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第 31 屆秋季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1年 12月 18-19日(六、日) 

地點: 高雄長庚永慶尖端醫療中心(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9號) 

主辦單位: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高雄長庚醫院耳鼻喉部 

協辦單位: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 

報       名: 線上報名 

￭ 繼續教育學分: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  申請中 

台灣耳鼻喉科頭頸外科醫學會  申請中 

台灣鼻科醫學會  申請中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  申請中 

￭ 報名費: 

 11/30前 12/1 後 

會員 3500 4000 

*相關學會會員 4500 5000 

非會員 5000 6000 

*住院醫師 1500 2000 

 *住院醫師、相關學會會員請提供證明文件審查,傳 LINE ID:tafprs,以利核對 

 

￭ 付款方式 

-ATM 轉帳及匯款 

戶名：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 

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國醫中心分行（銀行代號：006） 

帳號：【5137-717-009570】 

(完成付款後收據請傳真或 LINE秘書處確認,  LINE ID:tafprs) 

-線上刷卡 

繳費方式 選擇 "信用卡" 選項 

立即報名=送出 →系統會帶您進入刷卡流程 

*若無刷卡成功, 報名頁面[信用卡繳費]可重新刷卡。 

*相關學會會員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 
臺灣皮膚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台灣整形外科醫學會 
台灣鼻科醫學會 

 
台灣皮膚暨美容外科醫學會 
台灣眼整形美容重建手術醫學會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 
形體美容外科醫學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 

￭ 退款說明 

*取消報名退款請透過郵件通知。 

* 2021 年 11 月 15 日之前取消：全額退款。 

* 2021 年 12 月 10 日之前取消：退款 80%。 

* 2021 年 12 月 11 日之後取消：不予退款。 



 

 



 

￭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恕不另行通

知。 



位 置 圖 

日期:2021 年 12 月 18-19 日 

地點: 高雄長庚永慶尖端醫療中心(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9 號) 

 

 



交通資訊 

 開車：北上或南下：國道 1 號高速公路(中山高)於九如交流道下往澄清湖

方向，從九 如路至澄清路左轉，至正修科技大學右轉，再行駛約 1-2 分

鐘即可到達。 

 火車轉乘資訊： 

(1)高雄火車站：建工幹線(紅 30) ─忠誠路口─鳥松─長庚 

(2)鳳山火車站：橘 7C─鳳山西站(O11)─長庚 

 捷運轉乘公車資訊 

60 路（覺民幹線)：鹽埕埔站(O2) ─ 高雄火車站 ─ 長庚 

70 路（三多幹線）：前鎮站 ─ 衛武營站(O10) ─ 長庚 ─ 鳥松 

 217 路（新昌幹線）：加昌站 ─ 長庚 ─ 鳥松 

橘 12 路（鳳青幹線）：鳳山西站(O11) ─ 長庚 

橘 16 路：大東站（O13）─ 長庚 

紅 30A（建工幹線）：後驛站(R12) ─ 長庚 

搭乘高鐵：  

 搭乘高鐵轉捷運： 

(1) 由高鐵左營站門口左邊搭乘《往小港》捷運在凹子底站下車由二號出口

前搭乘紅 33 路公車即可。 捷運票價 20 元公車票價 12 元《站牌上有

時間表》。 

(2) 從高鐵左營站搭乘計程車約 400 元。 

 停車資訊： 



CV 
邱正宏 學歷 

中西醫結合臨床博士候選人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士 
美國紐約大學醫學中心研究 
經歷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肥胖症專科醫師 
台灣頭頸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顏面重建整形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針灸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禿髮醫學會會員 
美國美容外科醫學會會員(AACS) 
美國減肥專科醫學會會員(ASBP) 
國家醫師高等考試及格 
亞洲抗老化美容醫學醫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頭頸外科醫學會理事 
現職 
景升診所院長 美容醫學中心主任醫師 
中華醫學美容交流促進協會理事 
形體美容外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生髮抗老醫學會理事 
專長 
自體脂肪隆乳 
自體脂肪臉部填充 
雷射溶脂、超音波溶脂超音波溶脂局部塑身 
名模纖腿術瘦小腿 
肥胖症〈減肥〉治療 
醫學美容、 
抗衰老治療 

