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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8年11月12日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意者請備履歷、自傳、照片及相關證書影本 

來函寄至970花蓮市中央路3段707號慈濟醫學中心 人力資源室 收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3611 (合者約談，不合者恕不退件) 

電子履歷請寄至：resume@tzuchi.com.tw 

【醫師】 
■放射診斷專科醫師 

招募說明： 

  1.具放射線診斷專科醫師證書。 

  2.具區域級以上主治醫師三年工作經驗。 

 

■主治醫師 

招募說明： 

【科別】 

 血液腫瘤科、肝膽腸胃科、神經科、大腸直腸外科、 

  婦產科、小兒部、急診部、耳鼻喉科、感染科、 

  皮膚科、解剖病理科、放射診斷科及牙科之醫師。 

【說明】 

※內科系主治醫師 

  薪資優渥，工作內容為本院醫療業務及進行院外支援。 

※腎臟內科 研究型主治醫師(1名) 

※一般醫學內科 

  薪資優渥，工作內容為本院醫療業務及臨床教學。 

※大腸直腸外科主治醫師 

 具大腸直腸專科醫師證書 

※婦產科主治醫師 

 具執行人工生殖術之資格者數名 

※小兒部主治醫師（2名） 

 能提供慈濟大學教職。 

※急診部主治醫師 

 薪資優渥，工作氣氛佳，環境好適合進修 

  有獲得慈濟大學教職之機會 

※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薪資優渥，工作內容為本院醫療業務及進行  

院外支援。 

※牙科主治醫師  

  具口腔顎面外科或牙髓病科者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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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各科各級住院醫師 

1.107年各級住院醫師：  

內科(R1、R2、 R3、R5）、 外科（R1、R2、R3）、放射腫瘤科(R1)、影

像醫學科(R1)、 

神經科(R2)、解剖病理科(R2)。 

2.106年 PGY一年。 

備註 

※身心障礙者經甄試合格時，將優先錄用，歡迎踴躍來函※ 

※履歷投遞方式如下： 

1.登錄 1111人力銀行招募網站，請點連結→1111人力銀行投遞履歷 

2.登錄本院招募網頁，請點連結→應徵本院各類人員登錄系統 

欲修改已存於本院人才庫之履歷者，請點連結→履歷變更系統，進

行履歷更新 

3.E-MAIL報名： 

填妥履歷表（EXCEL檔、WORD檔→請在檔案格式上按右鍵另存新檔

後填寫）以及照片、自傳及相關證書等電子檔案並請寄至： 

resume@tzuchi.com.tw  

4.紙本報名： 

下載並填妥履歷表（EXCEL檔、WORD檔→請在檔案格式上按右鍵另

存新檔後列印）另準備照片、自傳及相關證書影本，來函寄至 970

「花蓮市中央路 3段 707號花蓮慈濟醫院 人力資源室」收 

 

※聯絡電話：(03)8561825-13609或 13604 ※ 

※合者約談，不合者恕不退件※ 

※如未獲錄取者，本院將於收到個人履歷、自傳等資料之日起 60日後銷毀。 

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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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花蓮慈院住院醫師招募簡章 

一、應徵資格：國內外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生（包含應屆畢業生） 

二、108年度住院醫師招募科別 

【各專科住院醫師 】 

科別 備註 

  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   

 神經外科、麻醉科、老年醫學科、 

 影像醫學科、解剖病理科、臨床病理科、 

 中醫科 

         

放射腫瘤科 

【放射腫瘤科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7年11月15日(週四)(以郵戳為憑) 

急診科 

【急診科招募訊息】 

◎招募簡介：108年急診科招募簡介PDF檔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7年11月16日(週五)(以郵戳為憑) 

◎面談日期：107年11月25日(週日) 

 面談時間：上午9點至中午12點 

骨 科 

【骨科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7年11月19日(週一)(以郵戳為憑) 

◎面談日期：107年11月24日(週六) 

