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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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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COVID-19 疫情改為線上教育方式進行，線上教育登入期間為 2020 年 3 月 23 日~5 月

31 日止，該期間登入方能取得 3/14-15 日年會外專積分 60 分。 

※本會會員未繳常年會費達 4 年者，敬請於 5 月 31 日前撥冗繳費，逾時未繳者將視為自動

退會。會員可持學會寄出之繳款單至指定便利商店（7-11、全家、OK、萊爾富）或中國信

託臨櫃繳費。如有任何相關疑問請與學會聯絡。電話：02-2769-7845*14；電子信箱：

surg.assoc@msa.hinet.net。 

※109 年外科專科醫師證書展延合格名單（1090409 衛部醫字第 1091660428 號函）： 

◎效期：108 年 12 月 25 日至 114 年 12 月 24 日止 

2-4137 陳正傑，共 1 人。 

◎效期：108 年 12 月 24 日至 114 年 12 月 23 日止 

2-5952 陳信愷，共 1 人。 

※109 年 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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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0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9 月 17 日。 

2-1683 林宗正、2-1684 陳光偉、2-1688 吳瑞星、2-1705 王 校、2-1723 黃揆洲、 

2-1744 丘文斌、2-1780 俞國棟、2-1782 葉宜憲（計 8 位） 

◎108 年 12 月 17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1 月 17 日。 

2-5045 原永健、2-5053 張珉綜、2-5079 黄詩浩、2-5141 沈世勛、2-5149 劉佳政、 

2-5161 柯玉誠、2-5173 翁佩韋（計 7 位） 

◎108 年 12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1 月 20 日。 

2-2946 蔡效良、2-2998 黃文魁、2-3077 謝達士、2-3154 莊振榮（計 4 位） 

◎108 年 12 月 23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1 月 23 日。 

2-5940 王君瑜、2-5995 范玉君、2-6033 楊佩容、2-6038 周冠年（計 4 位） 

◎108 年 12 月 24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1 月 24 日。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Search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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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59 廖克峰、2-4064 葉文彬、2-4098 陳兆弘、2-4106 林天仁、2-4148 黃致錕、 

2-4152 侯振泰、2-4172 郭彥良（計 7 位） 

※109 年 3 月 3 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0951 號函：「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及

配合防疫政策需要，有關 109 年及 110 年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屆滿需更新（換證）者，

