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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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會員自 108 年起為名譽會員，免繳常年會費、無選舉及被選舉權。 

2-0012 王朔芳、2-0028 陳瑞惠、2-0057 陳澄男、2-0116 陳世雄、2-0149 王格之、 

2-0170 楊泰和、2-0180 許自齊、2-0183 辜建榮、2-0296 簡萬杰、2-0425 葉敏雄、 

2-0455 陳英富、2-0462 劉啟明、2-0493 張崑南、2-0535 楊義江、2-0618 楊啟瑞、 

2-0621 蕭志文、2-0638 楊金平、2-0671 陳忠凱、2-0697 梁世傑、2-0698 鍾文波、 

2-0701 陳一、2-0715 顧毓忠、2-0736 張烜文、2-0762 陳文澤、2-0765 林中信、 

2-0772 李明鎧、2-0778 謝任仁、2-0786 詹益裕、2-0818 向世華、2-0821 沈茂昌、 

2-0858 周經凱、2-0868 楊德煌、2-0872 蘇天一、2-0879 陳加仁、2-0885 鍾兆英、 

2-0887 張宗達、2-0890 蘇萬鋒、2-0894 李伯皇、2-0926 王崇文、2-0943 曾政德、 

2-0944 朱繡棟、2-0947 林仁卿、2-0955 賴友彥、2-0965 劉青鵬、2-0966 鄭耀崇、 

2-0969 張子明、2-0992 洪啟賦、2-1026 楊慶鴻、2-1064 劉鳳明、2-1149 廖繼璋、 

2-1203 郭基隆、2-1438 魏武麟、2-1826 蔡慶松、2-1836 許聯家、2-2651 黃紹新，共

55 位。 

※107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合格者名單（1071210 衛部醫字第 1071668153 函）及台灣外科

醫學會會員編號： 

2-6607 文  豪、2-6608 高弘儒、2-6609 梅承恩、2-6610 鄭皓中、2-6611 韓昇宏、 

2-6612 王柏鈞、2-6613 陳榮宏、2-6614 林裕祥、2-6615 王冠權、2-6616 莊梓昱、 

2-6617 曾文楷、2-6618 胡桂嘉、2-6619 張浩于、2-6620 吳崇丞、2-6621 林子欽、 

2-6622 黃柏仁、2-6623 陳捷一、2-6624 殷士閔、2-6625 莊仁豪、2-6626 顧明軒、 

2-6627 徐  詣、2-6628 黃善鴻、2-6629 曾建勛、2-6630 孟繁傑、2-6631 吳建儒、 

2-6632 周孟翰、2-6633 温喆夫、2-6634 許毓倫、2-6635 張殷綸、2-6636 汪家正、 

2-6637 曲元正、2-6638 黃緒桓、2-6639 雲柏仁、2-6640 陳子堯、2-6641 林聖傑、 

2-6642 陳思安、2-6643 賈開傑、2-6644 林艿律、2-6645 林齊葳、2-6646 劉林肯、 

2-6647 陳宇恒、2-6648 席國陽、2-6649 鄭吉夫、2-6650 張瑞宗、2-6651 賴以立、 

2-6652 謝炳賢、2-6653 王怡蓁、2-6654 張恩承、2-6655 謝名暉、2-6656 覃紹凱、 

2-6657 林子宇、2-6658 葉彥良、2-6659 郭育仁、2-6660 吳昶儒、2-6661 張兆瑋、 

2-6662 潘力銘、2-6663 劉恩瑋、2-6664 毛士軒、2-6665 楊傑宇、2-6666 洪昆廷、 

2-6667 許翰平、2-6668 于大智、2-6669 楊韻如、2-6670 夏肇聰、2-6671 吳屋健太郎、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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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72 方耀榮、2-6673 張育誠、2-6674 鄭立言、2-6675 丁偉峰、2-6676 廖紘緯、 

