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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本會第 26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 77 次學術演講會訂於 107 年 3 月 17、18 日假國防

醫學院舉辦，敬請會員踴躍投稿。 

論文投稿期間：106 年 7 月 1 日~9 月 30 日止。 

論文投稿方式：線上投稿。 

論文投稿查詢：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OnlinePass.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60905 衛部醫字第 1061666692 號函）： 

效期：106 年 11 月 29 日至 112 年 11 月 28 日 

2-2445 唐國民、2-2461 鄭展志、2-2464 呂夏敏、2-2482 林承家、2-2491 劉廷俊、 

2-2506 戴政傑、2-2514 許主培、2-2517 魏敏雄、2-2544 彭智強、2-2547 施俊哲、 

2-2566 黃勝堅、2-2572 蘇建銘、2-2587 黃敦郁、2-2597 林明中、2-2640 江君強、 

2-2675 賴俊良、2-2681 黃紹亮，共 17 位。 

效期：106 年 1 月 5 日至 112 年 1 月 4 日 

2-3585 洪禹利，共 1 位。 

效期：107 年 1 月 7 日至 113 年 1 月 6 日 

2-3724 石文彬、2-3726 王世憲、2-3728 吳昌杰、2-3729 劉奇樺、2-3730 雷衍聲、 

2-3732 林建甫、2-3733 吳清文、2-3734 游明晉、2-3735 劉煥昀、2-3737 周振生、 

2-3740 莊雨星、2-3741 張俊仁、2-3744 萬禮傑、2-3745 鄭秀玲、2-3747 蔡俊彬、 

2-3750 林文培、2-3754 陳仁浩、2-3755 謝明儒、2-3757 陳芸 、2-3759 楊士弘、 

2-3761 孫雷銘、2-3763 黃培書、2-3765 余忠志、2-3766 陳維利、2-3767 洪博文、 

2-3769 徐智俊、2-3770 曾富詮、2-3771 康世晴、2-3773 廖鴻璋、2-3776 劉國揚、 

2-3777 李明親、2-3778 李宜勳、2-3783 林裕強、2-3786 黃國淦、2-3788 林文榮、 

2-3791 夏中慶、2-3793 陳劍龍、2-3795 龔瑞琛、2-3796 黃澤波、2-3797 陳南福、 

2-3803 溫柏樺、2-3804 梁忠雲、2-3805 游博欽、2-3806 李勝惠、2-3808 林博文、 

2-3810 邱一洲、2-3812 王煥輝、2-3813 盧建興、2-3814 徐明正、2-3817 吳佳駿、 

2-3818 江朝洋、2-3821 陳東源、2-3822 吳俊德、2-3823 張世彬、2-3825 吳勝堂、 

2-3826 陳國樑、2-3829 李詔信、2-3831 江恒杰、2-3832 謝雨民、2-3834 劉廣文、 

2-3835 許兆畬、2-3836 陳大鈞、2-3837 張靜閔、2-3840 廖正智、2-3841 廖文瑞、 

2-3845 李浩睿、2-3847 魏晧智、2-3848 許家禎、2-3849 劉興華、2-3850 張成業、 

2-3851 蔡宗哲、2-3852 江慶祥、2-3853 陳炫達、2-3856 鄭明中、2-3857 陳國鋅、 

2-3859 胡瑞源、2-3861 盧龍一、2-3862 林義泰、2-3863 黃昱璋、2-3864 郭珠發、 

2-3866 林東煜、2-3868 唐文瑞、2-3869 黃世民、2-3870 郭佳隴、2-3871 陳文利、 

2-3875 鄭修明、2-3878 洪敦智、2-3879 李建志，共 88 位。 

效期：106 年 1 月 26 日至 112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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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63 侯憲棋，共 1 位。 

