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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108 年度外科聯合學術演講會訂於 108 年 3 月 16、17 日假國防醫學院舉辦敬請會員踴躍

參加。一般論文投稿已截止，可上網查詢投稿結果。 

※108 年度外科聯合學術演講會訂於 108 年 3 月 16、17 日假國防醫學院舉辦。報到費取消

預繳方式，請會員親臨會場於本會任一報到櫃台辦理報到繳費。 

※外科專科醫師甄審筆試合格名單，共 147 位： 

1070001 文豪  、1070002 高弘儒、1070003 梅承恩、1070004 鄭皓中、1070005 韓昇宏、 

1070006 王柏鈞、1070007 陳榮宏、1070008 林裕祥、1070009 王冠權、1070010 莊梓昱、 

1070011 曾文楷、1070012 胡桂嘉、1070013 張浩于、1070014 吳崇丞、1070016 林子欽、 

1070017 黃柏仁、1070018 陳捷一、1070019 殷士閔、1070020 莊仁豪、1070021 顧明軒、 

1070022 徐詣  、1070023 黃善鴻、1070024 曾建勛、1070025 孟繁傑、1070026 吳建儒、 

1070027 周孟翰、1070028 温喆夫、1070029 許毓倫、1070030 張殷綸、1070031 汪家正、 

1070032 曲元正、1070033 黃緒桓、1070034 雲柏仁、1070035 陳子堯、1070036 林聖傑、 

1070037 陳思安、1070038 賈開傑、1070039 林艿律、1070040 陳依凡、1070041 林齊葳、 

1070042 劉林肯、1070043 陳宇恒、1070044 席國陽、1070046 鄭吉夫、1070047 張瑞宗、 

1070048 賴以立、1070049 謝炳賢、1070050 王怡蓁、1070051 張恩承、1070052 謝名暉、 

1070054 覃紹凱、1070056 林子宇、1070057 葉彥良、1070058 郭育仁、1070059 吳昶儒、 

1070062 張兆瑋、1070063 潘力銘、1070064 劉恩瑋、1070065 毛士軒、1070066 楊傑宇、 

1070067 洪昆廷、1070068 許翰平、1070069 于大智、1070070 楊韻如、1070071 夏肇聰、 

1070072 吳屋健太郎、1070073 方耀榮、1070075 張育誠、1070076 鄭立言、1070077 丁偉峰、 

1070078 廖紘緯、1070079 林偉竣、1070080 謝宇軒、1070081 陳柏諺、1070082 王劭丞、 

1070083 楊弘維、1070084 陳昱廷、1070085 張書豪、1070086 周及人、1070088 林俊輝、 

1070089 羅友翎、1070090 傅薰儀、1070091 陳加榮、1070092 丁思雅、1070093 許永亨、 

1070094 張詠斌、1070095 黃欣榮、1070096 陳鴻毅、1070097 楊凱迪、1070098 陳泰位、 

1070099 李承哲、1070100 蕭若君、1070101 王惠琳、1070102 洪肇澤、1070103 張育銘、 

1070105 徐和遠、1070106 徐軒毅、1070107 許桓源、1070108 江孟軒、1070109 沈瓘榳、 

1070110 劉中祥、1070111 劉蕙溥、1070112 盧顥文、1070114 江明倫、1070115 張奎亨、 

1070116 蔡佩儀、1070117 葉美吟、1070118 曾琬玲、1070119 謝依蒨、1070122 楊旻鑫、 

1070124 蔡佳儒、1070125 楊志展、1070126 林原弘、1070127 林敬惟、1070129 凃俊佑、 

1070130 賴柏儒、1070131 方楚文、1070132 吳榮倫、1070133 林志豪、1070134 吳祐穎、 

1070135 曾憲瑋、1070136 廖守富、1070137 林冠孝、1070138 洪豪謙、1070139 林伯硯、 

1070140 蔡柏崙、1070141 陳名揚、1070142 賴建名、1070143 吳鎮宇、1070145 吳易修、 

1070146 陳秉澤、1070147 許家榮、1070148 黃羿凱、1070149 蘇聖文、1070150 許尊堯、 

1070151 高義筑、1070153 鄭嘉方、1070154 陳冠良、1070155 許詠鈞、1070156 陳昭安、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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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58 林正凱、1070159 張瓈文、1070160 陳豐基、1070161 劉昱良、1070162 蘇以理、 

1070163 林逸翰、1070164 陳相智。 

※107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71016 衛部醫字第 1071666605 號函）： 

◎效期：108 年 1 月 21 日至 114 年 1 月 20 日 

2-1497 王茂河、2-1498 林炳煌、2-1507 周思源、2-1513 蘇文堅、2-1521 譚光還、 

2-1541 謝景祥、2-1546 邵國寧、2-1562 黃聰仁、2-1568 楊文洲、2-1572 林啟光、 

2-1591 林啟禎、2-1628 林炯淇、2-1632 林達禮、2-1633 石永祺、2-1636 謝峽浪、 

2-1638 陳新耀，共 16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113 年 12 月 19 日 

