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外科醫學會會訊第 255 期目次              2019 年 08 月 
理事長  張丞圭 

秘書長  林家瑋 

總編輯  林明錦 

 

公告事項 
109 年會投稿、會員代表選舉、重症課程、

外專甄審 
秘書處 

月會通知 
北區、桃園區、基隆區、竹苗區、中區、

台南區、高屏區、蘭陽區 
教育委員會 

網路訊息  會訊編輯 

徵才求職 免費為醫院及會員服務 秘書處 

租讓 免費為醫院及會員服務 秘書處 

 

會訊歡迎會員投稿，略備薄酬，惟投稿內容不代表本會立場。稿件請傳真、e-mail、或手稿寄

交至學會王建華小姐，並附聯絡電話或地址，如有個人啟事或廣告，亦可免費為會員服務。 

  



 2 

公告事項  

※本會 2020 年度外科聯合學術演講會訂於 2020 年 3 月 14、15 日假國防醫學院舉行。一般

論文投稿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敬請會員踴躍投稿。 

※108 年自動退會會員名單如下： 

2-0544 吳聰賢、2-1025 楊順木、2-1307 賴文祥、2-1392 郭繼陽、2-1423 侯水盛、 

2-1592  林晉、2-1613 王本欽、2-1809 陳慶豐、2-1938 張茂儒、2-2093 邱方遙、 

2-2166 蔡啟超、2-2386 馬希民、2-2433 林大鐘、2-2600 柯春安、2-2736 祁連山、 

2-2740 王普光、2-3787 張毓翰、2-4406 高玉憲、2-4434 鍾承翰、2-5368 林佳緯、 

3-0025 蘇宜輝，共 21 位。（108 年 3 月 2 日第 26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 26 屆第

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本會第 27 屆會員代表選舉投票處依會員 108 年 8 月 31 日執業院所安排。有異動者敬請

於 8 月 31 日前更改 http://www.surgery.org.tw/ 。 

※108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 

筆試日期：108 年 10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4 時 

筆試場地：國防醫學院致德堂（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 

口試日期：108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 30 分 

口試場地：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一樓門診區（臺北市成功路二段 325 號） 

※108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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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11 日。 

2-4871 林維志、2-4930 梁子豪、2-4985 劉忠倫（計 3 位） 

◎107 年 12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17 日。 

2-3917 李梁伯儔、2-3934 梁慕理、2-3958 謝志華（計 3 位） 

◎107 年 12 月 19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19 日。 

2-2697 孫子賢、2-2828 葉文彬、2-2916 陳仁德、2-2939 徐泰椿（計 4 位） 

◎107 年 12 月 25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25 日。 

2-5739 李致樵（計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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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99 周賢坤、2-1578 王春木、2-1635 張宇正（計 3 位） 

◎108 年 10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9 月 17 日。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OnlinePass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Exam/Exa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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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69 謝家明、2-1684 陳光偉、2-1688 吳瑞星、2-1705 王 校、2-1707 許靜文、

