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事參選人 
(依姓氏筆劃排序) 

編號 姓名 執業院所 

1 王正坤 藝群皮膚科診所 

2 王昭欽 自由維格診所 

3 王偉銘 三軍總醫院 

4 王朝輝 光澤診所 

5 王銘燦 王銘燦皮膚科診所 

6 石博宇 保順聯合診所 

7 朱家瑜 臺大附設醫院 

8 何宜承 嘉義長庚醫院 

9 吳介山 高雄榮民總醫院 

10 吳伯元 中國附醫 

11 吳育弘 馬偕紀念醫院 

12 吳南霖 馬偕紀念醫院 

13 李永在 李永在皮膚科診所 

14 李志宏 高雄長庚醫院 

15 李婉若 雙和醫院 

16 林工凱 常玉皮膚科診所 

17 林頌然 臺大附設醫院 

18 邱品齊 邱品齊美之道皮膚科診所 

19 紀景琪 林口長庚醫院 

20 張英睿 張英睿皮膚專科診所 

21 陳志強 台北榮民總醫院 

22 陳怡如 台中榮民總醫院 

23 彭于賓 于賓診所 

24 彭賢禮 彭賢禮皮膚科 

25 黃柏翰 黃柏翰皮膚專科診所 

26 楊仁宏 花蓮慈濟醫院 

27 楊弘旭 101Skin 晶漾診所 

28 楊志勛 志勛皮膚科診所 

29 楊麗珍 群英楊麗珍黃景昱皮膚科診所 

30 溫素瑩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31 廖怡華 臺大附設醫院 

32 趙曉秋 成大醫院 

33 蔡仁雨 蔡仁雨皮膚科 

34 蔡呈芳 臺大附設醫院 

35 蔡昌霖 禾馨民權婦幼診所 

36 鄭煜彬 國泰綜合醫院 

37 藍政哲 高醫附設醫院 

38 鐘文宏 台北長庚醫院 



監事參選人 
(依姓氏筆劃排序) 

編號 姓名 執業院所 

1 李友專 臺北醫學大學 

2 李定達 台北榮民總醫院 

3 林長熙 杏美皮膚科診所 

4 林揚志 馬偕紀念醫院 

5 林軼群 杏倫皮膚科診所 

6 施一新 台北長庚醫院 

7 張中興 花蓮慈濟醫院 

8 張雅菁 台北長庚醫院 

9 許乃仁 許乃仁皮膚科診所 

10 許修誠 彰化基督教醫院 

11 楊佳懿 大安皮膚專科診所 

12 戴仰霞 臺大附設醫院 

 

  



理監事參選人政見 

理事 

編號 姓名 執業院所 政見 

1 王正坤 
藝群皮膚科診

所 

以近 20 年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繼續捍衛皮膚科醫師權益。包含醫療政

策、健保給付、美容醫學特管辦法。 

2 王昭欽 自由維格診所 

各位敬愛的師長、皮膚科先進、親愛的學弟妹們： 

我是第 20 屆皮膚科理事候選人王昭欽（會員編號 0791）。十分感念皮膚科

諸位前輩胼手胝足為學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給予昭欽在這三年擔任學

術委員會委員及公共事務委員會副主委為大家服務的機會。 

作為行動世代，昭欽在委員會期間完成了： 

1.籌辦春季會、致力會議活潑化並與國際接軌； 

2.針對特管辦法，與諸位師友一起奮戰兩年，為皮膚科爭取到絕對有利的

地位； 

3.對內協助處理會員需求，並即時轉達各相關委員會； 

4.對外則針對重大失真的媒體報導去信更正、敦促友會約束會員勿發表攻

擊性文宣，並利用現有平台定期推播會員正向的衛教文章，從根本灌輸民

眾正確觀念（其餘大事紀詳後列表）。 

昭欽知道，我們還需要更多有系統、正向的方式讓民眾認識皮膚科醫師的

各個面向—精通診治各式皮膚疾病、研究、皮膚外科與美容醫學的專家。

在學術方面，我們有年會聚焦皮膚尖端科研；春季會以臨床與皮膚外科為

主軸，作為皮膚科面向其他科別的橋樑。經過五個寒暑的努力，春季會已

接軌國際，成為皮膚科中青世代與基層會員進軍國際的另一個舞台。 

舞台已搭建好，皮膚科蓄勢待發。然而昭欽身為基層會員，意識到學會在

即時照顧會員需求、深化繼續教育、提供會員參與交流等面向還有許多工

作尚待完善，這是昭欽在沒有組織奧援的情形下，仍毅然決定參選理事的

唯一原因。希望各位師長、先進以及學弟妹能給昭欽一個為皮膚科盡心的

機會，讓我們保有國際視野與在地耕耘優勢，傳承照顧新世代並持續開拓

未來執業空間，讓會員安心執業，皮膚專科與時俱進。 

昭欽服務大事紀 

2014.3~2015.6 自主協助籌辦春季會暨第二、三屆 TDAC 

2015.12~迄今  擔任學術委員會委員、公共關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16.1~2017.6 籌辦春季會暨第四、五屆 TDAC 