陳彥州 現任 
整專醫字第 000583 號 
誠美學診所 整形外科醫師 
學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實習醫師、林口長庚外科住院醫師 
高雄長庚外科住院醫師、高雄長庚整形外科住院醫師、主治醫師 
高雄長庚手移植團隊成員 
哈佛大學麻省總醫院/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乳房整型手術進修 
巴西 Pitanguy institute 大量減重後拉皮手術進修 
哥倫比亞 Dhara clinic 抽脂手術進修 
專長 
產後體雕：隆乳、腹部整形 
抽脂雕塑：超能電漿、威塑超音波、PAL 動力抽脂 
大量減重後形體雕塑：提乳、手臂拉皮、大腿拉皮、腹部拉皮、臀部拉皮、
背部拉皮 

林孟羲 現任 
整專醫字第 000375 號 
誠美學診所院長 
雅丰麗緻診所副院長 
前菲仕美診所院長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理事 
玻尿酸注射教學種子訓練醫師 
VASER 威塑原廠認證教學醫師 
學經歷 
長庚醫學系第一屆畢業 



長庚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院美容外科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傷科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口腔癌自由皮瓣重建顯微手術醫生團隊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肝臟移植血管顯微接合醫生團隊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邵曉玲夫人治療整形外科醫生團隊 
專長 
威塑脂肪雕刻、水刀抽脂、傳統抽脂 
雙面複合式隆乳、開眼袋、縫/割雙眼皮 
內視鏡旋轉刀除狐臭、微舒淨 Miradry 
肉毒桿菌、玻尿酸、晶亮瓷、洢蓮絲等注射微整形 

王昭欽 台南維格院長 
服務院所 台南維格診所 、 自由維格診所 
專長 
一般皮膚病、青春痘、落髮、指甲疾病 
皮膚雷射光電治療、微整形治療(肉毒桿菌素、玻尿酸、微晶瓷) 
皮膚外科手術 
脂肪雕塑及自體脂肪移植 
微創絲線拉提 
疤痕修整、微創美容手術 
學經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士 
奇美醫學中心皮膚科 主治醫師 
台北市立萬芳醫學中心雷射中心 專科醫師 
台北市立萬芳醫學中心皮膚科 專科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皮膚科 專科醫師 
台灣皮膚科美容醫學學術研討會 副秘書長 
海峽兩岸皮膚醫學暨醫學美容交流學會 副秘書長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醫師 
台灣光電雷射醫學會 會員 
台灣皮膚科醫學會(TDA)會員 
美國皮膚科醫學會(AAD)國際院士 
歐洲美容外科醫學會(ECAMS)院士 
韓國美容整形醫學會(KCCS)院士 
瑞典 QMed 玻尿酸注射原廠進階訓練 
Radiesse 微晶瓷注射原廠進階訓練 
歐洲 Dysport 肉毒桿菌素施打 原廠進階訓練 
美國 Combined Skin Pathology 皮膚病理研修 

陳咸伸 學歷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經歷 
台灣微美時尚集團 執行代表 
微爵形象美學診所 執行代表 
朝仁耳鼻喉科診所 院長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暨頭頸外科臨床研究醫師 
韓國首爾心美眼鼻整形醫院研修 
中華海峽兩岸美容醫學交流協會監事 
中國整形美容協會海峽兩岸分會委員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會員代表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醫學會會員 
高雄科技大學教育推廣中心 客座講師 
鈴鐺線/魚骨線/提美拉埋線教學講師 
Juvederm 喬雅登玻尿酸原廠指定注射示範講 
Sunmax 膠原蛋白針原廠大中華地區注射講師 
VIVACY 玻尿酸原廠注射講師 
Croma 公主玻尿酸原廠注射講師 
台灣 Ellanse’洢蓮絲注射教學講師 



韓國 LG 伊婉玻尿酸原廠注射講師 
台灣晶亮瓷原廠注射教學醫師 
Allegan Botox 保妥適精準肉毒注射講師 
MERZ XEOMIN 天使肉毒注射講師 
Galderma Sculptra 舒顏萃認證醫師 
Discovery Pico 探索皮秒認證講師 
2019 中華民醫學美容春季學術研討會指導座長 
2019 & 2020 亞洲小姐競選評審 
2019 台灣百大線雕名醫 

曾偉琦 學歷 
•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 EMBA 碩士 

專長 
• 各式抽脂手術 
• 自體脂肪移植 
• 自體脂肪膠移植 
• 超能電漿縮皮手術 
• 各式隆鼻手術 
• 釘書針雙眼皮 
• 眼袋手術 
• Ulthera 音波 
• Thermage 電波 
• 各項微整形 
• 各項光療雷射 
• EMSELLA G 動椅 
• EMSCULPT 肌動減脂 