效期：106 年 12 月 7 日至 112 年 12 月 6 日 

2-4704 李堃光、2-4707 林致男、2-4713 徐永峰、2-4733 賴金湖、2-4783 吳飛逸、 

2-4787 吳欣恆、2-4789 張罡戩、2-4791 莊仁賓、2-4797 林牧熹、2-4815 楊道杰、 

2-4857 方文良、2-4858 藍苑慈、2-4865 陳俊良，共 13 位。 

效期：106 年 12 月 19 日至 112 年 12 月 18 日 

2-5594 林政鋒、2-5607 池偉誌、2-5608 葉峻昇、2-5618 黃書儀、2-5619 賴家鈺、 

2-5625 顏君霖、2-5636 陳盈元、2-5644 曾冠穎、2-5645 游彥辰、2-5648 蕭君平、 

2-5663 高偉棠、2-5666 張淵閔、2-5679 林哲安、2-5699 洪健齡、2-5703 陳盈達、 

2-5716 周恒文、2-5717 林仲樵，共 17 位。 

※106 年 9 月 24 日止尚未辦理展延（換證）之會員名單如下，請會員務必在專科醫師證書

效期屆滿前(最後報署日)提出展延(積分已滿六百分且每年都有積分)或延期一年展延(積

分不足六百分者)。如未於效期屆滿前提出者（含展延或延期一年展延），無論其繼續教育

積分修滿與否，本署一概不予同意。（97 年 8 月 29 日衛署醫字第 0970204014 號函） 

◎105 年 11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0 月 20 日。 

2-2261 林振榮、2-2345 秦凌霄（計 2 位） 

◎105 年 12 月 2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1 月 26 日。 

2-1301 覃康定、2-5467 虞凱傑、2-5555 張義佳（計 3 位） 

◎106 年 1 月 4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2 月 4 日。 

2-3564 戴念國（計 1 位） 

◎106 年 1 月 2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2 月 26 日。 

2-4540 李建裕、2-4556 張博全、2-4595 陳右儒、2-4654 張嘉輝、（計 4 位） 

◎106 年 11 月 2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0 月 28 日。 

2-2457 羅宗軒、2-2501 王覲文、2-2513 莊銘泉、2-2516 盧 康、2-2523 莊昆霖、

2-2524 梁金銅、2-2529 王逸明、2-2537 彭憲文、2-2551 黃志賢、2-2552 曾國宏、

2-2579 賴慶元、2-2582 盧致誠、2-2585 吳永康、2-2599 陳興源、2-2600 柯春安、

2-2608 陳炯年、2-2612 陸希平、2-2617 吳武璋、2-2625 吳明哲、2-2633 許炯明、

2-2635 邵柏樫、2-2644 張金龍、2-2652 鄧正侖、2-2656 胡健虎、2-2657 莊義成、

2-2658 李訓宗、2-2660 王正源、2-2671 林永明、2-2672 鄺世通、2-2683 廖宜賢（計

30 位） 

◎106 年 12 月 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1 月 7 日。 

2-4703 周宗欣、2-4706 吳奕賢、2-4711 劉元凱、2-4718 王敘涵、2-4725 陳淑美、

2-4728 何天輝、2-4732 李榮順、2-4734 林正欣、2-4735 林彥志、2-4740 林金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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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42 吳亞伸、2-4744 張渭文、2-4747 許以霖、2-4753 程俊傑、2-4764 曾威達、