2016.3~2018.5 與 AMWC 進行合作案磋商 

             籌辦春季會暨 AMWC Asia 2018-TDAC 

2016.5~2018.8 參與特管辦法應變小組。負責擬定與各相關醫學會   

             合作策略、新聞作業以及行政立法單位的說帖 

2017.9~2017.11 爭取台灣加入 ISDS 世界皮膚美容外科聯盟 

              (泰國曼谷，自費參與) 

行動世代 活力皮膚科 強固專業 國際競爭力 

昭欽的政見共分三大主軸，十大政見： 

即時照顧會員需求，維護執業尊嚴 



1.引入會員 i-Voting 機制，廣納建設性意見擴大參與 

2.傳承照顧新生代會員：教育發展(多元次專科訓練/協助媒合國外

fellowship) 、獎助機會（統合公告並募集各次專領域獎助學金）、職涯規

劃（不同執業型態經驗分享/短期代診基層互助）、多元舞台（學術舞台公

開投稿/青年論壇） 

3.皮膚科醫學會專屬 App 即時訊息不漏接/年會月會內容一網打盡 

4.通暢會員即時意見反應管道 (App/LINE/Email/官網專區) 

5.建立線上不當媒體事件更正/即時新聞投稿系統，讓會員第一手協助更正

不當媒體報導 

對內深化繼續教育，打破地理資訊藩籬 

6.活化現有資源：月會/醫院皮膚科學術活動擴大開放會員遠端網路參與 

7.增加深度聚焦：增加深度工作坊(Hands on workshop)開課比率 

8.基層線上 CPC：疑難案例交流，提供匿名討論選項，基層醫院共同參與

研討，共進診治實力 

對外持續開拓國際空間、交流機會，廣邀會員共襄盛舉 

9.深化部定專科間交流，常保會員最佳競爭力 

10.強化既有年會及春季會國際化平台，提升台灣皮膚科亞洲戰略地位，實

現更多交流機會，厚植青壯世代國際視野與團隊影響力 

活力 蛻變 一同成真 

3 王偉銘 三軍總醫院 

敝人有幸於職涯中，除在醫學中心擔任多年的皮膚部部主任外，亦擔任過

臺灣皮膚科醫學會第十八屆秘書長及第十九屆學術委員會主委，任職期間

積極參與學會工作，擴展學會相關業務。藉此實務的歷練，汲取了許多在

醫學中心以及基層醫療同業寶貴的智慧，並瞭解各自不同的立場與處境，

這也促使我希望能爭取擔任理事來繼續服務學會的初衷。 

另一方面，新制的醫學教育改革正不斷形塑著未來要進入職場的醫學生。

個人因著身兼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教授的學務工作，累積教學、研究與服務

的資歷，近年來也進入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新制醫學系工作小組、同時

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複審委員、衛服部食藥署化粧品衛生管理諮議會

委員等，這些寶貴的實務經驗，使我深刻體認到皮膚學門需要在公事物上

積極參與，以避免日益被邊緣化。相信這些經歷都是敝人未來擔任理事工

作必能勝任的重要基石。 

感謝皮膚科界前輩醫師們努力耕耘，多年來建立起臺灣皮膚科醫學會的成

就。傳承是得以將優良繼續延續的道路，不僅是一份熱誠，也是責任。期

盼諸位賢達不吝投下您手中神聖的一票，讓偉銘有機會貢獻所學、服務群

眾。 

4 王朝輝 光澤診所 
1.致力建立皮外醫師共同成長的平台。 

2.協助皮外醫師強化自我醫療角色扮演。 

6 石博宇 保順聯合診所 致力爭取皮膚科醫師專業形象，以行動擴展皮膚科醫師行醫空間。 

7 朱家瑜 臺大附設醫院 

1.結合醫學中心資源，提升皮膚科專業形象、捍衛全體皮膚科醫師執業尊

嚴。 

2.運用良好政府部門關係，全力爭取台灣皮膚科醫學會全體會員權益。 

3.落實雙向轉診，讓各大醫院皮膚科做基層皮膚科醫師最好後盾。 

4.促進國際交流、提升台灣皮膚科醫學會國際地位。 



8 何宜承 嘉義長庚醫院 合理增加傳統皮膚疾病內容在春季會的比例。 

9 吳介山 
高雄榮民總醫

院 

各位皮膚科前輩及會員同儕大家好 

我是高雄榮總皮膚科主任吳介山醫師，我過去擔任過學會第 17 及 18 屆理

事，上一屆參選理事落選，本次再度參選第 20 屆皮膚科醫學會理事，懇

請大家繼續愛護並給予支持。 

我的職場生涯前 1/3 貢獻在高雄醫學大學(含住院醫師訓練共 14 年)，除了

積極充實自我之外，我努力協助主管完成被賦予的任務並偕同住院醫師一

起學習成長；接任高雄榮總皮膚科主任已 11 年，除了行政歷練之外，我

學會了概括承受團體的好與壞並努力溝通尋求改善現況、積極教育年輕的

住院醫師並細心呵護科室的成長，如今高榮皮膚科也從當初剛接手只有 9

位同仁(2位主治醫師)的窘境逐漸成長到今天已有 20位同仁(7位主治醫師)

的局面；期間我也積極參與學會事務的運作，完整地經歷了住院醫師訓練

的黑暗期(從衛福部名額限縮開始)。有鑑於此，我參選理事的政見如下: 

