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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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會員踴躍參加。 

※經本會 106 年 10 月 21 日第 25 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自 107 年起，會員年會報到費

調為新台幣 1500 元，永久會員（會員編號 1-0001~1-0552）滿 70 歲以上者為新台幣 500

元。 

※持本會寄出之繳款單至指定便利商店（7-11、OK、全家、萊爾富）及中國信託臨櫃繳「107

年外科聯合學術演講會」報到費者，必需於會場辦理報到。未辦理報到者無法取得該次活

動之教育積分 60 分（依衛福部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也不給予退費。預繳者名單可

於本會網站/會員服務/最新消息或年會詢息查詢。 

※本會唯有普通會員（2-0001~2-6606）年滿 70 歲以上並無欠繳常年會費者，可申請為名譽

會員。申請期間為 1 月 1 日~7 月 31 日止。提出申請者經理監事會通過後隔年起免繳常年

會費、無選舉及被選舉權。但仍需參加學術教育活動（本會月會、年會），以免外科專科

醫師證書失效。 

※106 年 10 月 21 日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06 年申請名譽會員者名單，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010 王則南、2-0067 楊德興、2-0195 張俊明、2-0321 吳純堅、2-0332 陳增華、 

2-0347 曾滄洋、2-0433 楊孟宗、2-0441 蔡篤學、2-0619 謝明宗、2-0622 李世俊、 

2-0649 林燦生、2-0650 羅吉雄、2-0659 王嘉修、2-0682 宋制憲、2-0690 巫世雄、 

2-0710 林幸道、2-0713 雷永耀、2-0717 陳昱瑞、2-0721 江啟生、2-0743 傅宗弼、 

2-0770 王克紹、2-0776 柯成國、2-0777 翁昭仁、2-0788 白幸雄、2-0790 蔡明世、 

2-0791 陳朝中、2-0805 江泰平、2-0816 王秉鐸、2-0850 方昌仁、2-0918 魏顯江、 

2-0927 葉榮華、2-0946 賴裕祥、2-0958 莊垂基、2-1513 蘇文堅、2-1666 謝貳上、 

2-1669 謝家明、2-1866 謝煥益、2-2017 江耀宗，共 38 位。 

※106年度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合格名單，共127人。（1061212衛部醫字第 1061668984號函）： 

會員編號 姓名 外專證書字號 會員編號 姓名 外專證書字號 

2-6603 丁慧恭 7311 2-6530 文宏裕 7230 

2-6551 王上柏 7253 2-6503 王冠智 7200 

2-6567 王冠穎 7271 2-6533 王誠緯 7233 

2-6489 石柏威 7185 2-6508 朱劭昂 7206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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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外專證書字號 會員編號 姓名 外專證書字號 

2-6548 朱冠榮 7250 2-6547 朱炳騰 7249 

2-6558 朱懿柏 7261 2-6510 江奕翰 7208 

2-6492 何孟穎 7188 2-6487 何寬助 7182 

2-6577 余育明 7282 2-6605 吳宗澤 7313 

2-6542 吳欣岱 7243 2-6527 吳俊毅 7227 

2-6483 吳俞鋒 7178 2-6566 吳宣翰 7270 

2-6506 吳鑫鴻 7203 2-6576 呂明暐 7281 

2-6550 呂謹亨 7252 2-6579 李育賢 7285 

2-6562 李京錞 7266 2-6509 李宗勳 7207 

2-6525 李昀儒 7225 2-6580 李易儒 7286 

2-6484 李勁樵 7179 2-6481 李政翰 7176 

2-6578 李昱恆 7283 2-6544 李哲雄 7246 

2-6529 李涵彥 7229 2-6524 林才揚 7223 

2-6526 林均翰 7226 2-6539 林志德 7240 

2-6555 林志衛 7258 2-6591 林佳蓉 7298 

2-6588 林秉緯 7295 2-6597 林冠宏 7305 

2-6516 林冠榮 7215 2-6585 林冠勳 7291 

2-6573 林建德 7278 2-6545 林家誠 7247 

2-6513 林健源 7211 2-6598 林奧棋 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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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外專證書字號 會員編號 姓名 外專證書字號 

