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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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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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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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室李玟瑩小姐 

    六、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 13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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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面試日期、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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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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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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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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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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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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招募各科各級住院醫師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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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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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醫科(R1)。 

 

-7- 109 年度花蓮慈院外科部住院醫師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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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外科部住院醫師招募 

   R1：２名 

   R2：２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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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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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resume@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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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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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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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科、神經科、復健科、老年醫學科、 

解剖病理科、麻醉科、放射腫瘤科、 

影像醫學科、臨床病理科、核子醫學科、 

中醫科、牙科 

  

急診部  

【急診部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9年10月26日 

◎面談日期及時間 

 109年11月01日(日)上午9:00至12:00 

 109年11月02日(一)上午9:00至12:00 

家醫科 

【家醫科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9年11月7日(週六)(以郵戳為憑) 

◎面談日期如下(時間另行通知) 

 109年11月21日(週六) 

眼科 

【眼科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9年11月23日 

◎面談日期如下(時間另行通知) 

 109年11月28日 

骨科 

【骨科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09年12月04日 

◎面談日期如下(時間另行通知) 

 109年12月12日 

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招募訊息】 

◎面談報名文件收件截止： 

 110年01月16日 

◎面談日期如下(時間另行通知) 

 110年0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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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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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資室謝佳言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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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小姐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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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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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醫技】 

-1- 牙科技術員(定期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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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薪最高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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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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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牙科部牙體技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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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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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牙科部放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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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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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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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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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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血液透析中心護理技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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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00 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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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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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麻醉部麻醉恢復室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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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29,200 元起／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4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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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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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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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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復健技術科語言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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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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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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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復健技術科物理治療師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物理治療相關科系畢業。 

2.具物理治療師證照。 

3.具實習臨床經驗及物理治療相關工作經驗尤佳。 

月薪資：30,000 元起／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6,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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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主任、樊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 分機 1269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電子信箱：樊主任 pastaway100@tzuchi.com.tw

 

 

 

 

mailto:pastaway100@tzuchi.com.tw
mailto:pastaway100@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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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檢驗醫學科醫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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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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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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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檢驗醫學科兼職人員  

招募說明 

資格條件: 

     1.專科以上畢，護理相關科系畢業，具護理師或護士證書者。 

     2.專科以上畢，檢驗相關科系畢業，具醫檢師證書者。 

工作內容: 

     心電圖檢查、抽血、檢體受理。 

其他事項： 

      週休兩天，需配合排班。 

時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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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醫學科 辜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 分機 13995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電子信箱：mt0330@tzuchi.com.tw 

 

mailto:mt0330@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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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藥學部正職西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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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藥學部正職中藥組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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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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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提供員工宿舍 

9.提供外縣市一年四次返鄉交通費補助 

mailto:tsailo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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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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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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藥學部中藥局兼職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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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核發 

其他事項： 

1.全額補助藥師公會入會費。 

2.身心障礙者經甄試合格時，將優先錄用。 

時薪：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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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 分機 1329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00 

聯絡信箱：tsailou@tzuchi.com.tw 

 

-13- 血液透析中心-腎臟病衛教師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護理系畢業 

2.具護理師證書，有相關訓練者優先錄取 

3.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工作內容: 

1.個案追蹤管理及提供衛教諮詢服務。 

2.紀錄個案管理資料。 

3.執行健保申報業務。 

4.配合單位分配工作，協助團隊業務運行。 

5.協助進行疾病認證及評鑑工作等。 

6.執行主管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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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事項: 

如未具腎臟病照護相關證書者，須於到職一年內受訓並取得證書。 

月薪資:28,100元起／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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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 分機 12251、1228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聯絡信箱:lin63@tzuchi.com.tw 

 

-14- 泌尿部泌尿檢查室技術員 

資格條件: 

     1.具護理師執照 

     2.具護理相關科系畢業 

     3.具護理臨床工作、手術房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協助泌尿檢查及相關業務 

 

月薪資: 27,600 元起／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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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徐組長 

2.賴股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0409、13193、1318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聯絡信箱: 賴股長 lai_shufen@tzuchi.com.tw

