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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2020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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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招募說明： 

  1.具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 

  2.具其他專科醫師證書者尤佳。 

 

■牙科部主治醫師 

招募說明： 

  壹、牙科部主治醫師－招募科別 

    口腔顎面外專科(二名)、齒顎矯正專科(一名)、贋復假牙專科(一名)、 

    牙體復形專科(二名)、牙髓病專科(二名)、身心障礙者牙科專科(一名) 

  貳、應徵資格 

    一、中華民國國籍。 

    二、國內外各大學院校牙醫學系畢業，具牙醫師證書。 

    三、具各次專科醫師資格。 

  參、報名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即日起至額滿截止。 

    二、地點：花蓮慈濟醫院 

    三、院址：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號 

    四、受理單位：人力資源室 

    五、連絡人：人力資源室吳喻茹小姐 

    六、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 13600；E-mail：resume@tzuchi.com.tw 

  肆、報名手續及應備資料 

    一、報名方式： 

    二、報名應備資料： 

      1.履歷表乙份。 

      2.中華民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外籍醫師須附居留證、護照影

本。 

      3.牙醫師證書影本。 

      4.考試院及格證書影本。 

      5.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6.資歷證明影本。 

mailto:resume@tzuchi.com.tw
mailto:resume@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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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國外醫學院校畢業者請檢附相關資料影本及另檢附中譯影本(需

經民間私文認證)。 

  伍、面試日期、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中醫部主治醫師 
招募說明： 
一、應徵職稱：中醫部主治醫師 2名 
二、工作內容：中醫醫療業務。 
三、工作待遇：薪資優渥，可面議，有保障薪 
四、工作性質：全職 
五、上班地點：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號 
六、上班時段：依醫院排診 
七、學歷要求： 
   1.國內外各醫學院中醫學系或學士後中醫學系畢業。 
   2.領有中華民國中醫師證書。 
八、其他條件： 
   1. 依醫院人事規定： 
    A. 主治醫師須具 4年住院醫師訓練始得申請。 
    B. 具教職者或具研究能力者尤佳。 
九、申請資料： 
   1.檢附自傳履歷表(內需含專長簡介)(黏貼 2吋照片 1張) 
   2.考試及格證書 
   3.中醫師證書 
   4.學歷證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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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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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科、感染科、皮膚科、 
  家庭醫學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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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濕免疫科主治醫師 
  薪資優渥，能提供慈濟大學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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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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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訊息） 
 口腔顎面外專科(二名)、齒顎矯正專科(一名)、贋復假牙專科(一名)、 
 牙體復形專科(二名)、牙髓病專科(二名)、身心障礙者牙科專科(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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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PGY住院醫師召募 

招募說明： 

 

109年PGY期別 備註 招募簡介下載 

 109年PGY（一年期） 
 【招募訊息】 

※報名表連結：面試報名表下載  
PGY一年期招募簡介 

 109年PGY（二年期） 
【招募訊息】 

※報名表連結：面試報名表下載 
PGY二年期招募簡介 

 

◎P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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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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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資室李玟瑩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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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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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花蓮慈濟醫院 人資室 

         李玟瑩小姐電話：03-8561825轉 13606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70920.doc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9pgy1.pdf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70920.doc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9pgy2.pdf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70920.doc
https://www.1111.com.tw/job/80240851/
mailto:resume@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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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PGY住院醫師召募 

招募說明： 

 

【★本院PGY住院醫師尚有名額，歡迎大家參閱招募簡章並踴躍報名！】 

              花蓮慈院醫療團隊期待您的加入~ 
 

108年PGY期別 備註 招募簡介下載 

 108年PGY（一年期） 
 【招募訊息】 

※報名表連結：面試報名表下載  

 

 

PGY一年期招募簡介 

(二招) 

 108年PGY（二年期） 
【招募訊息】 

※報名表連結：面試報名表下載  

 

 

PGY二年期招募簡介 

(二招) 

 

◎P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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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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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資室李玟瑩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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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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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花蓮慈濟醫院 人資室 

         李玟瑩小姐電話：03-8561825轉 13606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70920.doc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8pgy1y.pdf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70920.doc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8pgy2y.pdf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70920.doc
https://www.1111.com.tw/job/80240851/
mailto:resume@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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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各科各級住院醫師 