1.適度調整專科醫師考試方向，落實住院醫師實作訓練: 讓他們不要再躲

著念書而能走到 bed side，並將重心轉移到病人照護上。 

2.加強皮膚科學重症訓練強度: 讓我們的年輕醫師能接受完整的藥物疹、

重大水疱症(天疱瘡及類天疱瘡等)的治療及住院照護訓練；皮膚外科手

術、黑色素細胞癌標靶及免疫治療及淋巴癌的治療照護與追蹤。 

3.加強與基層醫師互動及合作，共享教學資源: 配合轉診機制及下轉政策

提升轉診回覆品質，開放科室學術討論活動邀請基層醫師參與共照活動相

互學習。 

4.醫療資源共享: 醫學中心體系在非醫美治療儀器及藥物的引進及採用有

相對優勢，藉由與基層醫師的良好互動可以開展新的共照模式，進而造福

病患。 

5.加強院際間聯繫，以良好的互動、互助及互補取代地域間的競爭 

6.配合學會推行的政策，群策群力積極向外爭取會員權益。 

10 吳伯元 中國附醫 

1.促進醫院與基層診所交流，達到資源與資訊共享。 

2.促進北中南區域交流，互相觀摩學習。 

3.在既有基礎上促進國際間交流，加速臨床與基礎新知的傳遞。 

4.結合全體力量，塑造皮膚科專業形象，讓皮膚科醫師成為民眾心目中尋

求皮膚疾病治療與皮膚美容之最佳選擇。 

13 李永在 
李永在皮膚科

診所 

1.忠實反映會員意見 協調學會妥善處理。 

2.協調整合區域性醫學中心及基層皮膚科資源,創造最大雙贏。 

3.提升皮膚科醫師專業形象。 

14 李志宏 高雄長庚醫院 

1.會員權益保障，構建皮膚科會員之社會正面形象。 

2.建構醫學中心與基層之溝通平台，照護急重難罕皮膚疾病，作基層會員

的後盾。 

3.加強學會與醫療行政機構、醫事社團之網絡連繫並落實健保審查合理化。 

4.爭取中南區會員醫療資源分配合理化。 

5.促進皮膚科各次專科之多元發展(皮膚外科、美容醫學、兒童皮膚、老人

皮膚、皮膚免疫與再生醫學等)。 

6.提升住院醫師之教學品質與醫療專業經驗傳承，增加台灣皮膚科學國際

學術競爭力，並培養新一代年輕會員的學術熱枕與臨床技能。 



15 李婉若 雙和醫院 

1.強化皮膚專科訓練醫院與附近開業醫師的連結與互動。 

2.成立醫美後遺症後送平台，讓有醫美糾紛及後遺症的可以立即到醫學中

心得到快速且有公信力的有效處理，協助大家解決問題。 

3.在健保皮膚健康以及醫美新治療科技問世後快速提出新治療模式及課

程，讓開業醫師能夠快速擁有新創科技以提升皮膚科醫師面對其他非專科

的挑戰。 

4.學會成立特別小組，協助開業醫師執行人體試驗，包括 IRB 的撰寫、送

審及執行到投稿，幫助對論文發表有興趣之開業醫師進行研究及論文發

表。 

5.將部分住院醫師訓練及繼續教育課程，轉成線上學分課程，或是事後上

傳課程影片，讓不方便參加的會員仍能參與課程。 

6.開源節流，減少學會不必要支出，增加多方募款管道，減輕會員負擔，

改善繼續教育課程及年會參加費用。 

7.與時並進，持續改進住院醫師訓練內容及專科醫師考試內涵以培育更具

競爭力的年輕新血。 

8.製作學會專用 APP，改善學會資訊的手機瀏覽體驗，建立學會行事曆/

課程之推播通知，強化皮膚科學會會員之社群連結；仿效國外醫學會議建

構會議 APP，減少紙本的浪費。 

9.加強與報章雜誌、 社群媒體的連結，向民眾宣導，強調皮膚科於皮膚疾

病及醫學美容的專業性，保障皮膚科醫師於醫學美容的重要角色。 

16 林工凱 
常玉皮膚科診

所 

1.美容醫學特管辦法手術認證：弟近二年在全聯會秘書處，致力全聯會與

衛福部相關協商。目前全聯會將召集各學會成立聯合委員會，擬定辦法，

審議手術病例認證事宜。當選後亦持續努力，確保皮膚科會員執業權益。 

