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皮膚科醫學會第二十一屆理事候選人 

(依姓氏筆劃排序) 

編號 姓名 執業院所 

1 王昭欽 高雄自由維格診所 

2 王偉銘 三軍總醫院 

3 王銘燦 王銘燦皮膚科診所 

4 朱家瑜 臺大附設醫院 

5 何宜承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6 吳介山 高雄榮民總醫院 

7 吳南霖 馬偕紀念醫院 

8 李友專 萬芳醫院 

9 李志宏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0 李婉若 雙和醫院 

11 林工凱 常玉皮膚科診所 

12 林軼群 杏倫皮膚科診所 

13 林頌然 臺大附設醫院 

14 邱品齊 邱品齊美之道皮膚科診所 

15 洪千惠 高雄榮民總醫院 

16 紀景琪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17 陳志強 台北榮民總醫院 

18 陳怡如 台中榮民總醫院 

19 彭于賓 于賓診所 

20 彭賢禮 彭賢禮皮膚科診所 

21 黃柏翰 黃柏翰皮膚專科診所 

22 黃毓惠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23 楊志勛 志勛皮膚科 

24 楊朝鈞 成大附設醫院 

25 楊麗珍 群英楊麗珍黃景昱皮膚科診所 

26 溫素瑩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27 廖怡華 臺大附設醫院 

28 趙曉秋 成大附設醫院 

29 蔡仁雨 蔡仁雨皮膚科 

30 蔡呈芳 臺大附設醫院 

31 蔡昌霖 禾馨民權婦幼診所 

32 鄭煜彬 國泰綜合醫院 

33 賴柏如 中山附設醫院 

34 藍政哲 高醫附設醫院 

35 鐘文宏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臺灣皮膚科醫學會第二十一屆監事候選人 

(依姓氏筆劃排序) 

編號 姓名 執業院所 

1 江建平 三軍總醫院 

2 吳貞宜 台北榮民總醫院 

3 林長熙 杏美皮膚科診所 

4 施一新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5 張雅菁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6 許乃仁 許乃仁皮膚專科診所 

7 楊佳懿 大安皮膚專科診所 

8 蕭玉屏 中山附設醫院 

9 蕭百芬 馬偕紀念醫院 

10 戴仰霞 臺大附設醫院 

 

  