經歷&證照 
• 通過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公會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
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第二十四條第四款單次脂肪抽出量達一千五百毫升或單
次脂肪及體液總抽出量達五千毫升手術達三十例以上審查 
• 現任萊波亞美醫診所院長 
• 前高雄米蘭時尚診所院長 
• 台北榮總鼻頭頸科主治醫師 
• 中華民國鼻頭頸外科專科醫師 
• 美容醫學會外科組組長 
• 國防醫學院臨床講師 
• 亞洲顏面整型醫學會正式會員 
• 形體美容外科醫學會 TAAMS 隱痕抽脂指定示範講師 
• 形體美容外科醫學會會員 
• 中華民國顏面整形外科專科醫師 
• 台灣自體脂肪移植醫學會會員 
• 台灣麻醉醫學會特管法輕中度鎮靜課程完訓證書 
•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隱痕抽脂講師 
•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微整型臨床講師 
• 中華民國肥胖醫學會會員 
•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醫學會會員 
• 美國 Miami Breast Center 自體脂肪移植訓練 
• 美國 LIPOSONIX 原廠認證醫師 
• 美國 VASER 威塑原廠訓練認證醫師 
• 美國美容醫學醫學會 AAAM 抽脂及脂肪移植認證醫師 
• 韓國 Asan Medical Center 鼻整形進修 
• 韓國國際美容整型外科協會(WAAPS)訓練認證醫師 
• 韓國首爾 The Line Plastic Surgery Clinic 鼻整型、減脂體雕、自體脂
肪移植進修 
• 新加坡 Tan Tock Seng Hospital 顏面整型進修 
• 亞洲抗老化美容醫學醫學會抽脂體雕講師 



• Fatsol 飛塑減脂專家醫師 
• Thermage 電波拉皮原廠認證醫師  
• Ulthera 極限音波拉提原廠認證 
• Sculptra 聚左旋乳酸注射原廠訓練認證 
• Anteis 安堤斯玻尿酸注射原廠訓練認證 
• Fotona 雷射原廠訓練認證 
• 微晶瓷注射原廠訓練課程認證 
• 水微晶注射原廠訓練課程認證 
• 瑞德喜植入劑注射原廠訓練課程認證 
• 海海德密絲注射原廠訓練課程認證 
• 台灣顏面整型重建專科醫師證書 000106 號(衛福部部定次專科) 
•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會專科醫師證書 000576 號 
• 2014-2021 年連續八年受邀中華民國美容醫學學術研討會抽脂體雕演
講 
• 2018 年擔任中華民國美容醫學醫學會春季大會副執行長 
• IFAT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Adipose Therapeutics and 
Science)國際脂肪細胞醫療及科學學會會員 
• 台灣幹細胞醫學會會員 
• 2020 IFFPSS 第九屆顏面整形世界大會講師 
• Thermage FLX 第四代電波拉提原廠訓練認證醫師 
• Thermage FLX 第四代電波拉提原廠白金認證醫師 
• AestheFill 艾麗斯聚雙旋乳酸原廠認證醫師 
• 醫策會診所美容醫學品質認證訪視委員 
• 卓越機構美容醫學品質認證訪視委員 
• 第一屆台大 EMBA 南台灣校友會副醫療長 
• 第六屆台灣顏面重建整形外科醫學會理事 
• 超能電漿專業認證教育學院 種子教官 
• 第三屆世界美容醫學高峰會亞洲大會暨臺灣皮膚科美容醫學學術研討會 
AMWC Asia & TDAC 講師 

曹賜斌 曹賜斌整形外科診所 
【主治項目】 
所有美容整形治療 
【核心專長】 
隆乳、隆鼻、拉皮、抽脂 
唇顎裂及顱顏臉形改造 
微整形注射（肉毒桿菌素及玻尿酸） 
【重要經歷及職務】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前任理事長(第十二屆) 
東方美容外科醫學會(OPAPS)台灣國家代表 
全球華裔整形外科醫師協會董事 
南台灣美容醫學論壇召集人 
高雄長庚醫院整形外科首屆主任十年 
國際美容外科醫學會期刊編輯委員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創會理事 
美國梅育醫學中心、邁阿密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整形外科研究員 
南台灣整形外科醫師協會創會會長 
高雄唇顎裂暨顱顏協會創設人及榮譽理事長 
高雄長庚醫師聯誼會首兩屆理事長 
高雄市醫學美療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 
國立中山大學 EMBA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高雄市政府市政顧問 
【證 照】 
 