2-2705 周春光、2-2711 楊適生、2-2720 曾鴻良、2-2726 洪峻澤、2-2795 趙東波、 

2-2805 李心白、2-2817 周康齊、2-2842 張輝鴻、2-2850 張集全、2-2932 潘明享、 

2-2940 詹益聖，共 11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18 日至 113 年 12 月 17 日 

2-3899 楊正帆、2-3920 崔源生、2-3937 許琪琪、2-3939 許維修、2-3940 陳怡傑、 

2-3941 林澤村、2-4010 楊宏仁、2-4037 陳天華，共 8 位。 

◎效期：106 年 12 月 7 日至 112 年 12 月 6 日 

2-4711 劉元凱，共 1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12 日至 113 年 12 月 11 日 

2-4869 賴釗毅、2-4878 賴韋良、2-4895 林鼎淯、2-4906 吳家麟、2-4910 吳益嘉、 

2-4931 劉宇華、2-4938 邱大睿、2-4940 何東儒、2-4947 易志成、2-4960 傅志遠、 

2-5002 吳俊廷、2-5005 張博智、2-5008 黃濤、2-5009 李博彰、2-5015 賴宗賢，共 15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26 日至 113 年 12 月 25 日 

2-5746 李宗興、2-5764 游健生、2-5780 詹宜嘉、2-5790 張盈仁、2-5818 廖惠蓮、 

2-5834 蔡元耀、2-5861 李明修、2-5877 吳政君，共 8 位 

※107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71016 衛部醫字第 1071666606 號函）： 

◎效期：106 年 12 月 19 日至 112 年 12 月 18 日 

2-5723 張皓程，共 1 位。 

※107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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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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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1 月 2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0 月 28 日。 

2-2663 李漢章（計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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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62 黃維超、2-3774 洪碩穗、2-3779 陳建旭（計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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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1 林維志、2-4874 蘇智銘、2-4880 黃承翔、2-4883 張統優、2-4885 陳偉華、 