理監事候選人政見 

理事 

編號 姓名 執業院所 政見 

1 王昭欽 
高雄自由維格

診所 

行動世代 應對變局 專業為本 幸福皮膚科 

昭欽在本屆理事任期中，完成了下列事項，並感謝諸位先進的協助： 

一、對內深化繼續教育，打破地理資訊藩籬 

1. 遠距教學：協調六大醫學中心開放教學活動供會員免費登入參與（與鄭

煜彬理事） 

2. 手把手工作坊：辦理皮膚科大體解剖-微整注射實操工作坊（與廖怡華

理事） 

二、對外持續開拓國際空間，廣邀會員共襄盛舉 

承辦皮膚科春季會 AMWC Asia-TDAC Hybrid Congress，同步海外直播會議

內容，並提供會員會後免費回放。總與會者逾 2500 人次，並吸引近 500

位國際與會者，提供台灣皮膚科最佳的國際宣傳（與許乃仁監事、廖怡華

理事、秘書處） 

三、即時照顧會員需求，維護執業尊嚴 

1. 召集皮膚科網路小組，即時反應新聞事件：美 O 藥膏去粉刺（下架）、

短時善用類固醇找皮膚專科最安全（與紀景琪教授、李志宏理事）、多 O

黴素與精神異常關聯（原作更正） 

2. 整合資源發佈正確衛教資訊：協助會員投稿（公共事務委員會、網路小

組）、製作多媒體衛教影片、懶人包（皮美外）、承辦參與台灣醫療科技

展，由皮膚專科醫師直接面向民眾衛教（秘書處、皮美外） 

3. 回應會員需求：皮膚科專有辭典紙本＋線上版（即將上線）、於 V1 camp

試辦執業講座提供新生代會員生涯規劃參考（與廖怡華理事） 

4. 導入區塊鏈認證，避免專科履歷魚目混珠（已提案通過） 

5. 建立皮膚科 LINE 官方帳號，整合會員專區與會員福利，提供會員客製

旅遊、代訂餐廳等服務（已提案通過） 

皮膚專科與時俱進，讓會員安心快樂執業，是昭欽參選理事的初衷。感謝

大家三年前的託付，在巨變的時代，不變的是昭欽持續推動進步的承諾，

請將您的一票，留給行動的世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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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姓名 執業院所 政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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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山醫師，我過去擔任過學會第 17,18 及 20 屆理

事，本次再度參選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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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高雄榮總皮膚科主任 11 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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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窘境逐漸成長到卸任前已有 21 位同仁(8 位主治

醫師)的局面，現在轉任美容醫學中心主任；期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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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念書而能走到病人身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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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李友專 萬芳醫院 