國際美容外科醫學會（ISAPS）正會員 
東方美容外科醫學會（OSAPS）創始會員 
亞太顱顏學會創會理事（APCA） 
美國梅育醫學中心、邁阿密大學、加拿大多倫多 



大學整形外科研究員（1985-1986 年） 
北美抽脂學會通訊會員（LSNA.95007, CO） 
美國唇顎裂暨顱顏學會會員（ACPA,13918） 
美國整形外科醫學會國際會員(ASPS.#122466,2013 年起) 
美國抗老化醫學會會員（A4M , 4114） 
臺灣美容外科醫學會創會理事及會員醫師 
臺灣整形外科醫學會理事及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外科專科醫師 

黃柏翰 黃柏翰皮膚專科│美容醫學診所 
特殊經歷與榮譽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皮膚科主任 
商業週刊推薦好醫師(2009 百大名醫專刊) 
入選世界名人錄 
皮膚科醫學會常務理事 
皮膚美容外科醫學會發起人/常務理事 
衛生福利部委託皮膚科專科醫師甄審委員 
衛生福利部委託皮膚科訓練醫院評鑑委員 
美國皮膚科醫學會海外院士 
亞洲皮膚科學院創院院士 
台灣皮膚科美容醫學學術研討會創辦人及大會主席 
學經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皮膚科主任 
兒童皮膚科 資深主治醫師 
乾癬及皮膚治療中心 創辦人 
皮膚醫學美容門診 主治醫師 
醫療品質審議委員會 委員 
醫學教育委員會 委員 
藥物審查管理委員會 委員 
衛生福利部委託皮膚科專科醫師考試甄審委員 
衛生福利部委託皮膚科訓練醫院評鑑委員 
台灣皮膚科醫學會 常務理事 
台灣皮膚科醫學會 年會、學術討論會 座長、講師 
台灣皮膚科醫學會 皮膚美容醫學專科訓練 示範教學講師 
台灣皮膚科醫學雜誌 論文審查委員 
國際皮膚醫學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rmatology)、美容皮膚醫學
(Cosmetic Dermatology)論文審查委員 
台塑生醫 聯合研發中心 顧問 
教育部部定講師 任教長庚大學 醫學系 
台灣皮膚科醫學會 脈衝光及皮膚雷射治療訓練課程結業 
中華民國臨床藥理學會 藥物不良反應南部通報中心 諮詢委員 

李佳融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經歷： 
台灣美容醫學醫學會會員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會員 
美國頭頸外科醫學會會員 
新光醫院耳鼻喉科住院醫師 
新光醫院耳鼻喉科總醫師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專科醫師 
台灣口腔癌防治協會秘書長 
輔仁大學醫學系臨床講師 
和信醫院主治醫師 
韓國首爾心美眼(Shimmian)鼻整形中心進階課程研修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研究員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主治醫師 
專長： 
醫學美容專長： 
一、美容手術： 



鼻整形：自體軟骨鼻整形、韓式鼻雕、卡麥拉隆鼻、蒜頭鼻、鷹鉤鼻、朝天
鼻、短鼻、塌鼻、歪鼻、鼻外傷重建 
耳鼻喉頭頸外科主治專長： 
1. 音聲、呼吸道及吞嚥異常 
2. 鼻骨骨折、鼻中隔彎曲及下鼻甲肥大、鼻塞、微創及內視鏡手術 
3. 打鼾及睡眠呼吸中止症 

許英哲 許英哲亞洲自體鼻整型中心 
醫師資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高雄醫學大學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高雄小港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高醫醫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碩士 
美國密西根耳科中心顳骨研習進修 
香港中文大學鼻科研究醫師 
美國芝加哥鼻整形研究醫師 
顏面重建整型外科醫學會醫師 
學會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台灣顏面整型醫學會會員 
台灣聽語學會會員 
專長 
一般耳鼻喉科學, 聽力學, 鼻竇炎,鼻過敏, 中耳炎, 
頭頸部癌症諮詢, 眩暈, 鼻整型諮詢, 氣喘 
親切專業的服務，醫學中心的醫療品質！ 
南台灣少數採全自體軟骨隆鼻、鼻整型之醫師 

顏正安 現任  佳思優整形醫美診所 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武漢大學博士班 
【進修】 
師從 Preservation 鼻整形大師 B.Cakir 
義大利貝加莫鼻整形進修 
韓國首爾拉皮解剖進修 
美國芝加哥高階鼻整形進修 
美國達拉斯鼻整形進修 
美國聖地牙哥拉皮進修 
英國鄧迪鼻整形進修 
德國雷根斯堡顏面整形進修 
韓國首爾鼻整形進修 
【經歷】 
台北市聯合醫院主治醫師 
【資格】 
台灣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學協會】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委員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醫療交流促進會鼻整形分會常務委員 
中西醫結合協會線雕分會常務委員 
非公立醫療協會鼻整形分會常務委員 