2.皮膚鏡納入基層支付：爭取皮膚科基層於健保西醫基層總額，盡早納入

「皮膚鏡檢查」。持續爭取新藥品藥材、支付標準、審查辦法之合理修訂。 

3.會員服務：協助會員與各地醫師公會、衛生局事務之協調，協助提供法

律意見與諮詢。 

4.會議及教育訓練：依去年協辦法律議題視訊會議之經驗，持續推動高品

質視訊會議，減少各地會員舟車勞頓。 

5.衛生政策推動：協助皮膚科基層與醫院垂直整合，與他科、社區醫療群

間之水平合作。在衛生及健保政策推行當中，爭取皮膚科角色不缺席、權

益不受損。 

18 邱品齊 
邱品齊美之道

皮膚科診所 

1.發展中區皮膚醫學與美容醫學之相互連結與支援。 

2.增加中區住院醫師訓練與主治醫師繼續教育機會。 

3.邀約與爭取皮膚醫療與美容醫學會議於中區舉辦。 

4.強化中區基層院所與醫學中心間互助與合作模式。 

5.推廣藥妝教育與美容醫學系統化教學活動。 

6.推廣皮膚數位診斷、生理檢測與智慧醫療。 

7.皮膚科醫師繼續教育多元化跟上時代脈動。 

8.皮膚科醫師職涯發展多角化皆能發揮所長。 

19 紀景琪 林口長庚醫院 

1.現擔任台灣實證醫學學會理事長及國際 Cochrane Skin Group Editor，將會

結合實證醫學國內外資源，提升台灣皮膚科的專業形象及國際地位。 

2.在南北台灣服務多年，相當了解南北城鄉各級院所現況。我將在學會反



應南北皮膚科界的需求，爭取資源。 

20 張英睿 
張英睿皮膚專

科診所 

1.持續推動常態性皮膚鏡訓練課程、皮膚鏡納入基層健保給付。 

2.持續推動常態性皮膚外科教學、廣納師資，並促成醫院與基層院所之間

的交流。 

3.持續推動兩岸與國際交流合作，相互學習，開展實質合作項目。 

4.聘請會計稅務顧問，提供會員會計稅務之諮詢服務。 

23 彭于賓 于賓診所 

秉持奉獻精神，追隨會員先進，推展本學會「提升皮膚科學之研究、研討

及會員之聯繫協調」任務外，將建請推動擴展下列事項：  

1.時下人們不僅追求健康的皮膚，也期待擁有亮麗外表，美容醫學已成為

皮學科學重要的一環，學會似可推動自住院醫師起有關醫美系列訓練課

程，以建構完善的市場供應鏈。 

2.皮膚科學與醫術日益精進，國際交流益顯重要，學會應可鼓勵或支援會

員參加國際性學術年會及專題研討會，以引進其最新科技。 

24 彭賢禮 彭賢禮皮膚科 

各位皮膚科前輩及會員大家好！ 

本人很榮幸能夠參選皮膚科醫學會第二十屆理事選舉。自醫學中心服務完

畢後，投入基層醫療已逾 20 年，過去本人有幸跟上並見證美容醫學的發

展蓬勃。然而，近年隨之而來的競爭也日益增加，要如何提升台灣皮膚科

醫師的專業度及競爭力，是我輩當前的課題和努力方向！ 

有鑑於此，稍後有幾項理念與大家分享。 

同時預祝第 44 屆年會能夠順利圓滿成功！ 

1.教育－美容醫學教育訓練 

近年來美容醫學快速發展，唯有提升自身的專業和實力，才能在這洪流中

穩住陣腳。近十年來本人有幸在各大國際會議中擔任講師，也有多次擔任

國際教育訓練的機會，深知其重要性！ 

希望能將這些經驗分享給會員和學會，並於未來引入發展國際美容教育訓

練制度，提升台灣皮膚科整體競爭力。 

2.交流－皮膚醫學交流和互動 

本人深知台灣皮膚科,皮膚外科及皮膚美容外科人才輩出，深具國際水準！

在多位前輩如蔡仁雨理事長、林長熙醫師等的努力下，已經有不少台灣皮

膚科醫師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增加國際間交流，不僅增加自身能力，也

能增加台灣皮膚科醫師能見度。 

本人有幸多次參與國際盛會，結交多國友人和團體，希望藉累積的國際關

係和人脈，促成未來台灣皮膚科和國際間的互動，讓台灣醫師在國際上嶄