108年各級住院醫師：  

內科(R1、R2、 R3、R4）、 外科（R1、R2、R3）、放射腫瘤科(R1、R2)、

影像醫學科(R1、R2)、兒科(R1)、神經科(R3)、解剖病理科(R1、R3)、 

中醫部(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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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1825-13600或 136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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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1111.com.tw/job/57307098/
http://human.tzuchi.com.tw/mdahuman/PERWhiteCardT.nsf/Resume1?OpenForm
http://human.tzuchi.com.tw/mdahuman/PERWhiteCardT.nsf/ModifyForm1?OpenForm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40129EXCEL.xls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40129WORD.doc
http://hlm.tzuchi.com.tw/%20%3cscript%20language='JavaScript'%20type='text/javascript'%3e%20%3c!--%20var%20prefix%20=%20'mailto:';%20var%20suffix%20=%20'';%20var%20attribs%20=%20'';%20var%20path%20=%20'hr'%20+%20'ef'%20+%20'=';%20var%20addy7741%20=%20'resume'%20+%20'@';%20addy7741%20=%20addy7741%20+%20'tzuchi'%20+%20'.'%20+%20'com'%20+%20'.'%20+%20'tw';%20document.write(%20'%3ca%20'%20+%20path%20+%20'/''%20+%20prefix%20+%20addy7741%20+%20suffix%20+%20'/''%20+%20attribs%20+%20'%3e'%20);%20document.write(%20addy7741%20);%20document.write(%20'%3c/a%3e'%20);%20/--%3e%20%3c/script%3e%3cscript%20language='JavaScript'%20type='text/javascript'%3e%20%3c!--%20document.write(%20'%3cspan%20style=/'display:%20none;/'%3e'%20);%20/--%3e%20%3c/script%3e這個%20E-mail%20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20Java%20Script%20才能觀看%20%3cscript%20language='JavaScript'%20type='text/javascript'%3e%20%3c!--%20document.write(%20'%3c/'%20);%20document.write(%20'span%3e'%20);%20/--%3e%20%3c/script%3e
http://hlm.tzuchi.com.tw/%20%3cscript%20language='JavaScript'%20type='text/javascript'%3e%20%3c!--%20var%20prefix%20=%20'mailto:';%20var%20suffix%20=%20'';%20var%20attribs%20=%20'';%20var%20path%20=%20'hr'%20+%20'ef'%20+%20'=';%20var%20addy7741%20=%20'resume'%20+%20'@';%20addy7741%20=%20addy7741%20+%20'tzuchi'%20+%20'.'%20+%20'com'%20+%20'.'%20+%20'tw';%20document.write(%20'%3ca%20'%20+%20path%20+%20'/''%20+%20prefix%20+%20addy7741%20+%20suffix%20+%20'/''%20+%20attribs%20+%20'%3e'%20);%20document.write(%20addy7741%20);%20document.write(%20'%3c/a%3e'%20);%20/--%3e%20%3c/script%3e%3cscript%20language='JavaScript'%20type='text/javascript'%3e%20%3c!--%20document.write(%20'%3cspan%20style=/'display:%20none;/'%3e'%20);%20/--%3e%20%3c/script%3e這個%20E-mail%20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20Java%20Script%20才能觀看%20%3cscript%20language='JavaScript'%20type='text/javascript'%3e%20%3c!--%20document.write(%20'%3c/'%20);%20document.write(%20'span%3e'%20);%20/--%3e%20%3c/script%3e
http://hlm.tzuchi.com.tw/%20%3cscript%20language='JavaScript'%20type='text/javascript'%3e%20%3c!--%20var%20prefix%20=%20'mailto:';%20var%20suffix%20=%20'';%20var%20attribs%20=%20'';%20var%20path%20=%20'hr'%20+%20'ef'%20+%20'=';%20var%20addy7741%20=%20'resume'%20+%20'@';%20addy7741%20=%20addy7741%20+%20'tzuchi'%20+%20'.'%20+%20'com'%20+%20'.'%20+%20'tw';%20document.write(%20'%3ca%20'%20+%20path%20+%20'/''%20+%20prefix%20+%20addy7741%20+%20suffix%20+%20'/''%20+%20attribs%20+%20'%3e'%20);%20document.write(%20addy7741%20);%20document.write(%20'%3c/a%3e'%20);%20/--%3e%20%3c/script%3e%3cscript%20language='JavaScript'%20type='text/javascript'%3e%20%3c!--%20document.write(%20'%3cspan%20style=/'display:%20none;/'%3e'%20);%20/--%3e%20%3c/script%3e這個%20E-mail%20地址已經被防止灌水惡意程式保護，您需要啟用%20Java%20Script%20才能觀看%20%3cscript%20language='JavaScript'%20type='text/javascript'%3e%20%3c!--%20document.write(%20'%3c/'%20);%20document.write(%20'span%3e'%20);%20/--%3e%20%3c/script%3e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40129EXCEL.xls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1040129WORD.doc
http://hlm.tzuchi.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67&Itemid=697&lang=zh&tmpl=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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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花蓮慈院住院醫師招募簡章（跑馬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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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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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科、  

神經外科、神經科、 

老年醫學科、放射腫瘤科、 

影像醫學科、解剖病理科、  

臨床病理科、中醫科、牙科  

         

