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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畢業感恩與緬懷 

時光荏苒，又是一年已過，這一年期間會務在所有理監事與各委員會及醫學會

秘書處全體同仁攜手協力下穩健推動與發展。大雄個人首先向大家致上最高敬意與

感謝，同時也謝謝外科醫學會所有會員與各界對學會的支持與愛護。 

很遺憾的在這短短一年中，先後離開了二位我們敬愛的老師前輩，先是 106 年

6 月 18 日驟然殞世的前署長施純仁教授，後是 107 年 1 月 14 日因病逝世的前理事

長洪純隆教授，皆令大家非常不捨與哀痛。除緬懷二位先師對台灣外科醫學會之無

私奉獻外，我們更要繼續秉持外科醫師 Good Surgeon, Good Care 的至上榮譽，

努力為國人健康福祉打拼。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理事長  于大雄敬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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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未繳交本會常年會費四年之會員，敬請於 107 年 5 月 31 日前撥冗繳費。逾時未繳者將視

為自動退會（107 年 2 月 24 日第 25 屆第 7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劃撥帳號：00143344；

戶名：台灣外科醫學會。 

※本會普通會員（2-0001~2-6606）年滿 70 歲以上，無欠繳常年會費者，可申請為名譽會員。

申請期間為每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止，經理監事會通過後隔年起生效。名譽會員無選

舉及被選舉權、免繳常年會費、不可恢復為普通會員。申請表下載 

※107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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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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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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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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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63 張安雄（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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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AnnFileUpload/796/名譽會員申請表107年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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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地    點：三軍總醫院 B1 第二演講廳 

地    址：台北市成功路二段 325 號 

題    目： 

1. 胃癌術式對於糖尿病胃癌患者術後血糖控制之探討 

三軍總醫院  一般外科  邱煜程 

2. Rectal cancer with complete clinical response after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surgery, or “watch and wait” 

三軍總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張筆凱 

3. 斷裂滑脫之靜脈注射座導管於三尖瓣腱索形成結節併發重度逆流 

三軍總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張瑞宗 

4. The eighth edition of the TNM classification for rest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三軍總醫院  胸腔外科  郭彥劭 

5. 銩雷射或鈥雷射做輸尿管切開術的預後比較【Endoureterotomy for ureteral stricture: 

Retrospective study of holmium laser vs thulium laser】 

三軍總醫院  泌尿科  歐穎倫 

6. Spindle cel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A rare case with lesion existed 20 years【梭狀細胞鱗

狀細胞癌-一個罕見且存在 20 年病灶的病例】 

三軍總醫院  整形外科  徐國峰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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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區 

舉辦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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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會議室 

地    址：基隆市麥金路 222 號 

特別演講： 

【骨折手術的新進展】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骨科  陳建豪 

竹苗區 

舉辦醫院：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六樓多媒體講堂 

地    址：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 442 巷 25 號 

座    長：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外科部 楊銘棋主任 

題    目： 

1. 急性 A 型主動脈剝離手術成果:單一區域醫院經驗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外科部  心臟外科  蔡孝恩 

2. 肋骨骨折之外科治療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外科部  胸腔外科  柯煥章 

3. Breast implant-associated anaplastic large cell lymphoma(BIA-ALCL) update 【義乳相關

未分化大細胞淋巴癌之最新文獻回顧】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外科部  整型外科  趙崧筌 

4. A case report- liver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tumor (PEComa)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外科部  肝膽腸胃外科  譚可筠  楊銘棋 

5. Transanal total mesorectum excision for rectal cancer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外科部  直腸肛門外科  沈名吟 

中  區 

舉辦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行政大樓七樓 4705 會議室 

地    址：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特別演講： 

食道癌治療的最新進展【Recent Advances in Esophageal Canc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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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  胸腔外科  夏君毅 

病例討論： 

1.臍靜脈出血引發休克:個案報告及文獻回顧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消化外科  林毓冰  何錄滄  張士文  許倍豪  李祥麟 

2.子宮內膜異位增生造成腸道阻塞之個案報告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消化外科  曾守黑  張士文  許倍豪  陳昭宇  李祥麟 

