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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 

第十四屆理事候選人名單及政見公告 
一、候選人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政見頁碼 

1 王宗倫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醫療副院長 2 

2 田知學 振興醫院 急診醫學部主任 3 

3 吳肇鑫 童綜合醫院 醫療副院長 4 

4 周上琳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主任秘書/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5 

5 林子傑 臺中榮民總醫院 急診部部主任 6 

6 林冠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部主治醫師兼副主任 7 

7 林晏任 彰化基督教醫院 急診暨重症醫學部部主任 8 

8 紀志賢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教授兼急診內科主任 9 

9 徐德福 臺北榮民總醫院 急診部科主任 10 

10 馬漢平 雙和醫院 急診重症醫學部部主任 11 

11 張文瀚 馬偕紀念醫院 急診醫學部部主任 12 

12 許金旺 臺北巿立萬芳醫院 急診重症醫學部主任 13 

13 許建清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急診醫學部部長 14 

14 陳健驊 國泰綜合醫院 急診醫學部主任 15 

15 黃建華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急診醫學部主任 16 

16 黃集仁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副院長 17 

17 黃豐締 高雄榮民總醫院 急診部部主任 18 

18 潘志祥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醫學部部長 19 

19 蔡光超 亞東紀念醫院 急診部部主任 20 

20 蔡適鴻 三軍總醫院 急診醫學部部主任 21 

21 賴佩芳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衛生福利部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急診部主治醫師 

執行長 22 

22 鍾  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急診醫學部部主任 23 

23 龔嘉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副院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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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候選人政見 

 

  

候選編號︰1 

姓名 王宗倫 會員編號 A00320 

服務單位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職稱 醫療副院長 

主要經歷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醫療副院長 

台灣急診醫學會理事  

輔仁大學醫學系暨法學系教授 

亞洲復甦協會主席   

前新光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 

前台灣災難醫學會理事長  

前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理事長  

候選人政見 

為急診夥伴打造專業尊嚴的幸福急診生涯，我願意與大家共同攜

手實現以下目標： 

1. 落實急診專家參與醫療鑑定及調解和解，提供法律扶助。 

2. 提高急診安全措施及規格，杜絕急診暴力。 

3. 確立 NP 合法輔助執行醫療行為，使急診生涯可長可久。 

4. 促進醫學中心與偏遠及小型醫院急診業務合作，縮小城鄉差

距。 

5. 建立全面醫療責任險；以及團體保險之退休保障。 

6. 明確分散式學習原則及做法，急診訓練以急診為中心。 

7. 建立多中心研究平台，促成跨團隊合作性研究。 

8. 研擬分級轉診有效措施，降低急診不當使用。 

9. 確保急診醫師合理工作量之制度性保障。 

10. 穩定急診次專長功能，協助發展急診次專科。 

11. 善用既有並擴展國際友好關係，掌握國際組織主導權。 

12. 設立住院醫師委員會，並於重要委員會加設住院醫師代表，

以增加其參與面。 

13. 保障女性理監事，並設女醫師委員會，以促進急診女醫師權

益。 

14. 促進急診與其他專科，互敬互重以合作代替對抗，共榮共

成！ 

守住急診醫師的尊嚴，是我們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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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編號︰2 

姓名 田知學 會員編號 A01218 

服務單位 振興醫院急診醫學部 職稱 主任 

主要經歷 

振興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 

振興醫院急診醫學部主任 

振興醫院臨床技能中心主任 

台灣急診醫學會公共事務委員 

衛福部原住民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 

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理事 

致力推廣普及原鄉 AED＋CPR 及 改善原鄉健康不均等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理事 

 

候選人政見 

 

 

 

 

 

 

1. 提升台灣急診醫學會形象 

2. 追求急診同仁工作安全與福祉 

3. 整合急診醫學會與社會正義與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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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3 

姓名 吳肇鑫 會員編號 A00693 

服務單位 童綜合醫院 職稱 醫療副院長 

主要經歷 

前台中榮總急診部內科、急診、重症專科醫師。 

前嘉義榮民醫院急診室主任。 

前中山醫大附設醫院急診部主任。 

前彰化員榮醫院醫療副院長。 

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博士研究。 

台中醫事法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台灣急診醫學會第十二屆理事、醫病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灣急診醫學會第十三屆理事、公共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候選人政見 

