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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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投稿已於 9 月 30 日截止，投稿結果請至本會網站

查詢（會員服務/年會專區）。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筆試合格名單： 

1060002 蔡煥文、1060003 李政翰、1060004 洪巨軒、1060005 吳俞鋒、 

1060006 李勁樵、1060008 陳彥成、1060009 顧元豪、1060010 何寬助、 

1060011 謝福謙、1060012 石柏威、1060014 曾彥雅、1060015 張玉樺、 

1060016 何孟穎、1060017 郭懿萱、1060019 莫麗雯、1060020 陳世穎、 

1060021 賴俊圻、1060022 蕭惟中、1060023 洪維亨、1060025 顏羽彤、 

1060027 廖偉捷、1060028 謝政昇、1060029 陳效衡、1060030 王冠智、 

1060031 張智皓、1060032 張文榮、1060033 吳鑫鴻、1060034 蘇炳睿、 

1060035 羅友琪、1060037 朱劭昂、1060038 李宗勳、1060039 江奕翰、 

1060041 張道安、1060042 施孟宏、1060043 林健源、1060044 蕭睿琥、 

1060045 顏元豪、1060046 林冠榮、1060047 馮品超、1060048 詹津祐、 

1060049 許恆睿、1060050 洪肇謙、1060051 黃懿範、1060052 楊欣瑜、 

1060053 郭加敏、1060054 林才揚、1060057 李昀儒、1060058 林均翰、 

1060059 吳俊毅、1060060 張哲嘉、1060061 李涵彥、1060062 文宏裕、 

1060063 鄭景中、1060064 張良實、1060065 王誠緯、1060066 蔡雪厂、 

1060067 劉惠瑛、1060068 鄧文鈞、1060069 陳經國、1060070 張昂傑、 

1060071 林志德、1060072 范揚欣、1060073 陳俊宇、1060074 吳欣岱、 

1060075 鄭有森、1060076 李哲雄、1060077 林家誠、1060078 張雍泓、 

1060080 朱炳騰、1060081 朱冠榮、1060083 唐健綸、1060085 呂謹亨、 

1060086 王上柏、1060087 楊宗熹、1060088 劉映君、1060090 陳怡君、 

1060091 林志衛、1060092 黃靖崴、1060093 簡佑全、1060094 朱懿柏、 

1060095 賴谷順、1060096 黃  萱、1060098 蔡秉浩、1060099 李京錞、 

1060100 廖亭凱、1060101 梁雅碩、1060102 黃鈞瑋、1060103 吳宣翰、 

1060104 王冠穎、1060105 邱宇任、1060106 洪琬婷、1060107 鄭詠升、 

1060108 劉真如、1060109 徐邦瀚、1060110 林建德、1060111 蔡秉叡、 

1060112 許家源、1060113 呂明暐、1060114 余育明、1060115 李昱恆、 

1060116 李育賢、1060117 李易儒、1060119 廖力穎、1060120 賴東懋、 

1060121 羅敏誠、1060122 孫麒洹、1060126 林冠勳、1060127 蘇暉淵、 

1060128 許孜榮、1060129 林秉緯、1060130 黃裕閔、1060131 盧致穎、 

1060132 林佳蓉、1060133 陳  耕、1060135 鄭哲智、1060136 張欽富、 

1060137 黃冠霖、1060138 郭萌享、1060140 林冠宏、1060141 林奧棋、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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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42 潘冠勳、1060143 賴健民、1060144 胡家瑜、1060145 陳慶恩、 

1060146 丁慧恭、1060147 陳俊宇，共 126 位。 

※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口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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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61005 衛部醫字第 1061667338 號函）： 