皮膚科醫學會的元宇宙在哪裡 

成立近廿年的 Facebook，在上週 (10/28)正式改名為「Meta」，因為接下來

十年，他們將會把所有精力都放在 Metaverse 開發上。 

Metaverse（中文稱：元宇宙） 是 Oculus 公司（專營 VR 頭盔，於 2014

年被 FB 購併）一位高管於 2018 年向 FB 董事會建議的願景：一個結合

VR 虛擬實境與社群軟體的平行宇宙，使用者上線後可以 shopping, 

building, reading, entertaining, fall in love and get married…etc.。一切在真實

宇宙（又被戲稱為 Meatverse）中能做、不能做，或做不到的事，在元宇

宙中皆可實現。這是 FB 已經準備了 10 年，並且打算再花 10 年逐一實現

的重大願景。 

回到我們皮膚科醫學會（TDA），我們面臨的挑戰不亞於 FB 的強敵環伺，

像是各種大陸假藥在網路肆無忌憚濫用我們的肖像做不實廣告（許多皮膚

科醫師，包括我自己都是受害者）、也有各大醫學會對我們的歧見及診治

領域的入侵，甚至有一些“類”醫學使用魚目混珠的「專科醫師」證書來

混淆民眾；更不用提健保無止盡的縮減、核刪、COVID-19 造成門診量大

幅降少，及目不暇給的新科技、新藥、新治療不斷挑戰我們的極限。 



編號 姓名 執業院所 政見 

除了個人不斷的精進之外，我們能不能勇敢提出接下來十年的新願景，讓

會員們能一步一腳印跟著學會前進，面對並克服這些挑戰？ 

友專在此拋磚引玉，先提一些建言，也希望大家一起來提議，讓願景更完

善： 

1.TDA 應提升權威形象，加強網路及實體宣傳能力，打造品牌知名度 

例如搜尋網路關鍵字「異位性皮膚炎」，出現的前五項搜尋結果中應有 TDA

相關曝光；「世界乾癬日」等重要皮膚病宣傳應邀請衛福部部長以上層級

官員與會，及至少 10 家媒體曝光，提高皮膚健康重要性與 TDA 醫療權威

形象。 

2.TDA 應強化導師形象，帶領會員與時俱進，徹底掌握新科技，並協助會

員運用、駕馭新科技 

例如 COVID-19 造成門診量降低，可否由 TDA 評估/媒合/協助導入可靠、

適合皮膚科醫師們使用的數位醫療解決方案或廠商。人工智慧介入醫療勢

不可擋，TDA 是否有嚴謹機制能夠推薦適合的 AI 工具及廠商，並幫助有

興趣引進的會員導入應用？ 

3.TDA 應深化專業把關的公正形象，以科學化方法評估新科技臨床應用 

例如 TDA 應發展科學化評估機制 ( Evidence-based evaluation ) 與遵守標

準規範 ( 如 TFDA、FDA 等官方評估結果 )，能在每一次廠商推銷雷射、

電波、消脂等新設備時，公正客觀地為臨床應用把關。 

以上是一些未經完整討論的粗淺建議，希望大家一起來提議，讓我們共同

打造台灣皮膚科醫學會的元宇宙！ 

9 李志宏 
高雄長庚紀念

醫院 

1. 會員權益保障, 深植皮膚科會員之社會正面形象。自 2018 年起，進行

了台灣第一個即時互動式遠距專科醫療，對台東成功及澎湖的照護，深化

皮膚科在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照護社會形象。 

2. 持續醫學中心與基層之無礙溝通，照護急重難罕皮膚疾病，作基層會員

的後盾。 

3. 醫療行政機構與醫事社團之溝通，落實健保審查合理化 

4. 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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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多元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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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深住院醫師之教學品質與醫療專業經驗傳承。接續 2001 年余教授

的”台灣皮膚科學發展紀要”，延續皮膚科學人文歷史的記錄整理，2021

年推出「知冷、知熱、知心的器官~皮膚的故事」，並在將在會訊上連載，

加強皮膚醫學人文的傳承。 

7. 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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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忱與臨床技能。過去三年擔任台灣皮膚科學雜誌主編，2020 皮誌的引用

係數來到史上新高 1.32。 

  