    我是童綜合醫院醫療副院長吳肇鑫醫師，過去兩年在學會擔任常務理

事和公共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2020 年 1 月底至今，所有的急診人為了防

疫，不論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受到了重大的衝擊。台灣截至目前的防疫成果

可以傲視全球，我身為奮戰防疫最前線的急診界一分子，深深感覺到與有

榮焉！ 

    兩年前我在童綜合醫院接下醫療副院長的重擔，但是我並沒有離開急

診值班醫師的工作崗位，雖然臨床班次比較少，但是值班仍然是我最能夠

肯定自我的工作時刻。也因為有持續在臨床的工作，急診同仁的甘苦我當

然可以直接感受，在建議院方擬定急重症醫療的決策時，投入最恰當的資

源。 

    這兩年，全體理監事團隊全力以赴，也讓健保署的政策對急診專業有

別於以往的肯定和支持，包括增加 CPR 給付；針對 OHCA、重大外傷、急

性心肌梗塞、敗血症等重大傷病處置效率皆有額外獎勵。接下來也會持續

與衛福部和健保署保持順暢的溝通，針對新冠病毒的防疫，急診的付出應

該得到更大重視和鼓勵，進而提高急診室值班人員的奬勵金額。 

   「醫療糾紛」和「急診暴力」，仍然是急診醫師能否能安心執業的兩大

威脅。現在各地檢署都已經知道急診醫學會是最適合接受委託「諮詢」和

「鑑定」急診室醫療糾紛的機構。2019 年學會與台中地檢署合辦安排會員

參與模擬法庭，實際演練曾經真實發生之案例，深入瞭解法律規定與程序

運作，體驗檢察官執法過程，讓我們可以更了解發生醫療糾紛時如何因應

而不至於恐慌，為會員打造安心的急診工作環境。這樣的活動，在疫情結

束之後，我們認為應該還是可以繼續辦理。 

    我是吳肇鑫，參選第 14 屆台灣急診醫學會理事，希望可以持續為學會

與會員努力打拼，懇請您的一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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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4 

姓名 周上琳 會員編號 A00793 

服務單位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職稱 
主任秘書 

急診醫學科主治醫師 

主要經歷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到院前救護中心主任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醫療品質部主任 

屏東縣消防局醫療顧問委員會副主委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緊急醫療指導醫師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緊急醫療救護諮詢委員會委員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諮詢委員會委員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緊急醫療救護諮詢委員會委員 

台灣急診管理學會理事 

台灣急診醫學會偏遠地區急診改善小組召集人 

台灣急診醫學會公共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台灣急診醫學會政策委員會委員 

台灣急診醫學會改革健保給付小組委員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猶太綜合醫院急診醫學科觀察員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醫療部主任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 

候選人政見 

 

1. 改善急診偏遠地區專科醫師人力 

2. 爭取偏遠地區急診資源 

3. 改善偏遠地區急診工作環境 

4. 改善急診就業環境 

5. 推動急診復原力及安心職場 

6. 強化急診專科醫師訓練中偏鄉醫療訓練 

7. 推動社區緊急醫療救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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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5 

姓名 林子傑 會員編號 A00751 

服務單位 台中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職稱 部主任 

主要經歷 

1.台中榮民總醫院急診部部主任 

2.台灣外傷醫學會理事 

3.衛生福利部中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執行長 

候選人政見 

1. 建立安全的急診環境，依急診病患急重難度彈性補足急診醫

護人力 

2. 由學會規劃急診次專長，落實訓練，設立學會認證制度。 

3. 精進急診醫學教育訓練制度，建立學術及研究發展合作平台。 

4. 規劃急診高齡照護及安寧緩和醫療，加強急診照護品質。 

5. 發展急診人工智慧，提升診療效率，建全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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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6 

姓名 林冠合 會員編號 A01087 

服務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部 

職稱 
主治醫師兼 

副主任 

主要經歷 

1.中國醫藥學院醫學士 

2.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住院醫師、總醫師、主治醫師 

3.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醫學碩士 

4.中國醫藥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5.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6.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急診醫學科科主任 

7.高級心臟救命術指導員、急診創傷訓練課程指導員、急性中毒

救命術指導員、臨床毒藥物專科醫師 

8.第十一、十二屆急診醫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9.第十一、十二屆急診醫學會專科醫師訓練委員會委員 

