑道

或人生規劃的夥伴加入團隊！ ✦報名表方式：填寫報名

表單 https://forms.gle/7rBcn6XgUd1C62SY7 ✦聯絡人員： 
屠乃方 院長特助 電 話：033699721 分機 3492 電子信

箱：05569@mail.tygh.gov.tw 婦產科 史岱玉專員 電 話：

033699721 分機 3492 電子信箱：stacy0118@mail.tygh.
gov.tw ✦了解我們更多 ~ 歡迎參閱部桃婦產科官方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web-tygh-gyn/%E6%9C%80%
E6%96%B0%E6%B6%88%E6%81%AF?authuser=0

史岱玉

專員

03-3699721
分機 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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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地區 徵才單位 徵才條件 / 內容 聯絡人 連絡電話

新竹縣 育禾婦幼診所

新竹縣竹北市 - 育禾婦幼診所 誠徵小兒科醫師，待遇優 
高 PPF，醫療團隊堅強 意洽：張部長 0935-107-177 www.
yhobs.com.tw

張部長 0935-107177

苗栗縣 苗栗大千綜合醫院

誠徵全職醫師，可獨立看門診、接生、開刀及值班。現

況 : 大千綜合醫院目前總床數 1200 床，共有 110 位專任

各科主治醫師，現有 5 位專任婦產科醫師。 區域特色 : 
本院位於苗栗市中心，交通便利，高速公路開車半小時

可到台中或是新竹，高鐵、台鐵也可到達，遠到者並提

供宿舍。工作氣氛融洽，歡迎具臨床服務熱忱者加入我

們的行列。 LINE ID : 0972530068，加入好友後，即可

提供本院醫師 合約書，永久保障薪資與高提成。 E-mail: 
L207@dachien.com.tw 醫院網址 : http://www.dachien.com.
tw/pcindex.php

