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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社區醫學訓練 

 

一、 報到時間及請繳交相關資料： 

  
1. 繳交1吋照片3 張(貼於人事資料表、識別証、學習護照)。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份  

3. 畢業證書影本 1份  

4. 執業執照正反面影本 1份、醫師證書影本 1份  

5. 體檢報告(近6個月)  

6. 報到時間08：00。 報到地點：本院B區-急診室後面-1F辦公室。  

 

報到負責人 1：楊中和高專。 

聯絡電話：(06)222-1111#1125/0912-535870。  

E-mail：kghpgy@kgh.com.tw  

 

報到負責人2：陳歆妍助理。 

聯絡電話：(06)222-1111#1125/0911-910846。  

E-mail：Clerk@kgh.com.tw  

 

二、 課程有關注意事項  

 

1. 原則上，兩個月學習期間，課程豐富緊湊，為避免影響學習，皆不可請

假，六、日都不排課程。有颳風假一律停課,並會安排假日或夜間補課,

但有些公家單住及機構是無法補課,會提供課程講議資料供學員瞭解課

程內容。 

2. 請假：受訓期間學員應配合本院上課，除遇無法抗拒之緊急事件(如：意

外、生病、家人緊急生病)而不得不請假時，請假需取得原醫院同意及本 

院內科導師同意其請假理由，事後需附證明文件，並事先通知本院 PGY

導師及本院訓練聯絡人，楊中和高專(分機 1125)，若有延誤上課，則必

須補課。 

3. 學員學習期間，絕無回原屬醫院上課或參加其他非PGY1 活動之情況，

以利學員專心學習。若原屬醫院非PGY1 單位要求回學員原屬醫院，一

律須經過原屬醫院PGY1 連繫窗口進行雙方協調， 雙方同意才能回原

屬醫院。  

4. 若有特殊理由，在不影響學習情況下，並經PGY1 課程負責人及 導師

同意，方可請假，且事後必須補課。補課事宜，己課程都己 安排，只

能安排在星期六、日或夜間17:30~20:00補課。  

5. 社區醫學兩個月學習期間，白天於各訓練機構專心學習，晚上一 律不

須回所屬醫院值班或上課。  

6. 學員受訓期間，請依照課程表之安排至該課程地點學習，請勿私 下與

臨床教師調課。若課程上須協助，請聯繫專員。 

7. 若於受訓期間出現下列情況時，予以退訓處理。 

(1)危及病人安全，並經臨床教師或導師勸導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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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能力表現不足，經指導及現階段訓練後仍無法改善，  

不足以勝任醫師工作。 

(3)經常失聯或無故曠職、缺課。 

(4)其他重大事件，有損醫師專業道德或嚴重違反醫學倫理者。(5)精神狀

況表現異常。 

(6)私自與臨床教師調課。  

 

(三)訓練重點。以醫策會公告的訓練內容(P11 頁)執行。 

 

三、 領取兩個月社區學習相關作業資料 

人事資料表*1(請交回-人事室) 

1. 社區醫學第一個月訓練課程表及簽到表(1)(含院外場地址、電話) 

2. 社區醫學第二個月訓練課程表及簽到表(2) 

3. 本院學習護照 

(1)前測及後測 

(2)自我評估表 

(3)指導教師對學員學習情況回饋評估表 

(4)學員對課程教學回饋評估表 

(5)課程學習記錄 P19~P37 

(6)課程訓練評估表 1及 2 

(7)學員與導師期中雙向面談回饋記錄表 

(8)學員與導師期末雙向面談回饋記錄表 

(9)社區醫學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0)社區醫學課程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1)2個月社區醫學學習成績單 

(12)個人發展計劃 

(13)學員反思與實踐 

4. 六份議題 

(1)預防醫學議題報告-要做簡報報告-導師 

(2)整合性居家照護個案報告及(居家護理家庭訪視報告)-要做簡報報告-導

師 

(3)長照個案議題報告及(長照機構個案評估報告)- 要做簡報報告-導師 

(4)安寧個案議題報告-安寧個管師 

(5)性別議題報告-張翠芳社工師 

(6)社區健康議題報告-要做 100份問卷及簡報報告-導師 

5. 識別證、資料夾 

6. 宿舍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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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PGY1訓練聯繫窗口 
 