露頭角！ 

3.學術－醫學中心和基層院所 

本人至基層開業已逾 20 年，深知醫學中心和基層病患族群的差異性，因

此相關看診和美容醫學經驗會有所不同。 

希望未來增加互動對話式研討會，加強兩者的交流，讓醫師彼此能夠藉此

汲取不同經驗，互相學習成長。 

4.傳承－整合建立教育系統 

新一輩的新血是台灣皮膚科學界的未來，增強年輕醫師的各項能力有助於

皮膚科學界的成長茁壯。 

目前皮膚科會員各領域人才眾多，希望能整合各會員專家的專長，建立一



系列有系統的教育課程計畫，讓年輕皮膚科醫師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

遠，飛得更高！ 

5.國際－建構亞太培訓中心 

於明年初本人將提供場地成立亞太地區國際培訓中心。 

將定期舉辦皮膚醫學、雷射治療、針劑注射、線雕體雕、植髮技術等課程，

並邀請世界各地知名醫師演講及示範教學，讓醫師們不必舟車勞頓即可與

國際接軌！ 

25 黃柏翰 
黃柏翰皮膚專

科診所 

1.依據健保分區，成立各區皮膚科醫師協會，作為醫院與基層的溝通平台，

協調轉診與推動臨床研究合作。 

2.推動住院醫師院際交流訓練制度，讓最優秀的師資與教學設備培育新生

代皮膚科醫師。 

3.推動皮膚科醫師社會形象與影響力倍增計畫，千位會員共同投入，定期

同步走進社區，讓社會關注我們的公益角色。 

4.以高標準審查教育演講內容，揭露講者利益衝突，所有內容都必須謹守

專業以及為病患考量。 

5.擴大推動國際合作，建立與亞洲各國皮膚科醫學會與指標型大學皮膚科

正式例行性交流機制，並籌辦區域性組織與會議。 

26 楊仁宏 花蓮慈濟醫院 

1.爭取會員權利、保障會員福祉(尤其健保權益的爭取與維護)。 

2.創造皮膚科醫學會的多元發展(如皮膚病理專科、皮膚外科專科、小兒皮

膚專科等)。 

3.爭取教學醫院皮膚科醫師的福祉，保障皮膚專科醫師的人才培育品質。 

4.持續深化國際皮膚學術交流。 

29 楊麗珍 

群英楊麗珍黃

景昱皮膚科診

所 

致力於皮膚科醫學教育與傳承。 

協助教學醫院之研究成果，新藥試驗成果，各種治療方法的新發展，藥物

不良反應的各種報告，推展到基層醫師共享，使教學醫院的醫師有發表的

舞台，使基層醫師源源獲得新知，並提供經驗交流給年輕醫師，打破基層

<->中心的界限。 

30 溫素瑩 
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 

1.促進學會辦理網路繼續教育，讓繼續教育不受時間或交通限制。 

2.願意出任/擔當學會與上級機關(衛福部)之橋樑，為促進會員之權利奮鬥

努力。 

3.落實/促進基層醫療、區域醫院與醫學中心之間之聯繫/合作。 

31 廖怡華 臺大附設醫院 

各位皮膚科前輩先進大家好： 

三年前感謝大家的支持，怡華當選學會監事並開始參與皮膚科理監事會

議，今年選擇參加理事選舉，希望能直接反應會員需求，為大家提供更實

質的服務。 

以下提出幾點想法和大家分享： 

1.以台大醫院醫學中心豐富的教學設備及醫療資源為利基，推廣皮膚外科

醫學。針對住院醫師及皮膚專科醫師，規劃執行皮膚外科相關學術教育訓

練課程及工作坊。例如今年 8、9 月在台大醫院微創中心針對全國皮膚科

住院醫師舉辦兩次的外科實作手術營，深受好評！ 

2.促進醫學中心及醫療院所的研究交流，協助倫理委員會的審查，增進台

灣皮膚科學研究質量，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3.協助本會國際皮膚科學術會議舉辦，促進兩岸及國際交流。本人於 2017