10.第十一屆急診醫學會理事 

11.第十二屆急診醫學會醫師福祉促進小組召集人 

12.第十二屆急診醫學會常務理事 

13.第十三屆急診醫學會專科醫師訓練委員會副主委 

14.第十三屆急診醫學會病人安全委員會主委 

15.第十三屆急診醫學會常務理事 

候選人政見 

1. 標準化急診醫師訓練與培養，建構百年急診 

2. 防止急診醫療風險與醫療暴力 

3. 凝聚向心力，增加對學會認同 

4. 促進急診醫師影響力，增加各界對急診的正向肯定 

5. 完善急診職涯，促進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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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7 

姓名 林晏任 會員編號 A01486 

服務單位 
彰化基督教醫院 

急診暨重症醫學部 
職稱 部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主要經歷 

交大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

教育部定助理教授 

 彰基醫學教育中心主任、急診暨重症體系主任 

 彰化縣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 

 台灣急診近年無可避免的兩大問題，COVID-19 的間歇性爆發、 

 日趨飽和的急診市場。急診人如何應對？ 

 個人看法如下： 

 1. 拓展急診市場。重症、兒急、野外、災難、遠距、EMS、整 

 合醫學、居家醫學等，學會將其專科和證照化。 

候選人政見 

 

2. COVID-19 相關政策參與制定。急診界反映第一線困難，並應 

爭取合理獎勵，辛勞不該被忽略。 

 3. 保障急診點值。爭取老人、幼兒和現有檢傷 3-5 級之加成，偏 

 遠地區加給。 

 4. 向上向下紮根。加強醫學生/PGY 之結合，加強參與國際會議 

 

及能見度。 

 

 

 

 

 

 

 

 



10 

 

  

候選編號︰8 

姓名 紀志賢 會員編號 A00202 

服務單位 成大醫院 職稱 教授兼急診內科主任 

主要經歷 

急診醫學會理事(3, 4, 9, 10, 11 屆)、監事(第 5 屆)； 

急診醫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委(5, 6, 7 屆)、主委(9, 10, 11 屆)； 

急診醫學會編輯出版委員會主委(12, 13 屆)； 

亞洲急診醫學會理事(2007-2015) ； 

2015 ACEM 副會長； 

成大醫學院急診學科主任(2010-2016)； 

全民健保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擬會代表 

工研院生醫所研究顧問 

消基會雲嘉南分會主任委員 

 

候選人政見 

1. 提升急診專業形象與能見度，爭取及維護會員權利及福祉 

2. 推動急診臨床、教育、學術、給付與醫療行政之整合 

3. 強化學會與國內各醫學會、專業組織之合作 

4. 協助學會與各級政府相關行政機關(構)之協調 

5. 推廣急診醫學之知識平台(包括台灣急診醫學通訊中文電子

期刊以及 JACME) 

6. 協助籌辦 202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ergency 

Medicine (I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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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9 

姓名 徐德福 會員編號 A00393 

服務單位 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職稱 科主任 

主要經歷 

2010.1 至今：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委員 

2010.7 至今：台灣急診醫學會教育委員會委員及兩屆副主委 

2012.7 至今：北榮急診醫學住院醫師訓練計畫主持人 

2012.7 至今：北榮專科護理師培訓計畫暨執業規範委員會委員 

2014.7 至今：台灣急診醫學會急診專業能力里程推動小組委員 

2015.1 至今：台灣實證卓越中心 TJBCC 兼任指導教師及研究員 

2018.1 至今：北榮實證醫學中心教學長 

2019.7 至今：北榮急診部急診醫學科主任 

候選人政見 

1. 落實以能力為基礎的住院醫師訓練。以急診執業模式、急診里

程碑為基礎，發展急診醫師的可信賴專業活動，配合臨床執業

實務，增進學習、追蹤進展、適時補救，以完成符合社會需求

之急診專科能力。 

2. 以住院醫師訓練模式，審視及規劃兩年期 PGY 訓練計畫，以

銜接後續之專科訓練。 

3. 規劃及推動急診專科護理師實務訓練及認證，輔助執行急診相

關醫療，分擔醫師工作量，並保障其合理薪資。 

4. 規劃社區急診醫學住院醫師訓練里程碑內涵及執業模式，連結

地區/區域醫院與醫學中心的業務合作，據以連結急重症分級

分流轉診制度，並爭取給付合理化。 

5. 打造繼續專業發展(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進修網路平台，從內容產出、進修推廣、學分認證、個人化學

習地圖等面向，打造多元學習管道及分享教學資源。 

6. 推動以實證醫療照護(Evidence-based Healthcare, EBHC)為本

的臨床執業模式，從臨床研究證據運用、文獻產出、臨床指引

制定、醫病決策輔助工具等，促進並改善病人照護品質及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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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10 