家醫科 

【家醫科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9年1月15日(週三) 

  (額滿提前截止報名) 

◎面談日期及時間另行通知 

急診 

【急診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9年1月31日(週五)(以郵戳為憑) 

◎面談日期及時間另行通知 

 

三、住院醫師福利： 

  檔案下載：(108年各專科住院醫師招募簡介 RQ CODE) 

 

 

四、住院醫師面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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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資室李玟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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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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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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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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玟瑩小姐電話：03-8561825轉 1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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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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中醫部住院醫師 
招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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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條件： 
  曾接受過慈濟人文教育者優先錄取。 

  

 三、住院醫師面試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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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資室李玟瑩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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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中醫部助理  

     人資室 李玟瑩小姐電話：03-8561825 轉13606 

中醫部 廖庭嘉小姐電話：03-8561825 轉1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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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lm.tzuchi.com.tw/images/stories/doc/human/20171005-107-report.doc
https://www.1111.com.tw/job/91189871/
mailto:resume@tzuchi.com.tw


10 

【醫技】 
■影像醫學部護理技術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護理相關系畢業，具護理師證照。 
     2.具影像檢查基本概念，具重症單位照護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具ACLS證書、On針技術熟稔。 

月薪資: 32,5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42,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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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娟主任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3288 

聯絡信箱: lily@tzuchi.com.tw 

 
■消化系功能檢查室技術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護理相關科系畢業 

     2.具護理師執照者 

     3.具臨床經驗者尤佳 

月薪資: 27,1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9,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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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均綾 組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3246、13242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聯絡信箱: junling@tzuchi.com.tw 
 

■心導管室-護理技術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具護理相關科系。 

         2.具護理師證照。 

         3.具加護重症經驗尤佳。 

工作內容: 

         1.協助醫師執行心導管檢查及治療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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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協助準備各種藥物並熟知各類藥物之作用及副作用。 

         3.熟悉各類耗材、儀器清潔保養、衛耗材管理。 

         4.各種導管之清洗及消毒 

其他事項: 

         具臨床經驗二年者尤佳 

月薪資: 月薪資: 31,9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9,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聯絡人: 王碧梅 代理組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228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聯絡信箱: may1012@tzuchi.com.tw 
 

■胸腔內科呼吸治療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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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33,4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50,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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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內科-睡眠中心技術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畢以上，具護理師或呼吸治療師證書尤佳 

     2.具睡眠醫學位訓練合格證書者尤佳。 

工作內容:  

     熟悉呼吸治療臨床業務 

月薪資:28,1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5,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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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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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春蘭 組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3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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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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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23,8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26,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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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科部牙體技術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 

2.具有牙體技術師證書。 

          3.具有牙體技術師經驗 1年以上。 

月薪資: 31,9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9,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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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琇芸小姐 

連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2436 

連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聯絡信箱: ming_jays@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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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部放射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 

  2.具有放射師證書。 

        3.具有放射師經驗 1年以上。 

月薪資: 31,9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9,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聯絡人: 黃琇芸小姐 

連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2436 

連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聯絡信箱: ming_jay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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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1.試用期：30,000元以上 

    2.正式任用：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45,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

容等，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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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臟內科檢查室技術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護理相關科系。 

     2.具護理師或放射師執照尤佳。 

     3.具超音波技術員證書尤佳。 

     4.臨床工作經驗兩年以上。 

     5.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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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資:27,1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4,3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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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健技術科語言治療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聽語系學士或碩士畢業 

工作內容: 

     配合執行臨床成人和兒童語言治療以及研究、社區服務、教學。 

月薪資:37,3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45,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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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6、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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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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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30,1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7,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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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忠詔主任、樊志成技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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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志成技術主任 pastaway100@tzuchi.com.tw 



15 

 
■檢驗醫學科醫檢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大學以上，醫技相關科系畢業，具醫事檢驗師證書者。 
其他事項: 
    1.經考核通過後，享簽約金：簽約三年一次核發 40萬元 
    2.全額補助醫檢師公會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3.提供一至四級醫檢師晉級考核津貼 
    4.享一年四次返鄉交通費補助(台鐵自強號為準) 
    5.享勞健保、員工及眷屬就醫優待 
    6.員工院內用餐優惠(蔬食供應，早餐 15元、午晚餐 25元) 
    7.同仁子(孫)女就讀慈濟教育志業享學雜費減免 
    8.可純白班、純夜班 
    9.提供員工宿舍 
 
月薪資: 27,6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41,3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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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醫學科 辜明慧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24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tch_mushroom@tzuchi.com.tw 

 
■藥學部正職中藥組藥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大學以上，藥學系畢業，具藥師證書及中藥16學分課程證明書。 