蔡副院長 0966-711056

台中市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

院

誠徵婦產科主治醫師 醫師資格 :1. 具婦產科專科醫師

證書 2. 具次專科醫師證書 ( 如 : 婦癌 ，婦女泌尿 ) 或
部定教職證書尤佳 # 交通便捷 , 優越的生活機能 # 薪資

優厚與溫馨的工作環境 # 獎勵研究與進修 , 鼓勵取得部

定教職 聯絡人 : 葉小姐 E-mail : human@ccgh.com.tw、

15025@ccgh.com.tw 電洽 :04-24632000-32503

葉小姐
04-24632000
分機 32503

台中市 緻齡婦產科診所

緻齡婦產科診所地點位於蛋黃區，大墩大業路口，玉

山銀行正對面，患者數多，醫療團隊專業親切，特聘

律師顧問，重金活化宣傳廣告，全新裝潢，藥局同體

系。 尋找合作醫師 : 業績共享、互利互惠、績優面議，

竭誠歡迎您的加入。 職位 : 兼職婦產科女醫師 徵才條

件 :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證書 工作地點 : 台中市大

墩路 783 號 聯繫方式 :04-23282358 宋小姐或曾小姐 信
箱 :chicage40@gmail.com

宋小姐

或

曾小姐

04-23282358

台中市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招募對象：具婦產專科醫師證書之醫師。 豐原醫院是

衛福部醫院體系中，業績名列前茅的區域醫院，醫療服

務之地區為豐原次區域生活圈之十二鄉鎮，地區內人口

為六十萬餘人，病患數多，醫療團隊專業親切，完整福

利制度。 二年保障薪，高 PPF，待遇優面洽。 享有研

究原著論文獎金、留任獎金、休假補助金、員工旅遊補

助、生日禮卷。 額外提供宿舍、停車場、多元社團活

動、豐富圖書館藏、員工健康中心。 產房接生、婦科開

刀、輪值班，工作模式可細談。 竭誠歡迎有衝勁熱誠、

想轉換跑道或人生規劃的夥伴加入團隊！ ✦聯絡人員： 
電 話：04-25271180 分機 1393 0953-185320 電子信箱：

ckmin1028@gmail.com 婦產科 張崑敏　醫務秘書 電 話：

04-25271180 分機 1394 電子信箱：laiyeanchen@gmail.
com 婦產科　賴燕珍　助理 ✦了解我們更多 ~ 歡迎

參閱部豐婦產科官方網頁 https://www.fyh.mohw.gov.
tw/?aid=52&pid=31

張主任 0953-185320

嘉義市 嘉義基督教醫院

1. 具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2. 具人工生殖機構施術醫師

資格者尤佳。 3. 具婦女泌尿專科或高層次超音波技術

者尤佳。 4. 婦癌專科。 本院薪資福利完善，誠摯歡迎

您加入 意者請至以下連結，主治醫師欄位中點選【婦

產部】填寫履歷與上傳相關附件 http://www.cych.org.tw/
cychweb/cych3/enlist.aspx 
本院地址：嘉義市忠孝路 539 號

黃小姐
05-2765041
分機 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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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地區 徵才單位 徵才條件 / 內容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嘉義市 嘉安婦幼診所

誠徵婦產科主治醫師。 1.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

證書。 2. 工作地點：嘉義市友愛路 390 號 最新、優質婦

幼、試管、聯合門診中心。 3. 待遇優，高 PPF，醫療團

隊堅強。 4. 網址：www.jiaanclinic.com.tw/ 意者請洽：

0963-411-366 李院長

李院長 0963-411366

台南市 陳澤彥婦幼醫院

高保障薪與業績獎金，具前瞻傳承、特色、競爭力與友

善幸福職場環境；您的加入是台南府城婦女的福氣！ 認
識我們醫院，FB 連結 : https://www.facebook.com/ 陳澤彥

婦產科醫院 -330515660319337/

黃小姐 0932-043123

台南市
台南市歸仁美婦產科

診所
誠徵婦產科女醫師 只看門診沒生產 , 輕鬆沒壓力 蕭主任 0918-498658

台南市 馬博榮婦產專科診所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科專科證書，單純門診、不接生、

不開刀，有中西醫合診及週產期保健，遠途有宿，備有

衝刺或保守專案，竭誠歡迎有衝勁或想守成的醫師加入

我們的行列！！

李主任

洽詢專線

06-7236110. 
0938-510959
0907-093370

高雄市 金安心醫院

環境、福利、待遇優 工作模式、診數可談可細談，竭誠

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工作地點：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606 號

管理部

 陳主任
0982-982761

高雄市 四季台安醫院

四季台安醫院誠徵婦產科專科醫師 具工作熱忱負責任

感；待遇優。 竭誠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洽詢電話 : 張
主任 0905280900 或 Email：tai460821@kimo.com

張主任 0905-280900

院所租售

高雄市 原 穗德婦產科醫院

1. 本大樓土地 103 坪 . 別墅型建築外觀 . 總樓層 7.5 層 . 每
層 80 坪 . 地下樓 60 坪 . 可分租 1-5 樓 . 地下樓 . 2. 近前

鎮高中捷運站 ( 紅線 ), 自強日夜市 . 鄰五甲大廟 , 五甲捷

運站 ( 黃線 111 年 6 月動工 ). 全聯 . 3. 大樓原穗德婦產科

6 年 . 後租慈美婦產科長庚醫師 9 年 ( 自建醫院 ).15 年來

醫療服務備受好評 . 4. 再租明泰骨外科 (18 年 ) 北醫 . 長
庚醫師 . 每天門診和復健繁忙 , 鄭院長已買到診所 .111
年 4 月搬離 5. 適合洗腎中心 . 護理之家 . 骨外復健科 . 眼
科 . 醫美 . 肝膽腸胃科 . 牙科 .. 或聯合診所 6. 適合婦產

科兼做月子中心 , 五甲 . 前鎮 . 崗山 . 小港 .10 公里內缺

婦產科 . 在此開業服務婦女最好 . 7. 五甲大廟內免費停

車 (58 位 ). 離大樓 50 公尺每天 6am-10:30pm. 8. 大樓近

小港機場 , 五甲交流道 (1 號高速 ,88 快速公路 ). 交通方

便 . 歡迎參觀 . 來電接洽 Google map : https://goo.gl/maps/
FEcKq2ke92kXrCjEA

林小姐

0960-123023
、

0931-998992

台北市 謝婦產科診所
因醫師生涯規劃改變，徵合作醫師，位置極佳，裝潢設

計優，有固定客源，尤適有企圖心的年輕醫師，可頂讓
謝醫師 0972-71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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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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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30-1 111 年新生兒聽力篩檢研習