 

-15- 泌尿部泌尿檢查室技術員(定期契約) 

資格條件： 

     1.具護理師執照 

     2.具護理相關科系畢業 

     3.具護理臨床工作、手術房經驗者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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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協助泌尿檢查及相關業務 

其他事項： 

          聘任期間至 110年 9月 21日 

月薪資: 27,600 元起／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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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徐組長 

2.賴股長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0409、13193、1318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30 

聯絡信箱: 賴股長 lai_shufen@tzuchi.com.tw

 

-16- 營養科膳食管理組作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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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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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組長、童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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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組長－tonglixia@tzuchi.com.tw 

 

-17- 麻醉護理組麻醉護理師 

資格條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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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急重症護理及 ACLS經驗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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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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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術室內外麻醉護理照護 

月薪資: 36,100元起/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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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護理組 潘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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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影像醫學部護理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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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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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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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娟主任 

聯絡電話: 03-8561825分機 13288 

聯絡信箱: lily@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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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 

-1- 專科護理師及儲備專科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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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專師證書及區域醫院三年以上經驗者，月薪 5 萬-6.64 萬元；此

金額外，將再加經驗年資薪資、學歷薪、進階津貼、績效獎金、值

班費與返鄉交通補助等。 

4. 人數： 

   (1)內科 8名 

   (2)外科 2名 

   (3)神經外科 1名 

   (4)婦產科 1 名 

   (5)整合醫學急診後送病房 7 名 

   (6)眼科(具手術室經驗尤佳) 1 名 

 

月薪資：面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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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眼科專科護理師 

資格條件： 

1. 已具備專師護理師證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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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者，可以參加訓練以資深護理師聘任。 

3. 具專師證書及區域醫院三年以上經驗者，月薪 5萬-6.64 萬元；此

金額外，將再加經驗年資薪資、學歷薪、進階津貼、績效獎金、

值班費與返鄉交通補助等。 

4. 有開刀房經驗者尤佳。 

月薪資：面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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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_w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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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護理部 吳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 分機 1222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聯絡信箱：ys_wu@tzuchi.com.tw 

 
-3- 急診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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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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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 分機 1222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聯絡信箱：ys_wu@tzuchi.com.tw

 
-4- 門診護理人員 

資格條件： 

    專科以上畢業，具護理師(護士)證書，對護理工作具有熱忱 

    、態度和善、親切、笑容可掬者，在學亦可，歡迎加入。 

月薪資：29,000 元起／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5,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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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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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安寧居家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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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59,000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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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手術室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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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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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加護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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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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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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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ys_wu@tzuchi.com.tw 
 

-8- 各類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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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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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呼吸照護中心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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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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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護理部 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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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預防醫學中心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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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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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資: 31,600 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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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門診化療中心兼職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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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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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間照顧整合中心照顧服務員(機構式) 
(網站分類為長照，紙本放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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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26,0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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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ys_wu@tzuchi.com.tw
mailto:ys_wu@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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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間照顧整合中心護理師 

(網站分類為長照，紙本放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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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00 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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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社區健康中心-居家護理師 

(網站分類為長照，紙本放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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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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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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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Q220158@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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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區健康中心-居家服務督導員 
(網站分類為長照，紙本放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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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26,810元起／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45,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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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個案管理師 
(網站分類為長照，紙本放護理) 

資格條件: 

醫護背景為優先考量且須具備醫事人員專業執照 

過去具失智照護臨床工作經驗或失智據點服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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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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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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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00 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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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Q220158@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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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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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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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社區健康中心- A單位個案管理師 

(網站分類為長照，紙本放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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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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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7,0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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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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行政】 

-1- 人力資源室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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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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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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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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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醫事室病歷組申報股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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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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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lin8522@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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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事室醫事服務組門診股組員                        

資格條件：醫務管理或企業管理相關科系畢佳。 

工作內容：櫃台事務。 

其他事項： 

1. 具國、台、英語者佳。 

2. 具櫃台服務經驗者佳。 

 

月薪資：23,800~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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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股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13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giachii@tzuchi.com.tw 