2-1711 陳世豪、2-1729 鄭熒和、2-1735 祝利燦、2-1736 蔡友士、2-1737 鄭有仁、

2-1740 黃秉皇、2-1743 劉景洪、2-1746 蔡俊銘、2-1752 張明超、2-1754 茅亞華、

2-1756 李芳材、2-1757 鄭宏志、2-1759 周嘉揚、2-1760 陳呈峰、2-1763 徐慧興、

2-1765 黃睦舜、2-1769 林樹基、2-1780 俞國棟、2-1782 葉宜憲、2-1788 李炯宗、

2-1791 施文苑、2-1792 吳茂森、2-1795 張財旺、2-1798 蔡瑞祥、2-1807 冉祥俊、

2-1823 林漢輝（計 31 位） 

◎108 年 12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17 日。 

2-5026 蔡昇宗、2-5028 黃建逢、2-5032 張博誌、2-5034 雷浩然、2-5035 蔡旻虔、

2-5042 吳宗翰、2-5043 譚成宏、2-5047 蔡財福、2-5048 陳君漢、2-5050 麥振銘、

2-5052 陳盈安、2-5053 張珉綜、2-5054 陳正興、2-5061 靳耀東、2-5063 蔣政穎、

2-5065 林敬鈞、2-5066 許詔文、2-5073 張德銘、2-5079 黃詩浩、2-5081 黃日新、

2-5083 張兼華、2-5085 翁書賢、2-5086 蘇彥豪、2-5088 羅智賢、2-5090 張東晟、

2-5092 郭炳成、2-5097 徐宇辰、2-5098 彭正明、2-5101 張瑞凱、2-5105 吳孟穎、

2-5106 趙鈞志、2-5107 楊博仁、2-5109 劉永輝、2-5110 黃勉書、2-5113 趙紹清、

2-5122 林釀呈、2-5123 梁宏華、2-5127 莊冠華、2-5140 傅軍毓、2-5141 沈世勛、

2-5144 吳孟熹、2-5147 吳至偉、2-5149 劉佳政、2-5150 劉育志、2-5151 魏晉弘、

2-5155 周俊志、2-5158 施翔順、2-5159 李孝倫、2-5161 柯玉誠、2-5162 張金池、

2-5166 陳治豪、2-5168 宋睿祥、2-5170 陳威元、2-5171 盧郁仁、2-5172 李宗勳、

2-5176 吳紘岳、2-5177 謝宗祥、2-5183 陳煥杰（計 58 位） 

◎108 年 12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 

2-2946 蔡效良、2-2954 潘如瑜、2-2955 劉昌熾、2-2958 王志軒、2-2963 張正修、

2-2966 陳證文、2-2967 朱重興、2-2969 張世幸、2-2972 李家仁、2-2977 游玉堂、

2-2978 楊福麟、2-2984 何慶良、2-2987 林忠國、2-2990 王炳惠、2-2991 蔡新民、

2-2992 金建業、2-2994 陳昱先、2-2996 黃惠玲、2-3006 黃天立、2-3009 嚴孟意、

2-3015 何堃淵、2-3017 孫灼均、2-3018 鄭子文、2-3019 王宏仁、2-3020 陳芳銘、

2-3021 王仲陽、2-3030 徐圭璋、2-3033 張學林、2-3038 林致穎、2-3043 林 喆、

2-3044 梁海涵、2-3048 蔡建松、2-3052 施能泉、2-3054 蔡振流、2-3062 王振華、

2-3063 趙國華、2-3066 張成富、2-3069 李章銘、2-3071 陳衍仁、2-3073 徐守平、

2-3075 高育琳、2-3077 謝達士、2-3078 李世偉、2-3082 楊詠甯、2-3085 黃炳文、

2-3086 謝景模、2-3087 張孟卿、2-3092 謝啟誠、2-3098 陳毓堃、2-3102 李世超、

2-3108 楊力衡、2-3112 羅永達、2-3114 陳志如、2-3117 林耿孝、2-3121 廖盈智、

2-3122 鄧集能、2-3124 陳相國、2-3126 陳明陽、2-3129 周正國、2-3137 張振慧、

2-3139 曾茂雄、2-3143 鄭學德、2-3147 李森仁、2-3152 許明賢、2-3153 陳杉隆、

2-3154 莊振榮、（計 6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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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2 月 23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23 日。 