工作內容: 

     中藥藥事作業，實習生、PGY中藥教學，無中醫鄉巡迴醫療等。 

其他事項: 

       1.具中藥學指導教師證書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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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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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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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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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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采艷主任 

連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3299 

連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聯絡信箱: tsail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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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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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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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部手術室專責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大學畢以上，具護理師證照。 

工作內容: 

     協助骨科手術進行及相關業務 

     (詳細工作內容面議) 

其他事項： 

mailto:tsailo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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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開刀房經驗尤佳。 

     工作時間需排班及值大小夜。 

月薪資: 40,09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53,01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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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文田主任 

聯絡電話: 038561825 

聯絡信箱: h4567502@tzuchi.com.tw 

 
■營養科膳食管理組作業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國中畢以上 

     2.具團膳經驗者尤佳 

     3.具中餐丙級廚師執照者尤佳。 

     4.需符合餐飲類法規體檢合格者。 

月薪資: 23,8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24,4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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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麗霞組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3087、13088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聯絡信箱: 童麗霞組長－tonglixia@tzuchi.com.tw 
 

■癌症醫學中心癌症篩檢股行政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具公共衛生或企業管理相關科系畢業者 

         2.具耐心及抗壓性且主動積極 

     3.具活動策劃能力及執行經驗 

     4.熟悉電腦文書軟體及統計分析 

工作內容: 

   癌症篩檢業務及行政庶務 

月薪資: 26,700元起 

mailto:h4567502@tzuchi.com.tw
mailto:tonglixia@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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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29,5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聯絡人: 彭慧珊組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3112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聯絡信箱: san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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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 

                (2)外科5名 

        (3)神經外科1名 

               (4)婦產科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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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兒加護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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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61,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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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產科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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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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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具助產資格尤佳。 

 

月薪資: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59,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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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59,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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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59,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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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術室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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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學期間完成「手術護理」選修課程者優先錄用。 

月薪資: 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62,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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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加護病房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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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61,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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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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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34,000元起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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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59,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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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髓移植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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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61,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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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照護中心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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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61,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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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醫學中心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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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31,6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45,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護理部 吳月秀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967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 ys_wu@tzuchi.com.tw

■門診化療中心兼職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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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腫瘤化療照護經驗尤佳。 

時薪:158-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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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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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29,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31,5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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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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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ys_wu@tzuchi.com.tw 

 

■日間照顧整合中心照顧服務員(機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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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23,8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26,000，具照顧服務員技能檢定證照者，證書費另計)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張幸齡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528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Q220158@tzuchi.com.tw 

 
■日間照顧整合中心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畢業、具護理師證書 

     2.具備臨床內、外科經驗至少一年以上 

工作內容： 

     護理臨床服務 

其他事項： 

     請備自傳及臨床服務資歷證明 

 

月薪資: 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7,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聯絡人：張幸齡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528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Q220158@tzuchi.com.tw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個案管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 醫護背景為優先考量且須具備醫事人員專業執照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Q220158@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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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去具失智照護臨床工作經驗或失智據點服務經驗 

3. 具文書撰寫能力及資訊處理能力(熟 excel 及 word 與簡報製作

能力) 

工作內容: 

1. 失智個案管理-協助社區疑似失智個案至醫療院所確診、失智

個案訪視及諮詢、長照 2.0 資源轉介服務 

2. 協助社區失智識能宣導協助失智據點健康促進活動帶領(具預

防及延緩失能指導員資格者尤佳) 

月薪資: 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7,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張幸齡 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528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Q220158@tzuchi.com.tw 

 
■社區健康中心-居家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護理背景相關系所及科系畢業。 

     2.具護士、護理師證書。 

     3.對長期照護社區服務有興趣者。 

工作內容: 

     執行居家護理與個案管理 

月薪資: 31,5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7,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聯絡人：林金蘭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210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Line@tzuchi.com.tw 

 
■社區健康中心-居家服務督導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護理背景相關系所及科系畢業。 

    2.對社區老人照護具有服務熱忱者。 

工作內容: 

    1.管理居家照顧服務員在專業知識及照顧技術領域的教育訓練。 

    2.個案之派案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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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資: 31,5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7,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聯絡人：林金蘭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10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Line@tzuchi.com.tw 

 
■社區醫學部社區健康中心照顧服務員(居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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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薪：200元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林金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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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健康中心- A單位個案管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具一年以上長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者：師級以上醫事人員、社

會工作師、碩士以上學校老人照顧及公共衛生相關科、系、所

畢業 

    2.具二年以上長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者：專科以上學校醫事人員

相關科、系、所畢業或公共衛生、醫務管理、社會工作、老人

照顧或長期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具社會工作

師應考資格。 

    3.具三年以上長照服務相關工作經驗者：領有照顧服務員技術

士、高中(職)護理或老人照顧科系畢業者、領有專門執業證

書，包括護士、藥劑生、職能治療生、物理治療生等。 

    4.於衛生福利部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行政作業須知修正

公告前已任職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委託或特約之社

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且完成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個案管理人員