 報到時間：上午9點30分 

  面談時間：上午10點開始 

皮膚科 
【皮膚科招募訊息】 

◎面談日期：將於107年11月底前公告 

家醫科 

【家醫科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7年11月17日(週六)(以郵戳為憑) 

◎面談日期：107年12月1日(週六) 

眼 科 

【眼科招募訊息】 

◎招募簡介：108年眼科招募簡介PDF檔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7年12月7日(週五)(以郵戳為憑) 

◎面談日期：107年12月15日(週六) 

 面談時間：中午12點至下午5點30分 

中醫科 
【中醫科招募訊息】 

◎招募說明：108年中醫科招募說明PDF檔 

https://10.2.97.47/hualien/administrato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sectionid=-1&task=edit&cid%5b%5d=2535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8-ey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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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7年12月10日(週一)(以郵戳為憑) 

◎面談日期：107年12月15日(週六) 

 報到時間：上午9點至9點30分 

 考試時間：上午10點開始 

 面談時間：下午13點30分開始 

耳鼻喉科 

【牙科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8年1月5日(週六)(以郵戳為憑) 

◎面談日期：108年1月12日(週六) 

牙 科 

【牙科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8年1月11日(週五)(以郵戳為憑) 

◎面談日期：108年1月19日(週六) 

 面談時間：上午10點開始 

 

三、住院醫師福利： 

  檔案下載：(107各專科住院醫師招募簡介 PDF檔) 

              

四、住院醫師面試 

  1.報名方式：（可選擇下列任一種方式報名） 

※報名表連結：面試報名表下載  (檢附資料請郵寄至本院) 

(1)登錄 1111人力銀行招募網站，請點連結→1111人力銀行投遞履歷 

      (2)E-mail報名：報名表請於上方連結處下載，填妥報名表後，將報名表

檔案 E-mail至「resume@tzuchi.com.tw」。  

      (3)郵寄報名：住院醫師面試報名表請於上方連結處下載，填妥後連同報

名檢附文件，郵寄至 970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號 人資室吳喻茹小姐

收。 

     2.報名檢附文件：請郵寄至本院（詳面試報名表說明 1） 

      (1)身分證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2)兵役證明或僑生證明、(3)歷年成績

單正本、 

      (4)醫師證書正反面影本、(5)學歷證明(畢業證書影本)、(6)自傳、(7)

二吋照片 2張(含貼 1張) 

3.面試地點、日期： 

       (1)面試地點：970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號(慈濟醫學中心)。 

       (2)面試日期：依各科安排通知面試日期。 

     4.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花蓮慈濟醫院 人資室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20171005-107-report.doc
https://www.1111.com.tw/job/76746452/
mailto:resume@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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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喻茹小姐電話：03-8561825轉 13600 

備註： 

※合者約談，不合者恕不退件 ※ 

※如未獲錄取者，本院將於收到個人履歷、自傳等資料之日起 30日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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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PGY住院醫師召募 

招募說明： 

容額： 32 名 

甄試條件： 

一、我國大學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應屆及非應   
屆畢業生，需取得醫師證書後，始可接受一般醫學訓練，

如為男性，則兵役狀況應為免役或於訓練年度預計可服

役期滿屆退(或申請緩徵) 

二、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應屆畢業生，需取得中醫師證

書並通過西醫第一階段醫師國家考試後，始可於本院接

受一般醫學訓練，惟接受訓練起 6個月內須通過西醫第

二階段醫師國家考試，否則即中止訓練 

三、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非應屆畢業生，需取得中、西

醫師證書後，始可於本院接受一般醫學訓練 

四、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學系畢業，須於國內實習一年，

並領有我國醫師證書後，始可接受一般醫學訓練，如為

男性，則兵役狀況應為免役或於訓練年度預計可服役

期 滿屆退(或申請緩徵) 

