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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112 年聯合學術演講會訂於 112 年 3 月 18、19 日（星期六、日）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舉辦。敬請會員踴躍参加倍增光彩。論文投稿期間：111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投稿方式請於本會網頁年會專區瀏覽。  

※111 年外科專科醫師甄審  

筆試日期：111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 

筆試地點：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口試日期：111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口試地點：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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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6 月 27 日衛部醫字第 111166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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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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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即日起免依專科醫

師分科及甄審辧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檢具書面理由及證明文件，向本部申請展延（延

期），得予自動展延（延期）1 年。」 

※97 年 8 月 29 日衛署醫字第 0970204014 號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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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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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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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1 月 1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0 月 1 日。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s://www.surgery.org.tw/Contribute/OnlinePass
https://www.surgery.org.tw/Exa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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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3 林文瑞、2-2102 盧騰溫、2-2103 何子明、2-2107 陳漢祥、2-2119 張順清、 

2-2133 鮑明義、2-2137 周紹常、2-2180 戴鴻偉、2-2181 李世一、2-2204 李俊德

（計 10 位） 

◎110 年 12 月 13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13 日。 

2-6278 蔡坤成、2-6307 王銘嶼、2-6382 何明錫、2-6404 錢家陞（計 4 位） 

◎110 年 12 月 23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23 日。 

2-5382 陳昱任、2-5408 林欣穎（計 2 位） 

◎110 年 12 月 28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28 日。 

2-4342 吳名倫、2-4344 黃士維、2-4351 蕭正文、2-4385 韓文敬、2-4397 李杰鴻、 

2-4405 楊奕志、2-4425 周應照、2-4437 李俊明、2-4479 許立民（計 9 位） 

◎110 年 12 月 3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30 日。 

2-3432 莫凡慶、2-3455 馬漢明、2-3503 蘇奕輝（計 3 位） 

◎111 年 11 月 20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0 月 20 日。 

2-2212 邱俊貴、2-2214 李維浩、2-2219 蔡永芳、2-2221 張賜祥、2-2224 楊卿潔、 

2-2227 張宏仁、2-2248 柯文哲、2-2259 許明暉、2-2265 牛振源、2-2267 杜繼誠、 

2-2270 蘇劍秋、2-2272 陳志鴻、2-2273 趙文琪、2-2278 林世惟、2-2279 蔡興治、 

2-2285 劉建國、2-2286 張博文、2-2289 張志洋、2-2294 黃宏立、2-2300 王百孚、 

2-2302 范徽智、2-2303 許衍申、2-2307 詹賜貳、2-2308 楊文義、2-2310 鄭添貴、 

2-2311 劉文欽、2-2312 歐令奮、2-2321 陳石池、2-2324 謝屈平、2-2329 唐明政、 

2-2331 齊燕斌、2-2332 黃合富、2-2338 劉浩誠、2-2249 劉培嶸、2-2357 傅士榮、 

2-2358 楊之東、2-2360 陳志成、2-2361 伍超群、2-2371 謝式洲、2-2372 羅傳堯、 

2-2378 熊立楷、2-2387 李明杰、2-2389 周財福、2-2400 黃新生、2-2405 黃乃勤、 

2-2420 潘進忠、2-2423 葉文凌、2-2425 程俊穎、（計 48 位） 

◎111 年 12 月 15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15 日。 

2-6422 洪國榮、2-6425 陳彥蓁、2-6426 蔡佳勳、2-6428 林卉晨、2-6437 張超群、 

2-6439 賴昕隄、2-6444 梁祖瑋、2-6446 李永繁、2-6449 歐正峰、2-6453 沈士強、 

2-6455 謝福秀、2-6462 何宣瑩、2-6463 蕭其航、2-6465 林保諄、2-6467 李易晟、 

2-6468 翁日升、2-6474 古哲維、2-6477 邵懷漢、（計 18 位） 

◎111 年 12 月 26 日證書到期，最後報部日期：111 年 11 月 26 日。 

2-5461 黃太力、2-5463 徐綱宏、2-5465 鄭翰聰、2-5467 虞凱傑、2-5468 蘇瑋智、 

2-5472 王樹偉、2-5474 蔡函衿、2-5479 呂宗儒、2-5481 詹本立、2-5483 何宗融、 

2-0197 王啟釧、2-5488 楊耀坤、2-5489 周鼎茂、2-5493 陳德遠、2-5495 陳楷元、 

2-5497 陳賢典、2-5498 辛明泰、2-5504 黃致旻、2-5507 何恭誠、2-5515 羅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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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16 官振翔、2-5518 黃漢斌、2-5522 傅玉瑋、2-5526 郭汶顯、2-5529 詹梅麟、 