編號 姓名 執業院所 政見 

10 李婉若 雙和醫院 

疫情改變全球也影響台灣產業更暴露皮膚科於台灣醫療的品牌及經營上

的危機與困境，如此場景不僅發生在資本競爭的開業醫市場上，連婉若就

職的醫院皮膚科在醫院的生存都飽受威脅。有鑒於多年暸解醫院及基層的

結構 此次婉若提出以皮膚科醫學會為核心組織並擴大編制建立下屬執行

組織及產官學策略聯盟：三年打造 大皮膚科。以達成 (1)學術研究量能升

級 (2)醫術分工市場 

升級 (3)數位品牌行銷升級 三大目標作為迎接 2022 疫情後的皮膚科品牌

及經營大改造的策略模式。醫學中心、醫院及開業醫皮膚科必須價值升級

否則僅淪為醫院附庸科別或其他科別分瓜 ： 

1. 協助各級醫院學術研究及發表文獻產能期與其他科別競爭 

2. 以學會主導將所有醫院皮膚科分成皮膚內科及外科尤其將皮膚外科延

伸擴大編制為皮膚腫瘤、 血管、 傷口、指甲及毛髮 讓全台灣的醫學中

心的皮膚科都具有相當的人才便有機會形成經濟規模提昇整體病人數及

營業額。 

3. 提供新生代皮膚科人才資源協助皮膚科走向數位化人工智慧精準醫療

的皮膚科並以專業公關作為期三年的全境行銷顛覆並結束長久以來皮膚

科只是開藥膏的科別迎接大皮膚科的到來 

4. 持續增加繼續教育積分課程或研討會議。 

5. 建立網路學習平台，讓將學會舉辦的課程的影像檔上傳，可讓會員們上

網收看 。 

6. 結合媒體宣傳皮膚科醫師之專業和正名、針對時事發部衛教資訊、懶人

包...等(無論是皮膚疾病和醫美)。 

7. 開設勞基法、醫療法、稅法、職涯應變/協槓能力之相關課程。 

8. 排新式治療教學課程，增進學員醫學美容、皮膚科疾病治療之實力 。 

9. 強基層醫療診所與醫院之合作與交流，資源共享。 

10. 學會網站增設臨床試驗招募欄以增加台灣皮膚科醫師之收案，提升台

灣在新藥臨床試驗的影響力也有助基層醫療對困難治療病患之轉診。 

11. 學會主導特殊議題之討論如皮膚科在現今健保制度下有無機會像牙科

一樣自成小總額、未來皮膚科如何導入 AI 已轉型新的治療及診斷方式等

議題。 

11 林工凱 
常玉皮膚科 

診所 

1. 爭取皮膚科會員健保申報，執業權益。 

2. 基層皮膚科新藥品醫材，支付標準，審查辦法之合理修訂。 

3. 協助會員與各地衛生局，地方醫師公會間事務之協調，協助行政、法律

意見諮詢。 

4. 持續推動視訊會議，減少各地會員舟車勞頓。 

5. 強化高高屏地區醫院與基層之垂直整合，本科與他科間之水平合作。爭

取皮膚科在各種新興醫療模式，遠距醫療當中不缺席、權益不受損。 

6. 持續協助推動本會與台灣醫用雷射光電學會，台灣海峽兩岸皮膚醫學曁

醫學美容交流學會之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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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邱品齊 
邱品齊美之道

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醫師的未來需要大家一起關注、一起努力! 

1. 設立網路學習平台，讓會員繼續教育可以更方便。 

2. 集結月會/年會重要演講錄影，讓會員學習更方便。 

3. 試辦月會實體與虛擬並行，讓會員更容易參與活動。 

4. 與有關廠商合作提供會員需要的 KOH 或 TCA 製劑。 

5. 與衛生單位協調讓醫療用化學換膚與貼膚試劑解套。 

6. 結合媒體活動與宣導幫助皮膚專科診所與醫師正名。 

7. 提升中部地區皮膚醫學教育能量，促進基層與醫中合作。 

8. 建立各區域困難皮膚病轉介網路，提升患者治療完整度。 

9. 邀請會員分享開業經驗與勞基法、醫療法及稅法之關聯。 

10. 邀請會員分享並強化皮膚科醫師斜槓能力與職涯應變力。 

15 洪千惠 
高雄榮民 

總醫院 

願景: 「台灣皮膚科醫學會」實乃全球皮膚醫學中，頗具聲譽的個中翹楚，

為學術與醫療的領導者。提供新進醫師值得信賴、紮實的專科訓練。並且

以服務為導向，為病患提供最大整體利益的治療。與子學會(包括台灣皮

膚暨美容外科醫學會、台灣皮膚科光電醫學會、亞洲皮膚病理學會、台灣

兒童與青少年皮膚醫學會、臺灣研究皮膚科醫學會等)攜手合作，一起致

力於皮膚科學研究及臨床醫療精進，成為全球最頂尖，最具競爭力的世界

級團隊。 

為了實現此一願景，我提出以下的執行策略： 

1. 督促健保審查合理化，並能引進與世界同步的新藥。 

2. 成為基層醫療與醫學中心合作與交流的橋樑。 

3. 強化重症皮膚醫學照護。 

4. 落實皮膚專科醫療技術傳承，訓練獨立、有能力、有操守的皮膚科醫師。 

5. 建立皮膚科專業醫師的社會形象。 

16 紀景琪 
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 

1. 過去多年來，我跨出台灣皮膚科界的框架，積極參與國內外實證醫學及

國外皮膚科學界，擔任 Cochrane Skin、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及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等 Editor，讓外界

認識肯定台灣皮膚科醫師的能力。我在擔任台灣實證醫學學會理事長的 4

年期間經營績效有目共睹，會員人數翻倍成長破千人，學會資產增加 2.5

倍。今年 9 月舉辦 COVID-19 實證醫學線上會議，吸引了 2807 人參加。

因此希望能將我在實證醫學學會的經營及推廣的充足經驗，貢獻於皮膚科

醫學會。也希望能結合實證醫學國內外資源，提升台灣皮膚科醫師的專業

形象及國際地位。 

2. 對於外界對於皮膚科醫師的質疑，我以實證醫學捍衛皮膚科醫師的專

業。先前媒體斷章取義報導短期使用口服類固醇後， 1 年內敗血症及心衰

竭的風險會增加 2 倍。我除了投書蘋果報紙澄清之外，也發表論文於 

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以實證醫學剖析說明絕對風險極低，僅千

至萬分之 1，現有臨床執業行為不需改變。 

3. 我在嘉義長庚專任 15 年，迄今仍每週至嘉義看診，疫情時間也不例外，

故我深知南北差距及各級醫療院所之現況及困難處。我將在學會反應南北

各級醫療院所皮膚科醫師的需求，爭取資源分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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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彭于賓 于賓診所 