 
-4- 財務室儲備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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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薪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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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財務室辦事員                                          

資格條件:  

1. 學歷：大學財管、財稅、會計等相關科系畢業 

2. 經驗：具財務相關工作經驗及溝通協調能力佳者 

3. 知識技能：具財會、稅務專業知識，諳電腦 Excel 及 Word 作業。 

月薪資:25,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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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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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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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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總務室工務組中央監控股-工讀生 

資格條件： 

    1.高中職以上畢業。 

    2. 略懂水電或相關科系 

工作內容： 

    水電基本修繕 

月薪資：2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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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990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1024@tzuchi.com.tw 
 

-7- 國際醫學中心國際醫療科組員 

資格條件： 

1. 大學畢業，英語、醫管、企管、護理相關科系畢業尤佳。 

2. 一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尤佳，具良好溝通技巧，做事積極負責，能

獨立作業。 

3. 英文說寫流利，擅長中英文文書處理。 

工作內容：國際醫療相關業務 

月薪資：25,200 元起／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7,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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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人：曾小姐 

連絡電話：03-8561825 轉 15326 

mailto:susan@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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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連絡信箱：xina_imsc@tzuchi.com.tw 

 

-8- 國際醫學中心秘書組組員 

資格條件: 

     1.大學畢業。 

     2.一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尤佳，具良好溝通技巧， 

      做事積極負責，能獨立作業。 

     3.中英文說寫流利，擅長中英文文書處理。 

工作內容: 

     國際醫療相關業務及辦公室行政庶務 

月薪資: 25,000 元起/新進人員最高可達 3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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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 分機 15319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電子信箱：viviantai@tzuchi.com.tw 
 

-9- 公共傳播室組員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語文或新聞傳播相關科系尤佳。 

2.熟悉 OFFICE 系統作業 

3.抗壓性高，且具溝通協調，可獨立作業及團隊合作能力 

工作內容：採訪撰稿、攝影、媒體溝通、新聞發布與籌辦記者會。 

其他事項：應徵者需檢附履歷表(含照片)及自傳 600-1000字 

月薪資：25,000 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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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人：游主任 

連絡電話：03-8561825 轉 1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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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連絡信箱： hanayou@tzuchi.com.tw 

 

-10- 醫務部辦事員  

資格條件：大學畢 

工作內容：協助科部行政、採購業務。 

其他事項：具有一般文書技能、善於溝通協調尤佳。 

月薪資：25,000~2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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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390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Mimosa2155@tzuchi.com.tw 

          wanting22@tzuchi.com.tw 
 

-11- 教學部臨床技能中心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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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護理系畢業尤佳。 

工作內容： 

1.教具管理 

2.各項教學訓練安排(教師邀約、課程安排、費用核銷、文書處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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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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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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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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人：曾股長 

連絡電話：03-8561825 轉 1364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連絡信箱： 1.梁主任－ad045@tzuchi.com.tw 

       2.葉股長－gigi007@tzuchi.com.tw 

       3.曾股長－maris3644@tzuchi.com.tw 

 

-12- 中醫部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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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親和力、耐心、認真負責、及良好的溝通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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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執行中醫各項計畫，個案管理行政工作與製作各式統計及服務

報告。 

2. 協助資源連結與協調安排服務。 

3. 其他主管臨時交辦事項。 

其他事項： 

請備妥個人履歷（含學經歷、自傳、照片）及畢業證書。E-mail 至

livia1221@gmail.com 

主旨請註明「應徵中西醫合療研究發展中心–您的姓名」。 

審查通過者，將另行通知擇期面談，並進行研究相關訪談訓練，不適合者

恕不另行通知。 

月薪資：依照醫院規定 23,800~25,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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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livia1221@gmail.com (主旨註明：應徵中醫部個管師–您的姓

名) 

 

mailto:livia1221@gmail.com
mailto:livia12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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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西醫合療研究發展中心-計畫研究助理  

資格條件： 

1. 生物、醫學、農學、理工相關科系大學學歷畢業，具相關經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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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應屆畢業，無相關經驗者亦可。 