認證之個案管理人員。 

工作內容: 

    1.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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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評估個案需求及擬定照顧計畫  

    3.跨團隊溝通協調 

    4.介紹與說明長照資源 

    5.轉介及連結長照資源 

月薪資: 34,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7,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

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聯絡人：林金蘭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210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30 

電子信箱：Line@tzuchi.com.tw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專業助理人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一)高中職以上畢業具照顧服務員資格。 

    (二)五專以上護理、社會工作、心理相關系所畢業。 

      ※皆需具備汽(機)車駕照 

工作內容： 

    1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業務推動與執行。 

    2.個案照顧管理(含家屬服務)。 

    3.活動安排、規畫及帶領。 

    4.醫療及社區資源連結。 

    5.交通接送服務之安排規劃。 

    6.業務相關行政文書工作及臨時性交辦事項。 

其他事項: 

    1.報名方式：請備妥以下資料，於 108年 1月 15日 17：30時 

前掛號送達至：970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號失智共同照護

中心  張幸齡主任收。 

     (一)履歷(含自傳)。 

     (二)畢業證書影本。 

     (三)相關證照影本、相關經歷證明文件 。  

    2面試日期及方式： 

(一) 時間：將以 E-mail或電話方式通知符合資格人員 

參加口試及筆試。 

     (二)地點：花蓮慈濟醫院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辦公室 

     (三)方式：口試及筆試成績須達60分以上 

月薪資：23800至 32000 

    (備註：依專業證書、個別資歷、職務內容提供年資薪)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mailto:Line@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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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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幸齡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528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Q220158@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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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人力資源室組員 

招募說明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大學以上，醫管、企管、護理相關科系畢業。 

工作內容： 

    具人力資源相關工作經驗及溝通能力佳、抗壓性高者。 

需具備能力: 

     熟悉電腦文書操作及勞工相關法規。 

月薪資：25,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30,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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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芳 組長 

連絡電話:03-8561825 轉 1360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連絡信箱:  yifang@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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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證書者尤佳(52小時)。 

其他事項: 

    有護理臨床工作經驗 

月薪資: 31,6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38,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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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領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員)證書，

具實務經驗者佳。 

月薪資: 32,0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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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36,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聯絡人：李宜芳 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60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yifang@tzuchi.com.tw 

 
■醫事室門診組組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具服務熱忱 

     2.專科畢業(以醫務管理系佳) 

工作內容: 
     櫃台事務 
其他事項: 
     應徵者檢附履歷表(含照片)及自傳 
月薪資: 23,8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25,27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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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事室病歷組檔案管理股短期工讀生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畢(含) 

     2.病歷管理相關科系或經驗尤佳 

     3.熟悉 OFFICE電腦操作 

     4.主動積極具服務熱忱 

工作內容: 
     文書資料處理及搬遷整理 
其他事項: 
     工作期間至109年12月31日止 
月薪資: 23,800元起 
 (備註：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

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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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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313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totoro1215@tzuchi.com.tw

■醫事室病歷組申報股組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學歷：專科以上護理或醫管等相關科系尤佳。 

     2.經歷：具健保申報相關經驗尤佳。 

     3.證照：具健康保險協會證照者尤佳。 

     4.熟 OFFICE系統操作、具統計能力者佳。 

     5.具有責任感、抗壓性高具溝通協調、 

      可獨立作業及團隊合作能力。 

工作內容: 

     1.健保申報、抽審相關作業。 
     2.申報相關統計報表。 
其他事項: 
     應徵者檢附履歷表(含照片)及自傳 
月薪資: 23,8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25,27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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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珮琳 股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316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lin8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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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 23,8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26,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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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1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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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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室儲備幹部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財會相關科系畢業 

     2.三年以上中高階財務主管經驗，具CPA/CIA證照尤佳 

     3.有溝通、協調及執行能力，有耐心並認同慈濟精神理念 

月薪資: 面議 

 (備註：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

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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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素鳳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1359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susan@tzuchi.com.tw 

 
■骨髓幹細胞中心行政組辦事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大學以上，資訊相關科系者 

工作內容:  

     系統開發及維護、程式設計、軟體工程、網頁設計 

其他事項： 

     應徵者檢附履歷表(含照片)及自傳 

月薪資：25,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28,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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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蕙鈺 組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3142 

電子信箱: margret.su@tzuchi.com.tw 

 
■骨髓幹細胞中心組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專以上畢業。 

     2.熟練 illustrator、photoshop、indesign等會圖軟體。 

     3.具美術設計、平面設計、視覺設計、大眾傳播等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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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以上。 