1. 在健保申報的議題上面，安排自費醫療、疫苗、新藥等相關課程，改善

門診收入，幫助會員開拓財源。 

2. 學會有一半以上的醫師是開業醫，學會定期安排開業醫經驗分享，讓會

員們有更多交流機會，在疫情下有更好的應變方式。 

3. 皮膚科也包括了醫療美容，學會應安排新式治療教學課程，增進學員醫

學美容上的實力 。 

本人這次參選若有幸當選理事，將建請皮膚科醫學會有更多元化的安排，

讓所有會員得到更多的分享、交流，讓大家都能平安順利度過這 COVID-19

疫情。 

20 彭賢禮 
彭賢禮皮膚科

診所 

1. 落實並延續美容醫學培訓計畫：在 2019~2021 年舉辦多場針對皮專 V1, 

V1-V2, V2~V3 初階、中階、高階美容醫學教學以及實際操作培訓會議，

未來將持續推動及發展相關培訓計畫。 

2. 帶動醫學中心及基層醫師間合作：在 2019~2021 年間參與多個醫學中

心及基層相關的臨床研究計畫及教學，未來持續推動醫學中心及基層皮膚

科醫師在臨床及研究的合作及交流。 

3. 疫情期間持續與國際接軌：疫情期間持續主辦及協辦多場實體及線上會

議，提供皮膚專科醫師不間斷的學習，並藉此提升台灣皮膚科在國際能見

度。 

4. 整合國內外資源，提升皮專競爭力：在國內外各大醫美學會擔任要職，

未來將持續整合國內外資源舉辦跨學會、跨平台、多元的整合型會議，讓

台灣的皮膚科醫師在美容醫學領域持續維持領先的水準。 

22 黃毓惠 
台北長庚紀念

醫院 

1. 強化醫院和基層皮膚科交流，達到病患共同照護的合作模式。推廣基層

照光治療 

2. 加強皮膚科醫學會和政府衛生單位和醫師全聯會的聯結，爭取會員權

益。 

23 楊志勛 志勛皮膚科 

1. 樂為基層醫療<->醫學中心的橋樑。 

2. 推動皮膚外科及美容進階訓練，構建皮膚科醫師於醫學美容及皮膚疾病

治療的專業角色。 

24 楊朝鈞 成大附設醫院 

1. 疫情影響：對疫情造成會員權益及執業時的影響做出及時因應。 

2. 繼續教育：增加學術會議及月會內容的實用性以及普遍性。 

3. 專科訓練：實務訓練及學術研究並重的訓練及考評方式。 

4. 專科發展：鼓勵子學會成立，實際推動國內外的教育、研究。 

5. 國際連結：緊密連結亞洲鄰近皮膚學會，加強與歐美學會的交流。 

6. 社會責任及形象：提供民眾衛教、因應時事提供民眾實用資訊，捍衛皮

膚科形象及會員權利。 

25 楊麗珍 

群英楊麗珍黃

景昱皮膚科診

所 

1. 致力於皮膚科醫學教育與傳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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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反應不良的各種報告，推展到基層醫院共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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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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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溫素瑩 
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 

一、服務會員 

1. 致力於協助處理會員需求，並將會員意見即時反應給學會，促進學會之

會務推行 

二、合作共享 

1. 推動基層與醫院雙向合作(包括雙向轉診、檢查檢驗資源共享) 