姓名 馬漢平 會員編號 A00066 

服務單位 雙和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 職稱 急診重症醫學部主任 

主要經歷 

 台北醫學大學部定助理教授 

 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能推廣協會理事長 

 台灣災難醫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監事 

 台灣急重症模擬醫學會理事 

 台灣急診醫學會空中急緊醫療委員會主委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空中轉診審核中心副執行長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醫療糾紛鑑定初鑑醫師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暨顧問醫師 

候選人政見 

為急診夥伴打造專業尊嚴的幸福急診生涯，我願意與大家共同攜

手實現以下目標： 

1. 建立國內空中醫療標準作業制度。 

2. 推動國內空中救護專業訓練。 

3. 確立 NP 合法輔助執行醫療行為，使急診生涯可長可久。 

4. 促進醫學中心與偏遠及小型醫院急診業務合作，縮小城鄉差

距。 

5. 建立全面醫療責任險；以及團體保險之退休保障。 

6. 明確分散式學習原則及做法，急診訓練以急診為中心。 

7. 善用既有並擴展國際友好關係，掌握國際組織主導權。 

8. 研擬分級轉診有效措施，降低急診不當使用。 

9. 確保急診醫師合理工作量之制度性保障。 

10. 穩定急診次專長功能，協助發展急診次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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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編號︰11 

姓名 張文瀚 會員編號 A0348 

服務單位 馬偕紀念醫院急診醫學部 職稱 部主任 

主要經歷 

馬偕紀念醫院院長當選人 

馬偕紀念醫院副院長 

台灣工程科技與應用醫學學會理事長 

候選人政見 

1. 提升急診醫學專業 

2. 協助台灣急診醫師工作品質保障 

3. 促進急診相關領域的發展 

4. 維持急診環境工作安全 

5. 創新急診工作領域 

6. 強化急診在臨床作業的標準流程 

7. 維持急診與社會接軌的相關訓練 

8. 進行跨領域急診的研究 

9. 保障急診在重大事件下的運作順暢 

10. 接軌急診在國際上的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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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12 

姓名 許金旺 會員編號 A0338 

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

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職稱 急診重症醫學部主任 

主要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急診醫學科主任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任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醫療顧問委員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 

台灣大型活動醫療救護醫學會理事 

急診醫學會急診專業能力里程推動小組委員 

急診醫學會教育委員會委員 

候選人政見 

1. 優化急重症照護品質及效率，提昇急診專業價值。 

2. 推廣及規劃急診醫師多元訓練課程及次專長發展。 

3. 精實住院醫師訓練，並推廣住院醫師擔任臨床教師培訓，紮

根急診醫學師資團隊。 

4. 發展老人急診照護模式平台，擴大急診領域及影響力。 

5. 促進急診與異業跨域合作，提昇急診前瞻和創新能力。 

6. 推展院前救護政策及教育訓練，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提昇院

前救護品質、效率及專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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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13 

姓名 許建清 會員編號 A00599 

服務單位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職稱 急診醫學部部長 

主要經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急診醫學部主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急診醫學部副主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   

教育部部定副教授 

候選人政見 

1. 凝聚急診，提升急診價值。 

2. 創新急診醫療服務，提升急診醫療品質。 

3. 提升急診研究量能。 

4. 完善急診醫師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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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14 

姓名 陳健驊 會員編號 A00586 

服務單位 國泰綜合醫院急診醫學部 職稱 主任 

主要經歷 

1. 國泰綜合醫院急診醫學部主任 

2. 台灣急診醫學會常務理事 

3. 台灣急診醫學會改革健保給付小組召集人 

4. 台灣急診醫學專科醫師訓練委員會委員 

5. 輔仁大學醫學系部定助理教授 

6. 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教育訓練委員會委員 

7. 曾任台灣急診醫學會公共事務委員會主委兼發言人 

8 曾任台灣急診醫學會醫病關係委員會主委 

9 曾任台灣急診醫學會秘書長  

10曾任台灣急診醫學會副秘書長 

11.曾任台灣急診醫學會空中緊急醫療委員會委員 

候選人政見 

1. 降低急診醫師的工作負荷 

2. 積極參與急診相關醫療糾紛鑑定 

3. 促進急診各次專科發展 

4. 提高急診診療項目的健保給付 

5. 提供住院醫師更好的訓練環境 

6. 推行醫療保險制度，分擔急診醫師執業的風險 

7. 爭取舉辦國際會議，提高台灣急診在國際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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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15 