3.胃切除手術後併發假性動脈瘤出血之個案報告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消化外科  黃秀進  何錄滄  張士文  陳昭宇  許倍豪 

李祥麟 

4. Release and/or free flap reconstruction for trismus that develops after previous intraoral 

reconstruction: case repor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整形外科  洪家椿  廖憲華  鄭森隆 

5. Surgical Treatment of Rupture of Sinus Valsalva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陳麒中  吳怡良  郭樹民  蔡宗博  

6. Castleman disease mimic neurogenic tumor case report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胸腔外科  蔡㚽芸  陳志毅  周明智  夏君毅  黃旭志 

歐光國  林巧峯 

雲嘉區 

舉辦醫院：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嘉義長庚紀念醫院綜合醫學大樓 B1 簡報室 

地    址：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6 號 

題    目： 

1. 角膜神經再生術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整形外科  林志鴻 

2. 大直腸癌併腹膜轉移—單孔腹腔鏡溫熱化療手術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直肛科  黃文詩 

3. IgG4 autoimmune pancreatitis receiving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a case report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張承志 

4. 以單孔腹腔鏡內環縫合術治療間接型疝氣 - 120 個案例的經驗分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小兒外科  王世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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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 

舉辦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10 分 

地    點：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第三講堂 

地    址：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 

題    目： 

1. Necrotizing fasciitis in an upper extremity caused by Serratia marcescens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整形外科  曾琬玲  李曜洲 

2. Groin spindle cell sarcoma s/p wide excision with pedicled ALT flap reconstruction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整形外科  高瑞吟  陳琮琳 

3. Nasal reconstruction using forehead flap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整形外科  蔡栩云  李經維 

4.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CG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整形外科  王冠智  何建良 

5. Endoscopy assisted breast surgery and breast reconstruction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整形外科  張智皓  郭耀隆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15 分 

地    點：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四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2 號 

專題演講： 

1. 治療靜脈曲張症的新觀點-內視鏡治療靜脈曲張症 1990 例的經驗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外科  林幸道 

2. 肋骨骨折新趨勢：胸腔鏡+新型鋼板固定術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外科  蔡東霖 

3. 鼠蹊疝氣修補-全腹膜外路徑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外科  陳伯榕 

4. 升結腸癌-腹腔鏡右半切除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外科  陳映哲 

蘭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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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醫院：羅東博愛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地    點：羅東博愛醫院五樓小禮堂 

地    址：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 號 

題    目： 

1. Transan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TAMIS) for rectal cancer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直腸外科  黃志生 

2. Silicone breast implant migration to pleural cavity--- case report 

羅東博愛醫院  胸腔外科  林志銘 

3. Case report : Basaloi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penis 

羅東博愛醫院  泌尿外科  張世琦 

4. Experience in 3D laparoscopic surgery 

羅東博愛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余盈輝 

5. 急救責任分級制度對一家外傷中心嚴重外傷照護結果的影響【The impact of 

emergent-critical hierarchical system on Major Trauma outcome in a trauma center】 

羅東博愛醫院  加護醫學科  陳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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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投稿本單元內容不代表學會立場 

環島自拍，自拍環島 

by 彭壽貴 

寒流來襲，氣溫將降到攝氏七度。北台灣籠罩在一片低溫的威脅中。於是，我拿起背

包，往台北火車站走。雖然，細雨霏霏，雖然氣溫有些低。我內心喜歡旅行，喜愛因為旅

行，而認識新知識，增加新環境的了解，這種熱情正熱烈燃燒。 

 

 

 

{環島火車票} 

這計劃中的鐵路火車，一日環島之旅，是何等令人渴望。 

通常，這樣的小確幸短程旅行，背包裡只要有一本書、一壺水、幾包餅乾，還有最重要的

火車票。尤其是普悠瑪自強號車票，就功德圓滿了。 

 

 

{舒適的火車} 

普悠瑪紅色烈焰般彩色的車身，每次，在鐵道會車時，它的速度與爆發力，都讓人驚

艷。都不驚想到已故好友，楊南郡教授的書。楊教授對台灣山地，對卑南族的研究，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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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王部落普悠瑪的了解與描述，常常縈繞心中，也讓我最喜歡搭普悠瑪號火車了。 

