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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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
花蓮門諾醫院 誠徵

婦產科主治醫師

1. 工作地點：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2. 應徵條件：具備醫

師證書及專科醫師證書 3. 應徵方式： (1) 歡迎意者請將

履歷 E-mail 至 mch_doctor@mch.org.tw (2) 官網填寫履

http://www.mch.org.tw/other_job.aspx (3) 紙本寄送地址：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人力資源部收

人力資源部 
黃小姐

03-
8241595

03-8241594

台中市
臺中醫院 誠徵 婦產

科主治醫師

1.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2. 薪水優、團隊

氣氛佳、團隊陣容強、備有員工宿舍及停車場、位於市

中心交通方便。 ◎應徵方式 : 電話：04-22294411 分機

5951 人事室林小姐 E-mail:taic15177@taic.mohw.gov.tw 
劉主任 :0972-258353

劉主任 
或人事室

林小姐

劉主任

0972-25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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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愛麗生

婦產科診所誠徵婦產

科醫師

新北市蘆洲區愛麗生婦產科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1. 具
備醫師證書及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2. 環境、福利、

待遇優面洽，產房接生、開刀、輪值班， 工作模式可

細談，竭誠歡迎有衝勁熱誠的夥伴加入我們 的行列。 
3. 工作地點：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 323 號。 4.E-mail：
chung1023@kimo.com Tel：02-22890666 分機 711

鍾玉娟

副院長
0910-188-808

台南市 台南市婦產科診所
誠徵女性專科醫師，只看門診，診次彈性，不接生，輕

鬆沒壓力，生活品質好。
蕭主任 0918498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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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誠

徵婦產科主治醫師

1. 已具有他院主治醫師資格者。 
2. 具醫師執照、專科醫師證書。

黃主任
04-

37061668#1865

新北市
( 板橋區 ) 板橋安媞

婦產科誠徵女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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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
新惠生醫院誠徵婦產

科醫師

1. 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醫師證書。 2. 環境優、待

遇高、高保障薪、PPF 無上限、值班數少。 3. 全職：門

診、值班、接生、手術等。提供醫師個人專屬值班臥室。 
4. 工作地點：台中巿豐原區圓環北路一段 319 號。 5. 誠
摯邀請有熱忱、有衝勁的夥伴加入我們團隊。 E-mail：
riverfront.obs@gmail.com 電話：(04)2522-8792#6201

羅副院長 0933-554406

高雄市
高雄市王婦產科診所

誠徵婦產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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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薪，歡迎長期合作
蘇小姐 0921237269

高雄市

四季台安醫院誠徵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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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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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愛麗生

婦產科診所誠徵婦產

科醫師

1. 具備醫師證書及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2. 環境、福

利、待遇優面洽，產房接生、開刀、輪值班， 工作模式

可細談，竭誠歡迎有衝勁熱誠的夥伴加入我們 的行列。 
3. 工作地點：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 323 號。 4.E-mail：
chung1023@kimo.com Tel：02-22890666 分機 711

鍾玉娟

副院長
0910-188-808

苗栗縣
苗栗大千綜合醫院徵

婦產科專科醫師一名

誠徵全職或兼任醫師，可獨立看門診、接生、開刀及值

班。提供優厚保障薪 +PF。 現況 : 大千綜合醫院目前總

床數 1200 床，共有 110 位專任各科主治醫師，現有 3 位

婦產科醫師。 區域特色 : 本院位於苗栗市中心，交通便

利，高速公路開車半小時可到台中或是新竹，高鐵、台

鐵也可到達，遠到者並提供宿舍。工作氣氛融洽，歡迎

具臨床服務熱忱者加入我們的行列。 意者請洽 : 蔡副院

長 0966-711056 LINE ID : 0972530068，加入好友後，

即可提供本院醫師合約書，永久保障薪資與高提成。 
E-mail: L207@dachien.com.tw

蔡副院長 0966-711056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婦產科

診所誠徵婦產科醫師

具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全職，純門診，排班彈性，意

者電洽。
黃小姐 0970255520

高雄市
健新醫院誠徵婦產科

醫師

熱誠歡迎：婦科、產科、人工生殖專科醫師，兒科過敏

/ 胸內專科醫師加入我們的醫療團隊，一起為您心目中

的夢想打拼，待遇優渥、節數可談 、值班少、保障薪、

高抽成、發展高，意者請洽：劉秘書 0985732129/ 07-
2613866#102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 295 號