會 ( 中區 )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

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 0211
教室 (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

路一段 110 號 )

2022-07-30 
08:00:00

2022-07-30 
12:40:00 B 1

220528-1 TBMJ 骨肌關治療新紀元 
( 宜花東區 )

台灣骨鬆肌少關節防

治學會

羅東村✦國際溫泉酒店 2 樓 
國際 C 廳

2022-07-30 
14:00:00

2022-07-30 
17:10:00 B 1

220731-1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

2022 年第三次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

學會、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漢來大飯店 15 樓會議中心
2022-07-31 

09:00:00
2022-07-31 

12:00:00 B 2

220731-3 別讓孕婦不開心 線上講座
台灣營養精神醫學研

究學會
視訊會議

2022-07-31 
09:00:00

2022-07-31 
12:00:00 B 1

220731-2 2022 護我好孕論壇（預備

會 2- 母嬰保護者） 台中場
台灣母胎醫學會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4F 側

包廂 ) 及線上參與
2022-07-31 

09:30:00
2022-07-31 

12:00:00 B 2

220801-1 TBMJ 存骨本午鈣穩線上

研討會

台灣骨鬆肌少關節防

治學會
線上研討會

2022-08-01 
12:00:00

2022-08-01 
13:00:00 B 1

220804-1
【視訊】溫故知新 — 談下

泌尿道症狀 ( 線上直播課

程 )

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

會

線上直播課程 ( 報名網址 
http://act.pca.org.tw/)

2022-08-04 
12:35:00

2022-08-04 
13:35:00 B 1

220806-2
福爾摩沙免疫春季學校與

會議 -2022 特別暑期課程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尖

端免疫實驗室、中華

民國免疫學會、中華

民國風濕病醫學會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研究大

樓一樓國際會議室
2022-08-06 

08:00:00
2022-08-06 

20:00:00 B 1

220806-1 卵巢癌精準治療研討會
高雄市南屏癌症防治

衛教學會

高雄萬豪酒店 高雄市鼓山

區龍德新路 222 號
2022-08-06 

14:30:00
2022-08-06 

17:30:00 B 1

220515-1
彰化縣醫師公會醫師繼續

教育課程
彰化縣醫師公會 彰化縣農會 14 樓會議室

2022-08-07 
14:00:00

2022-08-07 
17:00:00 B 1

220511-1 111 年腸病毒醫護人員教育

訓練

竹山秀傳醫療社團法

人竹山秀傳醫院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二段

75 號 10 樓會議室
2022-08-10 

12:30:00
2022-08-10 

16:30:00 B 1

220812-1 母嬰親善主題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

院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

段 966 號 17 樓國際會議廳
2022-08-12 

07:30:00
2022-08-12 

08:30:00 B 1

220813-1 111 年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台北圓山大飯店 12 樓報到

( 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一號 )
2022-08-13 

08:15:00
2022-08-14 

17:00:00 A 29

220818-1 111 年度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醫事及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永和耕莘醫院住院大樓 12
樓國際會議廳

2022-08-18 
13:30:00

2022-08-18 
16:40:00 B 1

220819-1
Recognizing and treating 
Genitourinary syndrome of 
menopause(GSM)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Zoom 線上演講

2022-08-19 
12:30:00

2022-08-19 
13:30:00 B 1

220820-1 111 年度生產事故溝通關懷

與支援工作坊 ( 進階課程 )
財團法人台灣婦女健

康暨泌尿基金會

IEAT 國際會議中心 臺北

市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 (捷
運行天宮站 4 號出口左轉

約 100 公尺 )

2022-08-20 
08:30:00

2022-08-20 
17:20:00 B 3

220820-2 2022 年癌症精準醫學實務

應用研討會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口長庚紀念醫院 癌症

精準醫學推動小組
WEBEX 線上直播研討會

2022-08-20 
08:30:00

2022-08-20 
12:30:00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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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20-3 TBMJ 骨肌關治療新紀元 
( 北區 )