姓名 黃建華 會員編號 A00525 

服務單位 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職稱 急診醫學部主任 

主要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醫學部重症復甦科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急診醫學科臨床教授  

台灣急診醫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理事 

美國德州貝勒醫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急診醫學部主任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秘書長   

中華民國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 

候選人政見 

 

1. 提升急診專科醫師地位及專業能力: 提升急診醫師的專業能

力是重要的議題，專業能力為臨床醫師執行醫療工作的根

本，因此以學會主導，透過專科醫師養成的核心能力規劃，

及持續舉辨的教學研討課程，增加急診醫師的參與機會，來

提升專業能力。 

2. 醫學教育，往下紮根: 在醫學生的教育體制下，往下扎根也

是急診醫學會的重要任務，舉辦醫學生相關研討課程，除了

提升醫學生對急診醫學的興趣，也可增加醫學生對急診的了

解，針對六年制醫學生的過程，即使之後選擇其他專科執業，

也可與急診科部有良性互動。 

3. 持續增加台灣急診醫學界的國際視野及參與，並鼓勵及促進

更多的會員能有機會參與，並積極參舉國際會議。 

4. 促進急診醫師福祉及安全工作環境，持續向政府提出正確的

急診醫療政策建議，使我們得到足夠的醫療資源，讓急診病

人接受到適當的醫療照護，並肯定急診醫師的價值。 

5. 提升急診醫學研究及創新的機會及平台，爭取急診醫學成為

科技部專門學門，成為使急診的學術研究及地位與其他相關

醫療科部齊頭並進，並發展急診之橫向醫療整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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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16 

姓名 黃集仁 會員編號 A00125 

服務單位 桃園長庚醫院 職稱 副院長 

主要經歷 

1. 現職：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 

衛福部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評審委員 

長庚大學兼任副教授 

桃園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台灣急診醫學會第十三屆理事長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第十九屆監事 

台灣急診管理學會理事 

亞洲急診醫學會秘書長 

2. 經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急診醫學部部主任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急診加護病房主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急診醫學科住院醫師、一般醫學科研究員 

衛福部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評鑑委員 

台北市急救責任醫院督考評鑑委員 

台北市聽障奧運會緊急救護諮詢委員會委員 

台灣急診醫學會第十二屆常務理事、第九屆理事、第六屆秘

書長、第五屆副祕書長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第十八屆、十四屆常務理事、財務

委員會主任委員 

環保署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災害現場諮詢委員 

台灣急診醫學會雜誌副主編 

台灣急診管理學會秘書長 

候選人政見 

1. 爭取急診合理支付及輔助人力配置之規劃。 

2. 致力於推動友善正向的急診執業環境，營造急診醫療團隊合

作的精神氛圍與向心力之凝聚。協助本會開創醫病雙贏，發

展和諧、安全、安心的醫病關係。 

3. 促進並加強本會與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關係，以提昇會員國

際觀與競爭力。 

4. 推動發展急診次專科，協助急診醫師生涯規劃，積極開發更

多急診醫師可以發揮領域。 

5. 杜絕急診暴力，打造急診安全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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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17 

姓名 黃豐締 會員編號 A00498 

服務單位 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職稱 部主任 

主要經歷 
高雄榮總急診部外傷醫學科主任 

高雄榮總急診部主治醫師 

候選人政見 

持續推動急診醫學專科教育訓練 

落實急診檢傷制度與教育推廣 

持續推動急診外傷教育訓練，強化應變能力 

推動緊急醫療災難應變教育，提升醫院災難應變演練水平 

以急診專業立場，溝通緊急醫療各專業，推動緊急醫療工作制度

化、分級評定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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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18 

姓名 潘志祥 會員編號 A00876 

服務單位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稱 急診醫學部部長 

主要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醫學部部主任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 副秘書長 

 衛生福利部中區緊急應變中心 副執行長                                                                                                                                                                                                  

 台中市醫師公會會員代表 

候選人政見 

 

1. 推動合理的急診工作負荷 

2. 提高急診診治項目之健保給付 

3. 創新急診醫療,增加急診附加價值 

4. 營造優質的急診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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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19 