開始訓練日期： 107/08/01 

甄試項目： 口試：100% 

甄試日期： 

 107年 1月 20日 

★若您無法於公告之甄試日期進行甄 

    試，另視學員需求及多寡擇日安排可 

    甄試日期，熱情邀請您加入慈濟大家庭 

報名資料寄送截止

日： 
107年 1月 05日 

報名時須寄送資

料： 

★ 應屆畢業生： 

 1. 本院面試報名表(須貼照片) 

 2. 自傳(不限格式)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籍生請附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4. 成績單正本(1-6年級) 

 5. 二吋照片一張 

 6. 兵役證明(若無則免) 

 7. 個人事蹟(得獎紀錄或語言能力證明等) 

※報名表連結：面試報名表下載 

★非應屆畢業生： 

 1. 本院面試報名表(須貼照片) 

 2. 自傳(不限格式)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籍生請附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4. 成績單正本(1-7年級) 

 5. 二吋照片一張 

 6. 兵役證明 

https://10.2.97.47/hualien/images/stories/doc/human/20171005-107-repor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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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個人事蹟(得獎紀錄或語言能力證明等) 

 8. 畢業證書影本 

 9. 醫師證書影本 

甄試前需寄送資料：同報名時須寄送資料 

甄試時需攜帶資料：無 

待遇/福利說明： 

【花蓮慈濟醫院】 

花蓮好山好水、好空氣、好人情，花蓮慈濟醫院守護著

東部地區居民的健康，是東部唯一一家醫學中心，地理

位置十分便利，距離花蓮火車後站步行僅 12分鐘路程。

不管是站在高崗上眺望亦或是佇足天際線聽海，都是稀

鬆平常的享受。花蓮地形狹長，南北長約 137.5公里，

是全台最大的縣市，文化種族非常多元，是個民風純樸、

居民熱情的地方。在醫療資源相對缺乏的東部地區，怎

麼能少了你！ 

【薪資】 

有醫師證書：90,000/元(不含值班費) 

無醫師證書：84,600/元(不含值班費) 

★慈濟大學畢業生留任PGY，每人補助OSCE報名費6,000

元 

【值班】 

一、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上限 8班(科內自行排班，

不連續值班) 

二、急診：16班 

【值班費】 

一、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神內/神外/骨科/麻醉/整外/

心外：平日 1,500/元，假日 3,000/元 

二、其餘科別：平日 1,200/元，假日 2,500/元 

★下班後接新病人，第六位起每位病人 300元(以完

成 Admission note為主，以平日病患入住病患為計

算基準) 

【休假】 

一、週休二日 

二、值班隔天 PM OFF 

三、休假年資自 PGY訓練起累計，且休假時數得以延用 

四、一年休假至少 25天(不含週六、日)：其中年休 7

天，另含勞基法規定之休假日(實際依行政院公布為主) 

【訓練日期】 

配合衛生福利部規定，訓練日期自 107/08/01起，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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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員需求調整訓練始期 

【宿舍】 

提供家庭式單身宿舍，三房(2雅房+1套房)為一間，每

個房間都設有窗戶，採光好、通風佳，每月房租

1,500~2,500/元不等，每間公共區域皆配有廚房及客廳 

【教學措施】 

一、依學員專科需求，安排該科主治醫師 擔任學員之 

         導師 

二、專科人才培育計畫：依學員專科需 求，量身規劃 

         未來進修、臨床、教學、研究發展等培育計畫 

三、 本院有 專屬一般醫學內科病房，病人必須是 PGY 

          訓練教師之病患且符合訓練計畫之疾病才需要 

          照護 

四、於一年 PGY訓練課程中，含兩天大體模擬手術教 

         學(四人一具大體老師) 

五、本院參與分組試辦計畫，107年度容額為 32名， 

         各組組別人數比例分配如下(衛福部規定依各科 

         師資多寡按比例分配)： 

         A. 內科組：至多 18位 

         B. 外科組：至多 5位 

         C. 內兒組：至多 5位 

         D. 外婦組：至多 4位(以上 4組各組別報名 

                 人數若超過規定上限，將依甄試成績高 

                 低優先排序) 

