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稱  第一年住院醫師(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報名資格  1.國內外牙醫學系畢業具牙醫師執照者 

2.國內牙醫學系應屆畢業生 

3.國外牙醫系畢業並取得國內實習結業證明者 

甄選方式 1. 考試日期 :  

民國 106 年 3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00~下午 17:00 

2. 報到時間： 

民國 106 年 3 月 11 日上午 8:30~9:00 前於五樓階梯教室 

3. 筆試地點：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五樓會議室(當日公告筆試地點) 

4. 考試形式：筆試，口試 

5. 口試地點：當日公告 

6. 報名方式：通訊報名，請將附件列印及檢附個人相關資料(一式二份)郵寄至臺

北市立萬芳醫院口腔醫學部並將報名資料電子檔郵件至

104147@w.tmu.edu.tw 

7. 諮詢專線：02-29307930 分機 7216 朱虹瑾小姐 或 7088 廖凱葳小姐 

具備文件 1. 檢核表 

2. 報名表(如附件) 

3. 甄選資料表(貼照片) (如附件) 

4. 自傳 

5. 大學成績單 

6. 畢業證書影本 (適用報名資格 2 者免繳) 

7. 醫師證書影本(適用報名資格 2、3 者免繳) 

8. 身分證影本 

9. 三百元報名費用 

*以上報名資料備妥請以郵寄掛號寄出，除紙本報名資料外,請務 必將報名資料檔

以電子郵件方式上傳至 104147@w.tmu.edu.tw 

報名截止時間 
民國 106 年 3 月 7 日(以郵戳為憑)前 

郵寄至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口腔醫學部 辦公室 收 

(地址:116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 號 2 樓口腔醫學部) 

 

備       註 

 

 

一、 三院聯合放榜日期：106 年 3 月 13~15 日於三院網頁依各自權責公告放榜或電話諮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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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臺北醫學大學附屬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暨校友院所

聯合牙科住院醫師招考              

報名表 

中文姓名：                      性別： 

二
吋
照
片
黏
貼
處 

身份證字號： 

生日：民國        年      月      日 

實習醫院 : 

畢業學校系所：                        年份：      年畢 

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 

行動電話：  

Email： 

面試志願選項 ( 醫院 )：   

最多可勾選二所             

□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是否參加臺北醫學大學牙醫系校友

群組招生 

(弘丞、周彥儒、德威等北醫校友會 

 群組 ) 

 

是否需要 PGY 訓練？ 

□ 需要       □ 不需要 

考生編號: 



 

 106年臺北醫學大學附屬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暨校友院所

聯合牙科住院醫師招考應備資料檢核表 

 

姓名：                      

應備資料 (一式二份) 

編號 名稱 說明 檢核(請勾選) 

1 報名表 請上醫院網站下載 □一式二份 

2 甄選資料表 請上醫院網站下載 □一式二份 

3 自傳  □一式二份 

4 大學成績單 附名次 □一式二份 

5 二吋大頭照 二張.貼於報名表上 □一式二份 

6 畢業證書影本及實習

結業證書 

 □一式二份 

7 醫師證書影本 應屆免 □一式二份 

8 身分證影本  □一式二份 

9 報名費用 300元整 □檢附於信封內 

10 電子檔報名資料寄至 104147@w.tmu.edu.tw 朱虹瑾 □已寄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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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選資料表  

姓名：中文               英文                  (Ex 王大維 Da-Wei Wang)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出生地：               

聯絡住址：                                      聯絡電話：               

E-mail:                                  原住民：□是,族名          □否 

家庭狀況：□已婚 □未婚    子：___人    女：___人       

          父：□存 □歿    母：□存 □歿  兄：___人  弟：___人  姐：___人  妹：___人 

學歷：(本欄請詳細填寫) 

        畢業學校                    就讀科/系                          起迄年月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畢/肄業)             /    --    /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畢/肄業)             /    --    /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畢/肄業)             /    --    /         

經歷：(本欄請詳細填寫) 

          服務機關名稱      任職部門/職務     起迄年月日      待遇     離職原因(請務必填寫)          

                                                 --                                        

                                                 --                                        

                                                 --                                        

                                           --                                        

                                           --                                        

証照：與工作相關證書/執照/檢定 

                                                                                          

                                                                                          

健康情形:                                    過去病史:                                    

語言：          語，說：□優□佳□可□差，寫：□優□佳□可□差，讀：□優□佳□可□差 

                語，說：□優□佳□可□差，寫：□優□佳□可□差，讀：□優□佳□可□差 

                語，說：□優□佳□可□差，寫：□優□佳□可□差，讀：□優□佳□可□差 

特殊專長：□中文輸入：輸入法                    速度                        □美工/海報 

□應用軟體：                                       □有汽車駕照   □V8攝影/剪輯 

□其他                                                     

從何得知此工作機會： 

□報章雜誌、廣告、何報：                           □ 內部海報    □本院員工介紹 

□學校介紹        □毛遂自薦           □其他                    

到本院服務動機：(可複選) 

□離家近       □學長(姐)推薦      □換個環境      □家庭經濟需要     □聲譽 

□其他                        

到本院服務的條件：(可複選) 

□待遇         □上班時間     □上班地點     □工作內容    □福利 

□升遷管道     □在職訓練     □工作氣氛     □主管態度    □其他                 

是否曾參加高普考：□是   □否           有無再升學的打算：□有    □無 

請依您的工作經驗及興趣科別，依序寫出三個期望去的科別： 

 

1.                         2.                              3.                               

希望待遇：                       

最快可上班日期：     年     月     日       □隨時可上班 

以下那些是您最適當的描述，請花一分鐘圈出來：(可複選) 

內向  理性  誠實  害羞  細心  追求成就感  喜歡變化  勇於認錯  沒有野心  力學上游 

外向  感性  負責  悲觀  謙虛  學習能力強  得失心重  好交朋友  好勝心強  有始有終 

主動  果決  樂觀  溫柔  客觀  有領導能力  才華出眾  擇善固執  不拘小節  據理力爭 

勤儉  樸實  守時  守分  誠懇  有服務熱忱  善於表達  善於溝通  積極進取  熱心助人 

    本人承諾甄選資料表內容填寫屬實,並同意貴院查證學歷及相關證照等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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