年擔任臺灣皮膚科醫學會第 43 屆年會暨 APEODS 及 EAAD 年會秘書長，

並在 2016 年底和王昭欽醫師及曾忠仁醫師組成學會三人先遣小組，到曼

谷考察並和法國 EuroMedicom 總裁洽談，成功促成 2018 年 AMWC 會議和

臺灣皮膚科醫學會合作，2018 年春季會暨 AMWC-Asia 的舉辦更得到會員

熱烈迴響！ 

4.提升皮膚科的社會公益形象，照顧罕病及醫療資源不足的病患。結節硬

化症病患因罹患臉部血管纖維瘤，常產生嚴重的心理負擔。由本人擔任臨

床試驗計畫主持人，於 2017 年得到衛福部許可合法調製 Rapamycin 藥膏，

以成本價提供全國結節硬化症病患，以外用方式治療臉部血管纖維瘤，減

少侵入性治療的副作用，提升罕病醫療品質。 

最後，感謝您的支持鼓勵，也請不吝惜告訴我您的意見！ 

32 趙曉秋 成大醫院 

1.推動皮膚美容外科繼續教育。 

2.加強住院醫師在皮膚外科基礎及進階訓練。 

3.推動基層與醫院合作機制(包括雙向轉診、教育訓練及研究)。 

4.平衡北中南舉辦會議及教育訓練的次數，減少中南部會員舟車勞頓。 

5.積極舉辦民眾衛教活動，加強媒體露出，提供民眾正確觀念，也讓民眾

了解那些疾病是屬於皮膚科的範疇，建立皮膚科的正面形象。 

33 蔡仁雨 蔡仁雨皮膚科 
1.朝衛生福利部定皮膚美容外科次專發展。 

2.協助推展學會會務。 

35 蔡昌霖 
禾馨民權婦幼

診所 

各位皮膚科的前輩、先進及會員們好： 

我是 Dino 蔡昌霖，本屆理事參選人編號 35 號，目前專任於台北市的【禾

馨民權婦幼診所】、兼任於【黃禎憲皮膚科診所】及【台安醫院皮膚科】。 

上屆理事選舉雖然最後因同票抽籤後當了落選頭、成為後補理事，但感謝

王莉芳理事長、教育委員會吳育弘主委、及基層委員會蔡高頌主委給我機

會，讓我成為【教育委員會】與【基層委員會】的委員，在過去這三年中

可以近距離觀察學會運作並學習。 

[過去的努力] 

身為【教育委員會】與【基層委員會】的委員，我在過去三年間默默地作

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努力舉辦許多教育課程，目的是希望提供給會員實

用、高品質的課程主題與內容；課後並鼓勵聽眾回饋意見，以供下次活動

改進、並希望能提供更貼近會員需求的課程。以下是過去三年我所籌辦的

教育活動： 

【Dino(蔡昌霖)過去三年舉辦的活動】 

2016.5.22：林仲醫師講座：教科書沒寫、師父沒教的類固醇藥膏不傳之秘 

2016.9.18：Acne & Rosacea Forum 

2017.2.19：台灣皮膚科醫學會乾癬論壇 

2017.4.9：皮膚光動力療法研討會(海皮會林長熙理事長帶領下主辦) 

2017.5.14：林仲醫師講座：小疾病大學會-談蟲子引起的皮膚病 

2017.12.24：林仲醫師講座：單純皰疹研討會 

2018.6.10：基層聯合月會(北中南三區同步視訊)(在基層委員會蔡高頌主委

帶領下協助辦理、非個人之力舉辦) 

2018.9.16：我的診斷與用藥明明沒問題，為何病人跑了？-林仲醫師教你

不說不知道的看病與用藥撇步 



另外，也感謝王正坤理事長給我機會，在過去四年擔任【中華民國醫用雷

射光電學會的秘書長】，並在理事長領導及全體理事的合作下，每季固定

舉辦雷射光電教育訓練課程： 

2015.4.12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5 年春季研討會 

2015.9.20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5 年年會 

2015.12.27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5 年冬季研討會 

2016.4.10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6 年春季研討會 

2016.8.21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6 年夏季研討會 

2016.10.30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6 年年會 

2017.3.12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7 年春季研討會 

2017.7.16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7 年夏季研討會 

2017.10.15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7 年年會 

2018.3.25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8 年春季研討會 

2018.12.9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 2018 年年會 (即將舉辦) 