這看來，是多麼快意啊！從電腦訂票系統，秒殺的衝刺中，幸運的買到了台北到潮州

的普悠瑪自強號。它將在早晨八點，以優雅之姿，載送北台灣的旅客，在寒流中到南台灣

的潮州，這個溫暖的抵達時刻，將是中午十二點。 

南台灣的潮州，現在已經有了嶄新的火車站。普悠瑪火車準時抵達。火車站外面的溫

度是攝氏二十五度，超溫暖的。 

 

{潮州火車站的大廳與裝置藝術} 

雖然，只有短暫的一小時停留，我仍然，幸福的在火車站對面的便當店，吃了悠閒正

點的便當。而旁邊，計程車司機和顧客的言談，聽到熟悉的客家話。雖然，南部腔與新竹

苗栗客家腔，有些差異，但是，很親切。也驗證，行前，網路上的資訊，潮州是閩，客，

原住民的融爐。也是縱貫線鐵路與南迴鐵路的重要交會銜接大站。 

1 點 30 分，我上了南迴鐵路，自強號。這段路，使用的自強號火車，很有歷史感覺。 

 

{很有歷史的南迴自強號} 

火車穿越大武山，來到大武。一邊是高山，一邊是寬闊的太平洋。於是，在大武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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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下了車。距離下一班車，有一個鐘頭。我輕鬆的往海邊走，過了大武橋，就是台九線，

客貨運車，還不少。橋頭的 7-11 吸引了我，店面很漂亮。除了我，就是兩位高中生模樣的

排灣族朋友在聊天。我叫了杯美式咖啡，悠閒的喝下午茶，欣賞人來人往，也向隔桌的高

中生詢問大武的市況，他們很友善給我對大武有更多了解。 

 

{大武火車站月台} 

差二十分的時候，就往火車站去。才走了五分鐘，那個排灣族青年，氣喘吁吁的趕來，

原來我把禦寒的絨帽，放在桌子上，還真感謝，他們幫忙送來。帶著溫暖，我又上了火車。 

火車沿著海岸線走，東部山海交會的美景，輕鬆欣賞。不知不覺就到了太麻里。這是

每年跨年時，許多年輕朋友必然要來看日出，迎新年的聖地。 

 

 

 

 

 

 

 

{太麻里火車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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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太麻里火車站，寬廣湛藍的大海就在眼前。順著斜坡，第一個目標是太麻里圖書

館。 

 

{圖書館閱覽室} 

圖書館位置好，明亮，輕鬆自在。我於是在此補充水份，也坐下來讀書，還與當班的

替代役男，有簡短的交談。現在的年輕朋友,能夠在這種制度下,服這種替代兵役，真是幸福。 

往台東的火車車班還要兩小時。所以，圖書館坐了一個小時，我於是往太麻里的街道溜達。

長長的一條街，算是熱鬧。居民看來都是原住民面孔。熱情，眼睛大而且亮麗，炯炯有神，

皮膚稍黑。我於是想起好友楊教授的書，他曾詳細介紹台東卑南族。十七世紀時,卑南族的

卑南王曾經被乾隆皇帝在北京招待，還賜予袍服。 

天色漸漸昏暗。在街上吃了晚餐。然後，搭上火車，往台東市。剛好，銜接上往台北的普

悠瑪號。 

黑暗的夜晚，普悠瑪飛馳而過。兩旁的城鎮，燈光閃爍，家就在前方。普悠瑪真不是

等閒之輩。一路只停花蓮，南港，就到了台北。回到甜蜜的家。實現了一日生活圈，一日

環島的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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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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擴床須以中小型院所優先 

◎10 人搶 1 缺 5 大科住院醫師招收逆轉 

◎救回瀕截肢的腳 台灣論文登頂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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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com/news/story/7266/3003851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182821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301/130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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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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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achien.com.tw/pcindex.php
http://www.yeezen.com.tw/
mailto:hr@tahsd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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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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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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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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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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1233@chyi.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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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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徵神經外科、整形外科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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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地點：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四、聯絡方式：03-3699721#4553(人事室許小姐) 

五、電子信箱： sh5575@mail.tygh.gov.tw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http://www.everanhospita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