         E. 不分組：無限制 

【福利】 

一、平板電腦：配合本院電子化作業及設置電子學習護 

        照 E-portfolio，擔任本院 PGY(含住院醫師)者， 

        報到時免費贈送一台平板電腦(若未完成 PGY訓練 

        者須依訓練時間按比例自費負擔) 

二、享有勞健保及團保，補助醫師公會常年會費（750 

        元/月）、醫師公會入會費（6,000元/次）、首次管 

        制藥品執照申請（500元/次）、首次執登費用（300 

        元/次） 

三、員工及其眷屬享有就醫優待 

四、年終獎金、生日禮金及中秋節、端午節等節慶禮金 

        或禮品、同仁婚喪喜慶發給禮金或慰問金 

五、公務手機通訊費補助：公務用手機網內及分機互打 

        免費(請自備手機) 

六、提供全院 Wi-Fi無線上網 

七、購買院內制服補助 80%(量身訂做制服、西裝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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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提供醫師袍四套(免費送洗) 

八、院內設有兩家全家便利商店，員工享有 5%折扣 

九、院內餐廳供膳，早餐 15元，午、晚餐 25元，價格 

        經濟又實惠 

十、PGY學員若已婚且已簽專科住院醫師約者，提供有 

        眷宿舍 

十一、福委會合作廠商員工優惠、慈濟志業體內員工優 

         惠，醫院緊鄰大學網球場、排球場、體育館含室 

         內游泳池、健身房、桌羽球場等，醫院員工優 

         惠年費 2,160元 

【留任措施-本院 PGY綁定內招制度】 

一、 留任獎金： 

     1. 內科/外科/神外/婦科/兒科/急診：核發 10萬 

            元留任獎金(另衛福部將核發補助款，但實際 

            金額及核發方式依衛福部公告為主) 

     2. 神內：核發 10萬元留任獎金 

     3. 除上述科別外，核發 1萬元獎金 

二、招收/團體獎勵金 

     1.若 PGY招收率達 80%以上，另每人核發 PGY招收 

           獎勵金：(以 PGY容額 32名計算)80%，10,000/       

           元；90%，15,000/元；100%，20,000/元 

     2.除原有住院醫師留任獎金，若本院 PGY留任住院 

           醫師達 80%以上，另每人核發 PGY留任住院醫師 

           團體獎勵金：(以 PGY滿招 32名計算)80%， 

           10,000/元；90%，15,000/元；100%，20,000/ 

           元 

聯絡人員： 
教學部 PGY計畫助理：王筱琳小姐 

人力資源室：吳喻茹小姐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3643(王筱琳) 

(03)8561825分機 13600(吳喻茹) 

其他聯絡方式： 
E-mail：joelice@tzuchi.com.tw(王筱琳) 

E-mail：ru22@tzuchi.com.tw(吳喻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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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技】 
■麻醉部麻醉恢復室技術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相關科系畢，具護理師證書。                                 

2.內、外科臨床經驗至少 1年以上者。 

工作內容: 

1.麻醉恢復室照護: 

(1)手術後恢復室照護  

(2)預防醫學無痛消化鏡檢 

(3)醫美中心之恢復室照護 

2.自費術後止痛照護           

3.術前訪視門診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麻醉恢復室 尤心妤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6242、1624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8:00-16:00 

電子信箱：luse803@tzuchi.com.tw

 
■藥學部臨床藥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具藥師證書，Pharm. D、臨藥所/臨床組碩士畢業，

優先錄用。 

2.有臨床藥師執業經驗者優先錄取用。 

工作內容: 

臨床藥事服務、藥物諮詢、教學及其他交辦事項。 

其它事項: 

1. 每月提供臨床藥師津貼，臨藥所/臨床組碩士畢業以碩士敍  

   薪。 

2.通過用後，高額簽約金：簽一年 12萬，簽兩年 25萬，簽 3 

   年 40萬 

3.保證薪資 55,000元(值班津貼另計) 

4.全額補助藥師公會/臨床藥學會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5.提供一至四級藥師晉級獎金 