◎效期：105 年 11 月 21 日至 111 年 11 月 20 日 

2-2219 蔡永芳，共 1 位。 

◎效期：106 年 11 月 29 日至 112 年 11 月 28 日 

2-2449 戴宗毅、2-2459 瞿裕昌、2-2463 胡東和、2-2469 陳欣宏、2-2497 陳賢德、 

2-2569 張酉聯、2-2591 王正仁、2-2606 葉佐誠、2-2632 杜隆成、2-2649 林合興、 

2-2665 李景胤、2-2677 魏國樑、2-2680 章建民、2-2682 李炫昇，共 14 位。 

◎效期：106 年 1 月 5 日至 112 年 1 月 4 日 

2-3546  邱斌，共 1 位。 

◎效期：107 年 1 月 7 日至 113 年 1 月 6 日 

2-3720 張賀鳴、2-3725 王定宇、2-3736 甘宗本、2-3748 江偉明、2-3758 馮啟彥、 

2-3772 王炯珵、2-3775  王偉、2-3780 楊長千、2-3785 林俊宏、2-3802 賈維焯、 

2-3807 黃鐙樂、2-3824 吳靖方、2-3827 黃勝賢、2-3843 喻興甯、2-3858 黃啟峻、 

2-3867 許桓銘、2-3877 陳俊名，共 17 位。 

◎效期：106 年 1 月 26 日至 112 年 1 月 25 日 

2-4593 陳秋銘、2-4632 謝鏡泓、2-4672 蔡維平，共 3 位。 

◎效期：106 年 12 月 7 日至 112 年 12 月 6 日 

2-4712 陳信翰、2-4716 賴煌仁、2-4719 張碩學、2-4723 楊穎勤、2-4724 蔡青穎、

2-4731 許如麗、2-4746 洪偉禎、2-4802 黃士賓、2-4804 張智豪、2-4821 塗昭江、

2-4829 盧建志、2-4843 李憲斌、2-4848 劉鎮旗、2-4867 沈培弘，共 14 位。 

◎效期：106 年 12 月 19 日至 112 年 12 月 18 日 

2-5604 洪祥益、2-5629 張智輝、2-5634 歐建佑、2-5639 陳梅君、2-5654 楊翔宇、

2-5667 梁高議、2-5668 張騏竹、2-5669 王國鐘、2-5676 李英瑜、2-5690 黃立華、

2-5705 陳建璋、2-5731 陳昱豪，共 12 位。 

※106 年 10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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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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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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3 莊銘泉、2-2516  盧康 、2-2537 彭憲文、2-2551 黃志賢、2-2552 曾國宏、

2-2585 吳永康、2-2600 柯春安、2-2608 陳炯年、2-2625 吳明哲、2-2635 邵柏樫、

2-2644 張金龍、2-2652 鄧正侖、2-2656 胡健虎、2-2660 王正源、2-2671 林永明、

2-2672 鄺世通、2-2683 廖宜賢（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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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25 陳淑美、2-4732 李榮順、2-4735 林彥志、2-4740 林金瑤、

2-4744 張渭文、2-4753 程俊傑、2-4764 曾威達、2-4770 黃偉賢、2-4778 許 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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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5 洪俊青、2-4808 曾冠富、2-4809 賴鴻文、

2-4818 吳大立、2-4823 陳正義、2-4831 黃志平、2-4847 徐哲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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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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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11 洪瑞霞、2-5621 翁世憲、2-5626 李振豪、2-5638 劉宗瑀、

2-5647 廖宣凱、2-5686 施育彤、2-5695 黃基展、2-5714 蘇峻民、2-5720 張尚文（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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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31 鄭祥欽、2-3738 馮志如、2-3739 陳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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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62 黃維超、2-3768 黃俊雄、2-3774 洪碩穗、2-3779 陳建旭、

2-3781 趙善祖、2-3787 張毓翰、2-3789 李世光、2-3790 侯毓昌、2-3799 陳俊甫、

2-3801 張定國、2-3809 張繼仁、2-3816 柯文清、2-3819 陳俞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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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60 蘇宇平、2-3865 劉冠群、2-3874 洪國峻（計 3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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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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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地    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檢驗大樓六樓大禮堂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0 號 

主 持 人：丁金聰部主任 

題    目： 

1. Tibia tuberosity avulsion fractures - cases report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骨科  張訊  陳昱彰  趙顗絢  林家麟  陳宏明  李光申 

2.Hand-assisted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seminal vesicle leiomyosarcoma -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泌尿科  李淑文  薛又仁  黃建榮  賴昱維  蕭毅君  邱文祥 

3. Laparoscopic hepatectomy - cases report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消化外科  陳柏均  陳建成  許文章  蔡孟叡  丁金聰 

4. Endoscopic Thyroidectomy in Taipei City Hospital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一般外科  王聖麟  黃晞育  李乃信  楊明叡  黃實宏 

5. Decision making in Neurocritical care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神經外科  張麟  曾仁河  林文雄  劉安正  蕭勝煌 

桃園區 

舉辦醫院：壢新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至 5 時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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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壢新醫院門診大樓十二樓國際會議廳 

地    址：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主 持 人：吳政哲部長 

特別演講：  

【外科PGY教學與倫理相關議題】 

三軍總醫院  創傷醫學科  許聖德 

病例討論： 

1.泌尿科議題 

壢新醫院  泌尿科  黃世傑 

2.骨科議題 

壢新醫院  骨科  施秉鋈 

3.核子醫學議題 

壢新醫院  核子醫學科  張賴昇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30 分 

地    點：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門診大樓七樓第二會議室 

地    址：基隆市信二路 268 號 

主 持 人：林慶豐院長 

專題演講：  

【感染性心內膜炎的醫療新知】 

台大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虞希禹 

Case report 

肋骨骨折合併延遲性脾臟破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心臟外科  張修 

綜合討論 

竹苗區 

舉辦醫院：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信義院區）外科 

時    間：10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    點：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信義院區 16 樓大會議室 