2-4768 張廷舟、2-4770 黃偉賢、2-4774 簡睿宏、2-4778 許 勎、2-4779 明永青、

2-4780 蔡昇翰、2-4785 杜和祥、2-4786 葉啟娟、2-4788 吳南鈞、2-4792 林毅成、

2-4793 林國華、2-4794 李協興、2-4798 游建智、2-4799 吳昭慶、2-4805 洪俊青、

2-4808 曾冠富、2-4809 賴鴻文、2-4812 謝志杰、2-4818 吳大立、2-4819 陳恆中、

2-4823 陳正義、2-4824 楊明杰、2-4827 吳文祺、2-4831 黃志平、2-4832 林劭潔、

2-4838 陳志偉、2-4844 高文彬、2-4847 徐哲文、2-4849 歐文傑、2-4851 陳德忠、

2-4852 簡冠雄、2-4855 林聿騰、2-4859 許毓昭、2-4861 呂文憲（計 49 位） 

◎106 年 12 月 1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1 月 18 日。 

2-5595 陳勁宇、2-5603 曾峰毅、2-5611 洪瑞霞、2-5617 蔡孟達、2-5621 翁世憲、

2-5626 李振豪、2-5638 劉宗瑀、2-5647 廖宣凱、2-5650 王克雲、2-5685 白彝維、

2-5686 施育彤、2-5695 黃基展、2-5705 陳建璋、2-5711 洪志強、2-5714 蘇峻民、

2-5720 張尚文（計 16 位） 

◎107 年 1 月 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6 年 12 月 6 日。 

2-3719 簡正義、2-3722 楊孟峰、2-3723 鄭光傑、2-3727 張守安、2-3731 鄭祥欽、

2-3738 馮志如、2-3739 陳 煜、2-3742 蔡有勤、2-3743 楊聯勝、2-3746 陳淑賢、

2-3749 馬秀峰、2-3751 李冠穎、2-3752 郭立人、2-3753 林明裕、2-3756 林育民、

2-3760 陳建綸、2-3762 黃維超、2-3764 李明陽、2-3768 黃俊雄、2-3774 洪碩穗、

2-3779 陳建旭、2-3781 趙善祖、2-3784 林明聖、2-3787 張毓翰、2-3789 李世光、

2-3790 侯毓昌、2-3792 李坤樺、2-3794 吳孟智、2-3799 陳俊甫、2-3801 張定國、

2-3809 張繼仁、2-3811 郭乃雄、2-3815 李國卿、2-3816 柯文清、2-3819 陳俞志、

2-3827 黃勝賢、2-3830 王玉璋、2-3833 陳宏彰、2-3838 莊啟政、2-3844 曾國峰、

2-3846 黃盈誠、2-3854 張家豪、2-3855 陳明顯、2-3858 黃啟峻、2-3860 蘇宇平、

2-3865 劉冠群、2-3874 洪國峻、2-3876 張瓊文（計 48 位）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時間： 

筆試時間：106 年 10 月 1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4 時。 

筆試地點：台北馬偕紀念醫院福音樓九樓大禮堂（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口試時間：106 年 11 月 5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 30 分。 

口試地點：台北馬偕紀念醫院門診診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重症專科醫師訓練聯甄課程，請於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台灣

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台灣麻醉醫學會網站瀏覽，並向舉辦學會

報名。 

  

http://www.seccm.org.tw/
http://www.tsoc.org.tw/
http://www.tspccm.org.tw/
http://www.tspccm.org.tw/
http://www.tsccm.org.tw/Union/uni001.asp
http://anes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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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會通知  

1. 參加者可得外科醫學會教育積分二十分，參加且演講者可得外科醫學會積分四十分。 

2. 請會員配合各舉辦醫院之規定時間簽到及填寫「學習成果回覆單」。 

3. 按照繼續教育積分認定辦法，參加者、演講者（參加且演講者請一併簽署參加者簽名單

及演講者簽名單並填寫演講題目）皆需親筆簽名不得蓋章，且不得由他人代為簽名，經

發現者註銷該時間之繼續教育積分。 

4. 本會網站刊登前 6 個月之月會題目，如需上課題目者請自行於網站上下載。 

5. 月會舉辦日期、地點或題目有異動時將刊登於學會網頁（網址：www.surgery.org.tw），

不再另行通知。 

6. 各舉辦醫院除特別註明停車優惠外，皆無提供停車場或停車優惠。 

北區 

舉辦醫院：馬偕紀念醫院/臺安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 

地    點：馬偕紀念醫院福音樓（舊大樓）九樓第一講堂 

地    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題    目： 

1. Unusual foreign body in the bladder【罕見膀胱內異物】 

臺安醫院  泌尿科  林昌民  陳欣宏  陳日昇  白彝維  闕舜仁  

2. The ways how we do miss and future perspective 

臺安醫院  神經外科  林恩源  黃文正  

3. Laparoscopic extravesical ureteral reimplantation（LEVUR):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馬偕紀念醫院  小兒外科  黃萱  王念陸  

4. Iatrogenic vascular injury 

馬偕紀念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林俊閔 

5. SEMS a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relieve left side colonic obstruction 

馬偕紀念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賴正大 

基隆區 

舉辦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7 時 15 分至 8 時 15 分 

地    點：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五樓三會議室 

地    址：基隆市麥金路 222 號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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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演講：  

【達文西胰十二指腸切除微創手術】 

台北榮民總醫院  一般外科  石宜銘 

竹苗區 

舉辦醫院：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地    點：新竹國泰綜合醫院第一分館五樓會議室 