工作內容：工作內容為生化，分生、細胞培養相關實驗操作為主。 

其他事項： 

請備妥個人履歷（含學經歷、自傳、照片）及畢業證書。E-mail 至

livia1221@gmail.com，主旨請註明「應徵中西醫合療研究發展中心–您的

姓名」。審查通過者，將另行通知擇期面談，並進行研究相關訪談訓練，

不適合者恕不另行通知。 

月薪資：依照科技薪資規定學士級 3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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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248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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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人工智慧醫療創新發展中心-全端工程師 

資格條件: 

大學或碩士，工作經驗2年以上。 

專長技能:  

Python3 

- Experience with Python and JavaScript 

- Experience with CI/CD a plus 

工作內容: 

1. 前端程式撰寫（HTML、JavaScript）。 

2. 後端和資料庫程式撰寫（Python、PostGreSQL）。 

3. 其它主管交辦事項。 

月薪資:40,000元起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mailto:E-mail至livia1221@gmail.com
mailto:E-mail至livia1221@gmail.com
mailto:livia12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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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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533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mouse22855kimo@tzuchi.com.tw 

 

-15- 人工智慧醫療創新發展中心-資料科學研究員 

資格條件: 

專科、大學畢業，資訊工程、電機電子工程、應用數學相關學系畢業。 

專長技能: 

Python3 

- 有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相關工作經驗或比賽經驗。 

- Python, Jupyter, Tensorflow, Keras, Pytorch, etc 

工作內容: 

1. 資料與模型處理：Data Pipelines (Preprocessing / Postprocessing), 

Modeling, Testing,Optimization. 

2. 資料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 

3. 解決方案設計與實施：Design and implement solutions for problems 

related to medical AI. 

4. 研究與開發新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技術：Research and develop new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techniques. 

5. 其它主管交辦事項。 

月薪資: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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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533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mouse22855kimo@tzuchi.com.tw 

 

-16- 臨床流病暨生統諮詢中心醫學統計諮詢師 

資格條件: 

1. 碩士(含)以上，醫務管理、公共衛生及統計學相關科系畢業。 

2. 具流病&統計專長及健保資料庫研究統計分析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 協助同仁申請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相關資料庫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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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責提供研究設計、統計分析及論文撰寫/投稿等服務。 

其他事項: 

統計分析及統計軟體(SAS、Stata、SPSS、R等)操作能力。 

月薪資：35,000~4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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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765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paulwang@tzuchi.com.tw 

 

-17- 臨床流病暨生統諮詢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資格條件: 

1. 博士畢，醫務管理、公共衛生及統計學相關科系畢業。 

2. 具流病&統計專長及健保資料庫研究統計分析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 獨立或合作申請院內或科技部計畫進行相關研究。 

2. 協助或指導同仁申請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相關資料庫進行研究。 

3. 針對研究議題提供研究設計、統計分析及論文撰寫/投稿等服務。 

4. 研討會及期刊論文發表。 

其他事項: 

1. 研究計畫撰寫及獨立研究能力。 

2. 統計分析及統計軟體(SAS、Stata、SPSS、R等)操作能力。 

月薪資:55,055~61,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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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paulwang@tzuchi.com.tw 

 
-18- 癌症醫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資格條件： 

1. 研究癌症微環境相關分子機制。 

2. 具有免疫、細胞及分生實驗分析經驗等生醫相關系所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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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性積極負責、思慮縝密，具研究熱忱、善於溝通。 

工作內容： 

1. 建立資料庫，協助資訊介面開發。 

2. 其他交辦事項。 

其他事項： 

1. 需具英文說、聽、讀、寫能力。 

2. 本職缺為期兩年。 

月薪資：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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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主任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5620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hsu670615@gmail.com 

 

-19- 遺傳諮詢中心國健署計畫專任助理 

資格條件： 

    1.學士以上畢，具計畫撰寫能力。 

    2.態度主動積極、做事穩重、抗壓性強、具有良好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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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具駕照，有自備交通工具。 