2-6677 林偉竣、2-6678 謝宇軒、2-6679 陳柏諺、2-6680 王劭丞、2-6681 楊弘維、 

2-6682 陳昱廷、2-6683 張書豪、2-6684 周及人、2-6685 林俊輝、2-6686 羅友翎、 

2-6687 傅薰儀、2-6688 陳加榮、2-6689 丁思雅、2-6690 許永亨、2-6691 張詠斌、 

2-6692 黃欣榮、2-6693 陳鴻毅、2-6694 楊凱迪、2-6695 陳泰位、2-6696 李承哲、 

2-6697 蕭若君、2-6698 王惠琳、2-6699 洪肇澤、2-6700 張育銘、2-6701 徐和遠、 

2-6702 徐軒毅、2-6703 許桓源、2-6704 江孟軒、2-6705 沈瓘榳、2-6706 劉中祥、 

2-6707 劉蕙溥、2-6708 盧顥文、2-6709 江明倫、2-6710 張奎亨、2-6711 蔡佩儀、 

2-6712 葉美吟、2-6713 曾琬玲、2-6714 謝依蒨、2-6715 楊旻鑫、2-6716 蔡佳儒、 

2-6717 楊志展、2-6718 林原弘、2-6719 林敬惟、2-6720 凃俊佑、2-6721 賴柏儒、 

2-6722 方楚文、2-6723 吳榮倫、2-6724 林志豪、2-6725 吳祐穎、2-6726 曾憲瑋、 

2-6727 廖守富、2-6728 林冠孝、2-6729 洪豪謙、2-6730 林伯硯、2-6731 蔡柏崙、 

2-6732 陳名揚、2-6733 賴建名、2-6734 吳鎮宇、2-6735 吳易修、2-6736 陳秉澤、 

2-6737 許家榮、2-6738 黃羿凱、2-6739 蘇聖文、2-6740 許尊堯、2-6741 高義筑、 

2-6742 鄭嘉方、2-6743 陳冠良、2-6744 許詠鈞、2-6745 陳昭安、2-6746 林正凱、 

2-6747 張瓈文、2-6748 劉昱良、2-6749 蘇以理、2-6750 林逸翰、2-6751 陳相智、 

2-6752 羅友琪、2-1709 陳豐基，共 147 人。 

※107 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71212 衛部醫字第 1071668144 號函）： 

◎效期：108 年 1 月 21 日至 114 年 1 月 20 日 

2-1533 許南榮、2-1559 陳勝庸、2-1585 龍藉泉、2-1644 湯有銘，共 4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113 年 12 月 19 日 

2-2713 鍾仁文、2-2721 盧星華、2-2729 張淳昱、2-2758 黃欣綸、2-2759 藍毅生、 

2-2763 陳紹良、2-2777 鄭乃誠、2-2778 葉旭顏、2-2781 李平宇、2-2784 汪昇展、 

2-2821 吳文宏、2-2823 張家寧、2-2830 張懷陸、2-2844 徐永康、2-2845 劉邦滉、 

2-2855 吳仁宏、2-2887 林信男、2-2892 陳萬龍、2-2899 陳堯俐、2-2938 林慶豐，

共 20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18 日至 113 年 12 月 17 日 

2-3885 張文瑞、2-3902 林雍球、2-3913 林昇輝、2-3919 曾薰緻、2-3931 安伯忠、 

2-3945 張澤霖、2-3955 陳子瑾、2-3971 莊豐賓、2-4013 吳思德，共 9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12 日至 113 年 12 月 11 日 

2-4874 蘇智銘、2-4880 黃承翔、2-4883 張統優、2-4885 陳偉華、2-4949 石育仲、 

2-4951 陳怡如、2-4953 陳建華、2-4994 歐士銘、2-4998 黃致遠、2-5024 楊華偉，

共 10 位。 

◎效期：107 年 12 月 26 日至 113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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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47 林新曜、2-5782 潘思延、2-5784 吳維哲、2-5793 曾采藝、2-5794 袁于婷、 

2-5805 張景欣、2-5869 王國強、2-5891 陳怡靜，共 8 位。 

※107 年 1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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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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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79 陳建旭（計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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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92 陳偉健、2-4918 陳俊賢、2-5025 楊志宏（計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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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73 洪瑞國、2-3989 廖建勝、2-4036 林仲樞（計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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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6 祁連山、2-2796 許建仁、2-2801 李信義、2-2816 江禎平、2-2857 魏東界、 

2-2858 林俊良（計 6 位） 

◎108 年 1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7 年 12 月 20 日。 

2-1490 劉錦墻、2-1494 洪宗鄰、2-1499 周賢坤、2-1501 葉進仲、2-1529 阮基成、 

2-1531 徐金洲、2-1544 樊至彥、2-1566 溫建益、2-1575 林進德、2-1579 吳宏豪、 

2-1580 陳錦時、2-1589 張謙若、2-1592 林 晉、2-1618 林逸文、2-1631 蘇清泉、 

2-1658 陳光輝、2-1660 羅信雄（計 17 位） 

※重症專科醫師訓練聯甄課程，請於台灣急救加護醫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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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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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siansurgassoc.org/14.htm
http://www.asiansurgassoc.org/14.htm
http://www.surge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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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慈濟醫院/耕莘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至 5 時 30 分 

地    點：台北慈濟醫院三樓和氣會議室 

地    址：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講    題： 

1. Duodenocolic fistula in a patient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台北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陳東仁  陳家輝 

2. Breast cancer conservation reconstructive surgery A new method of reconstruction after 

breast conserving surgery 

耕莘醫院  一般外科  陳俊煌  冉祥俊 

3. Case report： Adrenal and extraadrenal myeloplipoma. Adrenal and extraadrenal 

myelolipoma  

耕莘醫院  一般外科  陳清清  冉祥俊 

4. Current treatment options of achalasia 

台北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趙梓辰  伍超群 

5. Surgical results of modified Nuss procedure on different numbers of bars. 

台北慈濟醫院  胸腔外科  羅柏承  程建博 

6. Successfil rescue of acute bilateral pulmonary embolism with cardiogenic shock :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台北慈濟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徐展陽  諶大中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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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urgical strategy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lex spinal deformities. 