1.2 個月社區醫學訓練計畫主持人 

姓名 現職 年資 經歷 專長 

吳俊鋒 部長  16 

通過一般醫學師資認證 

具西醫 PGY導師資格 

成大醫院家醫部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會專科醫

師 

中國醫藥學院針炙班醫師 

高血壓、糖尿病、高血脂症、甲狀
腺疾病、高尿酸血症、痛風、流行
性感冒、上呼吸道感、下泌尿道感
染、食道炎、腸胃炎及潰爛、便秘、

大腸躁鬱症、B 型 C 型肝炎、頭
痛、眩暈、肌腱炎、關節炎、焦慮
症、憂鬱症、預防保健、健康檢查、 

疫苗注射 

 

2.2 個月社區醫學-導師及臨床指導教師  

姓名 現職 年資 經歷 專長 

楊倫欣 
主治

醫師 
9 

通過一般醫學師資認證 

具西醫 PGY導師資格 

郭綜合醫院家醫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家醫醫學會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研究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總醫師 

氣管炎、感冒、關節炎、痛風、糖尿

病、頭痛、高血壓、頭暈、焦慮症、

胸悶、憂鬱症、心悸、胃腸機能失調 

廖健男 
主治

醫師 
13 

通過一般醫學師資認證 

具西醫 PGY導師資格 

郭綜合醫院家醫科臨床研究醫師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會專科醫師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 

氣管炎、感冒、關節炎、痛風、糖尿

病、頭痛、高血壓、頭暈、焦慮症、

胸悶、憂鬱症、心悸、胃腸機能失調 

廖再緯 
主治

醫師 
8 

通過一般醫學師資認證 

具西醫 PGY導師資格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醫科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職業及環境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會專科醫師 

家庭醫學：常見疾病診治、慢性病預

防、戒菸、疫苗注射。 

職業醫學：常見工作與職業相關疾病

諮詢、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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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訓醫院 

 

1、成大附設醫院：教學中心楊惠雯小姐 06-2353535#4874  

n972805@mail.hosp.ncku.edu.tw 

 

2、奇美醫院：教學中心吳曉琪小姐-2812811＃57431 cmhpgy@mail.chimei.org.tw 

 

3、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黃郁倩助理 07-3121101#6072  

f97075@ms.kmuh.org.tw 

 

4、高雄榮民總醫院：教研部吳致芃小姐 07-3422121＃1573 cpwu@isca.vghks.gov.tw 

 

5、義大醫院：醫教部范育容小姐 07-6150011#1617 ed110222@edah.org.tw 

 

6、彰化基督教醫院：教研中心李思靜小姐 04-7238595#4361 165164@cch.org.tw 

 

7、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楊穎潔小姐 04-22052121＃4604  

a92268@mail.cmuh.org.tw 

 

8、 秀傳紀念醫院：醫教部許桂鳳 04-7256166＃85220  kymcoamy98@gmail.com  

 

9、光田綜合醫院: 教學部 王麗芬 04-26625111#3505 michel5888@gmail.com 

 

 

mailto:n972805@mail.hosp.ncku.edu.tw
mailto:cmhpgy@mail.chimei.org.tw
mailto:f97075@ms.kmuh.org.tw
mailto:cpwu@isca.vghks.gov.tw
mailto:ed110222@edah.org.tw
mailto:165164@cch.org.tw
mailto:a92268@mail.cmuh.org.tw
mailto:kymcoamy98@gmail.com
mailto:michel5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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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院內臨床教師 
 

PGY 課程 姓名/職稱 分 機 手 機 mail 
 

PGY 承辦專員 楊中和高專 1125 0912535870 kghpgy@kgh.com.tw 

杜歆苹助理 1125 0988393318 Clerk@kgh.com.tw 

社區健康促進 張富南個管師 1290 0963489185 kgh1191@gmail.com 

 
居家照護個案訪視 

楊玉琳護理師 1146 0975777876 maggie160099@yahoo.com.tw 

楊鎧蔧護理師 1126 0956661123 wenwen555tw@yahoo.com.tw 

張瑛麟護理師 1126 0956331123 home@kgh.com.tw 

安寧照護 林玉玲護理師 1122 0975777875 f0975777875@yahoo.com.tw 

家醫整合計劃 何佩菁個管師 1127 0953931111 ref@kgh.com.tw 

轉診中心 蔡雨欣個管師 1147 0952032135 Lalami0620@gmail.com 

出院準備計畫 蔡雅萍個管師 1137 0911718804  

社區資源運用 楊慧鈺社工師 1137 0933296639 yang.wisdom@gmail.com 

性別議題-個案討論 張翠芳社工師 1139 0910871601 xinger3162@gmail.com 

1.社區健康資源整合 

2.物質濫用疾患 

3.明德戒治分監參訪 

 
蘇悅中組長 

 
 