    5.有國健署計畫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協助計畫執行及經費核銷。 

    2.個案討論會、研討會及病友活動等籌備執行。 

    3.網頁設置與維護。 

    4.相關資源整合與聯繫。 

月薪資：32,450 至 3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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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醫師、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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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_chu@tzuchi.com.tw 

              juno67@tzuch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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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運動醫學中心運動物理治療師(定期契約)                

資格條件:  

1. 具備物理治療師資格。 

2. 孰悉電腦操作與應用。 

3. 具備規劃照顧計劃及運動處方。 

4. 具紅繩訓練基礎資格認證。 

5. 對運動傷害之預防與處置有完整概念與評估技巧。 

 

工作內容: 

1. 規劃完成並建置專屬運醫中心整合性個別化運動訓練。 

2. 需與合作醫師建立建立 SOP 及提供專業評估建議。 

3. 每月基本量是 100 人次。 

4. 配合重要賽事隨隊防護。 

5. 配合場邊防護事宜，並負責指導與管理防護專班學生。 

6. 建立個案追蹤資料庫。 

 

其它事項： 

1. 一律採 EMAIL 方式聯繫 

2. 具備主動積極態度、溝通協調能力、學習動機強。 

 

月薪資：53,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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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 

電子信箱：peileepang@gmail.com 

 

-21- 神經醫學科-計劃專任助理 

資格條件: 

1. 研究所以上畢業優先 

2. 熟悉動物相關實驗 

3. 進行分子生物學實驗 

4. 具研究能力 

工作內容: 

【計劃名稱】大腦前額葉與視丘下核神經迴路在認知與情緒控制：從神經

節律到神經可塑性 

1. 負責執行科技部一年研究計畫 

2. 熟悉動物相關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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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分子生物學實驗，以 western blot 與免疫切片染色為必須具備

能力 

4. 統計分析與彙整資料 

月薪資：36,050~4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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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姐 

聯絡電話: 03-8561825 分機 1305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330-1730 

電子信箱: 520maitake@gmail.com 
 

-22- 眼科院內研究計畫研究助理 

資格條件: 

大學以上(碩士尤佳)，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生命科學、 

分子生物學等相關科系，具有動物實驗相關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動物試驗及分子生物實驗 

月薪資31,520~36,050元 

薪資比照科技部計畫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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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 李醫師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yuanchieh.lee@gmail.com 

 

-23- 科技部計畫-研究助理(碩士)                        

資格條件： 

具基礎生物技術操作(如 Western blotting、QPCR、ELISA 等)、有顯微

鏡拍攝經驗，對動物實驗不排斥。 

工作內容： 

文書處理、細胞培養、維持實驗室基礎運作及基本實驗操作。 

其他事項： 

具備有耐心、肯學習、對生物醫學有熱情之人參與本實驗室工作。 

月薪資：36,000 至 40,000 元 

誠摯邀請您的加入！！ 

mailto:yuanchieh.le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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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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先生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5911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j108148@tcsh.hlc.edu.tw 
 

-24- 排尿障礙治療暨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碩士尤佳) 

  2.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分子生物學等相關科系 

  3.具有動物實驗相關經驗者尤佳 

工作內容: 

 1.臨床收案 

  2.分生實驗 

  3.動物實驗 

  4.行政事務、文書處理 

其他事項: 

 具備有耐心、肯學習、對生物醫學有熱情之人參與本實驗室工作。 

月薪資: 31,520~38,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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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小姐、賈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5834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alur1984@hotmail.com 

 

-25- 高齡暨社區醫學部研究助理(衛福部計畫) 

資格條件: 

1.大學以上 

2.具備醫事人員相關證書 

3.無經驗可 

工作內容: 

1.本院戒菸業務執行與推廣。  

2.配合本單位其它業務協助  

3.需配合戒菸衛教師培訓課程 

4.無經驗可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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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資: 31,000~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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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小姐 

聯絡電話:03-8561825分機12418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30-1730 

電子信箱: community990101@gmail.com 

 

健康管理師 網站分類為護理，紙本放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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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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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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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室 林組長 

聯絡電話：038561825 分機 1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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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linghui@tzuchi.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