2-6568 邱宇任 7272 2-6606 侯濱元 7315 

2-6512 施孟宏 7210 2-6482 洪巨軒 7177 

2-6569 洪琬婷 7273 2-6498 洪維亨 7195 

2-6520 洪肇謙 7219 2-6601 胡家瑜 7309 

2-6540 范揚欣 7241 2-6549 唐健綸 7251 

2-6584 孫麒洹 7290 2-6572 徐邦瀚 7277 

2-6505 張文榮 7202 2-6491 張玉樺 7187 

2-6532 張良實 7232 2-6538 張昂傑 7239 

2-6528 張哲嘉 7228 2-6504 張智皓 7201 

2-6594 張欽富 7301 2-6511 張道安 7209 

2-6546 張雍泓 7248 2-6564 梁雅碩 7268 

2-6494 莫麗雯 7190 2-6587 許孜榮 7293 

2-6519 許恆睿 7218 2-6575 許家源 7280 

2-6523 郭加敏 7222 2-6596 郭萌享 7303 

2-6493 郭懿萱 7189 2-6554 陳怡君 7257 

2-6495 陳世穎 7191 2-6604 陳俊宇 7312 

2-6541 陳俊宇 7242 2-6502 陳效衡 7199 

2-6485 陳彥成 7180 2-6592 陳耕 7299 

2-6537 陳經國 7238 2-6602 陳慶恩 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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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外專證書字號 會員編號 姓名 外專證書字號 

2-6490 曾彥雅 7186 2-6517 馮品超 7216 

2-6565 黃鈞瑋 7269 2-6595 黃冠霖 7302 

2-6560 黃萱 7263 2-6589 黃裕閔 7296 

2-6556 黃靖崴 7259 2-6521 黃懿範 7220 

2-6552 楊宗熹 7255 2-6522 楊欣瑜 7221 

2-6518 詹津祐 7217 2-6581 廖力穎 7287 

2-6563 廖亭凱 7267 2-6500 廖偉捷 7197 

2-6553 劉映君 7256 2-6571 劉真如 7276 

2-6535 劉惠瑛 7236 2-6599 潘冠勳 7307 

2-6561 蔡秉浩 7265 2-6574 蔡秉叡 7279 

2-6534 蔡雪厂 7235 2-6480 蔡煥文 7175 

2-6536 鄧文鈞 7237 2-6543 鄭有森 7245 

2-6593 鄭哲智 7300 2-6531 鄭景中 7231 

2-6570 鄭詠升 7275 2-6590 盧致穎 7297 

2-6497 蕭惟中 7193 2-6514 蕭睿琥 7212 

2-6559 賴谷順 7262 2-6582 賴東懋 7288 

2-6496 賴俊圻 7192 2-6600 賴健民 7308 

2-6501 謝政昇 7198 2-6488 謝福謙 7183 

2-6557 簡佑全 7260 2-6515 顏元豪 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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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姓名 外專證書字號 會員編號 姓名 外專證書字號 

2-6499 顏羽彤 7196 2-6583 羅敏誠 7289 

2-6507 蘇炳睿 7205 2-6586 蘇暉淵 7292 

2-6486 顧元豪 7181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61219 衛部醫字第 1061669341 號函） 

◎效期：106 年 12 月 7 日至 112 年 12 月 6 日 

2-4847 徐哲文，共 1 人。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61219 衛部醫字第 1061669335 號函） 

◎效期：106 年 12 月 7 日至 112 年 12 月 6 日。 

2-4808 曾冠富，共 1 人。 

◎效期：105 年 12 月 27 日至 111 年 12 月 6 日。 

2-5555 張義佳，共 1 人。 

※106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61227 衛部醫字第 1061669607 號函） 

◎效期：106 年 12 月 19 日至 112 年 12 月 18 日。 

2-5686 施育彤，共 1 人。 

※107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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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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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56 張博全、2-4654 張嘉輝（計 2 位） 

◎106 年 11 月 2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0 月 28 日。 

2-2439 林起宏、2-2488 范思善、2-2501 王覲文、2-2516 盧 康 2-2526 蔡政達、 

2-2635 邵柏樫、2-2655 趙榮勤、2-2663 李漢章、2-2672 鄺世通、2-2691 郭文華（計 10

位） 

◎106 年 12 月 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7 日。 

2-4711 劉元凱、2-4778 2-4847 徐哲文（計 3 位） 

◎106 年 12 月 1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18 日。 

2-5611 洪瑞霞、2-5675 呂志明、2-5723 張皓程（計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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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 月 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2 月 6 日。 

2-3751 李冠穎、2-3762 黃維超、2-3774 洪碩穗、2-3779 陳建旭、2-3874 洪國峻（計 5 位） 

◎107 年 5 月 3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4 月 30 日。 

1-0208 阮逸功、1-0475 傅連鳳、2-0350 魏福全、2-0549 陳冠銘、2-0689 林鹿津、 

2-0966 鄭耀崇、2-1041 謝建勳、2-1463 張安雄（計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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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三軍總醫院松山院區  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醫療大樓十樓大禮堂 