地    址：苗栗縣頭份鎮信義路 128 號 

主 持 人：劉達仁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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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題： 

1. Recent treatment trends of urinary stones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外科部  泌尿科  李之微 

2. Self- inflicted stab wound resulting to superior mesenteric vein injury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外科部  一般外科  張宏名 

3. Complication of vertebroplasty, an overlook issue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外科部  神經外科  王超然 

中區 

舉辦醫院：清泉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至 5 時 

地    點：清泉醫院九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臺中市大雅區雅潭路四段 80 號 

專題演講： 

1.【頸椎疾患是否宜手術治療之探討】 

光田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陳子勇 

2. Advance wound management : clinical experience in Ching Chyuan Hospital 

清泉醫院  一般外科  王振生  羅永達  蘇思聰 

雲嘉區 

舉辦醫院：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地    點：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四樓國際會議廳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 345 號 

講    題： 

1. Using Intraoperative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in Cervical Intramedullary 

Surgeries.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神經外科  田智豪  

2. How to replant multiple amputed fingers in local center.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整形外科   陳思翰 

3. Sigmoid colon perforation with abscess formation induced by ingested fish bone: a case 

report.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一般外科  劉俊雄  詹仁豪  張純萍 

4. Carney Complex and Multiple Cardiac Myxoma and Brain Infarctions.【卡尼綜合症與多



 9 

發性心臟黏液瘤及腦塞】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心臟血管外科  陳迪詠 

台南區 

舉辦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外科 

時    間：10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10 分 

地    點：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第三講堂 

地    址：臺南市勝利路 138 號 

題    目： 

1. Single port subsegmentectomy – experience of single institution【單孔胸腔鏡亞肺節切除

術-單一醫學中心經驗分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胸腔外科  張超群  曾堯麟 

2. Comparison of uniportal and multiportal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vats) complicated 

segmentectomy: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單孔與多孔胸腔鏡複雜肺節切除手

術的比較：傾向分數配對分析】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胸腔外科  陳盈元  黃維立  顏亦廷  賴吾為  曾堯麟 

3. Three techniques to manipulate pleural adhesion in single-port VATS anatomic resection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胸腔外科  黃維立  陳盈元  曾堯麟 

高屏區 

舉辦醫院：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B 棟十樓大禮堂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162 號 

主 持 人：趙東波外科部主任 

題    目： 

1. 3D laparoscopic for colorectal cancer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蔡達基 

2. Cytoreduction surgery and HIPEC for peritoneal metastasis from colorectal cance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溫熱中心  洪國禎 

3. Cancer of rectum s/p LAR with anastomosis bleeding — a case report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陳效衡  趙東波 

花蓮區 

舉辦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外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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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 

地    點：國軍花蓮總醫院行政大樓專業教室 

地    址：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 163 號 

題    目： 

1. Gamma nail for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國軍花蓮總醫院  骨科  林昭智 

2. Neck pain, back pain and sciatica etiology and treatment 

國軍花蓮總醫院  神經外科  曾冠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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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行跡采風  

 

 

      第二十二屆理事長 邱文達教授 

 

邱文達 

出任 AHMC 執行長 為華人提供全面醫療服務 

(記者黃軼男專訪) 

轉摘自 http://www.chinesedaily.com/info_People.asp?idno=274 

選擇一生奉獻醫療事業的前中華民國衛福部長邱文達（Dr. Wen Ta Chiu），落腳來到

洛杉磯，擔任仁愛醫療集團（AHMC ）執行長及總顧問職務，以過去豐富的臨床治療、醫

療行政經驗，在南加州展開新的事業里程。 

邱文達曾任台北醫學大學校長、雙和醫院院長、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部長，並曾獲業

內多項傑出醫療奉獻獎，致力於醫療方面的創新改革，促進醫療國際化和國家間的資源互

補，以期為全世界華人提供更便利全面的醫療服務。 

邱文達一直認為醫學無國界，無論是在台灣還是美國，都持續關注各地華人醫療機構

的管理發展，台灣著名醫療機構典範萬方醫院、雙和醫院均經他一手推動，如今已成為台

灣其他醫院乃至中國大陸醫療機構競相學習的管理模式。 

選擇來到美國並受聘於 AHMC，邱文達認為他們有為全世界華人服務的目標，也同自

己的醫療理想一致，他們的團隊不僅將位於大洛杉磯地區多家下屬醫院的經營虧損局面扭

轉，還從細節處提升醫療服務，如減少病人在急診室等待看診的時間等。 

同時 AHMC 外派的醫療團隊也在世界其他地區華人有難時送去援助，迄今已走訪並

幫助過 12 個國家或地區，如尼泊爾、菲律賓、中國四川等。 

2014 年請辭衛福部部長之後，邱文達認為，既然選擇一生奉獻給公共醫療事業，不論

在甚麼位置，「只要想為民眾服務，總能做得到」。 

http://www.chinesedaily.com/info_People.asp?idno=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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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衛福部長三年八個月期間，邱部長非常專注於台灣社會福利建設，即使後來因食