1123 

 
 

0982382171 

 
 

navidaad@kgh.com.tw 

 

憂鬱與自殺防治 
馬宛綺心理師

心理師 

1149 0955406429 fanita430@gmail.com 

顏慧詩心理師 1149 0934357751 hooiseez@gmail.com 
 

兒科門診- 兒

童預防保健 

林愛惜部長 1150 0952888924 ahlin3317785@kimo.com 

顏瑞美醫師 1150 0972335220  

王莉惠醫師 1150 0963323453 edev7632@yahoo.com.tw 

 

 
家醫科門診教學 

吳俊鋒主任 1218 0921843717 jfw.mww@msa.hinet.net 

廖健男醫師 1217 0963160186 healthyboykimo@hotmail.com 

楊倫欣醫師 1217 0920255651 lunhsin@yahoo.com.tw 

職業醫學科門診教學 廖再緯醫師 1230 0912013835 notshrw@gmail.com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郭政雄勞安師 7451 0912122614 Payton0325@yahoo.com.tw 
 

社區健康飲食 郭家伶組長 8622 0934087588 chialin164@yahoo.com.tw 

楊蕰真營養師 1225 0929166025 jufong.tw@yahoo.com.tw 

候診民眾體衛教 李欣怡個管師 1226 0953931111 dm@kgh.com.tw 

社區癌症篩檢 劉宜姿個管師 1231 0975748929 cancer_c@kgh.com.tw 

產後護理之家 孫嘉霙護理長 1312 0953577660 mother@kgh.com.tw 

婦科門診-婦女保健 關龍錦顧問 5211 0953551111 lckuan@kgh.com.tw 

感染科門診- 

社區防疫 

黃千芳醫師 1209 0932800311 afang106@gmail.com 

鍾志桓主任 1209 0917576593 chungchihuan@yahoo.com.tw 

社區衛生資料搜尋 賴惠玲館員 6122 0922970810 library@kgh.com.tw 

 
安全防護 

許淑娟組長 7659 0910778887 icn@kgh.com.tw 

黃麗清感管師 7658 0925393973 nic@kgh.com.tw 

蔡淑娟感管師 7659 0973271312 inf@kgh.com.tw 

mailto:kghpgy@kgh.com.tw
mailto:Clerk@kgh.com.tw
mailto:kgh1191@gmail.com
mailto:maggie160099@yahoo.com.tw
mailto:wenwen555tw@yahoo.com.tw
mailto:home@kgh.com.tw
mailto:f0975777875@yahoo.com.tw
mailto:ref@kgh.com.tw
mailto:yang.wisdom@gmail.com
mailto:xinger3162@gmail.com
mailto:navidaad@kgh.com.tw
mailto:fanita430@gmail.com
mailto:hooiseez@gmail.com
mailto:ahlin3317785@kimo.com
mailto:edev7632@yahoo.com.tw
mailto:jfw.mww@msa.hinet.net
mailto:healthyboykimo@hotmail.com
mailto:lunhsin@yahoo.com.tw
mailto:notshrw@gmail.com
mailto:chialin164@yahoo.com.tw
mailto:jufong.tw@yahoo.com.tw
mailto:dm@kgh.com.tw
mailto:cancer_c@kgh.com.tw
mailto:mother@kgh.com.tw
mailto:lckuan@kgh.com.tw
mailto:afang106@gmail.com
mailto:chungchihuan@yahoo.com.tw
mailto:library@kgh.com.tw
mailto:icn@kgh.com.tw
mailto:nic@kgh.com.tw
mailto:inf@kg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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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院外協訓機構臨床教師 
 