張哲銘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所耳鼻喉科主任 
學經歷：  
美國芝加哥鼻整形醫學研究  
美國賓州大學鼻竇炎醫學研究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前理事長及常務理事  
國軍花蓮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三軍總醫院耳鼻喉部住院醫師、總醫師、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臨床講師 
醫療專長：  
急慢性鼻竇炎，鼻中隔彎曲，過敏性鼻炎，慢性肥厚性鼻炎，鼻部外傷、鼻
整形美容，急慢性中耳炎，外耳炎，聽力障礙，眩暈，助聽器選配，打鼾，
音聲異常，聲帶結節息肉，耳鼻喉異物，鼻咽癌，頭頸部腫瘤癌症診治‧‧‧
等。 

陳韋至 現職 
高雄長庚耳鼻喉科 主治醫師 
高雄長庚兒童耳鼻喉科 主治醫師 
高雄鳳山醫院耳鼻喉科 主治醫師 
學歷 
長庚大學 醫學士 
經歷 
高雄長庚耳鼻喉科 總醫師 
嘉義長庚耳鼻喉科 主治醫師 
學會與認證 
台灣耳鼻喉醫學會 專科醫師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 會員 
台灣頭頸部腫瘤外科醫學會 會員 

王興良 任職診所：博愛萊佳形象美學診所 , 席睿時尚美醫整形外科診所 
學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士 
台灣顏面整形外科專科醫師 
高醫附設醫院頭頸顏面外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頭頸外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美容醫學會醫師 
形體美容外科醫學會醫師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醫師 
双美 Sunmax 膠原蛋白原廠注射教學講師 
愛惜康 Stratafix 藍鑽魚骨線原廠埋線拉提教學講師 
高德美 Galderma 舒顏萃 Sculptra 教學講師 
專長：  
膠原蛋白注射應用-黑眼圈中胚層治療玻尿酸舒顏萃｜肉毒｜皮秒雷射｜音波
拉皮｜埋線拉提｜雙眼皮｜鼻整形貴族法令紋手術 

楊怡慧 現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角膜科主任 
眼整型科助理教授 
眼整型科主治醫師 
學歷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眼科醫學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遺傳研究所 碩士 
經歷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研究員 
眼科系眼整型科研究員 
眼科系住院醫師 
學會與認證 
台灣眼整型美容重建手術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會員 
南區眼科醫師會會員 

賴慶鴻 - 揚藝美學診所 院長 
- 前高醫大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外科總醫師 
- 前高醫大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 中華民國重建整形專科醫師 
-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理事 
- 舒顏萃 Sculptra 3D 聚左旋乳酸 認證醫師 



- 藍鑽魚骨線國際講師 
- 眼綜合及重修手術 live surgery 講師 
- 第二代水動力抽脂併微粹脂講師 
醫師專長 
美容項目： 
1.雙眼皮成形手術，眼瞼下垂矯正手術，開內眼角手術，開外眼角手術，4D
眼放大手術，下眼皮回春手術 
2.全開複合結構式隆鼻 
Open-tip Multi-material Structural Rhinoplasty 
3.全內視鏡五爪前額提拉手術，迷你切口中下臉拉提手術 MACS-lift 
4.高效臉骨雕塑/韓式骨雕手術 
5.最新雙平面全內視鏡水滴型果凍隆乳 
Endoscopic-assisted Dual-plane breast augmentation (EADBA) 
6.Ultra-Z®, Body-jet®, PAL: PUB 三合一吸脂術 
7.精威自體脂肪移植手術 MAFT-gun® tecnhnique 
8.雷射光療/微整形注射 

何仁文 現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眼整型科助理教授 
眼整型科主治醫師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 
眼科系眼整型科研究員 
眼科系住院醫師 
學會與認證 
台灣眼整型美容重建手術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會員 
南區眼科醫師會會員 

廖佩洵 簡介 
高雄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主治醫師 
教育部部定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耳鼻喉科臨床講師 
學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畢業 
高雄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住院醫師、總醫師 
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頭頸腫瘤醫學會會員 
新加坡中央醫院鼻整形手術進修 
新加坡中央醫院鼻竇內視鏡及顱底手術進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