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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訊息
徵才地區 徵 才 單 位 徵　才　條　件 / 內　容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台南市
郭綜合醫院誠徵婦產

科主治醫師

待遇優，底薪加 PF。 師資齊全，環境優雅。 竭誠歡迎

您加入我們的行列，意者請 E-mail 履歷表：Kgh@kgh.
com.tw 連絡電話：06-2221111 分機：5500 人事室張主任

人事室

張主任

06-2221111
分機 5500

嘉義市
嘉義市謝俊雄婦兒科

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1.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2. 待遇優，

高保障薪，高 PPF 無上限。全職：看診、接生、手術

等。 3. 不用值班，半夜不用起床看急診。有提供醫師

個人專屬套房臥室。 4. 粉頁：www.facebook.com/Hsieh.
Clinic 5. 工作地點：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 89 號 Email：
gynhsieh@gmail.com

謝院長 0935-430308

新北市

( 板橋區 ) 板橋安媞

婦產科診所誠徵女性

專科醫師

板橋安媞婦產科診所 www.womanclinic2.com.tw 誠徵

女性專科醫師 環境待遇優面洽，只看門診，不接生 新
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43 號 2 樓 ( 捷運府中站 1 號出口 ) 
意 洽 電 話 或 寄 E-mail：shlee.99888@gmail.com/shlee.
office@gmail.com

李醫師 or 
王助理

0938232267 
李醫師 or

0989513936 
王助理

台北市
徵婦科海芙刀專兼任

醫師
具備婦產科專科醫師執照 專兼任均可 需掛牌 王先生 0909335869

高雄市
高雄市金安心醫院徵

求婦產科醫師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待遇優，竭誠

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可單純看診 不值班 診數可

談。 工作地點：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606 號 Email：
gac0982@gmail.com

陳主任 0982982761

台中市
台中市豐原區豐原醫

院誠徵婦產科醫師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待遇優，值班

少，竭誠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工作地點：台中市豐

原區安康路 100 號 ( 緊鄰豐原太平洋百貨、廟東商圈 ) 
E-meil:laiyeanchen@gmail.com

賴小姐
04-25271180 分

機 1394

台中市
大里仁愛醫院誠徵婦

產科主治醫師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待遇優，竭誠歡

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工作地點：臺中市大里區 Email：
b2291349@gmail.com

葉小姐
(04)24819900
分機 15362

桃園市

中壢區宏其婦幼醫院

誠徵婦產科醫師及胎

兒影像中心醫師

1、徵婦產科專科醫師 2 名 全職、待遇優、高 PPF 2、徵

胎兒影像中心專 ( 兼 ) 任醫師 2 名 不需接生、值班、只

門診與超音波檢查 email: 60012@hch.org.tw
梁小姐

03-
4618888#1108

台中市
美村婦產科診所誠徵

婦產科專科醫師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待遇優 工作地點 :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588 號

張醫師 0978782196

新竹縣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

設醫院誠徵婦產科主

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位於竹北地區，於 107 年 12
月開業，提供優異的醫療服務、臨床教學及研究發展，

並致力於中醫藥現代化。我們主要的目標，提升「臨床

教學、研究發展與醫療服務」之外，也持續與形象良好、

認同本院經營理念的醫療院所結盟，全力建構「中國醫

療體系網」，實踐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使命。 ● 強

力徵求婦產科主治醫師 ● 具備醫師證書及婦產科專科醫

師證書 E-MAIL：a55425@mail.cmuhch.org.tw

李小姐
03-5580558
分機 2012

新北市 誠徵婦產專科醫師

具備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醫療團隊堅強，福利佳待遇

優，產房接生開刀，歡迎有衝勁熱誠之夥伴加入 待遇福

利工作模式可細談 , 歡迎有意者不吝聯繫 !!
陳小姐

02-
2263118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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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地區 徵 才 單 位 徵　才　條　件 / 內　容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台中市
烏日林新醫院誠徵婦

產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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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需與

科內兩名醫師一起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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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室

吳祕書

04-23388766
分機 1157

高雄市

高雄吳玉珍婦產科診

所誠徵婦產科專科醫

師

只看門診，診次彈性，不接生，週日休，客源穩定， 待
優生活品質好，行政及醫療團隊合作佳。 歡迎長期合作。

彭護理長 07-7220123

高雄市 徵婦產科專科醫師

1.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科專科證書。 2. 醫療工作環境優

質，保障薪，高 PF。發展空間無限，竭誠加入我們的工

作行列。 Email：benz16858@yahoo.com.tw

院長室

洪主任
0921584999

雲林縣
若瑟醫院 - 誠徵婦產

科醫師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待遇優，竭誠歡

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工作地點：雲林縣虎尾鎮 Email：
welcome@mail.stjoho.org.tw