6.享年節獎金、年終獎金、生日禮金、藥師節禮金、員工旅遊 

 7.享勞健保、員工及眷屬就醫優待、員工定期健檢、員工用餐優

惠 

8.可休長假、可免上夜班 

9.提供員工宿舍 

10.提供外縣市一年四次返鄉交通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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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經甄試合格時，將優先錄用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藥學部 劉采艷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29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tsailou@tzuchi.com.tw 

 
■血液透析中心護理技術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護理相關科系畢，具護士或護理師證書。 

2.具血液透析護理人員證書尤佳。 

3.具內外科臨床護理經驗 1年以上者尤佳。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血液透析中心 林欣穎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2238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lin63@tzuchi.com.tw 

 

■牙科技術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專科以上畢，具護理師證書者尤佳。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牙科 黃銘傑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2436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ming_jays@tzuchi.com.tw 

 

■消化系功能檢查室技術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畢，具護理師證書、放射師證書或醫檢師證書者。 

2.具臨床相關經驗一年以上者尤佳。 

3.具 BLS與消化系內視鏡技術師證照者尤佳。 

工作內容: 

協助內視鏡相關技術執行 

 

mailto:tsailo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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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消化系功能檢查室 陳均綾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426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junling@tzuchi.com.tw 

 

■開刀房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相關科系畢，具護理師證書。 

2.具臨床護理經驗者尤佳。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張雙輝組長 

連絡電話:03-8561825#10262 

聯絡信箱:chang11843@tzuchi.com.tw 

 

■營養科膳食管理組作業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國中以上畢，具餐飲及團膳經驗者尤佳。 

2.具丙級(中餐)廚師執照者優先錄取。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張慧芳組長 

連絡電話:03-8561825#13087 

聯絡信箱:tonglixia@tzuchi.com.tw 
 

■復健技術科物理治療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物理治療相關科系畢業，具物理治療師證照。 

         2.具相關工作經驗尤佳。 

工作內容: 

         臨床神經、小兒、心肺、骨科及長照物理治療等相關業務，另

視狀況支援關山慈院。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mailto:junling@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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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樊志成先生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269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pastaway100@tzuchi.com.tw 

 
■胸腔內科技術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畢以上，護理相關科系且具護理師證書者。 

         2.具內外科或急重症臨床經驗或內視鏡技術經驗者尤佳。 

         3.具基本救命術急救訓練。  

工作內容: 

熟悉臨床業務。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羅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232、1323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Shuan@tzuchi.com.tw 

 

■復健技術科語言治療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語言治療相關科系畢業，具語言治療師證照。 

      2.具實習臨床經驗及語言治療相關工作經驗尤佳。 

工作內容: 

         服務對象包含兒童及成人，工作內容包含語言、言語、吞嚥等

各類別語言治療、腦中風急性後期計畫復健服務及兒童早療聯

合評估等業務。 

其他事項: 

          一名職務代理人(108年 3月起一年)。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陳佳惠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2311、12312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yaoyiwang@tzuchi.com.tw 

■胸腔內科呼吸治療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mailto:Shuan@tzuchi.com.tw
mailto:yaoyiwang@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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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以上，呼吸治療相關科系畢業，具呼吸治療師證照。 

2.具臨床與呼吸治療相關重症經驗一年以上尤佳。 

工作內容: 

          1.輪三班 

          2.全院呼吸治療照護相關業務 

          3.門診衛教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胸腔內科 羅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232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Shuan@tzuchi.com.tw

 
■血液透析中心護理佐理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高中職以上畢。 

2.具有輔佐護理工作經驗尤佳。 

3.相關輔佐護理工作技能。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血液透析中心 林欣穎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2238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lin63@tzuchi.com.tw 

 
■藥學部正職西藥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大學以上，藥學系畢業，具藥師證書。 

工作內容: 

藥品調劑、藥品管理、藥物諮詢等及其他交辦事項。 

其它事項: 