地    址：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678 號 

座    長：萬禮傑主任 

專題演講： 

1. Targeted sequencing of actionable genes to enhance the prognostication of breast cancer 

concurrent genes signature 

輔大醫院  一般外科及乳房外科  黃其晟 

2. 勃起功能障礙之新療法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泌尿科  伍嘉偉 

中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20 分 

地    點：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醫療大樓 12 樓大禮堂 

地    址：臺中市三民路一段 199 號 

主 持 人：蔡新中主任 

特別演講： 

【高難度顯微重建醫療歷程】 

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國際醫療中心院長  陳宏基 

手術示範： 

示範手術：【腹腔鏡腹股溝疝氣修補手術】 

主刀醫師：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消化外科主任  蔡金宏 

一般講題： 

1. Reduced miniport totally extraperitoneal laparoscopic hernia repair —initial experience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消化外科  蔡金宏  許家榮 

2. From  Lipoma  to  Liposarcoma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整形外科  蔡新中  徐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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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se  Report : Cauda  Equina  Syndrome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神經外科  陳典廷  黃昶鈞 

4. 中心靜脈導管自發性移位至前縱隔腔:一病例報告【Spontaneous migration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to anterior mediastinum: a case report】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胸腔外科  葉周明 

雲嘉區 

舉辦醫院：大林慈濟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 11 時 

地    點：大林慈濟醫院大愛樓二樓第二會議室 

地    址：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 號 

座    長：外科部黃介琦主任 

講    題： 

1. Dilemma in surgical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 2 case reports and review 【急性白血

病病人之手術困境:案例報告及文獻回顧】 

大林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邱郁婷  李政鴻   

2. 重大外傷脾臟出血，血管攝影栓塞治療 

大林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林世彬 

3. 自發性腸壁出血 

大林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鄭吉夫  尹文耀 

4. 頑固肝性胸水之微創手術治療 

大林慈濟醫院  胸腔外科  黃重傑 

5. 全植入式人工血管拔除原因及處理原則 

大林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吳晉嘉 

6. Extroperitoneal Bladder Rupture  Induced by TURBT–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經尿道膀胱腫瘤刮除術引起的腹膜外膀胱破裂–個案報告與文獻回顧】 

大林慈濟醫院  泌尿科  盧誌明 

7. Subsequent free tissue transfers for salvage of ischemic diabetic foot infection in a patient 

with hemodialysis 【接續性游離皮瓣解救洗腎患者合併缺血性糖尿病足感染：病例報告】 

大林慈濟醫院  整形外科  黃介琦 

台南區 

舉辦醫院：新樓醫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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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地    點：新樓醫院六樓第一、二教室 

地    址：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 57 號 

題    目： 

1. Dementia with hip fracture  

台南新樓醫院  骨科  李長成 

2. Liver anatomical resection 

台南新樓醫院  一般外科  李兆人 

3. Highlights of 2017 ESMO in Breast Cancer 

台南新樓醫院  一般外科  張振祥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    點：高醫附院啟川大樓六樓第二講堂 

地    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題    目： 

1. 經腹腔鏡行大型肝癌切除手術：大同醫院病例報告 【Laparoscopic right hepatectomy for 

extreme lar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KMTTH experience】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外科  蘇文隆 

2. 經腹腔鏡針對頑固性肝膿瘍併橫隔膜沾黏行右肝葉切除術【Laparoscopic right 

hepatectomy for refractory liver abscess with diaphragmatic adhesion】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外科  黃建偉 

3.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extending FOLFOX chemotherapy, lengthing the interval 

between radiotherapy and surgery, and enhancing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rates in 

rectal cancer patients following preoperative chemoradiotherapy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蘇偉智 

4. 真空輔助乳房切片 【Vacuum-assisted breast biopsy】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外科  高理鈞 

5. Therapeutic hypothermia in poor grade SAH-far beyond life saving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龔瑞琛 

6. 伏地挺身後導致橫膈疝氣併胃壞死與左側膿胸-病例報告 【Diaphragmatic hernia with 

gastric necrosis and left pyothorax after push-up: a cas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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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胸腔外科  張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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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行跡采風  

 

 