台北慈濟醫院  骨科  李奕澄  曾效祖 

8. 陰莖震波治療的預測因子  Primary CNS lymphoma involving septum pellucidum：case 

report 

耕莘醫院 泌尿外科 林鉅棟 姜秉均  耕莘醫院  神經外科  彭瑞宏  魏志鵬  江蓉華  

陳俊勳 

9. Case series：Complications of penile prosthesis 

耕莘醫院  泌尿科  黃欣媚  廖俊厚 

9. Flexible URSL 

台北慈濟醫院 泌尿科 趙梓辰 羅啟文 

10. Renal cell carcinoma with ivc thrombosis: case preven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台北慈濟醫院  泌尿科  陳義昇  張尚仁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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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 Recent advances in endoscopic thyroidectomy 【內視鏡甲狀腺切除的新進展】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一般外科  黃實宏 

2. Thyroid surgery by otolaryngologist—case series 【耳鼻喉科醫師的甲狀腺手術經驗】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耳鼻喉科  邱柏翰 

3.綜合討論 

竹苗區 

舉辦醫院：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福音樓 4 樓大禮堂 

地    址：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690 號 

講    題： 

1. 迷你單孔腹腔鏡膽囊切除手術-無痛手術不再只是夢想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莊樹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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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生在年輕人的大腸癌 - 病例討論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直腸外科  陳建彰 

3. Laparoscopic repair of ventral hernia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許至偉 

中  區 

舉辦醫院：秀傳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秀傳紀念醫院醫療大樓九樓會議室 

地    址：彰化市中山路一段 542 號 

講    題： 

1. 微創腹腔鏡手術於腸黏連治療的應用 

秀傳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蘇峻民 

2. 3D 影像重組於肺部腫瘤切除之應用 

秀傳紀念醫院  胸腔外科  李佳穎 

3.傷口照護與診所互助合作 

秀傳紀念醫院  整形外科  蘇鉉尊 

4.近紅外線靛氰綠螢光攝影與腹腔鏡消化外科手術的使用 

秀傳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黃漢斌 

台南區 

舉辦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至 5 時 

地    點：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第三講堂 

地    址：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題    目： 

1. Graft-Versus-Host-Disease (GVHD) after liver transplant coincides with HHV-6 

encephalitis.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一般外科  魏慈慧  楊宗翰  蘇哲民  周宗慶  林毅志 

2. Dual kidney transplants after liver transplant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移植外科  楊宗翰  蘇哲民  周宗慶  張勝勛  林毅志 

3. HIPEC use in Colorectal cancer peritoneal metastases (PM)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吳俊賢  林威廷  詹仁豪  林劭潔   

林博文  李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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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區 

舉辦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至下午 4 時 

地    點：屏東基督教醫院約翰大樓六樓簡報室 

地    址： 屏東市大連路 60 號 

專題演講： 

【外科病人之自主權利醫療諮商實務】 

屏東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  蘇慶峰   

一般講題： 

1.以實證醫學討論腹腔鏡闌尾切除術 

屏東基督教醫院  外科  涂嘉明 

2.脊椎手術的治療趨勢 

屏東基督教醫院  神經外科  董明正 

3.區域教學醫院施行 AAA 的現況 

屏東基督教醫院  心臟外科  李宗龍 

台東區 

舉辦醫院：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1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至 5 時 

地    點：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平安樓五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台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 號 

題    目： 

1. Painful large metastatic axillary mass with unknown primary 

台東基督教醫院  一般外科  曾茂雄 

2. Post-traumatic cerebral infarction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神經外科  古和書 

花蓮區 

舉辦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外科 

時    間：108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地    點：花蓮慈濟醫院協力樓二樓和氣會議室 

地    址：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主 持 人：張睿智部主任 

專題演講： 

1. CBD stenosis- A Complication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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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一般外科  林修賢  陳言承 

案例分析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ses following free flap surgery of head and neck cancer complicated 

with reoperation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整形暨重建外科  陳盈婷  李俊達 

王健興  吳孟熹  何冠進  黃彥達 

2. Type A dissection 手術中使用 glutaradehide 之併發症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鍾秉儒  詹津祐  鄭伊佐 

張睿智  張比嵩  趙盛豐  

3. 單孔胸腔內視鏡手術 200 例—花慈經驗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胸腔外科  張比嵩  鍾秉儒  黃迺偉  詹津佑 

鄭伊佐  張睿智  趙盛豐  

4. VV ECMO for postoperative ARDS-a case report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急性照護暨創傷外科  何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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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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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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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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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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外科、大腸直腸外科專科醫師 

徵求條件：具專科醫師證書 

薪資：面議。(院長親自會談，全程保密) 

聯絡方式： 04-36113611#3565 人資陳小姐 

E-Mail: everanhospital@gmail.com 

院址：台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 9 號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