工作內容:  

     骨髓幹細胞中心美術設計相關業務 

其他事項： 

     應徵者檢附履歷表(含照片)及自傳 

月薪資：25,2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28,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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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蕙鈺 組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3142 

電子信箱: margret.su@tzuchi.com.tw 

 
■總務室庶務組組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電腦操作 

     2.庶務性事務處理能力 

     3.認真負責、具溝通協調能力及學習積極、 

      可獨立作業並具團隊合作能力。 

工作內容: 

     清潔維護、會議室與設備管理、各項活動音控、活動場佈…等。 

其他事項: 

     其它主管臨時交辦事項 

月薪資: 23,8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25,27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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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芳吉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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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部組員(臨床技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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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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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護理系畢業尤佳 

工作內容： 

     1.擬真情境/臨床技能訓練課程 

     2.醫學/事臨床技能測驗 

     3.舉辦考官培訓課程 

     4.臨床技能中心相關業務 

     5.需支援單位相關活動、評鑑 

其他事項： 

     1.抗壓性強、擅溝通 

     2.有學習熱誠、人際關係佳 

     3.具護理師證照另有加給 

月薪資：25,2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28,0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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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靜巧股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1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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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鳳股長－gigi007@tzuchi.com.tw 

    3.曾靜巧股長－maris3644@tzuchi.com.tw 

 
■研究部研發成果推廣人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商業及管理學科類相關大學畢業 

    2.英文—具全民英檢中級初試程度 

    3.熟悉 Word、Excel、Power Point 

工作內容:  

    1.行銷活動規劃與執行 

    2.尋找潛在客戶及拜訪廠商 

    3.樂於學習、具有熱忱、挑戰性格，善於溝通協調 

    4.歡迎大學新鮮人 

其他事項: 

    需出差，一年累積時間約一個月以下 

月薪資：25,000~28,000元 

（備註：提供經驗年資薪、技轉獎勵金）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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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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陳淯專員 

聯絡電話: 03-8561825 分機 1563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lenchenyu@tzuchi.com.tw 

 

■國際醫學中心-國療科計畫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畢業 

     2.工作經驗不拘，如有 1~3年工作經驗及能獨立作業者佳 

     3.英文聽、說、讀、寫流利，擅長中英文文書處理 

     4.具有熱於助人及主動積極友善態度，善於溝通協調及 

       解決問題 

     5.需附英文檢測相關證書 

工作內容:  

     1.主辦外交部合作計畫執行、管理、核銷…等相關業務 

     2.執行國際醫療科臨床相關行政作業，如：簽證申辦、 

       車票、住宿代訂、餐卡申請管理…等相關業務 

     3.公文擬文撰寫 

     4.協助臨床相關業務，如：初步諮詢書信往來、協助掛號、 

       協助就醫/檢查/批價/住出院…等相關業務 

     5.協助辦公室行政業務及主管交辦事項 

月薪資：26,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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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小姐、戴小姐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曾小姐15326、戴小姐1531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1.Xina_imsc@tzuchi.com.tw 

     2.viviantai@tzuchi.com.tw 

 
■國際醫學中心-核銷工讀生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有會計財務相關背景優先錄取 

     2.主動積極、細心負責 

工作內容:  

     負責衛福部新南向計畫核銷 

時薪：158  

 

mailto:lenchenyu@tzuchi.com.tw
mailto:Xina_im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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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芳瑤 

聯絡電話: 請發履歷至郵箱 

電子信箱: anitachu@tzuchi.com.tw 

 
■國際醫學中心-新南向計畫案約聘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畢業 英語說寫流利  

     2.熟 PowerPoint簡報 Word Excel操作 

     3.具 a.舉辦跨部會及國際活動經驗 

        b.熟悉公文簽呈 Notes系統尤佳  

     4.善溝通協調 具應變能力 能承擔工作壓力 

工作內容:  

     協助計畫及執行衛福部109年度新南向計畫案 

其他事項: 

     請先投遞中英文履歷 註明連絡電話 等候面試通知 

月薪資：26,000-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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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芳瑤經理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5320 

電子信箱:anitachu@tzuchi.com.tw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專業助理人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一)高中職以上畢業具照顧服務員資格。 

    (二)五專以上護理、社會工作、心理相關系所畢業。 

      ※皆需具備汽(機)車駕照 

工作內容： 

    1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業務推動與執行。 

    2.個案照顧管理(含家屬服務)。 

    3.活動安排、規畫及帶領。 

    4.醫療及社區資源連結。 

    5.交通接送服務之安排規劃。 

    6.業務相關行政文書工作及臨時性交辦事項。 

其他事項: 