      第二十一屆理事長 李伯皇教授 

名醫親子養生術／李伯皇 一天走萬步 

轉摘自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39/346507  

國內肝臟移植權威台大外科教授李伯皇，今年已經 63 歲了，每天在台大

醫院看診、動手術，一周還有三天時間借調到高雄義大醫院幫忙。人稱「李伯」

的李伯皇很謙虛地說，他幾乎一星期工作七天，鮮少休息，根本「談不上養生」。  

曾任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器官移植研究員的李伯皇，專長肝膽外科、器官

移植、一般外科，可說是國內換肝權威，也是肝癌手術的佼佼者。不少肝癌患

者慕名而來，指名要看他的診，就算等再久都沒關係。  

小時幫忙家務，身體打下好基楚  

雖沒有刻意保養身體，但李伯皇很自豪的說：「我身體真的很好」，這要

歸功於父母的遺傳，以及早年的生活條件不佳。  

李伯皇表示，他老家在雲林虎尾鄉下，家中務農，種稻子、花生與薄荷。

在他小時候家裡幾個孩子上課之餘，都必須下田幫忙插秧除草。他回憶說，除

草的工作特別辛苦，腳踩在田裡又濕又冷，非常難受，冬天來臨更是寒風刺骨。

但為了幫忙家計，他總咬著牙做完，養成他長期勞動的習慣，也打下身體健康

的好根基。  

當上外科醫師後，經常沒日沒夜的開刀，一台刀一開就要站上十幾個小時，

若沒有常勞動，讓身體保持最佳狀態，李伯皇說，「一定撐不久」。開始當醫

生以後，雖然不用再下田，但仍保持爬山、打高爾夫球的習慣，直到後來越來

越忙，根本沒有假日，更別說想做戶外活動，只好盡可能「走路」。  

愛走路  台大醫院「走」透透  

台大醫院非常大，樓層與診間之間錯綜複雜，許多研究室彎來彎去，上上

下下，李伯皇說「這樣最好，就當作運動」。因此他平時在醫院幾乎不搭電梯，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39/34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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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可能用走的；平時外出也很少坐車，若是走路可以到的地方，又不趕時間，

他會盡可能「走過去」。他舉例有時與朋友約在中山北路上的飯店用餐，他會

直接從台大醫院走去。過去外科醫學會在南京東路上，他就常從南京東路走回

位於國父紀念館附近的家。  

吃早齋  頭腦清晰腸胃清爽  

李伯皇笑說，他的動作很快、很靈活，一天至少走一萬步，走著走著，讓

心肺功能更健全，體力更好，開刀也更得心應手。  

當了一輩子的外科醫師，吃飯時間總不正常。李伯皇說，他不挑食，但受

母親影響，多年來都吃早齋，數十年如一日。他認為，吃早齋好處多多，頭腦

會比較清晰，腸胃也覺得很清爽。  

愛吃魚、蔬果  少碰肉戒宵夜  

至於平時飲食，蔬果吃得多，肉吃得少，但他愛吃魚，過去健康檢查都是

一百分，很少生病。但去年借調到高雄義大醫院後，義大醫院堅持為他做一次

詳盡、完整的健康檢查，他才發現自己的血壓偏高，從而開始「戒宵夜」。  

他說，過去會吃宵夜，是因為開刀常常耽誤吃飯時間，因此一天忙罷，就

想吃點東西；而且份量要很多，才吃得「滿足」。但現在完全禁絕宵夜，不僅

體重下降，血壓也趨於正常。  

李伯皇是國內最頂尖的外科醫師之一，不只醫術精湛，對病人更是充滿愛

心。李伯皇說，他從不認為「自己最棒」，只是盡外科醫師的本分，發揮所長

醫病、治病而已。他說，自己永遠保持樂觀，正向看待所有的事情，「盡其在

我」的觀念，讓他永遠對工作保持熱情，永遠精神奕奕。  

【2010/04/11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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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訊息  

◎21ST ASIAN CONGRESS OF SURGERY —22-23 November 2017  

◎華藝線上圖書館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Elsevier 全球醫藥新知 

◎Facebook:無國界醫生（台灣）/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Taiwan)  