地    址：臺北市同德路 87 號 

題    目： 

1. Policy for long-term hemodialysis catheter maintenance--2 cases report and literatures 

review【血液透析管路長期維持的策略—兩病例報告及文獻回顧】 

博仁綜合醫院  外科部  心臟血管外科  蘇上豪  董建民  白信德  王建哲 

2. Adult recurrent fused vulva with epidermal cyst of clitoris: a case report【成年人復發性陰

唇沾黏合併陰蒂表皮囊腫案例報告】 
1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外科部  泌尿科  

2三軍總醫院  外科部  泌尿科  賴姿君 1
   

李俊德 1
  蘇忠仁 1

 羅華成 1
  顏敬恒 1

  蒙恩 2
 

3. 膀胱破裂之案例分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外科部  泌尿科  莊梓昱  張德撝  許哲維  洪士奇   

張彰琦 

4. A rare huge pelvic tumor presented with acute abdominal pain—case report【骨盆腔內巨

大腫瘤合併急性腹痛—病例報告】 

博仁綜合醫院 外科部 一般外科  
1藥劑科  杜天福  侯濱元  董建民  蔡明福  白信德 

王建哲  王映雯 1 

5. Splenic artery aneurysm rupture : a report of rare case【脾動脈瘤破裂案例報告】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外科部  一般外科  楊千毅  傅軍毓  陳力永  許桓銘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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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myand's Hernia case report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外科部  一般外科  薛榜瀚 

中區 

舉辦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2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地    點：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一樓第二會場 

地    址：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4 段 1650 號 

主 持 人：徐中平主任 

特別演題： 

【Total aortic root external wrapping as an aortic valve sparing aortic root reconstruction 

and as an aortic valve repair operation : a simple modification.】 

臺中榮民總醫院  心臟外科  謝世榮 

病例討論： 

1. Dual-thoracotomy for resection of giant solitary fibrous tumors of the pleura: a case 

report with video demonstration 

臺中榮總  外科部胸腔外科李明璟  莊政諺  徐中平 

2. Testis sparing surgery in small testis tumor 

臺中榮民總醫院  泌尿外科  洪晟鈞  裘坤元  

3. Laparoscopic excision of prostatic utricle cyst in children – case report 

臺中榮民總醫院  兒童外科  謝享宸  黃勝揚  周佳滿  

4. Gastric duodenum intussusception: a rare presentation of gastric tumor – case report 

臺中榮民總醫院  一般外科  古朋育  劉嘯天  鄭紹彬 

台南區 

舉辦醫院：奇美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    點：奇美醫院第三醫療大樓 334 會議室 

地    址：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講    題： 

1. Surgical outcome of IPMN and MCN：Single Institute Experience 

奇美醫院  外科  盧致穎  陳明鎮 

2. The new era of associated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 

奇美醫院  外科  陳界溥  孫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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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ould rectosigmoid junction cancer be classified as colon cancer or rectal cancer in 

pT1-3N+M0 cases：Clinical result under different adjuvant therapeutic modalities？ 

奇美醫院  外科  許尊堯  周家麟 

4. Trend and changes in surgical treatment of resectable synchronous colorectal cancer with 

liver metastasis：our experience in Chi-Mei hospital 

奇美醫院  外科  高聖勛  周家麟  

5.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hemoradiation therapy for rectal cancer 

奇美醫院  外科  陳耄逵  周家麟 

6. Single incision laparoscopic major liver resection through stoma site at time of reversal of 

diversion colostomy(Two case reports) 

奇美醫院  外科  王新富  王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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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賢行跡采風  

 

 

      第二十四屆理事長 賴鴻緒教授 

 

繼醫療典範獎  賴鴻緒醫師獲教育部師鐸獎 

轉摘自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去年獲得臺灣醫療典範獎的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賴鴻緒醫師，今年榮獲教育部 105

年師鐸獎，30 多年的教學生涯，賴鴻緒醫師用心指導學生，還鼓勵學生以交換生身分出國

進修，增加國際觀，同時也推動醫學教育改革，成為醫學新制 6 年課程改革的重要推手。 

臺大醫學院終身特聘教授兼外科部主任賴鴻緒醫師，不只是國內外知名的小兒外科醫

師，也投入醫學教育改革，對醫師 6 年制教學的改革貢獻卓著，推動從 2013 年起 7 年制

醫學系，改為 6 年制加上 2 年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 訓練）。在教導學生方面，賴鴻