    1.報名方式：請備妥以下資料，於 108年 1月 15日 17：30時 

前掛號送達至：970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號失智共同照護

中心  張幸齡主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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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履歷(含自傳)。 

     (二)畢業證書影本。 

     (三)相關證照影本、相關經歷證明文件 。  

    2面試日期及方式： 

(二) 時間：將以 E-mail或電話方式通知符合資格人員 

參加口試及筆試。 

     (二)地點：花蓮慈濟醫院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辦公室 

     (三)方式：口試及筆試成績須達60分以上 

月薪資：23800至 32000 

    (備註：依專業證書、個別資歷、職務內容提供年資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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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幸齡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轉 1528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Q220158@tzuchi.com.tw 
 

■癌症醫學中心-衛福部計畫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護理相關科系畢業 

     2.熟悉文書作業軟體 

工作內容： 

     負責癌症資源中心業務 

其他事項： 

     態度主動積極、做事穩重、抗壓性強 

月薪資：30,000~35,000元 

(備註: 依個別資歷，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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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慧珊 股長 

連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3112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連絡信箱: sanny@tzuchi.com.tw 

 

■癌症醫學中心大數據分析人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公衛、流病、生醫或是與統計等相關科系畢業 

工作內容： 

     有健保資料庫與加值中心經驗能夠獨立進行作業熟習 SAS或

SPSS 等相關軟體 

月薪資：37,000起 (依照工作經驗能力增加) 

mailto:sanny@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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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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仁駿主任 

連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562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連絡信箱: hsu670615@gmail.com 

 

■臨床試驗中心研究護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具醫療相關科系畢業 

    2.具護理師證書、醫檢師證書或其他醫療專業證照者。 

工作內容:  

     1.協助臨床試驗執行  

     2.相關行政業務 

月薪資：35,000元起 

(備註：新進人員最高可達37,100元/月，另將依個別資歷、職務內容等，

每月提供經驗年資薪、專業津貼或其他服務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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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明芬組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 ext 17602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mfwu@tzuchi.com.tw 

 

■中西醫合療研究發展中心-計畫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公共衛生學類、醫務管理類、社會工作類相關科系， 

     大學學歷具相關經驗尤佳。 

    2.親切有耐心、認真負責、樂於與人接觸對談。 

    3.需熟悉電腦文書處理，如熟悉 SPSS、SAS或相關統計軟體尤佳。 

    4.應屆畢業，無相關經驗者亦可。 

工作內容:  

    1.進行研究訪談、聯繫個案與臨床人員，及研究相關等事宜。 

    2.協助處理經費核銷帳務、研究倫理計畫申請及其他相關行政 

     庶務。 

    3.研究資料整理 key in及使用統計軟體進行研究資料初步分析。 

其他事項: 

    1.請備妥個人履歷（含學經歷、自傳、照片）及畢業證書。 

    2.E-mail 至 livia1221@gmail.com 

    3.主旨請註明「應徵中西醫合療研究發展中心–您的姓名」。 

    4.審查通過者，將另行通知擇期面談，並進行研究相關訪談 

mailto:livia12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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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不適合者恕不另行通知。 

月薪資：依照科技薪資規定學士級 32,470起，享勞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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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小姐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2408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livia1221@gmail.com 

(主旨註明: 應徵中西醫合療研究發展中心–您的姓名) 

 

■企劃室衛福部資訊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大學以上，具相關經驗尤佳。 

工作內容:  

     1.衛福部研究計劃 

     2.資訊人員 

月薪資：依衛福部研究人員敘薪 32,45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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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勳 經理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5316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hospice@tzuchi.com.tw 

 

■臨床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生物醫學相關科系、醫技、護理相關科系畢業 

2.表達能力良好且有耐心者 

3.熟悉文書作業 

工作內容:  

    負責執行台灣生物資料庫或國家級生物資料庫平台計畫工作、 

資料庫收案、個案問卷訪談、檢體處理等。 

其他事項: 

1.負責任、能獨立作業、態度積極、具良好溝通能力。 

2.床試驗相關經驗或GCP訓練者為佳。 

月薪資：31,520~43,520元 

薪資比照科技部計畫標準。 

 

mailto:livia1221@gmail.com
mailto:hosp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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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5735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tzuchibiobank@tzuchi.com.tw 

 

■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會使用 Microsoft SQL程式，有撰寫資料庫經驗者為佳 

     2.熟悉健保資料庫 

     3.表達能力良好且有耐心者 

工作內容:  

     負責執行國家級生物資料庫平台計畫工作、資料庫處理、 

     建置資料庫等 

其他事項:  

     負責任、能獨立作業、態度積極、具良好溝通能力 

月薪資：31,520~43,520，比照科技部，年終1.5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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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5735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tzuchibiobank@gmail.com 