1.通過試用後，高額簽約金：簽一年 12萬，簽兩年 25萬，簽三年 

  40萬。 

2.保證薪資 55,000元(值班津貼另計) 

3.全額補助藥師公會/臨床藥學會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4.提供一至四級藥師晉級獎金 

5.享年節獎金、年終獎金、生日禮金、藥師節禮金、員工旅遊 

6.享勞健保、員工及眷屬就醫優待、員工定期健檢、員工用餐優惠 

7.可休長假、可免上夜班 

8.提供員工宿舍 

9.提供外縣市一年四次返鄉交通費補助 

  身心障礙者經甄試合格時，將優先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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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藥學部 劉采艷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29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tsailou@tzuchi.com.tw 
 

■麻醉護理組麻醉學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專科以上護理相關科系畢，具護理師證書，具臨床經驗一年以上者尤佳。 

其它事項: 

1.學員通過試用後，高額簽約金：簽二年 10萬。 

2.訓練其滿核發訓練證書並加予績效獎金。 

3.全額補助麻醉護理師常年會費 

4.提供一至四級麻醉護理師晉級獎金。 

5.享年節獎金、年終獎金、生日禮金、年終工作獎勵金、員工旅遊。 

6.享勞健保、員工及眷屬就醫優待、員工定期健檢、員工用餐免費。 

7.訓練期間可免上夜班。 

8.提供員工宿舍，並補助 1,000元/月住宿津貼。 

9.提供外縣市一年四次返鄉交通費補助。 

10.身心障礙者經甄試合格時，將優先錄用。 

工作內容: 

         手術室內外麻醉護理照護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麻醉護理組 潘慧姍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 1623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電子信箱：apan@tzuchi.com.tw 
 

■麻醉護理組麻醉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專科以上護理相關科系畢，具護理師及麻醉護理訓練證書，具臨 

        床麻醉經驗一年以上者尤佳。 

其它事項: 

1.可享高額簽約獎金、高額績效獎金。 

2.可享一年二次休長假。 

3.提供一至四級麻醉護理師晉級獎金。 

4.享年節獎金、年終獎金、生日禮金、年終工作獎勵金、員工旅 

  遊。 

5.享勞健保、員工及眷屬就醫優待、員工定期健檢、員工用餐免 

  費。 

6.提供員工宿舍，並補助1,000元/月住宿津貼。 

7.提供外縣市一年四次返鄉交通費補助。 

8.身心障礙者經甄試合格時，將優先錄用。 

工作內容: 

mailto:tsailou@tzuchi.com.tw
mailto:apan@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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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術室內外麻醉護理照護 

 

身心障礙者經甄試合格時，將優先錄用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麻醉護理組 潘慧姍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623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apan@tzuchi.com.tw 

 

■復健技術科職能治療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物理治療相關科系畢業，具職能治療師證照。 

         2.具實習臨床經驗及職能治療相關工作經驗尤佳。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樊志成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269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pastaway100@tzuchi.com.tw 

 
 

mailto:apan@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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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 

■專科護理師及儲備專科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已具備專科護理師證書者，以專科護理師優先錄取。 

         2.大學畢業，具護理師、N2進階職級及相關科別病房三年以上

工作經驗可參加訓練以資深護理師聘任。 

         3.人數: 

                (1)內科數名 

                (2)外科：神經外科五名；外科部共五名 

              (3)婦產科一名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護理部 吳月秀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22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ys_wu@tzuchi.com.tw 

 
■安寧居家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護理師證書 

         2.年資二年以上 

       3.有安寧緩和護理學會基礎班及進階班訓練優先錄取。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護理部 吳月秀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22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ys_wu@tzuchi.com.tw 

 
■安寧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護理師證書 

          2.年資二年以上 

          3.有安寧緩和護理學會基礎班及進階班訓練優先錄取。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護理部 吳月秀小姐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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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22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ys_wu@tzuchi.com.tw 

 

■手術室護理人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畢業，具護理師或護士證書。 

         2.應屆畢業生未具證照亦可以實習護士任用。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護理部 吳月秀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22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ys_wu@tzuchi.com.tw 