2-0527 張明義、2-5914 吳思衛、2-5919 馮晉榮、2-5920 賴碩倫、2-5922 劉忠一、

2-5925 王樹吉、2-5928 吳峯旭、2-5932 盧延榕、2-5934 楊家敏、2-5935 林雅慧、

2-5936 許松鈺、2-5938 胡瀞暄、2-5939 林莉穎、2-5940 王君瑜、2-5941 林焯基、

2-5942 雷秋文、2-5943 陳俊翔、2-5949 陳科廷、2-5951 林瑞鴻、2-5952 陳信愷、

2-5953 蘇育臺、2-5955 黃馨慧、2-5957 楊舒鈞、2-5961 楊千毅、2-5964 唐貞綾、

2-5965 鄭伃書、2-5970 邵郁鏵、2-5978 謝綺瀅、2-5979 李婉華、2-5980 賴雅薇、

2-5981 蕭庭豐、2-5982 林子超、2-5985 古博文、2-5988 陳志軒、2-5989 李君豪、

2-5990 唐寄皋、2-5991 葉亘耕、2-5994 魏子鈞、2-5996 吳逾冬、2-6001 林亞銳、

2-6006 陳心瑜、2-6008 陳建廷、2-6015 程威銘、2-6018 廖致翔、2-6022 陳育賢、

2-6023 莊士鋒、2-6024 蔡昀達、2-6025 黃信傑、2-6026 吳兆明、2-6031 楊祐昇、

2-6033 楊佩容、2-6034 黃琬瑜、2-6037 廖振傑、2-6038 周冠年、2-6041 陳彥瑋、

2-6045 陳震謙、2-6047 黃世銘、2-6049 沈仕傑、2-6050 曾士哲、2-6054 張凱惟、

2-6057 陳忠延、2-6060 楊士賢、2-6064 吳志謙、2-6067 陳彥佑、2-6072 曾偉倫、

2-6073 劉 穎、2-6075 邱騰逸、2-6080 黃靖文（計 68 位） 

◎108 年 12 月 24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8 年 11 月 24 日。 

2-4049 林春福、2-4050 洪映輝、2-4051 葉國球、2-4055 蔡維恭、2-4057 黃志宏、

2-4059 廖克峰、2-4063 王祖鑑、2-4064 葉文彬、2-4065 諶大中、2-4068 黎材昇、

2-4070 陳志宏、2-4071 馬景侯、2-4072 謝義山、2-4074 詹健彬、2-4077 梁鴻昌、

2-4080 曹乃文、2-4088 黃逸修、2-4089 李俊德、2-4093 蔡宗廷、2-4097 楊順泰、

2-4098 陳兆弘、2-4100 謝坤洲、2-4102 葉泰揚、2-4106 林天仁、2-4111 陳秀萍、

2-4112 楊育莉、2-4117 趙宏明、2-4120 吳傳壽、2-4124 康智雄、2-4125 楊卿堯、

2-4126 王俊益、2-4132 曹中侃、2-4133 童詠偉、2-4137 陳正傑、2-4138 林偉菁、

2-4139 顏世宏、2-4141 李懿倫、2-4146 黃建銘、2-4148 黃致錕、2-4149 陳俊仰、

2-4150 陳亮磬、2-4152 侯振泰、2-4154 黃議郎、2-4156 黃信介、2-4158 李建智、

2-4160 蔡耀德、2-4164 蔡昇城、2-4169 張光瑞、2-4172 郭彥良、2-4175 王舜進、

2-4176 許景華（計 51 位） 

※本會 108 年度重症課程如下，敬請參考。並請留意本會網站公告之報名時間。 

日期 承辦醫院 報名截止日 積分 

2019 年 8 月 10 日

（星期六） 
臺大醫院 報名已截止 

聯甄積分 

10 分 
無 

2019 年 8 月 24 日

（星期六） 

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 
7 月 31 日 

外科重症 

10 分 
外科 20 分 

2019 年 8 月 31 日

（星期六） 

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 
7 月 31 日 

外科重症 

10 分 
外科 20 分 

http://www.surgery.org.tw/Ccm/Ccm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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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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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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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國泰綜合醫院、亞東紀念醫院外科部合辦 

時    間：108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醫療大樓 11 樓會議室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2 號 

講    題： 

1. MVD 北醫的經驗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鄒易學 

2. spinejack 北醫經驗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陳榮鈺 

3. Associated factors of tumor response and consequence outcome after neoadjuvant 

chemoradiation therapy in rectal cancer: a single institution experience.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陳威智  郭立人 