劉秘書 0985732129

桃園市
聯新國際醫院誠徵婦

產科醫師 3 名

工作地點：桃園市平鎮區聯新國際醫院 工作待遇：第一

年保證薪，PPF 無上限 學歷：具備醫師證書、婦產專科

醫師證書

蔡小姐
03-4941234
轉 2919

南投縣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

民醫院誠徵婦產科主

治醫師

1. 需具備醫師證書及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2. 待遇優，竭

誠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3. 工作地點：南投縣草屯鎮太平

路一段 200 號 4.MAIL：908363@cch.org.tw
黃小姐

049-2358151
分機 1719

台南市

新樓醫院 ( 台南、麻

豆院區 ) 誠徵婦產科

主治醫師

具醫師證書、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待遇優渥、薪資福

利完善，誠摯歡迎您加入，意者請備履歷表 ( 附照 ) 及
相關資料寄至：《台南新樓 ~ 701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

段 57 號； 電 話 06-2748316 轉 6324 施 小 姐；E-mail：
slh528@sinlau.org.tw》《 麻豆新樓 ~ 721 台南市麻豆區

埤頭苓子林 20 號；電話 06-5702228 轉 4023 蔡小姐；

E-mail：slh66@sinlau.org.tw》

施小姐 06-2748316

台中市

台中市清水區慈銘婦

產科診所誠徵婦產科

專科醫師

誠徵 婦產科專科醫師 具備醫師證書 婦產科專科醫師證

書 一 . 全職 : 看診 接生 手術 值班 , 保障薪40萬 二 . 全職 : 
僅看門診 保障薪 25 萬 三 兼職 : 面談 待優 地點 : 台中市

清水區中興街 35-5 號 E-Mail: aejannie1@gmail.com 意洽 : 
楊秘書 0935654104

楊秘書 0935654104

台中市

台中市太平區長安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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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611-3611
分機 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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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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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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388766
分機 1157

彰化縣

彰化縣員林市皓生婦

幼專科醫院應徵婦產

科醫師

彰化縣員林市皓生醫院誠徵有熱忱，有衝勁，婦產科專

科醫師，意者請親洽 TEL:0988-722656 院長室 謝謝
邱小姐 0988-722656

桃園市

桃園市衛生福利部桃

園醫院誠徵婦產科主

治醫師

具備婦產科專科醫師證照，具次專科者尤佳 本院臨

床、研究與教學皆注重 待遇優，竭誠歡迎加入我們的

行列 工作地點：桃園市中山路 1492 號 意者履歷請寄

Email:tyghstacy1004@gmail.com 有相關問題，歡迎於

08:00-17:00 來電

史小姐
03-

3699721#3492

高雄市
高雄市王婦產科診所

誠徵婦產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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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薪，歡迎長期合作。
蘇小姐 0921237269

台中市

台中澄清綜合醫院中

港分院誠徵婦產科主

治醫師

誠徵婦產科主治醫師 1. 具婦產科專科醫師證書。 2. 具次

專科專科醫師證書 ( 如：婦癌專科醫師 ) 或部定教職證

書尤佳。 工作地點 :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966 號 應徵

方式 : email:human@ccgh.com.tw 電話 :04-24632000 轉分

機 32505

林小姐
04-

4632000#32505

桃園市
誠徵婦產科醫師及胎

兒影像中心醫師

婦幼中心禮聘婦產科醫師，保障薪，高 PPE 徵才條件 /
內容 院區內醫師宿舍。優質團隊 , 竭誠歡迎加入

楊小姐 096502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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