除了上面的教育課程外，我也多次舉辦針對皮膚科住院醫師的乾癬教育講

座：【蔡昌霖醫師乾癬教育講座- for 皮膚科住院醫師 (一) (二) (三) (四) 

(五)】，希望提供簡單易懂的內容，讓年輕的住院醫師也能很快掌握乾癬的

重要知識及治療。 

在過去的三年內，我盡全力作好自己的工作： TDA【教育委員會委員】

及【基層委員會委員】、雷射醫學會秘書長、海皮會常務理事，並認真規

劃每一場活動，希望讓參加的會員覺得有收獲；會員覺得滿意，我才覺得

滿意。 

另外，雖然只是【候補理事】，但我也積極參與理監事會、從中觀察學會

運作，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在 2016 年 6 月時，在理事長與蔡高頌主委

帶領下，前往林靜儀立法委員辦公室針對 Permethrine、Ivermectin 藥證、

健保給付、開放基層使用等事項尋求委員意見及協助；也在 2017 年特管

辦法事件之時在理事長帶領下，前往黃昭順立法委員辦公室表達學會立場

並獲得委員協助。 

[我的政見] 

這次再次參選理事選舉，如果順利當選理事，我會致力於： 

(1) <高品質繼續教育課程> 督促學會提供基層及醫院會員實用、update、

高品質的教育課程及實作 hands on 課程，另外也必須加強住院醫師的教

育課程及實作 hands on 課程。 

(2) <遠距及線上 E-Learning> 讓學會加快腳步、提供線上遠距教育課程，

方便有家庭不方便假日出來上課的會員，也方便會員不用舟車勞頓跨區參

加會議。皮膚科醫師平日上班已經夠辛苦了，每個週末週日還需要到處趕

場參加會議以獲得新知，這一點在科技進步的時代應該有更貼心的作法。 

(3) <注重地區平衡>東部及偏遠地區服務的會員及住院醫師，得到的資源

不如其他地區，而中南部會員的資源往往也不如北部，我會督促學會聆聽

這些地區會員及住院醫師的需求，並設法改善。 

(4) <成立學會官方帳號> 成立學會的 Line 官方帳號、讓學會與會員有更

即時、更便利的溝通管道，讓會員不漏接、不延遲接收學會重要訊息，會

員也能隨時向學會反應。 



(5) <飯店航空協議價>我們的會員、準會員破千人，大家的國內外旅遊、

飛行、住房總數可觀；如果當選理事，我會積極推動不只在年會、春季會

期間有飯店合約價，學會應主動出面向國內飯店、連鎖飯店、航空公司及

其他廠商簽定學會會員專屬長期合約價及優惠，讓會員們的私人公務旅遊

都能更加便利愉快。 

(6) <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小弟過去幾年，在各位前輩努力耕耘的基礎上，

得以跟中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皮膚科醫師有互相交流

的機會，若當選理事後也會繼續努力維持國際學術交流、提供年輕會員舞

台，讓台灣在國際會議上不缺席。 

懇請各位前輩、先進、會員能惠賜理事票，讓我能有為大家服務的機會。 

36 鄭煜彬 國泰綜合醫院 

1.開放各種課程的雲端教室，讓皮膚科醫師參加課程不受時空限制。  

2.建立客觀公正的評鑑，讓合格訓練醫院至少每二至三年可招收一次住院

醫師。  

3.推動燒灼藥物與埋線線材的合法化，讓皮膚科醫師執行業務不需提心吊

膽。  

4.提升皮膚外科的深度與廣度，增進民眾對皮膚外科的了解與信心。  

5.彰顯皮膚治療的獨特性，讓皮膚科醫師獨享的業務不被別科瓜分。 

37 藍政哲 高醫附設醫院 
如蒙當選，定會貢獻所能，與大家共同追求更優質的醫療環境。將教學醫

院之學術研究與臨床醫師之經驗結合傳承，打造更堅強的皮膚科陣容。 

38 鐘文宏 台北長庚醫院 

1.專科訓練：加強皮膚專科教學訓練品質與改善專科訓練醫院評鑑制度。 

2.分級醫療：推動分級醫療雙向轉診，互利共榮共醫療政策。 

3.院際合作：推動院際多邊合作交流與皮膚醫學繼續教育。 

4.國際地位：提升台灣皮膚醫學國際學術地位與國際影響力，推進國際合

作交流。 

5.世代交替：提攜年輕醫師，加強人才培育與傳承，促進世代交替與國際

接軌。 

6.兩岸合作：推動兩岸皮膚醫學交流與合作。 

7.用藥安全：協助藥害鑑定與救濟諮詢，促進用藥安全與醫病和諧。 

 