2-4892 陳偉健、2-4893 黃仁道、2-4898 吳忠哲、2-4900 莊恆彰、2-4908 張峻瑋、 

2-4915 呂孟嶺、2-4918 陳俊賢、2-4925 郭菁松、2-4939 許雅芬、2-4941 周宏滔、 

2-4949 石育仲、2-4951 陳怡如、2-4953 陳建華、2-4954 魏 立、2-4955 蘇振興、 

2-4966 陳幹珍、2-4982 翁瑋駿、2-4985 劉忠倫、2-4992 顏家祺、2-4998 黃致遠、 

2-5017 呂升業、2-5024 楊華偉、2-5025 楊志宏（計 28 位） 

◎107 年 12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17 日。 

2-3885 張文瑞、2-3902 林雍球、2-3913 林昇輝、2-3916 倪宗亨、2-3917 李梁伯儔、 

2-3919 曾薰緻、2-3932 張大力、2-3934 梁慕理、2-3955 陳子瑾、2-3958 謝志華、 

2-3971 莊豐賓、2-3973 洪瑞國、2-3982 江鍊志、2-3985 陳守善、2-3989 廖建勝、 

2-3998 鄭錦昌、2-4013 吳思德、2-4031 康孝明、2-4036 林仲樞、2-4042 許書通（計 20

位） 

◎107 年 12 月 19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19 日。 

2-2709 高義智、2-2713 鍾仁文、2-2717 盧杰明、2-2721 盧星華、2-2729 張淳昱、 

2-2736 祁連山、2-2741 陳麗娟、2-2754 夏君毅、2-2757 郭大添、2-2758 黃欣綸、 

2-2759 藍毅生、2-2763 陳紹良、2-2766 郭育成、2-2777 鄭乃誠、2-2778 葉旭顏、 

2-2781 李平宇、2-2784 汪昇展、2-2792 江一鳴、2-2796 許建仁、2-2801 李信義、 

2-2816 江禎平、2-2821 吳文宏、2-2823 張家寧、2-2824 游伯齡、2-2829 陳維恭、 

2-2830 張懷陸、2-2844 徐永康、2-2845 劉邦滉、2-2849 林儒廷、2-2855 吳仁宏、 

2-2857 魏東界、2-2858 林俊良、2-2860 江耀國、2-2887 林信男、2-2892 陳萬龍、 

2-2894 蕭炳宏、2-2899 陳堯俐、2-2906 陳威明、2-2916 陳仁德、2-2922 莊茂德、 

2-2935 華恒治、2-2938 林慶豐、2-2941 李錫恒（計 43 位） 

◎107 年 12 月 25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1 月 25 日。 

2-5739 李致樵、2-5740 李長錚、2-5747 林新曜、2-5757 黃奕燊、2-5765 王凱緯、 

2-5777 邵翊紘、2-5782 潘思延、2-5784 吳維哲、2-5792 黃郁純、2-5793 曾采藝、 

2-5794 袁于婷、2-5795 洪士雅、2-5805 張景欣、2-5813 劉恆維、2-5831 李毅彥、 

2-5836 蔣政晏、2-5840 黃愉芳、2-5845 郭庭均、2-5849 黃品富、2-5850 許師偉、 

2-5858 楊于慧、2-5869 王國強、2-5872 劉柏毅（計 23 位） 

◎108 年 1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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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90 劉錦墻、2-1494 洪宗鄰、2-1496 蔡尚亨、2-1499 周賢坤、2-1501 葉進仲、 

2-1529 阮基成、2-1531 徐金洲、2-1533 許南榮、2-1544 樊至彥、2-1549 周林興、 

2-1559 陳勝庸、2-1566 溫建益、2-1573 陳維熊、2-1575 林進德、2-1579 吳宏豪、 

2-1580 陳錦時、2-1585 龍藉泉、2-1589 張謙若、2-1590 鍾偉榕、2-1592  林晉、 

2-1603 陳耀森、2-1618 林逸文、2-1619 洪隆平、2-1625 張振祥、2-1626 洪耀仁、 

2-1631 蘇清泉、2-1634 王志堅、2-1658 陳光輝、2-1660 羅信雄（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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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st ICS World Congress 於 2018 年 11 月 2-6 日於高雄國賓飯店舉辦，敬請會員踴躍

參加。 

※Asian surgical association 於馬來西亞舉辧 2019 年 The 22nd ASIAN CONGRESS OF 

SURGERY。敬請會員踴躍參加。 

※更多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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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locate.com/conference/41st-International-College-of-Surgeons-ICS-World-Congress-2018/58880/
http://www.asiansurgassoc.org/14.htm
http://www.asiansurgassoc.org/14.htm
http://www.surgery.org.tw/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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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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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部主任金聰 

講    題： 

1. Intraspinal Rosai-Dorfman disease, a rare case report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神經外科  林文雄  張麟  曾仁河  劉安正   

蕭勝煌  璩大成  黃勝堅 

2.Treatment of aute and chron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with the intravertebral 

expandable system report of two case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骨科  洪沛毅  陳昱彰  張訊  趙顗絢  林家麟 

陳宏明  李光申 

3.An unusual presentation of retroperitoneal liposarcoma –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s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泌尿科  鍾尚融  薛又仁  陳建成  黃建榮  賴昱維 

蕭毅君  邱文祥 

4. Concurrent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and result at Ren-Ai hospital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一般外科  劉羿彣  王聖麟  李乃信  洪碩徽   

楊明叡  黃實宏 

5. Surgical intervention of Crohn’s disease — 2 cases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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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消化外科  劉文光  陳柏均  陳建成  許文章   

蔡孟叡  丁金聰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時    間：107 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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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冠狀動脈心臟病的外科治療 

台大醫院  心臟外科  王植賢 

2.一般外科案例報告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外科  柯芳序 

桃園區 

舉辦醫院：壢新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10 時 45 分 

地    點：壢新醫院門診大樓地下一樓第五會議室 

地    址：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 號 

主持人/座長：蕭天發部長  

講    題： 

1. 醫療糾紛與消費者保護 

均衡法律事務所  李鳳翱律師 

2. 整合性多方專業的脊椎治療 

壢新醫院  神經外科  徐文星 

3. 靜脈曲張治療趨勢 

壢新醫院  心臟外科  蕭鎮源 

4. Trea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GIST）in imatinib-Era 

壢新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陳子安 

竹苗區 

舉辦醫院：為恭紀念醫院外科（信義院區） 

時    間：10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    點：為恭紀念醫院信義院區 16 樓大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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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苗栗縣頭份鎮信義路 128 號 

主 持 人：劉達仁外科主任  

專題演講： 

1.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ENT trauma 

為恭紀念醫院  外科  曾德銘 

2. Renal trauma 

為恭紀念醫院  泌尿科  邱基旭 

3. Management of multiple major trauma  

為恭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張宏名 

中  區 

舉辦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時    間：10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一樓 101 講堂 

地    址：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主 持 人：方信元主任 

講    題： 

1. Management of perforated diverticulum in the second portion of duodenum: a cace report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急症外科  廖庭儀  鄭翰聰  吳汐淇  許家豪   

曾佳瑋  王毓駿 

2. A preliminary report: microsurgical approach for early excision of neurofibroma in the 

head and neck areas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整形外科  吳卓翰  陳宏基 

3. An case of unusual pleural tumor present as empyema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胸腔外科  黃子旻  呂庭聿  方信元 

4. Pulmonary GIST without other origin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外科部胸腔外科  宗孟瑋  林昱森  方信元 

雲嘉區 

舉辦醫院：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4 樓國際會議廳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 345 號 

題    目： 

http://www.cmu.edu.tw/intro_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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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plying endoanal ultrasound for diagnosis of anal fistula: a single intrument approach.