 

■外科加護病房護理人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 專科以上畢業，領有護理師證書，具加護病房臨床護理工作

經驗，且有各類加護訓練證書者優先錄取。 

 

2. 大學護理系畢業，具護理師（護士）證書，且對重症單位感

興趣者，歡迎加入。 

3.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護理部 吳月秀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22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ys_wu@tzuchi.com.tw 

 
【骨髓移植病房護理人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畢業，具護理師或護士證書。 

    2.應屆畢業生未具證照亦可以實習護士任用。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護理部 吳月秀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22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19 

電子信箱：ys_wu@tzuchi.com.tw 

 
■社區醫學部社區健康中心照顧服務員(居家式) (網站分類為長照，紙本放護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居家式(政府機關核可證書) 

2.實際從事居家式照顧服務經驗 

3.對照顧失能失智長者有高度興趣與熱忱者 

4.具失智症相關訓練證明(優先錄用) 

5.自備交通工具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社區醫學部  林金蘭護理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10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400-1700 

電子信箱：Line@tzuchi.com.tw  

 
■日間照顧整合中心照顧服務員(網站分類為長照，紙本放護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具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書 

2.照顧服務員工作經驗半年以上 

3.對照顧失能失智長者有高度興趣與熱忱者 

4.具失智症相關訓練證明者(優先錄用)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日照中心  蕭孟柔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505/12506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mengron@ tzuchi.com.tw 

 
■預防醫學中心之護理人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畢業，具護理師(護士)證書。 

         2.具臨床經驗二年以上、預防醫學、內外科基礎醫學、健檢服

務經驗者尤佳。 

         3.具有勞工健康服務訓練證書 

         4.主動積極、具服務熱忱。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預防醫學中心 吳美秀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967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mailto:ys_w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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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ms_wu@tzuchi.com.tw 
 

 
■感控醫檢師(網站分類為醫技，紙本放護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大學畢業、具有醫檢師執照或感控醫檢師證照。 

工作內容:  

         感染管制相關醫檢作業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感染管理控制室 江惠莉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277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JHL7557@tzuchi.com.tw 

 

■高齡暨社區醫學部行政組組員(網站分類為行政，紙本放護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 大專以上畢業，對健康促進、預防醫學領域有興趣且具相關能力

者。 

2. 具良好溝通能力，擅於與人互動和接觸。 

3. 需具中等電腦文書能力。 

4. 具公衛、醫管、傳播等相關背景為佳。 

工作內容: 

1. 協助規劃和執行本院健康促進活動，至社區、校園、職場等衛教

宣導，提升花東民眾健康自主意識。 

2. 健康促進相關計畫申請與執行。 

3. 配合本單位其它業務協助。 

4. 請見相關網頁更了解我們： 

     https://www.facebook.com/iHealthCM 

     http://hlm.tzuchi.com.tw/cm/ 

    有任何疑問或履歷可來信至 puppy770105@tzuchi.com.tw 

其他事項： 

   1.身心障礙者經甄試合格時，將優先錄用。 

   2.對專案執行或行銷企劃、美編設計有興趣且具相關能力， 

    若有相關佐證資料可供參，請附於履歷。 

   3.對健康促進學術研究有興趣或有經驗者，若有相關佐證資料 

    可供參，請附於履歷。 

   4.具有一般普通小型車駕照。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mailto:ms_wu@tzuchi.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iHealthCM
http://hlm.tzuchi.com.tw/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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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社區醫學部行政組 王小姐 

連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2420 

連絡信箱: puppy770105@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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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職業安全衛生室健康管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護理相關科系畢。                                       

2.具護理師證書。                                               

3.職業衛生護理人員訓練及格證書者。 

其它事項: 

1. 有護理臨床工作經驗 

2. 場護經驗者尤佳。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職業安全衛生室  林鈴惠 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61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linghui@tzuchi.com.tw 

 