  



監事 

編號 姓名 執業院所 政見 

5 林軼群 
杏倫皮膚科診

所 

1.將含類固醇成分之外用藥膏，由指示用藥變更為處方用藥。 

可減少藥局與診所的商業競爭，既保障皮膚科醫師權益，又保障民眾用藥

安全。 

2.爭取國內外皮膚科會議至台中市主辦。 

台中市位於中部交通樞紐，南來北往交通便利快速，有高鐵、台鐵、清泉

崗機場、台中環線、捷運等交通設施，減少醫師交通時間。 

3.因應健保雙向轉診新制，加強基層院所與醫院聯繫及合作。 

因應健保制度變革，雙向轉診為未來四年健保施政重點，唯有加強基層院

所與地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互相轉診，讓基層醫師與醫院皮膚科

醫師緊密配合，才能共創雙贏。 

4.於各縣市成立醫療糾紛快速反應小組。 

個人於台中市醫師公會擔任副祕書長及調處組委員，深知許多皮膚科醫師

面臨醫療糾紛之法律及精神折磨，或有同業糾紛，惟皮膚科醫師於各縣市

醫師公會佔比極為少數，面臨糾紛時常求助無門或是溝通不良，建議於皮

膚科醫學會責成各縣市皮膚專科醫師推薦代表設立連絡窗口，於糾紛發生

時快速反應至皮膚科醫學會，由學會提供協助。 

5.建請皮膚科醫學會成立聯合採購小組。 

皮膚科醫師對於高價藥品或醫材儀器等，可藉由聯採小組議價並採購，個

人於台中都診所協會擔任理事，期間參與聯採小組， 幫助台中市及大台

中基層醫師以合理的價格採購自費疫苗，皮膚科學會亦可比照辦理。 

6 施一新 台北長庚醫院 

1.執行監事職務，監督會務運作及財務健全。 

2.協助兒童皮膚科子學會成立，加強國際學會聯繫與合作。 

3.繼續發行會訊，傳達會務進展及學會訊息。 

4.反映會員意見至學會，供理、監事會議討論、決議、推行。 

8 張雅菁 台北長庚醫院 依據學會章程，做好預算、決算、會務執行之監督。 

9 許乃仁 
許乃仁皮膚科

診所 

各位皮膚科前輩及會員大家好，乃仁很榮幸能參選皮膚科醫學會第二十屆

的監事選舉。過去幾年一直積極參與學會的各項事務，在民國 102 年與黃

柏翰醫師合作辦理第一屆台灣皮膚科美容醫學學術研討會，之後連續五年

承辦此會議，並在今年(2018)與 Euromedicom 公司合辦第一屆

AMWC-Asia，提升國內美容醫學的教育水平，拓展台灣的能見度。這些年

成功的會議舉辦，為皮膚科醫學會的財務打下健全的基礎，讓學會推動會

務與各項交流不虞匱乏。 

過去三年，擔任學會的秘書長，參與各個委員會，對各項會務有了更進一

步的了解與認識，期待有機會能繼續為會員服務。在監事的崗位上善盡監

督之責，並適時對會務提出建言。 

懇請惠賜一票。 

11 楊佳懿 
大安皮膚專科

診所 

1.曾任台灣皮膚科醫學會三任副秘書長，內政部及衛福部之審查委員多

年，熟習並善長學會之所有運作及溝通。 

2.將負責監督檢查本學會有無違反法律、法規、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決議

的行為。 



3.將負責監督檢查本學會之業務，財務狀況和查閱帳簿及其他會計資料。 

4.負責核對理事會擬提交會員大會的會計報告、營業報告和利潤分配等財

務資料，發現疑問可以公司名義委托註冊會計師、執行審計師幫助覆審。 

5.有必要時將替本學會會員建議召開臨時理監事會。 

6.有必要時將替本學會會員要求各委員會的業務執行情況。 

7.將負責對本學會及子學會之各委員會進行監督、檢查、考核。 

8.將負責對本學會及子學會的管理提出建議和意見。 

9.將負責替所有會員對本學會發生的問題提出質疑。 

10.將盡全力負責會員大會決議交辦其他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