如因於期限內無法取得足夠繼續教育積分辦理專科證書更新（換證）事宜，自即日起無需

向本部申請展延（延期），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將予自動展延

（延期）1 年。」 

如積分符合規定者可隨時申請換證，無需等到延期滿１年。延期一年內仍無法補足積分者

衛福部將撤銷其專科醫師證書。往後如有需要，需參加外專甄審通過後方能取得。 

109 年 4 月 13 日止尚未辦理展延（換證）之會員名單如下， 

◎109 年 4 月 25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3 月 25 日。 

1-0001 俞瑞璋、1-0023 高明見、1-0029 吳德洋、1-0040 溫文昭、1-0048 童瑞年、 

1-0052 蔡有成、1-0057 張錫勳、1-0082 蔡裕銓、1-0087 林哲男、1-0095 吳朝宗、 

1-0099 陳志康、1-0112 陳榮崇、1-0113 朱樹勳、1-0138 王清一、1-0145 杜逸松、 

1-0147 黃敏雄、1-0150 張心湜、1-0151 李建賢、1-0156 林圭璧、1-0157 黃俊雄、 

1-0158 劉自嘉、1-0159 邱文正、1-0162 呂善敬、1-0163 蘇榮源、1-0176 黃永輝、 

1-0182 康義勝、1-0187 林英彥、1-0191 蔡文錦、1-0196 游堂振、1-0199 李則進、 

1-0206 劉文俊、1-0221 夏立雲、1-0232 吳榮一、1-0234 楊志宗、1-0235 吳鐘熊、 

1-0240 林宏嵩、1-0242 楊效誠、1-0243 王迺輝、1-0247 黃榮慶、1-0252 孫三源、 

1-0256 陳宏一、1-0257 邱明燦、1-0259 陳春元、1-0261 何文島、1-0263 單子元、 

1-0264 方榮煌、1-0281 陳德星、1-0283 陳天雄、1-0296 陳秋暄、1-0297 王清吉、 

1-0298 郭文仁、1-0301 王潤恩、1-0316 張 勳、1-0323 陳光國、1-0338 黃錦松、 

1-0344 陳隆祥、1-0345 程文金、1-0349 陳政隆、1-0359 何錄滄、1-0361 黃癸松、 

1-0362 劉啟田、1-0367 林士恭、1-0369 蔡勝國、1-0372 周正義、1-0375 劉博惠、 

1-0376 陳巖恕、1-0384 何峻壽、1-0385 謝文輝、1-0386 蔡修仁、1-0394 雍宜聖、 

1-0395 蔡達仁、1-0405 林伍倫、1-0407 陳振佳、1-0408 郭俊彥、1-0412 陳之凱、 

1-0432 張克中、1-0433 周明智、1-0440 蔡行瀚、1-0445 辛嘉泰、1-0459 吳木川、 

1-0460 李道真、1-0462 宋勝祥、1-0463 巫哲森、1-0470 劉敏英、1-0480 楊正雄、 

1-0484 潘國斌、1-0485 黃共璧、1-0491 劉華巖、1-0494 周志中、1-0498 林介山、 

1-0507 何黎星、1-0514 鐘光廷、1-0525 林崇義、1-0526 陳復銓、1-0528 林芳郁、 

1-0540 李偉卿、1-0546 范光智、1-0548 陳鑑江、2-0029 朱永松、2-0045 呂曄彬、 

2-0049 賈易中、2-0051 侯勝茂、2-0058 陳俊男、2-0065 沈柏青、2-0066 沈世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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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 劉耀基、2-0083 林志雄、2-0084 林茂柏、2-0098 饒樹文、2-0106 陳式欽、 