■總務室醫學工程組-儲備幹部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醫學工程相關系所畢業。 

2.具醫療醫工、電子、電機等相關工作經驗尤佳。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總務室  沈芳吉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418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crystal@tzuchi.com.tw 

 

■醫事室組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畢。 

 2.熟悉 OFFICE電腦操作。 

 3.具統計分析且主動積極。 

 4.服務熱忱。 

工作內容: 

         門住診作業、統計分析、專案執行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宋玟芳助理專員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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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song0626@tzuchi.com 

 
█院長室秘書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畢。 

2.具醫療相關經驗、秘書工作經驗及外語能力者尤佳。 

工作內容: 

1.辦公室庶務工作。 

2.來賓來訪接待事宜。 

3.協助主管與院內/外各單位溝通協調相關業務 。 

4.處理主管交辦事項。 

其它事項: 

1.溝通協調、可獨立作業、亦須團隊合作。 

2.履歷需檢附英文檢定證明。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連絡人：人力資源室 李宜芳 組長 

連絡電話：03-8561825#13604 

連絡信箱：941@tzuchi.com.tw、yifang@tzuchi.com.tw 

 
■醫事室門診組組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具醫務管理系畢佳 
2.具服務熱忱者佳 

工作內容: 

        櫃台事務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張家琪股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313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giachii@tzuchi.com.tw 

 
■教學部約聘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畢業 

    2.具備電腦操作及文書處理能力 

3.基礎統計分析能力 

工作內容: 

    1.負責本院一般醫學師資培訓等相關業務 

mailto:song0626@tzuchi.com
mailto:941@tzuchi.com.tw
mailto:giachii@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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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負責本院實證醫學相關業務 

    3.負責本院客座教授相關業務 

    4.需支援單位相關活動、評鑑 

其他事項: 

        預計上班日期：108年2月11日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  

       1. 梁淑媛主任 

       2. 李慧香股長 

       3. 曾靜巧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3645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1. 梁淑媛主任-AD045@tzuchi.com.tw 

         2. 李慧香股長-daphni33520@tzuchi.com.tw 

         3. 曾靜巧組長-maris3644@tzuchi.com.tw 

 
■醫務部辦事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大學畢業/具有一般文書技能/善於溝通協調 
工作內容: 

        協助科部行政、採購業務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王亭諮 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390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Mimosa2155@tzuchi.com.tw 

 
■醫事室病歷組檔案管理股長期工讀生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醫管等相關科系畢。 

    2.熟悉 OFFICE電腦操作、具統計分析、溝通協調能力佳且具主

動積極、服務熱忱。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 褚惠瑛 股長 

連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3122 

連絡信箱: totoro1215@tzuchi.com.tw 
 

mailto:maris3644@tzuchi.com.tw


25 

■檢驗醫學部-專任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碩士或學士皆可 (從優起薪 )。                             

2.醫技、生科相關科系畢業(具醫檢師執照尤佳)，無經驗可。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檢驗醫學部  廖梅華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209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lkc@tzuchi.com,tw 

 
■國衛院計劃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具護理師或高齡照護相關經驗並熟悉文書作業、製做海報能力 

工作內容： 

         1.高齡長者周全性評估 

         2.行政庶務(含經費核銷) 

         3.其他計劃相關內容業務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 林彥瑋 專員 

連絡電話: 03-8561825轉12427 

連絡信箱: yanweiger@tzuchi.com.tw 

 
■排尿障礙研究及治療中心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或大學以上皆可。 

         2.諳電腦操作, 熟悉文書處理軟體。 

         3.具溝通協調、態度積極，認真細心配合度高。 

         4.具醫院相關行政或研究經驗尤佳。 

工作內容： 

         1.一般行政業務 

         2.中心專案業務 

         3.研究資料統計與分析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可備妥履歷表、自傳、成績單及相關證書影本參與面談 

聯絡人: 田靜慧 小姐 

連絡電話: 03-8561825 ext 12119 

連絡信箱: sweet@tzuchi.com.tw 

mailto:hueymin@tzuchi.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