品危機請辭，但他著手推動的「長照服務法」後來在台灣通過，同時二代健保財務也日趨

穩定，他認為只要是為民謀利的實事，與自己是否在任已無關聯。 

在長達三十餘年的神經外科醫生生涯中，他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倡議並且最終在台灣

通過了機車戴安全帽立法。由於給太多機車事故傷者做過開腦手術，死者不計其數，他收

集了幾萬個病例，呼籲將戴安全帽寫入法律，並堅持不懈地說服台灣反對此立法的人，最

終於 1997 年獲得通過，也因此將每年因機車事故死亡人數從七千餘人降到了三千餘人。 

該成就也讓他獲得了台灣第十七屆「厚生醫療奉獻獎」，以及美國公共衛生協會頒發

的「大衛瑞爾公共衛生倡議獎」（David P. Rall Award for Advocacy in Public Health），

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非美籍公共衛生醫療人士。 

邱文達說，「一次手術只能救一個人，但一個政策可以救幾千幾萬人」，他由此意識

到國家政策對普通民眾生命影響的重要性，發現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醫人不如醫國」。 

後來他在台北醫學大學做校長期間，創立了全亞洲第一個傷害防治研究所，從醫學角

度研究可以為民謀利的政策，後來又相繼創立了醫務管理研究所、公共衛生研究所，直至

後來任衛福部長期間，都持續關注改善醫療政策。 

邱文達出身醫生世家，家人均為醫生和藥劑師，身為基督徒的母親也給他很大影響，

讓他在美國匹茲堡讀書的時候，決定受洗並信仰基督教，他認為醫生的職業準則就是重視

每一個病人的生命。 

2011 年時，他曾經代表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大會上爭取台灣加入世界衛生

組織，他表示，目前台灣已經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觀察員，可以與其他會員國有平等而日

漸深入的交流，台灣向組織提出的建議報告也同樣受到重視，但是成為正式的會員還要繼

續努力，他說，畢竟疾病的治療與預防是沒有國界的。 

去年世界衛生大會舉辦期間，他曾代表台灣與多個國家的衛生代表進行雙邊會談，包

括中國大陸的衛生代表，在交換意見的同時，也曾互相進行訪問，參觀醫療機構並互相學

習。 

從醫學工作者的角度，邱文達堅信無論種族、身份、政治理念，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因此他在經歷過醫學界、教育界、政治界等多個身份變化之後，仍然專注於為民眾謀福利

的目標，致力於美國華人醫療機構與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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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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外科、一般外科(具器官移植手術醫師資格或乳

癌手術、肝胰臟手術專長尤佳)  

（2）主治醫師： 

一般外科、乳房外科、胸腔外科(具微創手術經驗者)、重症醫學科、病房專責醫師、

加護病房專責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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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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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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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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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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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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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新竹分院外科部誠徵 

院聘主治醫師：神經外科 3 名、整形外科 2 名 

甄選資格： 

◎一般資格 

1.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或具外國國籍之雙重國籍者或僅具外國國籍者亦可。 

2.國內公私立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醫學系畢業。 

3.具國內醫師證書。 

4.具外科專科醫師證書或相關次專證書。 

◎特殊資格或經歷 

1.具相關科別之次專專科證書或已完成相關次專專科醫師訓練。 

2.具器官移植訓練證明尤佳。 

3.具重症加護相關證照尤佳。 

報名日期： 

◎神經外科：自民國 106 年 9 月 21 日起至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整形外科：自民國 106 年 10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報名方式： 

E-mail報名(surgery@hch.gov.tw)或郵寄(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442 巷 25 號外科部盧小姐收) 

報名地點：台大新竹分院 外科部 

聯絡電話：(03)5326151 轉(科部分機 8394) 

面試日期：科部另訂 

面試地點：台大新竹分院外科部新樓六樓外科討論室 

高雄整形外科診所招募負責醫師 

一、應徵資格：國內外各醫學系畢業生（完成畢業後一班醫學訓練更佳） 

二、開刀房外科診所負責醫師面試 

1.報名方式:請有意願報名自備履歷表後，寄至：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２段６０號１１樓之１丁醫師收  

2.面試地點、日期: 

(1)面試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 2 段 60 號 11 樓之 1 

(2)面試日期:後續安排通知面試日期 

3.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丁醫師 0910-559-555 

※如未獲取錄取者，本科將於收到個人履歷、自傳等資料之日起６０日後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