姓名 蔡光超 會員編號 A00155 

服務單位 亞東紀念醫院急診醫學部 職稱 部主任 

主要經歷 

亞東紀念醫院急診醫學部主任 

台灣急診醫學會監事 

台灣醫療救護協會理事長 

候選人政見 

1. 持續爭取會員權益 

2. 持續關注急診壅塞議題、改善急診工作環境 

3. 持續推動跨院際急診合作與研究 

4. 持續推動學會資料庫建立與 AI 運用 

5. 持續擴展急診工作場域、創新職涯發展 

6. 持續開放學會參與、發掘青年人才加入 

7. 持續關注社會相關議題，影響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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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20 

姓名 蔡適鴻 會員編號 A01352 

服務單位 三軍總醫院 急診醫學部 職稱 急診醫學部 部主任 

主要經歷 
 

1. 國防醫學院 醫學士 

2.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 

3.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進修 

4. 三軍總醫院急診醫學部 主治醫師 

5. 國防醫學院 急診醫學科部定教授 

6. 三軍總醫院急診醫學部 部主任 

7. 台灣急診醫學 第十三屆理事 

8. 台灣急診醫學會學術委員會 副主委 

9. 台灣急診醫學會訓練委員會 委員 

候選人政見 

(一) 營造友善與優質的急診工作環境 

 1. 推動急診醫師合理工作量分配及人性化工時規劃。 

 2. 策進各專科、管理階層與急診的良性溝通與友善互動。 

 3. 友善轉診制度與改善急診待床壅塞情形。 

(二) 加強急診次專科領域的多元發展 

 1. 強化急診在醫療體系中的重要及特殊角色。 

 2. 促進如臨床毒物、空中、野外醫學等特色次專科領域發展。 

 3. 推展學會與國軍醫院及衛勤體系的互動交流。 

(三) 提升急診學術研究的質與量。 

 1. 鼓勵跨專科與跨領域的研究合作。 

 2. 支持急診醫師參與國際活動交流。 

 3. 爭取急診醫學於公部門研究計畫學門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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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21 

姓名 賴佩芳 會員編號 A01409 

服務單位 

1.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急診部 

2.衛生福利部東區緊急醫療

應變中心 

職稱 
1.急診部主治醫師 

2.執行長 

主要經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急診部主任 

衛生福利部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執行長 

慈濟大學醫學系急診醫學科 助理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第十三屆理事 

候選人政見 

1.確立急診醫師工作安全，建立合理之急診工作環境。 

2.參與急診專科醫師訓練計畫及課程修訂。 

3.改善偏遠地區急診專科職業情況。 

4.參與公共政策，協助花東地區醫療資源改善。 

5.協助健全到院前緊急救護系統，強化地區災難醫療救護能力。 

6.參與轉院安全之法規及訓練。 

7.參與智慧急診醫療之發展，急診專科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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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22 

姓名 鍾亢 會員編號 A00308 

服務單位 衛福部桃園醫院 職稱 急診醫學部主任 

主要經歷 
 

1.基隆長庚急診醫學科主任 

2.林口長庚急診醫學科主任 

3.衛福部桃園醫院急診醫學部主任(現任) 

4.第 13 屆急診醫學會理事(現任) 

候選人政見 

1.提昇急診醫學專科價值 

2.強化急診專科在國家災難及社會安全網路之重要角色 

3.持續發揮急診人團結一心，和衷共濟之精神，共同進步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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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編號︰23 

姓名 龔嘉德 會員編號 A00229 

服務單位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職稱 副院長 

主要經歷 

1. 高雄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2. 屏東縣政府緊急醫療救護諮詢委員會委員 

3. 澎湖縣政府緊急醫療救護諮詢委員會委員 

4. 行政院衛生署高屏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副執行長 

5. 高雄縣醫師公會理事 

6. 台灣急診醫學會理事(第十二、三屆) 

7. 台灣急診醫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屆) 

8. 台灣急診醫學會編輯委員會副主委(第十一、二屆) 

9. 長庚大學副教授 

10. 高雄長庚醫院副院長 

候選人政見 

1. 推動發展急診醫學次專長領域，由專科認同進展到專業認同。 

2. 推動急診醫師多元發展，積極拓展急診多元領域的發展。 

3. 以急診專業立場推動緊急醫療工作制度化，分級評定合理

化，持續爭取急診合理支付及人力配置。 

4. 推動與國際學會之學術交流，裨益本會之社會與國際地位。 

5. 積極參與及影響政府與急診相關醫療政策之推行。 

6. 解決高屏區重症轉診困難問題，建立安全及順暢的重症病人

轉診管道。 

7. 推動急診遠距醫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