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更年期醫學會
選舉公報

理事參選 17 人 應選 15 人

P.1

※候選人號碼依報名先後順序決定※
編號：1

編號：2

鄭碧
華

蔡景州

學歷：長庚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嘉義長庚醫院婦產部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兼任講師
理念與推動方案
以更年期醫學、新知與技術，促進中年老年婦女健康，預防慢
性病發生。

學歷：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士
現職：高雄長庚婦產部主治醫師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副秘書長
台灣更年期會刊編輯委員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推廣婦女更年期健康照護。
2. 促進更年期學會活動參與的質與量。
3. 增進更年期學會會員新知及交流。

編號：3

編號：4

陳瑞堅

曾啟瑞

學歷：台灣大學醫學系
現職：台大醫院婦產科教授
經歷：台大婦產部主治醫師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
台灣婦科醫學會理事

學歷：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現職：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生殖醫學研究中
心主任
經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2004-2013)
台北醫學大學婦產學科主任(1994-2017)
亞太生殖醫學會理事長(2016-2018)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推動更年期醫學研究。

理念與推動方案

2. 促進更年期醫學交流。
2. 普及更年期藥物使用。

推動學會之國際化，與國際接軌。

編號：5

編號：6

周松男

蔡永杰

學歷：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台大婦產科兼任教授、兼任主治醫師
敏盛醫院顧問教授
經歷：台大醫學院婦產科教授、主任
台大醫院婦產部主任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長
理念與推動方案

學歷：中國醫學大學醫學系
現職：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主任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長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台灣生殖醫學會理監事

1. 推動更年期婦女正確使用激素療法。
2. 出席學會，發表相關論文，與會員分享臨床 HRT 治療經驗。

理念與推動方案
配合學會政策擴大醫事人員對更年期醫學會的參與，加速學會
與國際各更年期醫學會的接軌。

編號：7

編號：8

陳芳萍

黃泓淵

學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現職：基隆長庚醫院婦產科教授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骨鬆肌少關節防治學會理事長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理事長
長庚大學教授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推動更年期全方位照護之認知與實行。
2. 加強民眾對更年期更進一步的瞭解。
3. 結合民間團體舉辦活動。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現職：林口長庚醫院婦產科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院婦產科教授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醫學會理事
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長
理念與推動方案
提升學會學術水準，積極參加國外學術研討會，交換經驗。
照顧更年期婦女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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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號碼依報名先後順序決定※
編號：9

編號：10

賴宗炫

林時羽

學歷：成功大學學士後醫學士
現職：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生殖醫學中心主任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副秘書長
輔仁大學醫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

學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澳洲 MONASH 大學醫學院生殖醫學博士
現職：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不孕症科主治
醫師
經歷：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
台灣子宮內膜異位症學會理事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推廣並導正民眾更年期荷爾蒙治療觀念。
2. 加強與台灣乳房、骨鬆、運動與老人醫學會等相關醫學會
學術交流。
3. 推動本土更年期醫學實證研究。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協助與推廣更年期婦女的照護。
2. 致力更年期醫學相關研究。
3. 協助更年期醫學教育演講。

編號：11

編號：12

葉聯舜

黃貞瑜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中國醫藥大學基
礎醫學研究所
現職：台灣婦癌醫學會理事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婦科主任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第八屆理事長

學歷：陽明大學醫學系
現職：台北榮總婦女醫學部生殖內分泌科
經歷：台灣婦科醫學會副秘書長
理念與推動方案
更年期婦女身心靈健康全方位的照護。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維護婦女更年期全方位健康照護。
2. 推廣醫師及民眾教育。
3. 加強宣導婦女防癌。
編號：13

楊再興

學歷：國防醫學大學醫學系
現職：艾薇芙國際生殖醫學中心國際醫療部部長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醫學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康寧醫院婦產科主任

1.