【經肛門超音波在肛門廔管之應用—單一機構之經驗】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一般外科  林威廷   

2. Fournier’s gangrene induced by urethral rupture due to self insertion of foreign body in a 

patient with urethralism.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泌尿科  陳奕宏  

3. An intraneural vascular malformation mimic neurofibroma with compressive neuropathy 

of median nerve.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整形外科  張子彥 

4.週邊動脈疾病的外科治療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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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 10 分 

地    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一樓第三講堂 

地    址：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題    目： 

1.主動脈至支氣管或腸道廔管的案例報告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蔡孟達 

2.二尖瓣修補於心內膜炎的手術成果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胡祐寧 

3.葉克膜於急性心肌梗塞的治療成果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王怡蓁 

4.以 PETTICOAT 血管腔內治療處理急性 B 型主動脈剝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文豪 

高屏區 

舉辦醫院：阮綜合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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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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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ulmonary metastasectomy for colorectal cancer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阮綜合醫院  胸腔外科  林鴻生 

2. Lymph nodial metastasis of T1 rectal cancer status post polypectomy — two cases report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阮綜合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王永昌 

3. Foreign body in colon — case report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 阮綜合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林順久  趙東波 

蘭陽區 

舉辦醫院：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地    點：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三樓會議室 

地    址：宜蘭市校舍路 169 號  

題    目： 

1.跟骨骨折開放性復位的新微創入路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骨科  楊正帆 

2. ORIF for rib fractures—tips and pitfalls 

羅東博愛醫院  胸腔外科  林志銘 

3.前列腺健康指數 Prostate Health Index：優於 PSA 的前列腺癌血液標記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泌尿部  蔣智宏  吳美姬  孫卓卿  蒲永孝  黃昭淵 

4.臺灣泌尿科達文西機器手術現況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泌尿部  蔣智宏  孫卓卿  蒲永孝  黃昭淵 

5.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溺水案例統計：溺水案例院內死亡的預測因子分析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胸腔外科  簡宏哲 

花蓮區 

舉辦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外科 

時    間：107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國軍花蓮總醫院行政大樓專業教室 

地    址：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 163 號 

題    目： 

1. 國軍花蓮總醫院近二年癌症治療成效與未來展望 

國軍花蓮總醫院  醫療部  吳育全 

2. Trigger finger 



 11 

國軍花蓮總醫院  整形外科  吳逸騹 

3. Femoral shaft fracture 

國軍花蓮總醫院  骨科  林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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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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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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s://www.nlm.nih.gov/
http://www.globalmednews.tw/index.php
https://zh-tw.facebook.com/msf.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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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基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骨科、泌尿科專科醫師 

具有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書、具主治醫師經驗一年以上 

簡介：為彰化基督教醫院醫療體系醫院 

位於南投市區交通便利，待優面議 

享有祝賀金、社團補助、旅遊補助、節慶慰勞 

意者履歷請 mail 至：600094@cch.org.tw 

職絡電話：049-2225595 轉 2112 行政處 簡小姐 

地址：南投市中興路 870 號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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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消化系外科及乳房外科) 

三、年輕者優 

聯絡方式： 

一、意者請將應徵資料 E-mail：chief@kfsyscc.org 

二、請使用和信醫院應徵主治醫師履歷表 http://www.kfsyscc.org/join-us/ 

三、聯絡電話：(02)28970011 轉 1310 葉秘書 

工作地點：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125 號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mailto:yung@syh.mohw.gov.tw
mailto:600094@cch.org.tw
mailto:chief@kfsyscc.org
http://www.kfsyscc.org/jo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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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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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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連結至本院 

※聯絡方式：04-26621100 (洪小姐) 

※地    址：43303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117 號(人力資源組) 

※電子信箱：hrm@ktgh.com.tw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誠徵 

1.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2.大腸直腸外科主治醫師 

3.消化系外科主治醫師 

※具醫師證書、外科專科證書、次專科證書 

※具主治醫師經驗 

※可配合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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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生婦產科診所（高大美杏生醫院院）誠徵 

乳房外科醫師 

資格條件：  

※具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照 

工作待遇：待優可談，薪資面議 

意者請電洽或寄履歷表再約面談 

意者請聯絡：意洽：0911602200 陳小姐/0919132231 林主任 

 

http://www.ktgh.com.tw/
mailto:hrm@ktgh.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