2-0110 吳九龍、2-0144 張義雄、2-0145 陳文哲、2-0174 林信雄、2-0178 徐冬民、 

2-0191 陳良善、2-0192 陳德芳、2-0195 張俊明、2-0217 曾能昌、2-0220 張奐光、 

2-0229 黃興睦、2-0232 楊榮總、2-0262 鄒傳愷、2-0289 顏郁晉、2-0312 宣以理、 

2-0316 戴鐵雄、2-0319 王水深、2-0340 陳煥棠、2-0363 林老生、2-0377 陳嘉銘、 

2-0403 諶子勛、2-0407 王守仁、2-0412 張武誼、2-0415 黃一勝、2-0426 郭俊材、 

2-0427 許博旭、2-0428 李榮輝、2-0432 李浤耀、2-0433 楊孟宗、2-0445 李廣仁、 

2-0450 吳新義、2-0457 蘇偉在、2-0459 湯志修、2-0460 路奎炳、2-0461 鄧統昌、 

2-0463 林冠東、2-0467 畢華盛、2-0488 張潤里、2-0494 金光亮、2-0497 賴正雄、 

2-0499 盧華燦、2-0511 張聖原、2-0519 謝勳範、2-0529 陳龍雄、2-0534 楊圳隆、 

2-0535 楊義江、2-0559 吳南圖、2-0566 林永哲、2-0568 張友三、2-0571 柳一飛、 

2-0574 郭秋平、2-0588 王世宗、2-0596 楊庚申、2-0607 沈國樑、2-0620 陳全木、 

2-0623 黃龍德、2-0662 賴建宏、2-0673 張新軍、2-0686 于吉徵、2-0704 林政隆、 

2-0710 林幸道、2-0711 蕭慶隆、2-0719 陳吉宗、2-0720 呂冬笙、2-0728 梁國華、 

2-0731 林茂光、2-0737 柯敦仁、2-0748 何榮煌、2-0756 施啟明、2-0763 林俊邦、 

2-0765 林中信、2-0770 王克紹、2-0773 李孟達、2-0774 郭溪泉、2-0778 謝任仁、 

2-0783 李伯璋、2-0785 池明仁、2-0794 劉平昌、2-0805 江泰平、2-0816 王秉鐸、 

2-0830 呂智雄、2-0836 劉樹義、2-0843 潘漢生、2-0845 蘇志堅、2-0853 彭明新、 

2-0857 許宏基、2-0871 王俊聞、2-0874 吳季如、2-0878 鄭柏樹、2-0887 張宗達、 

2-0893 蔡文佐、2-0905 李兆政、2-0941 劉進貢、2-0947 林仁卿、2-0956 李高淵、 

2-0971 曾朝勝、2-0984 林文達、2-0987 林尚潁、2-0992 洪啟賦、2-1001 張承能、 

2-1003 陳一弘、2-1004 陳仁德、2-1005 陳文顯、2-1014 陳翰容、2-1020 黃瑞榮、 

2-1027 詹秋龍、2-1034 潘慶坤、2-1037 徐典雄、2-1043 謝輝龍、2-1047 施養性、 

2-1049 薛宏年、2-1056 翁文能、2-1094 沈世珍、2-1098 張北葉、2-1100 林國瑞、 

2-1111 王榮彬、2-1128 蘇泉發、2-1130 梁福民、2-1132 周少鈞、2-1137 蘇拯誠、 

2-1140 盧亞人、2-1144 侯守賢、2-1146 張景年、2-1151 王良順、2-1154 施信農、 

2-1159 張衍爐、2-1175 吳偉敬、2-1178 楊俊佑、2-1183 李瀛輝、2-1186 楊清華、 

2-1187 張士三、2-1199 楊英雄、2-1205 謝楠光、2-1222 錢大維、2-1224 姚忠瑾、 

2-1225 林 沛、2-1228 呂台瑞、2-1230 印志弘、2-1233 金台明、2-1246 黃天祥、 

2-1252 鄭森隆、2-1253 李文山、2-1264 李明智、2-1265 張兆祥、2-1267 吳錫金、 

2-1278 林榮生、2-1290 蘇忠仁、2-1292 孫明傑、2-1293 吳興盛、2-1295 沈陳石泉、 

2-1305 胡聰仁、2-1313 高朝祿、2-1318 陸幼琴、2-1326 謝澤鋒、2-1329 王曉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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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1 吳鴻昇、2-1332 方亮靈、2-1344 劉榮森、2-1345 張晃宙、2-1346 劉思源、 

2-1347 張忠毅、2-1363 何祥榮、2-1364 曾鼎昌、2-1365 許弘昌、2-1369 林鐵銘、 

2-1370 陳文質、2-1378 楊美都、2-1381 陳恒常、2-1382 陳銘章、2-1394 王鳴祥、 

2-1401 廖文山、2-1406 陳瑞杰、2-1409 吳重達、2-1410 謝博欽、2-1413 詹益源、 

2-1414 鄭群亮、2-1421 林祥明、2-1422 張延驊、2-1426 王維政、2-1429 余燦榮、 

2-1430 趙志浤、2-1433 廖志得、2-1439 魏國楨、2-1454 劉士嘉、2-1455 王篤行、 

2-1465 黃榮堯、2-1468 莊永芳、2-1470 廖金水、2-1472 馬季里、2-1473 張東祥、 

2-1477 黃永彥、2-1481 張忠強、2-1487 黃政男（計 303 位） 

◎109 年 6 月 14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5 月 14 日。 

2-0298 劉展棠（計 1 位） 

◎109 年 8 月 31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7 月 31 日。 

1-0120 張克孚、2-0094 梁貫宙、2-0764 張澍平、2-0917 盧元龍、2-1028 趙恩塏、 

2-1327 廖年增（計 6 位） 

◎109 年 11 月 7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5 月以掛號方式郵寄換證通知。請確認所留的通