陳小姐
05-

6337333#2268

高雄市
誠徵婦產科專科醫

師、兒科專科醫師

誠徵婦產科專科醫師、兒科專科醫師 具工作熱忱負責

任感；待遇優。 竭誠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Email：
tai460821@kimo.com

張主任 0905280900

桃園市 誠徵婦科專科醫師

1. 具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2. 熟婦產科內視鏡手術 薪資面

議，待遇優 本院為區域教學醫院，醫院設備完善，環境

幽雅，並與長庚醫學中心合作，本院目標為透過醫療傳

愛的精神，給予病患優良的診療服務，尊重每一位患者

的人格，照顧其身、心、靈上的需求，不以營利為目的，

並成為社區民眾方便就醫的首要選擇醫院。 本院全新醫

療大樓興建中，預計 2023 年完工。 竭誠歡迎優秀的您，

加入我們的醫療團隊

藍章杰

主任
0975-838-978

台中市
烏日林新醫院誠徵婦

產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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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需與

科內兩名醫師一起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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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秘書
04-23388766

轉 1157 吳秘書

嘉義市
誠徵不孕症次專科醫

師

1. 有不孕症次專科醫師資格者。 2. 尚未有不孕症次專科

醫師資格者，醫院可幫忙找醫學中心訓練。
陳小姐

05-2765041
分機 8598

新竹縣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

設醫院誠徵婦產科醫

師

具婦產科專科醫師執照。 薪資待遇面議。 Email：
A55734@mail.cmuhch.org.tw

林先生 0965095266

新北市
板橋區誠徵女性專科

醫師

板橋安媞婦產科診所 www.womanclinic2.com.tw 誠徵女

性專科醫師 環境待遇優面洽，只看門診，不接生 新北

市板橋區府中路 43 號 2 樓 ( 捷運府中站 1 號出口 ) 意洽

0938232267 李醫師或 0989513936 王小姐 或寄 E-mail：
shlee.99888@gmail.com/shlee.office@gmail.com

李醫師 / 
王小姐

0938232267 / 
098951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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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地區 徵 才 單 位 徵　才　條　件 / 內　容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台中市
台中市長安醫院誠徵

婦科主治醫師

1、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2、高薪禮聘 ( 待
遇佳，全程保密 )。 ※ 本院無產科，竭誠歡迎穩定長期合

作之夥伴。 應徵方式 : 電話：04-3611-3611 分機 3565 人資 
陳小姐 電子郵件：everanhospital@gmail.com 醫院網址：

http://www.everanhospital.com.tw/ 院址：台中市太平區永平

路一段 9 號，交通便利，備有停車位 Line ID:chj613

陳小姐
04-

36113611#3565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愛麗生

婦產科診所誠徵婦產

科醫師

愛麗生婦產科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愛麗生徵求 未來十年 
院長接班人 期許自己能夠成為經營者嗎 ? 不必再擔任一

年一約、到處流浪的受僱者 如果願意學習，培養自己的

經營能力 未來十年成為一個成功的經營者 意者請速洽安

排面試時間 聯絡電話：02-22890666 分機 711 0910-188-
808 聯絡人：鍾玉娟副院長

鍾玉娟

副院長

02-22890666 
分機 711

台北市

台北市瑪麗安女醫婦

產科診所誠徵婦產科

醫師

台北市中心西門捷運站旁，交通便利，環境舒適。純門

診，待遇極優。多名醫師合作，上班靈活，方便照顧家

庭、長假、移民。

傅小姐

02-2381-3500
分機 881/09-

2808-7718

高雄市
高雄市安田婦產科誠

徵婦產科專科醫師

具備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醫療團隊堅強，福利佳待遇

優，產房接生開刀，婦科刀微創手術皆可 ，歡迎有衝勁

熱誠之夥伴加入 工作地點 :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 353
號 待遇福利工作模式可細談 , 歡迎有意者不吝聯繫 !!

王小姐 0980666624

嘉義市
嘉義市嘉安婦幼診所

誠徵婦產科醫師

誠徵婦產科主治醫師。 1.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

證書。 2. 工作地點：嘉義市友愛路 390 號 最新、優質婦

幼、試管、聯合門診中心。 3. 待遇優，高 PPF，醫療團

隊堅強。 4. 網址：www.jiaanclinic.com.tw/ 意者請洽：

0963-411-366 李院長

李院長 0963-411-366

彰化縣

彰化縣員林市皓生婦

幼專科醫院誠徵婦產

科醫師

彰化縣員林市皓生婦幼專科醫院誠徵有熱忱、有衝勁婦

產專科醫師，意者請洽 TEL：0988722656 院長室。

院長室

邱小姐
09887226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