2-5532 陳仁隆、2-5535 袁聖哲、2-5537 蔡明哲、2-5538 鄭旭棠、2-5539 劉東桓、 

2-5543 王志榮、2-5544 劉宏貞、2-5545 周邦昀、2-5546 邱于倫、2-5549 阮廷倫、 

2-5551 盧文益、2-5552 江季修、2-5555 張義佳、2-5560 曾建仁、2-5564 莊育權、 

2-5567 黃傑慧、2-5579 辛明哲、2-5581 鄒玉樹、2-5582 陳正彥、2-5584 陳德福、 

2-1301 覃康定、2-5592 洪惠鯤（計 47 位） 

◎112 年 1 月 4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7 月下旬以掛號方式郵寄換證通知。最後報部日

期：111 年 12 月 4 日。 

2-3546 邱斌 、2-3547 欒同如、2-3550 侯永基、2-3553 劉兆漢、2-3556 黃介宏、 

2-3557 李俊達、2-3566 盧智強、2-3568 蘇重光、2-3569 白俊煌、2-3570 張嘉獻、 

2-3571 許喬博、2-3574 洪旭逸、2-3575 張宗訓、2-3576 曾立銘、2-3577 白瑞榮、 

2-3580 蒲啟明、2-3583 劉耿彰、2-3588 陳敏弘、2-3590 董明正、2-3593 郭進榮、 

2-3595 陳豐仁、2-3597 劉文忠、2-3602 陳太其、2-3605 賴玉峰、2-3606 周佳正、 

2-3607 黃國欽、2-3608 黃昭淵、2-3611 莊太元、2-3612 唐逸文、2-3613 劉家全、 

2-3615 蔣毅弘、2-3616 林子忻、2-3618 陳俊芳、2-3619 劉光益、2-3620 陳登偉、 

2-3623 徐文星、2-3624 葉俊男、2-3625 羅兆忠、2-3627 莊仕勇、2-3629 杜元博、 

2-3632 曾銘源、2-3633 詹皓凱、2-3635 張振昌、2-3637 劉俊雄、2-3638 劉俊禎、 

2-3639 顧永隆、2-3640 曾崇育、2-3645 林中乙、2-3646 王定中、2-3647 游家孟、 

2-3649 吳志鴻、2-3652 李秋陽、2-3654 陸兆明、2-3656 王廷明、2-3659 蕭敦恆、 

2-3661 吳政哲、2-3664 糠榮誠、2-3667 丁文謙、2-3669 蔡育賢、2-3670 江培業、 

2-3674 馬國雄、2-3678 簡志訓、2-3679 鄭孝威、2-3683 馮俊哲、2-3689 楊明松、 

2-3690 林松俊、2-3693 吳耀銘、2-3696 李長成、2-3697 韓吟宜、2-3698 杜國賢、 

2-3701 盧道寬、2-3702 許銘杰、2-3706 邱冠明、2-3707 李國忠、2-3709 溫哲昇、 

2-3711 李濟生、2-3713 張世昌、2-3718 王以舟、（計 78 位） 

◎112 年 1 月 25 日證書到期，學會預計 7 月下旬以掛號方式郵寄換證通知。最後報部

日期：111 年 12 月 4 日。 

2-4522 張嘉麟、2-4524 何冠進、2-4525 徐山琳、2-4527 周育誠、2-4529 高大倫、 

2-4530 蔡孟洋、2-4534 楊椒喬、2-4536 李國瑞、2-4538 林宜佳、2-4539 黃繼增、 

2-4540 李建裕、2-4541 蔡崇鑫、2-4543 劉惠如、2-4544 蕭奕君、2-4545 陳英溫、 

2-4547 楊維斌、2-4548 鄭良珊、2-4549 楊孟寅、2-4553 陳品元、2-4556 張博全、 

2-4557 曲炫星、2-4560 廖峻毅、2-4561 陳俊豪、2-4562 劉國英、2-4563 侯憲棋、 

2-4564 沈士哲、2-4566 郭家彰、2-4571 張玉蓮、2-4573 吳俊賢、2-4575 鄭斌睿、 

2-4581 蔡東翰、2-4583 張源驛、2-4584 張博閔、2-4587 許育弘、2-4593 陳秋銘、 

2-4594 陳榮堅、2-4598 李中毅、2-4599 曾仁河、2-4600 王祥亞、2-4601 梁世國、 

2-4602 張譯允、2-4606 鄧立忠、2-4608 胡志堅、2-4609 林建和、2-4610 高俊玉、 

2-4611 蔡明志、2-4612 陳富治、2-4613 陳志豪、2-4616 邱逸淳、2-4617 陳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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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19 林倉祺、2-4620 曾元昀、2-4621 傅峰梧、2-4626 曾信順、2-4629 李建儀、 