台灣骨鬆肌少關節防

治學會

台北 JR 東日本大飯店 3F
櫻廳

2022-08-20 
14:00:00

2022-08-20 
17:20:00 B 1

220821-1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 2022 年

會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

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 602、
603 會議室

2022-08-21 
08:30:00

2022-08-21 
16:50:00 B 4

220826-1
全院性死亡及併發症討論

會 (MMC)- 婦 + 兒科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

院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

段 966 號 17 樓國際會議廳
2022-08-26 

07:30:00
2022-08-26 

08:30:00 B 1

220506-1 2022 兒科腸病毒研討會 -
新生兒腸病毒感染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

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 1
號 -7 樓愛堂

2022-08-26 
12:00:00

2022-08-26 
13:00:00 B 1

220827-1
111 年度【經陰道手術修補

網】病患登錄制度教育訓

練暨說明會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米開✦

基✦廳
2022-08-27 

13:00:00
2022-08-27 

16:40:00 B 2

220828-2
台灣子宮鏡醫學會夏季研

討會
台灣子宮鏡醫學會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3、台大醫院微創手術訓

練中心

2022-08-28 
08:40:00

2022-08-28 
16:00:00 B 2

220828-1 2022 護我好孕論壇（預備

會 2- 母嬰保護者）高雄場
台灣母胎醫學會

高雄洲際酒店 (3F 大宴廳

廳 ) 及線上參與
2022-08-28 

09:30:00
2022-08-28 

12:00:00 B 2

220904-1 大師講座 - 安心好孕活性葉

酸 -D3-DHA 於孕期臨床應用

宸華生技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線上會議 ZOOM 2022-09-04 

09:30:00
2022-09-04 

12:00:00 B 2

220917-1
台灣尿失禁防治協會 111 年

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灣尿失禁防治協會 台北美福大飯店

2022-09-17 
08:00:00

2022-09-18 
12:00:00 B 4

220917-2
新生兒高級急救救命術

(NRP) 訓練課程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

綜合醫院 兒童醫學部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

合醫院 臨床技能中心
2022-09-17 

08:00:00
2022-09-17 

14:40:00 B 1

220918-1 2022 年 婦女泌尿繼續教育
台灣福爾摩莎婦女泌

尿醫學會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

心 6F 603 會議室 ( 台北市

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

2022-09-18 
09:00:00

2022-09-18 
17:00:00 B 4

220513-1
彰化縣 111 年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專業人員教育

訓練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

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教學研究大

樓十二樓蘭大衛國際會議廳

( 彰化市旭光路 235 號 )

2022-09-20 
09:00:00

2022-09-20 
17:20:00 B 2

220527-1 高危險妊娠照護訓練課程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

美醫院婦產部

奇美醫院第五醫療大樓五

樓 553 議室
2022-09-23 

13:00:00
2022-09-23 

17:00:00 B 2

220927-1
111 年度臺北市憂鬱症共同

照護網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線上課程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視訊課程，採 Webex 會議

室進行
2022-09-27 

09:00:00
2022-09-27 

12:20:00 B 1

220930-1

二十二屆亞太婦產科內視鏡

暨微創治療醫學會學術年會 
及 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

醫學會年會暨會員大會

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暨

微創醫學會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22-09-30 
13:00:00

2022-10-02 
15:00:00 A 5

221014-1 TA Breakout-GYN
台灣阿斯特捷利康股

份有限公司
線上

2022-10-14 
18:30:00

2022-10-14 
20:20:00 B 2

221029-1
2022 臺中榮民總醫院 院慶

學術國際研討會 - 婦女醫

學部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第二醫療

大樓 2 樓第八會場
2022-10-29 

08:30:00
2022/10/29 

17:30 B 4

221120-1
第十四屆台兒胎兒醫學工

作坊

社團法人台灣胎兒醫

學振興會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 蘇格

拉底廳
2022-11-20 
09:00:00

2022-11-20 
17:00:00 B 4

221123-1 生殖醫學簡介
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

山醫院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12 巷

13 弄 8 號
2022-11-23 
13:00:00

2022-11-23 
14:00:00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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