編號：14

蔡英美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
現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主任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長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副理事長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長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宣導更年期婦女全方位健康照護。
2.
2. 推動更年期全方位診治醫師之教育及認證制度。
3. 督促政府積極推展學術研究，以建立台灣更年期婦女流行
病學相關本土資料。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更年期婦女優質照顧，推動更年期照護門診。
2. 研究荷爾蒙、環境荷爾蒙、植物性荷爾蒙對乳癌的影響，
以提升台灣荷爾蒙研究。

編號：15

編號：16

許朝欽

郭鴻璋

學歷：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台灣大學醫學系
現職：許朝欽婦產專科診所院長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理事長
成功大學婦產學科主任
理念與推動方案
積極推動醫療人員以及民眾對於更年期醫療保健正確的認識。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現職：好韻診所院長
經歷：教育部定講師
成大醫學院兼任講師、主治醫師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監事
台灣生殖醫學會理事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宣導更年期醫學發展教育民眾更認識正規醫療。
2. 增進醫學中心醫院基層診所會員共識。
3. 加強醫病就醫的關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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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號碼依報名先後順序決定※
編號：17

陳美州
學歷：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婦產科專任教授
經歷：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秘書長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婦產部主任
台灣生殖醫學會監事
理念與推動方案
協助促進更年期醫學會的學術研究以用於輔助國家未來衛生
政策的參考，促進婦女健康。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
選舉公報

監事參選 7 人 應選 5 人

P.4

※候選人號碼依報名先後順序決定※
編號：1

編號：2

謝燦堂

龍震宇

學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現職：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醫院副院長
經歷：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
台灣婦產科身心醫學會理事長
理念與推動方案
推動更年期婦女生活型態改變的觀念與執行。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研所博士
現職：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主任
經歷：高雄醫學大學婦產科學教授
台灣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理事
台灣福爾摩莎婦女泌尿醫學會常務理事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推動更年期婦女的全方位照護。
2. 拓展更年期婦女之泌尿生殖道之治療與研究。
3. 參與制定合成與天然植物荷爾蒙之治療指引。

編號：３

編號：4

劉明道

張芳維

學歷：日本順天堂大學醫學博士
現職：成功大學兼任副教授
成大醫院及台南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經歷：衛福部台南醫院副院長兼新化分院院長
衛福部台南醫院婦產科主任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婦產科研究員
理念與推動方案
配合學會推廣更年期教育，讓更年期婦女有正確觀念，善盡婦
產科醫師的社會責任，使更年期婦女得到妥善的照顧，享受幸
福美滿的人生。

學歷：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台灣師範大學健康
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博士
現職：三軍總醫院婦產部內分泌及優生保健科
科主任
經歷：台灣生殖醫學會秘書長
IRB 主任與 Biobank EGC 召集人
台灣生髮抗老化醫學會理事、台灣抗老化學會秘書長
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學會理事
理念與推動方案
1. 本著服務的理念，為學會的活動付出，並積極參與。
2. 本著教育的理念，推廣更年期相關知識、態度與技能。
3. 本著國際化的理念，收集國內外相關更年期文獻，分享所
有會員。

編號：5

編號：6

何積泓

徐英倫

學歷：台灣大學醫學系
現職：台北榮總婦女醫學部主治醫師
經歷：中華民國生育醫學會秘書長
台灣婦科醫學會副秘書長

學歷：陽明大學醫學系
現職：奇美醫學中心婦產部主治醫師
經歷：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台北榮總婦產部資深研究員
台北榮總婦產部住院醫師

理念與推動方案
身心靈全方位的照顧更年期婦女，建立粉絲專業提供醫療新
知，提供正確即時的就醫推薦。
編號：7

陳啓豪
學歷：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現職：台大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經歷：台灣婦科醫學會監事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秘書長
理念與推動方案
使民眾及醫療人員皆能認知更年期、建立正確的健康知識。

理念與推動方案
協助學會推動各項學術活動，促進國際交流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