2-4630 許至偉、2-4631 廖國興、2-4632 謝鏡泓、2-4633 陳重銘、2-4636 趙鴻丞、 

2-4638 柯志燃、2-4639 黃毓智、2-4640 黃慧夫、2-4644 洪欣瑜、2-4645 陳春霖、 

2-4647 林順智、2-4650 張漢隆、2-4653 林楷城、2-4654 張嘉輝、2-4658 鄭立勤、 

2-4659 王文科、2-4660 吳金獻、2-4663 陳正能、2-4665 顏旭霆、2-4668 胡岱霖、 

2-4671 蔡孟峰、2-4672 蔡維平、2-4675 蔡季倫、2-4676 謝宜宏、2-4680 李孝貞、 

2-4681 孫 珅、2-4682 張維倫、2-4686 翁啟峰、2-4687 林湘文、2-4688 伍哲遜、 

2-4691 張呈欣、2-4692 蔡文泰、2-4694 蔡明霖、2-4696 郭智偉、2-4697 林建邦、 

2-4698 呂宜霖、2-4699 蔣智宏、2-4702 李嘉文（計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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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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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防疫期間、請佩戴口罩、攜帶健保卡、議程參加。 

8. 因 COVID-19 疫情、各區月會場次有無預期取消之情況、請會員參加前請來電向學會再

次確認或於本會網站最新消息查閱。02-2769-7845*14 

北  區 

舉辦醫院：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    點：新光醫院 B1 大會議室 

地    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講    題： 

1. Complicated vesicorectal fistula 

新光醫院  泌尿科  徐宏仁  張朋暉  何肇晏  邱文祥 

2. Anomalous pulmonary artery from aorta-cases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新光醫院  心臟外科  顏羽彤  高弘儒  陳彥仰  蔡財福  趙洪興 

林佳勳  呂明仁 

3. Testicular torsion in an infant with undescended testis : a case report 

新光醫院  小兒外科  吳志緯  張繼仁 

4. Hyperparathyrodism induces severe pancreatitis and colon perforation : a case report 

新光醫院  一般外科  張競元  楊圳隆 

5. 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associated hemorrhage in vaccine-induced immune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a 

新光醫院   神經外科   林晏瑜  林志達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http://www.surger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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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traoperative ICG for sentinel lymph node detection 

新光醫院  整形外科  馬玉坤  陳柵君  林育賢  林煌基  鄭舉緒  林上熙 

林培新   鄭立言 

7. 重症肌無力症狀的有無對胸腺瘤患者的預後影響 

新光醫院   胸腔外科   劉浩雲   謝陳平   王孔民   張益誠 

桃園區 

舉辦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5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地    點：國軍桃園總醫院二樓階梯教室 

地    址：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 168 號 

報    到：12:50~13:00 

講    題： 

1. Intra-arterial Thrombectomy【急性腦中風之顱內動脈取栓】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神經外科  文宏裕  徐永旭 

2. Concomitant tubo-ovarian abscess and perforated appendicitis in a 65 year-old woman: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卵巢輸卵管膿瘍合併破裂闌尾炎於 65 歲婦女-案例報告及文

獻回顧】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一般外科  李福洲  蔡宛真  趙宏明 

特別演講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renal stones-state of the art（微創手術治療

腎結石之最新進展）】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泌尿科  顏敬恆 

3. Extraperitoneal granuloma induced adhesive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with strangulation: case 

report【腹膜外肉芽腫造成沾黏性腸阻塞併腸絞扼：案例報告】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一般外科  林政彥  蔡宛真  趙宏明 

4. An Intramuscular epithelioid angiosarcoma of erector spinae muscle 【臨床案例分析：豎脊肌

內惡性血管肉瘤】 

國軍桃園總醫院  外科部  整形外科  蘇宗玄  周昌益 

基隆區 

舉辦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30 分至 5 時 50 分 

地    點：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門診大樓 7 樓第二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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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268 號 

講    題： 

1.Current stem cell therapy in orthropaedic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骨科  蔣毅弘 

2.Trends in Keelung hospital in treatment for distal radial fracture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骨科  李文琳 

中  區 

舉辦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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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癌冷凍與治療的運用分享 