緒醫師說，38 年來，自己邊教邊學，教學相長，與學生互動良好，也鼓勵學生以交換生身

分出國進修，拓展視野。對於挫折低潮的學生，會花很多時間輔導，也會站在學生角度，

引導學生的醫學論文朝正確方向研究。自己雖然得過很多教學獎，但這次能獲得師鐸獎讓

他覺得很感動，代表自己 30 多年來的教學獲得肯定。 

賴鴻緒醫師說，自己對教學是完全的付出，因為自己的老師就是這樣的教導，讓他完

全承襲這樣的觀念來教導自己的學生，也很感謝曾經教過他的老師，讓他能繼續傳承這樣

的教育工作。 

 

  

http://www.ner.gov.tw/news/?recordId=31359&_sp=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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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訊息本單元為各網站所刊登之訊息作為連結以便會員參考，訊息內容不代表本會立場。 

◎海外就醫, 請領健保門診給付縮水, 門診剩不到千元 

◎健保署啟用雲端醫療影像資訊分享平台, 減少重複檢查, 醫療資訊, 上傳雲端分享 

◎打破醫界藩籬, 台大、成大雲林分院開啟聯合值班 

◎資源用於刀口 健保責無旁貸 

◎談健保財務 

◎海外就醫請領健保明年砍 5 成 7 

◎推倒貪婪期刊付費高牆 學術界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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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5999/2935280
http://www.tssdnews.com.tw/?FID=10&CID=387874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2938728?from=udn-catelistnews_ch2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1219/126185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59147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74073
https://www.twreporter.org/a/elsevier-vs-sci-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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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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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醫師證書及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另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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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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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mailto:yung@syh.mohw.gov.tw
http://www.ktgh.com.tw/
mailto:hrm@ktg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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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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高雄總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招募簡介  

一、應徵資格：國內外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生(完成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更佳)  

二、住院醫師面試  

1.報名方式： 

郵寄報名：請有意願報名之住院醫師自備履歷表後，郵寄至 802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 號 外科部 賴健民總醫師收。(內附醫師證書正反面影本、自傳)  

2.面試地點、日期： 

(1)面試地點：802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 號外科部主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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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部 賴健民總醫師 0906-728240  

※如未獲錄取者，本科將於收到個人履歷、自傳等資料之日起 60 日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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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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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achien.com.tw/pcindex.php
http://www.yeez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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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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主任級主治醫師：具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具主治醫師經驗五年以上者。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具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受過總醫師訓練，具主治醫師經驗者。 

※意者履歷請寄：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 424 號  臺安醫院人資處 

※e-mail：hr@tahsda.org.tw 

※電話：(02)27718151 轉 2792 外科部簡小姐/2797 人資處何小姐 

長安醫院 

禮聘 

一般外科、大腸直腸外科專科醫師（專任/兼任） 

意者請洽：04-3611-3611 分機 3573 人資 蕭小姐 

電子郵件：everanhospital@gmail.com 

醫院網址：http://www.everanhospital.com.tw/  

院址：台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 9 號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高薪禮聘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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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地址：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嘉義市北港路 312 號) 

聯絡方式：吳先生 

聯絡電話：05-2319090-1134  

電子信箱：a1233@chyi.mohw.gov.tw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誠徵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醫院簡介: 

本院 107 年榮獲地區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 

提供研究計畫經費補助 

本院位於高雄市政府極力推動的高齡科技醫療園區內，長照大樓已動工，未來發展可期。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公私立醫學系畢業並具有台灣醫師證書者 

mailto:hr@tahsda.org.tw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http://www.everanhospital.com.tw/
mailto:a1233@chyi.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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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神經外科專科醫師證書者  

應徵方式： 

有意者請電話或電子信箱連絡 

●聯絡人：管理中心 鄭瑋婷主任 

●聯絡電話：(07) 7511131 分機 2267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4 號 

●電子信箱：may8925100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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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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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 
台中市潭子區車站旁林外科診所 

地下一層，地上六層半前後棟診所大樓， 

商業區土地 128.6 坪，建坪 724.6 坪，可使用面積約 750 坪，面寬 9.5 米，深度 45 米， 

前棟有電梯，中庭每樓層走道銜接後棟，採光佳，有消防，地點極佳， 

正後方為市府規劃鐵馬景觀步道及高架下停車場，好規劃使用。 

適合進駐規劃：醫療中心，聯合診所，月子中心，養護中心，各分院等。 

現況診所還營業中 

（誠價可談） 

如需詳細資料、圖面及問題 

請洽院長代表人： 

陳天恩 0921～ 755 331  LINE ID : tin17168  mail : tin17168@gmail.com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tel:0921755331
mailto:tin1716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