訊地址是否正確？如有異動，請主動與學會聯絡或登入會員專區更新。如 5 月 30 日還

未收到請主動與學會聯絡。最後報部日期：109 年 10 月 7 日。 

2-1826 蔡慶松、2-1827 裴有成、2-1828 許文紹、2-1830 黃同振、2-1831 楊文忠、 

2-1836 許聯家、2-1837 劉富舜、2-1838 楊伯常、2-1840 賴吾為、2-1841 潘滄興、 

2-1842 黃紀源、2-1843 蔡建華、2-1845 溫高榮、2-1846 高正雄、2-1847 許崇潤、 

2-1848 盧德科、2-1849 鄭本岡、2-1850 范為其、2-1851 徐旭杞、2-1852 黃錫鑫、 

2-1853 黃儒聲、2-1855 劉福興、2-1857 劉力璋、2-1859 賴孟彥、2-1860 王登源、 

2-1862 戴順生、2-1865 謝志松、2-1866 謝煥益、2-1867 陳偉權、2-1868 商東福、 

2-1869 蔣百聰、2-1870 王建業、2-1871 董建民、2-1872 陳俊宏、2-1873 李宏滿、 

2-1874 王景德、2-1875 奚聖川、2-1876 楊祖松、2-1877 蔡新中、2-1878 陳宏明、 

2-1880 王振生、2-1881 林文成、2-1882 陳達人、2-1883 曾錦順、2-1884 蘇思聰、 

2-1885 林義馨、2-1886 王建業、2-1887 陳孝文、2-1888 方金虹、2-1889 董 適、 

2-1891 孫瑞昇、2-1892 劉道台、2-1893 沈希哲、2-1894 羅世薰、2-1895 張樹人、 

2-1896 李 晧、2-1898 李明輝、2-1899 洪煥堂、2-1900 黃銘超、2-1901 石宜銘、 

2-1902 邱文祥、2-1903 林進盛、2-1904 昝文清、2-1905 陳慶霖、2-1907 蔡宙晃、 

2-1908 王鈴雄、2-1909 林博仁、2-1910 蔡明忠、2-1911 李祖信、2-1912 趙嘉華、 

2-1913 陳明德、2-1914 黃勇福、2-1915 謝富貴、2-1916 杜世興、2-1917 蔡啟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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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18 陳樞鴻、2-1919 戴鋒泉、2-1920 黃秀樹、2-1921 賴成宏、2-1922 沈正煌、 

2-1923 顏貽炯、2-1924 何毓基、2-1927 林瑜崇、2-1928 吳建廷、2-1929 孟繁勻、 

2-1930 蕭鴻章、2-1931 趙泰宏、2-1932 謝俊昇、2-1933 歐宴泉、2-1934 吳哲侃、 

2-1935 蔡經緯、2-1936 李世雄、2-1937 邱元亨、2-1939 吳國芳、2-1940 黃旭霖、 

2-1941 蔡江欽、2-1942 顏銘鴻、2-1943 劉昰國、2-1944 陳嘉和、2-1945 杜元坤、 

2-1946 蘇君毅、2-1947 葉敏南、2-1948 廖灯華、2-1949 鄭紹隆、2-1950 謝禎祥、 

2-1951 林志鴻、2-1952 趙德馨、2-1953 蔡天佑、2-1954 謝政融、2-1956 張宏泰、 

2-1957 姚振國、2-1958 歐陽馨、2-1961 劉華亮、2-1962 張光明、2-1963 蔡孟叡、 

2-1964 徐少克、2-1965 袁瑞晃、2-1966 黃策予、2-1967 黃銘德、2-1968 李俊達、 

2-1969 許英睿、2-1971 游右一、2-1972 陳世傑、2-1973 侯瑞光、2-1974 蘇篤銘、 

2-1975 江瑞安、2-1976 陳長志、2-1977 劉滄柏、2-1978 黃恩澤、2-1979 董弘一、 

2-1980 陳克昌、2-1981 陳思正、2-1982 陳明仁、2-1983 何為平、2-1984 董光義、 

2-1986 廖志思、2-1987 朱元中、2-1989 鄭伯智、2-1991 黃國城、2-1992 黃啟洲、 

2-1993 沐曉鐘、2-1994 林志雄、2-1995 鄭進源、2-1996 鄭智勇、2-1997 金光仁、 

2-1998 邱琮朗、2-1999 常傳訓、2-2000 花世源、2-2001 劉以文、2-2002 李德初、 

2-2003 許祥豐、2-2004 吳榮茂、2-2005 胡令儀、2-2006 張宏江、2-2007 王文彬、 

2-2008 李志培、2-2009 盧尚斌、2-2010 郭夢菲、2-2011 黃實宏、2-2012 莊政達、 

2-2013 張 修、2-2014 楊琳煦、2-2015 陳弘毅、2-2016 黃榮義、2-2017 江耀宗、 

2-2020 劉宗仁、2-2021 楊鴻興（計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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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訊息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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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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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區 

舉辦醫院：林口長庚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9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林口長庚醫院復健大樓一樓第一會議廳 

地    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講    題： 

1. 主動脈外傷的處理 

林口長庚醫院  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  陳紹緯 

2. Minimally invasive right colectomy with transrectal natural orifice extraction 

林口長庚醫院  直腸肛門外科  鄭景中 

3. 雙鏡聯合之腎結石處理- 上泌尿道結石的新進展 

林口長庚醫院  泌尿外科  許毓昭 

4. Raising Awareness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mpression Peroneal Neuropathy【壓

迫性腓神經病變的診斷及治療】 

林口長庚醫院  整形外科  呂炯毅 

竹苗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外科部 

時    間：109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    點：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第三會議室一樓 

地    址：苗栗市為公路 747 號 

主 持 人：連允昌主任 

講    題：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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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破裂椎間盤合併上移或下移的脊椎內視鏡治療策略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神經外科  吳聖文 