2. 推動皮膚科社區醫療網 

三、爭取資源 

1. 爭取長照與皮膚科基層醫療資源結合，使社區民眾得到專業優質之居家

皮膚照護 

2. 運用公體系行政經驗，促進與公部門行政單位交流溝通及學會公共事務

推展 

28 趙曉秋 成大附設醫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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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後也推動實體及視訊會議併行 

2. 推動基層與醫院合作機制﹝包括雙向轉診及教育訓練﹞ 

3. 在健保及基層事務委員會及理監事會推動健保費用申報的審核制度能

更合情合理 

4. 加強住院醫師在皮膚外科基礎及進階訓練及推動皮膚美容外科繼續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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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柏如 中山附設醫院 

1. 加強醫院和基層診所學術交流，促進雙向轉診，例如照光患者之轉介，

達到資源共享。 

2. 促進各項學術演講雲端化和檔案化，讓會員能充分參與各項學術演講。 

3. 凸顯皮膚科在各個皮膚疾病的專業性，定期舉行各項皮膚疾病衛教活

動，不論是線上或實體活動，讓民眾能認同皮膚科醫師在各項皮膚疾病的

獨特性，建立皮膚科的專業形象。 

4. 平衡各區資源，讓更多學術活動能在中南區舉行。 

5. 促進學會舉辦多元化的教育活動，讓學員能夠多方面學習和多角化經

營。 

34 藍政哲 高醫附設醫院 

1. 促進國際交流：持續將國際會議，爭取在台灣舉辦，以提升台灣皮膚科

醫學會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如 2016 年的亞洲色素醫學會及 2020 年的東亞

白斑醫學會） 

2. 推廣病人就近光照治療的便利性：光照治療為皮膚科重要的治療項目，

目前基層診所已有健保給付。 

3. 增加基層院所與醫院的轉診互動：目前本院每週四下午的臨床病理討論

會，皆開放並歡迎有興趣及轉診醫師實體或線上參與討論。 

4. 爭取皮膚科相關之檢查項目及治療藥物合理給付。 

35 鐘文宏 
台北長庚紀念

醫院 

1. 提昇皮膚科醫學會在國內外學術地位與影響力及促進國際交流。 

2. 協助皮膚疑難重症轉介及用藥安全諮詢與檢測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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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爭取皮膚疾病合理健保給付。 

5. 推動跨院區與基層合作交流及推動皮膚醫學繼續教育。 



 

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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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吳貞宜 
台北榮民 

總醫院 

依據本學會章程，做好預算、決算、會議執行之監督。 

負責對本會及子學會之各委員會進行監督、檢查、考核。 

盡力負責會員大會決議交辦其它重要工作。 

5 張雅菁 
台北長庚紀念

醫院 

配合理監事的運作，監督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監督學會財務運

作、資源分配，稽核財務收支及帳目報告，反應建議會員之興革事項。 

8 蕭玉屏 中山附設醫院 

熱愛皮膚科，以皮膚人為榮，是一種浪漫，也是一份堅持。雖然，皮膚科

學只是醫學的一小部分，但是，皮膚是一眼可以讓人知道病患是否健康的

第一印象，腎臟、肝臟、內分泌甲狀腺糖尿病、免疫等疾患均有異常的皮

膚表現，眾多藥物不良反應也是以皮疹表現為最多，甚而，一個人有沒有

吃飽睡飽，失戀或是戀愛中，觀其皮膚狀態也能略知一二。很幸運能在皮

膚科學領域，並在中區中山醫學中心與大學跟年輕的學生們分享與討論皮

膚醫學，醫學的目的是傳承，是百年樹人，這些年，感謝前輩先進在皮膚

科醫學會的諄諄經營，期望藉由參與皮膚科醫學會監事，能夠盡己之力協

助並監督輔助皮膚科學的發展與教學責任。 

9 蕭百芬 馬偕紀念醫院 
1. 致力協助學會事務推展，分擔學會相關事工。 

2. 盡力執行監事職務，監督會務運作及健全財務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