◎衛生福利部全球資訊網站>衛生法令查詢系統查詢。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http://www.asiansurgassoc.org/14.htm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s://www.nlm.nih.gov/
http://www.globalmednews.tw/index.php
https://zh-tw.facebook.com/msf.taiwan
http://mohwlaw.mohw.gov.tw/
http://www.cde.org.tw/knowledge/
http://www.thrf.org.tw/news/categor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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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求職  

本欄免費為會員及醫院服務，僅刊登一期，如需續刊，請事先告知。 

電子信箱：surg.assoc@msa.hinet.net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誠徵 

（1）主任級醫師（需求條件：具部定教職或已有論文可升等者尤佳） 

胸腔外科(具微創手術經驗者)、整形外科、一般外科(具器官移植手術醫師資格或乳

癌手術、肝胰臟手術專長)、神經外科、婦產部、泌尿科(具腎臟移植手術資格者尤

佳)。 

（2）主治醫師： 

一般外科、胸腔外科(具微創手術經驗者)、整形外科、神經外科、婦產部、泌尿科、

專責一般醫療醫師。 

（3）外科住院醫師 

本院特色： 

1.光田醫療體系-弘光科技大學提供取得教職機會(已有論文發表者優先兼課)及研究計

劃。 

2.有提供眷舍及單身住宿。 

3.論文發表及口頭報告頒發獎金（最高 150000 元/篇）。 

4.每年提供高額研究經費補助院內專題研究計劃及產學研究計劃之申請。 

5.其他福利可上本院網站查詢  http://www.ktgh.com.tw。 

應徵方式：有意者請將履歷郵寄或 mail 至本院 

聯絡方式：04-26621100 (劉小姐) 

地    址：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人力資源組) 

電子信箱：hrm@ktgh.com.tw 

怡仁綜合醫院 

300 床地區教學醫院評鑑優等 

高薪禮聘 

一般外科、乳房外科、胸腔外科、神經外科、整形外科專科醫師 

意者請洽：03-4855566 分機 6150 

電子郵件：HR@yeezen.com.tw 

醫院網址：http://www.yeezen.com.tw 

院    址：桃園市楊梅區楊新北路 321 巷 30 號(楊梅交流道下 1.5 公里)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主治醫師：一般外科 

待遇：每月薪資(含奬勵金)30 萬元起(公職或約用醫師皆可洽談) 

資格條件： 

一、大學以上醫學相關科系畢業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http://www.ktgh.com.tw/
mailto:hrm@ktgh.com.tw
http://www.yeez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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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醫師證書及專科醫師證書。另具有一般外科及乳房外科專長尤佳。 

工作地址：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台南市新營區信義街 73 號)  

聯絡方式 

一、意者請檢附:履歷表及學經歷相關證照證明影本(必備)。 

二、聯絡電話住址(白天聯絡電話、手機)。 

三、請掛號逕寄(台南市新營區信義街 73 號人事室楊小姐收)，信封請註明「應徵醫師」。 

四、聯絡方式：06-6351131-2205 楊小姐 

五、電子信箱：yung@syh.mohw.gov.tw 

壢新醫院誠徵醫師 

主治醫師：整形外科、乳房外科、微創手術團隊(神經外科、一般外科、骨科、泌尿外科)、

急診醫學科(歡迎外科專科醫師應聘) 

本院榮耀：區域教學醫院，新制醫院評鑑優等  

應徵方式：有意者請至壢新醫院網站填寫履歷 

網址：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 

聯絡方式：0929-909595 蔡小姐 

地 址：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醫政處) 

電子信箱：1100@landseed.com.tw 

苗栗大千綜合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醫師、泌尿外科醫師(專、兼任皆可) 

現況簡介: 

大千綜合醫院目前總床數 1200 床，提供門、急、住診及精神醫療與長期照顧。現有 100

位專任各科主治醫師，三位一般外科專任醫師及二位泌尿外科專任醫師。 

區域特色: 

交通便利，高、台鐵皆可到達，遠到者並提供宿舍。 

工作氣氛融洽，歡迎具臨床服務熱忱者加入我們的行列 

應徵方式: 

意者請洽:蔡副院長 0966-711056 

E-mail: L207@dachien.com.tw 

醫院網址: http://www.dachien.com.tw/pcindex.php 

 

mailto:yung@syh.mohw.gov.tw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
mailto:1100@landseed.com.tw
http://www.dachien.com.tw/pc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