4. Schwannoma of Colon: two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國泰綜合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陳雨農  沈明宏  張世昌  李興中 

5. Pulmonary sequestration, report of cases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國泰綜合醫院  胸腔外科  嚴競儀  施慧玲  陳柏如  顏銘宏  劉榮森 

6. Left parieto-occipital lobe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a case discussion 

亞東紀念醫院  神經外科  溫喆夫  李振豪  楊琳煦  林哲光  李建勳  溫崇熙 

黃詩浩  張文瑞  蔡翊新  吳建忠  岑昇信 

7. Laparoscopic Whipple operation-- ready for prime time?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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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黃鴻銘  陳國鋅  鄭國祥  吳建明  陳盈達  蕭庭豐 

雷秋文  林子超  許志豪  李永繁  梁建燊  張盈仁  黃書儀 

桃園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醫療大樓 13 樓會議室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講    題： 

1. Robotic hernia repair high tech new trend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ㄧ般外科  童恆裕 

§其他講題安排中 

基隆區 

舉辦醫院：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7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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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演題： 

【髖關節鏡手術的應用】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運動醫學與外傷骨科 唐浩哲 

竹苗區 

舉辦醫院：苑裡李綜合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苑裡李綜合醫院九樓會議室 

地    址：苗栗縣苑裡鎮和平路 168 號 

講    題： 

1. Heterotopic pancreatic tissue with acini and ducts inantrum—case report 

苑裡李綜合醫院  一般外科  許明賢 

2. Urethrocutaneous fistula 

苑裡李綜合醫院  泌尿外科  吳紘岳 

3. Neglected Patella fracture 

苑裡李綜合醫院  骨科  李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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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骨質疏鬆症的治療目標 

苑裡李綜合醫院  神經外科  魏銘政 

中 區 

舉辦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期 11 樓連瑪玉學術講堂 

地    址：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講    題： 

1.乳癌手術新進展:從內視鏡到達文西機械手臂切除手術 

彰化基督教醫院  乳房內視鏡手術中心  賴鴻文 

2.少孔腹腔鏡大腸直腸癌切除手術 

彰化基督教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陳志誠 

3.雙鼻孔腦下垂體腫瘤切除手術 

彰化基督教醫院  神經外科  辛明泰 

4.經導管主動脈瓣膜置換術 

彰化基督教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陳映澄 

台南區 

舉辦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 10 分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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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 Treating brain AVM: multidiscipline and multimodalities approach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張哲肇  

2. Use of neuroimaging i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王博 

3.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NCKUH experience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神經外科  黃致遠 

高屏區 

舉辦醫院：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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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高雄長庚兒童醫院 6 樓國際會議廳藍廳 

地    址：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講    題： 

1. 小兒無疤痕手術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兒外科  李信儀 

2.HIPEC in peritoneal carcinomatosis : our experience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直肛科  蔡鎧隆 

3.Genome guided urothelial cancer treatment in Kaohsiung Chang Gung Medical Center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泌尿科  羅浩倫 

4.Risk factors for seizures after cranioplasty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腦外科  石富元 

蘭陽區 

舉辦醫院：羅東聖母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8 年 8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因白鹿颱風影響改至 8月 31 日下午 2 時 

地    點：羅東聖母醫院外科棟 11 樓圓桌會議室 

地    址：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79 號 

講    題： 

1.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on colon anastomosis:side to side by stapler or end to end 

by hand sewn technique?  