 

■老年醫學科-衛服部計畫短期工讀生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熟悉 OFFICE電腦操作 

     2.主動積極具服務熱忱 

工作內容:  

     協助計畫相關事務及活動辦理 

月薪資：時薪150-200 (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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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令萱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559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jshuan841024@gmail.com 

mailto:tzuchibiobank@tzuchi.com.tw
mailto:jshuan8410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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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直腸外科-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學畢業 

     2.具有一般文書技能 

     3.善於溝通協調 

工作內容:  

     個案訪視、檢體收集、資料彙整、行政庶務 

其他事項:  

     不納入慈濟年資 

月薪資：依衛福部研究人員敘薪 32,45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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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雅婷小姐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2228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pink76227@tzuchi.com.tw 

 

■腎臟疾病研究室專任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大專以上畢。 

     2.具文書處理，良好溝通能力，願意學習者及醫療相關 

      背景者尤佳。 

     3.若有相關研究經驗尤佳。 

工作內容:  

     協助臨床研究案業務、協助收案、文書處理等 

 

月薪資：31,520-3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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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邦治主任、侯佳弦護理師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0992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1.侯佳弦護理師:hjs10992@tzuchi.com.tw 

     2.徐邦治主任:102321114@gms.tcu.edu.tw 

 

■腸胃內科學士級專任研究助理 

mailto:hjs10992@tzuchi.com.tw
mailto:102321114@gms.tcu.edu.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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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護理，公衛相關系所畢業為優先 

     2.臨床基礎者為優先 

     3.具有良好溝通能力 

     4.行政文書處理 

工作內容:  

     1.臨床個案管理、問卷調查、衛教  

     2.協助腸胃檢查儀器操作  

 

月薪資：比照科技部標準學士級第一年 $3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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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先生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12163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watchcake@gmail.com

 

■心血管中心專任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生物相關科系畢業 

     2.可接受動物實驗 

     3.有實驗室經驗 

工作內容:  

     動物和電生理相關實驗，如：patch clamp, calcium image等 

其他事項: 

     為 3年期的院校合作計畫 

月薪資：碩士 36050元；學士 31520元(面議調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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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瑜旻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5724 

聯絡時間：週一至五 10:00-17:30 

電子信箱: silencedropink@gmail.com 

 

■遺傳諮詢中心-國健署罕見疾病照護服務計畫個案管理師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大專院校醫藥衛生或社工、心理等相關科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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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疾病或慢性疾病照護相關工作經驗至少 1年。 

     2.有國健署計畫經驗者尤佳 

     3.態度主動積極、做事穩重、抗壓性強 

     4.需檢附過去工作年資證明 

工作內容:  

     1.合作單位聯繫與拜訪，整合醫療服務資源 

     2.籌畫遠距醫療服務、心理衛生促進活動、個案討論會、 

      病友聯誼等 

     3.協助罕見疾病個案收案與需求評估、家訪、資源申請與安排 

月薪資：31,520~39,7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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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紹盈醫師 

    2.翁純瑩遺傳諮詢師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378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電子信箱:  

    1. 朱紹盈醫師-chu_chu@tzuchi.com.tw  

    2. 翁純瑩遺傳諮詢師-cyweng@tzuchi.com.tw 

 

■遺傳諮詢中心-院內全人照護科部計畫專任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國內外外大專院校社工、心理、醫資、公衛、 

    護理等相關科系畢業，具碩士學位，應屆畢業可。 

   2.負責任、能獨立作業、態度積極、具良好溝通能力。 

     3.部研究計畫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籌辦志工訓練、培力、增能課程等 

     2.協助案例分析撰寫、問卷擬定、微電影製作、家訪安排。 

     3.協助處理經費核銷帳務、文章撰寫及其他相關行政庶務。 

月薪資：31,520~36,050元(依科技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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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紹盈醫師 

    2.翁純瑩遺傳諮詢師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378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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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  

    1. 朱紹盈醫師-chu_chu@tzuchi.com.tw  

    2. 翁純瑩遺傳諮詢師-cyweng@tzuchi.com.tw 

 

■醫務部-計畫研究助理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學歷：高中以上 

     2.經驗：有計畫核銷經驗者佳 

工作內容:  

     1.時薪制：158元/1hr 

     2.上班時間： 

      周二至周六上午 8:30-12:00、 

       周三下午 14:00-17:30 

     3.工作內容：儀器操作、電訪及個案管理、請病人填寫 

       問卷調查、經費核銷、研究相關庶務 

其他事項: 

     請將履歷email至謝小姐-babaispring@tzuchi.com.tw  

月薪資：時薪制：158元/1hr，每月約12,000~1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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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毓芬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223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電子信箱:babaispring@tzuchi.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