2. Single port with three-dimensional(3-D) endoscopic total mastectomy- experience and 

result 

亞東醫院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一般外科  雷秋文  連允昌* 

3. Adenosquamous caricinoma of the anu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直腸外科  鄭智元 

4.Puffy eyelids correction by ROOF excision in upper blepharoplasty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整形外科  周宏璋 

5. Gastric ulcer with obstruction complicated with perforation：a case report 

新光醫院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一般外科  翁文龠  連允昌* 

6. Anterior approaches for multilevel OPLL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神經外科  溫中瑜 

台東區 

舉辦醫院：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 109 年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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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 

1. 一起來懂心臟手術大小事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心臟外科  李應羣 

2. Emphysematous pyelitis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泌尿科  楊迪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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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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生髮診所-植髮主治醫師(專任) 

職務說明：  

1.以專任為主，需掛牌。 

2.住院醫師以上。 

3.皮膚專科、外科專科醫師優先錄取。具備專科醫師執照尤佳。 

4.診所會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訓練到能夠獨立手術。 

5.未來上線後，需配合集團內的各診所輪診。 

6.診所總院近台北東區，交通方便，診所環境簡約。 

7.初期以跟刀方式學習，學習期間再視學習狀況進行實際操作，可獨立上線時，安排獨

立門診。 

8.門診時間為周一~周六 10:00-20:00，學習、上班時間面談。 

9.待遇面談，正式上線後需簽訂專任合約，載明稅務方式及 PPF 計算方式。 

上班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 75 巷 21 號 2 樓。 

聯絡方式： 

1.意者請檢附履歷表，傳送至 astronautdory@gmail.com。 

2.信件中請留下聯絡電話、手機，並告知方便連繫之時間。 

3.聯絡方式：0930-038-780 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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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保障薪、PPF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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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shosp.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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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烏日區榮和路 168 號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mailto:wlshr@wlshosp.org.tw
http://wlshosp.org.tw/人才招募/應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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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醫院高薪禮聘 

一般外科、大腸直腸外科、乳房外科、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條件：具專科醫師證書 

薪資：面議。（院長親談，全程保密） 

地址：台中市太平區永平路一段 9 號，交通便利，備有停車位 

竭誠歡迎穩定長期合作之夥伴。 

E-Mail:everanhospital@gmail.com 

LINE ID:everanhr 

◎歡迎直接來電:04-36113611#3565 陳小姐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誠徵外科專科醫師 1–2 名 

職務說明：外科臨床醫療工作 

報名資格： 

學歷：大學以上醫學系畢業  具醫師證書、外科專科醫師證書 

上班地點：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 60 號 

待遇：面議 

應徵方式： 

請檢附個人基本履歷表及自傳、最高學歷證明及相關證照文件影本、 

其他足資證明個人能力之文件。有意者請檢附上述資料， 

寄至 84247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六十號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人事室吳主任收。文件審

核後適合者，則通知擇期另予面試，上述資料不予退回。 

請註明應徵之職務。 

聯絡方式： 

聯絡人：人事室吳主任 

連絡電話：(07)6613811 轉 5550；Email：w1937@chis.mohw.gov.tw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誠徵  

一般外科醫師 

職稱：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應徵人數：1 位 

區域教學醫院、生活機能非常便利，待遇從優，提供住宿 

資格：具醫師證書及外科專科醫師證書 

意者請將簡歷寄至下列信箱 

eleanore880@gmail.com 

信件中請留下聯絡電話、手機，並告知方便連繫時間，收到後將由專人主動聯繫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mailto:w1937@chis.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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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誠徵 

主治醫師：一般外科、骨科(具有效專科醫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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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資料：chief@kfsy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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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制度 

獎金福利：年節獎金、生日禮金。 

休假福利：陪產假、育嬰假、生理假、產檢假、安胎假、家庭照顧假。 

保險福利：勞保、健保、勞退、團保、員工體檢、員工撫恤、因公出國保險、住院慰

問金。 

餐飲福利：員工餐廳。 

衣著福利：員工制服(一線工作人員)。 

居住福利：員工宿舍(輪值夜班人員)。 

交通福利：員工停車位(按相關辦法辦理)。 

娛樂福利：員工健身房、旅遊補助、部門活動。 

補助福利：員工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員工在職教育訓練、社團補助、員工國內、外

進修補助、員工及眷屬喪葬補助。 

其他福利：醫療部份：員工本人、配偶、子女、父母、配偶父母、退休員工皆有醫療

優待。 

健康檢查：每年免費一次健檢、眷屬健檢優待。 

 

http://www.kfsyscc.org/join-us/
mailto:chief@kfsy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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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