聖母醫院  直腸外科  柯以諾 

2.普悠瑪列車脫軌事故-頸部斷裂骨折、單階段手術案例報告-廣泛性神經元損傷合併多重外

傷案例報告 

聖母醫院  神經外科  林湘文 

3.微創開心手術的治療經驗分享 

羅東博愛醫院  心臟血管外科  賴韋良 

4. Current concept in locking plate of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 

羅東聖母醫院  骨科  王明瑞 

5. Xanthogranulomatous pyelonephritis  

聖母醫院  泌尿科  賴明坤  專科護理師  劉勺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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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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誠聘 

加護中心專責主治醫師(心臟外科、神經外科、胸腔外科尤佳) 

邀您一起打造最堅強的輔英急重症團隊 

通過區域及教學醫院評鑑  中度急救責任醫院  設備齊全 

薪資採基本保障薪加 PPF 制度、待遇優、主管升遷保證、交通便利、提供宿舍 

輔英科技大學附屬醫院  師資取得、生日、結婚禮金、休假制度健全、福利佳 

(應徵方式) 

 1、聯絡電話：08-8323146 分機 2310，手機 0928699729 

 2、聯絡地址：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 5 號 

 3、電子郵件地址 : 1200961@fy.org.tw 

 4、聯絡人：人事室鄭主任 

 5、聯絡方式 : 有意者請將履歷 mail 至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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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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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assoc@msa.hinet.net
mailto:1200961@fy.org.tw
mailto:yung@syh.mohw.gov.tw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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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烏日林新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骨科、泌尿科專科醫師 

醫院簡介：位於台中市烏日高鐵特區，距離高鐵台中站只需 5 分鐘車程，交通便利 

資格：具有醫師證書及專科醫師證書 

應徵方式： 

請將醫師應徵申請表 email 至 wlshr@lshosp.com.tw  

醫師應徵申請表，可於本院網站 http://wlshosp.org.tw/人才招募/應徵方式/下載 

聯絡人：院長室 吳祕書 

聯絡電話：(04)23388766 分機 1157；地址：臺中市烏日區榮和路 168 號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誠徵— 

主治醫師：一般外科 (具有效專科醫師證書)。 

意者請將應徵資料 E-mail：chief@kfsy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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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02)28970011 轉 1310 秘書 

有意前來我們醫院服務者，請您備妥歷、照、傳、及希望待遇，並註明應徵項目，並

選擇下列任一種方式寄送即可： 

1. 電子資料：依照各應徵項目指定 e-mail。 

2. 紙本資料：(11259)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125 號 人力資源部收。 

電子資料附件：應徵主治醫師資料： 主治醫師履歷表、 當事人授權書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誠微：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待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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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方式： 

一、檢附:履歷表及學經歷相關證照證明影本。 

二、郵寄地址：台南市麻豆區埤頭里苓子林 20 號。 

三、電子信箱：slh66@sinlau.org.tw；聯絡電話：06-5702228#4023 蔡小姐。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誠徵 

外科主治醫師、神經外科主治醫師、胸腔外科主治醫師、心臟血管外科主治醫師 

薪資優，福利佳 

本院備醫師眷屬宿舍、離交通運輸站近(臺中-埔里僅需 40 分鐘) 

需具備 1.醫師證書 2.專科醫師證書 

意者請投履歷自傳至以下信箱，後續將以電話或 email 聯絡面談。 

聯絡人：人資室-李小姐；連絡電話：049-2912151#2811；聯絡信箱：

job@mail.pch.org.tw；地址：54546 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鐵山路 1 號 

mailto:wlshr@lshosp.com.tw
http://wlshosp.org.tw/人才招募/應徵方式/
mailto:chief@kfsyscc.org
http://www.kfsyscc.org/join-us/
http://www.kfsyscc.org/upload/userfiles/files/%e9%99%84%e4%bb%b61-%e4%b8%bb%e6%b2%bb%e9%86%ab%e5%b8%ab%e5%b1%a5%e6%ad%b7%e8%a1%a8.doc
http://kfsyscc.github.io/attachments/HR/VS/%e9%99%84%e4%bb%b62-%e7%95%b6%e4%ba%8b%e4%ba%ba%e6%8e%88%e6%ac%8a%e6%9b%b8.doc
mailto:slh66@sinlau.org.tw
mailto:job@mail.pc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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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讓  

 

台北市北投區診所租讓  ,近薇閣中學  ,有 1 ,2 樓  ,可做聯合診所  請洽劉小姐 

0912002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