彰化基督教醫院  乳房外科  賴鴻文 

2. 腹腔鏡修補兒童腹股溝疝氣之彰基經驗 

彰化基督教醫院  小兒外科  傅玉瑋 

3. AI+PHR+Mongolia  乳癌常規分期掃描之應用 

彰化基督教醫院  乳房外科  林喆 

4. 乳癌患者腦部轉移治療 

彰化基督教醫院  神經外科  張尚文 

5. 影像導引 3D 單孔胸腔鏡肺部手術 

彰化基督教醫院  胸腔外科  王秉彥 

雲嘉區 

舉辦醫院：嘉義陽明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30 分至 2 時 30 分 

地    點：嘉義陽明院 8 樓會議室 

地    址：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252 號 

講    題： 

1. Kikuchi disease 菊地氏病, case report and treatment 

陽明醫院  一般外科  蕭維強 

2. Ulnar-shortening osteotomy for treatment of distal radial malunion 

陽明醫院  骨科  吳書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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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ondrogenic bone tumor 

陽明醫院  骨科  鍾聯享 

4. Mini-open interbody cementation for lumbar degenerative diseases 

陽明醫院  骨科  李孔嘉 

台南區 

舉辦醫院：臺南市立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地    點：臺南市立醫院病房大樓五樓斜坡 502 會議室 

地    址：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670 號 

主 持 人：閻滿琳部長 

講    題： 

1. CMV hemorrhagic colitis in a va ecmo patient 

大里仁愛醫院  心臟外科  楊文義 

2. 「低劑量電腦斷層利於肺癌之早期偵測與手術治療 Low-dose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facilities early detection and  surgery of lung cancer 」 

臺南市立醫院  胸腔外科  吳明和 

3. Application of intra-operative indocyanine green fluorescence for patient with sigmoid colon 

and rectal cancer 

臺南市立醫院  一般外科  林威廷 

4. COVID 19 infection with empyema - a case report 

臺南市立醫院  胸腔外科  張逸謙 

高屏區 參加者須打滿三劑疫苗，並出示證明(黃卡或健康存摺)。 

舉辦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7 時 30 分至 9 時 

地    點：高雄榮民總醫院門診大樓一樓第一會議室 

地    址：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講    題： 

1. 乳癌術後預防淋巴水腫之早期復健介入成效 

高雄榮民總醫院  復健部  何正宇  張幸初 

2. 乳癌放射治療的新進展 

高雄榮民總醫院  癌症防治中心  劉文山  劉絮頴 

3. 三陰性乳癌回顧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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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  一般外科  張博閔  陳以書 

台東區 

舉辦醫院：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外科部 

時    間：111 年 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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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uinal hernia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一般外科  江瑞安 

2、Segond Fracture of Knee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骨科  蔡耀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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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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醫院 

台中市太平區長安醫院 高薪禮聘一般外科、乳房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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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電洽詢:04-36113611#3573 長安醫院人資室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誠聘 

一、招募內容： 

1、機構名稱：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2、應徵職稱： 

主治醫師（具專科醫師執照）：乳房外科、消化外科、一般外科 

住院醫師：外科住院醫師(R1、R2) 

二、徵才單位聯絡資料： 

聯絡電話：03-3699721#4208 彭小姐 

履歷資料請 e-mail：shiouch@mail.tygh.gov.tw 

提供教學、研究及進修環境、竭誠歡迎您加入桃園醫院的行列。 

嘉義市 皮膚科診所 

誠徵服務醫師或合夥經營醫師 

1、歡迎外科醫師或其他等科別醫師。對皮膚疾病治療及醫學美容、雷射光療、微整注

射、外科手術有興趣或有涉略者佳。 

2、本院健保、醫美並重：健保客源基礎穩定，享高保障薪資；醫美雷射設備齊全、高

PPF，歡迎外科等各專科醫師加入，有無經驗均可，本院可提供專業訓練。 

3、步行即到台鐵站、轉運中心、高鐵接駁站，交通便利，遠地醫師可提供住宿。鄰大

賣場、生活機能好、停車方便安全。 

4、本院醫療團隊態度親切、專業輔助；工作環境單純、氣氛融洽。 

5、合作愉快，如有意願，希望能有後續發展遠景，未來可望合夥經營或獨立承接診

所，發揚光大！ 

Tel：(05)233-0292；0939-699157  王小姐 

E-mal：dannyh0323@gmail.com；p69176@gmail.com 

mailto:surg.assoc@msa.hinet.net
mailto:everanhospital@gmail.com
mailto:shiouch@mail.tygh.gov.tw
mailto:dannyh0323@gmail.com
mailto:p6917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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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誠聘 

神經外科、骨科、整形外科、大腸直腸外科、泌尿外科、心臟血管外科、胸腔外科及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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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提供宿舍 

輔英科技大學附屬醫院部定師資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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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2、聯絡地址：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 5 號 

3、電子郵件地址 : 1200857@fy.org.tw 

4、聯絡人：院長室王特助 

5、聯絡方式 : 有意者請將履歷 mail 至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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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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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生髮診所據點目前有高雄店，竹北店，台北旗艦店，台中店籌備中。 
 

mailto:1200857@fy.org.tw
mailto:astronautdor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