1 台南市長照管理中心/蘇歆惠督導：(06)293-1232 

2 葉明宏外科診所/葉明宏醫師：(06)238-5870 

3 林合鴻眼科診所/林合鴻醫師：(06)267-6832 

4 李朝泰小兒科診所/李朝泰醫師：(06)225-6618 

5 慶平美耳鼻喉科診所/黃鵬成醫師：(06)297-6670 

6 王克生兒科診所/王克生醫師：(06) 236-2201 

7 台南市消防局/鄭景發教官：(06)297-5119#517 

8 衛福部台南醫院/精神科日間留院/顏嘉男醫師：

(06)2200055#3425 

9 衛福部台南醫院/社區毒癮美沙冬/張訓誠醫師：

(06)2200055#2550 

10 衛福部台南醫院/安寧照護/張珮玲護理師：(06)2200055#7555 

11 台南市衛生局醫事科-陳姿蓉技正：062679751#3304 

12 台南市衛生局心理健康科-黃惠理股長：062679751 

13 台南市衛生局疾病管制科-卓金津技正：062679751 

14 台南市衛生局國民健康科-許麗嬖技士：062679751 

15 台南市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黃瑞培技正：062679751 

16 台南市衛生局台南監獄看守所-柯妏潔技正：062679751 

17 胸腔病院/李嘉珍專員：(06)270-5911#3267 

18 官田區衛生所-謝茂忠主任(06)299-6885#202 

19 女性權益促進會-蔡沂真督導長：(06)214-9632 

20 永康社區復健中心/楊素貞主任：(06)232-9170 

21 建壽社區藥局/曾纓閔藥師：(06)255-5388 

22 嘉南療養院/郭宇恒醫師：(06)279-5019#1558 

23 全人護理之家/賴鵬展主任：(06)358-3456 

24 悠然山莊/楊雅君組長：(06)595-4188 

25 美善社福基金會/黃錦鳳副執行長：(06)236-5445 

26 兒童青少年發展協會/施俊鈞理事長：(06)  220-5589 

27 國宅社區發展協會/李金雀總幹事：(06)2631259 

28 吾愛吾家養護中心/徐子健主任：(06)295-2763 

29 基督教家庭協談中心/謝溫和主任：(06)295-2763 

30 吾愛吾家養護中心/徐子健主任：(06)295-2764 

31 開元日間照顧中心/李亦真組長： (06)06-209-4567 

32 女性權益促進會/蔡沂真督導長：(06)214-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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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員須繳交下列文件才可辦理離院 
 

1. 社區醫學第一個月訓練課程表及簽到表(1)(含院外場地址、電話) 

2. 社區醫學第二個月訓練課程表及簽到表(2) 

3. 本院學習護照 

(1)前測及後測 

(2)自我評估表 

(3)指導教師對學員學習情況回饋評估表 

(4)學員對課程教學回饋評估表 

(5)課程學習記錄 P19~P37 

(6)課程訓練評估表 1 及 2 

(7)學員與導師期中雙向面談回饋記錄表 

(8)學員與導師期末雙向面談回饋記錄表 

(9)社區醫學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0)社區醫學課程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1)2個月社區醫學學習成績單 

(12)個人發展計劃 

(13) 學員反思與實踐 

4. 六份議題 

(1)預防醫學議題報告-要做簡報報告-導師 

(2)整合性居家照護個案報告及(居家護理家庭訪視報告)-要做簡報

報告-導師 

(3)長照個案議題報告及(長照機構個案評估報告)- 要做簡報報告-

導師 

(4)安寧個案議題報告-安寧個管師 

(5)性別議題報告-陳幸慧社工師 

(6)社區健康議題報告-要做 100份問卷及簡報報告-導師 

5. 護照填寫指南 

6. 識別證、資料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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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個月社區醫學訓練作業達成標準 

 

考核 

作業 

護 

照 

自 

評 

對生

評估 

對師

評估 

學 

習 

記 

錄 

口試1 

整合居

家報告 

口試1

長照個

案報告 

口試1 

社區健

康議題

報告 

期 

中 

期 

未 

訓練 

滿意 

度 

課程 

滿意 

度 

後測 心 

得 

成績

單 

完訓

機制

規範 

Y Y >3 >3 Y 
口頭 

報告 

口頭 

報告 

口頭 

報告 
Y Y >3 >3 >80 Y >80 

 

其他 Q&A 

◎是否有規定護照格式? 有。 

◎案例討論是否有格式? 有。 

◎案例討論規的規定為何? 有格式及案例說明。 

◎宿舍房型/住宿費用 

3F/3人房/5人房(1間浴室)、4F/2人房/2人房/3人房(2間浴室)全

部雅房，免費住宿。 

◎住宿提供之物品：冷氣、冰箱。洗衣機、無線網路。 

◎值班數/值班費 

值班數/7班 

值班費:星期一~五:4000元、星期六:5000元、星期日:6000元。 

◎是否提供停車（機車？汽車？） 

汔車每月：2500元、機車每次：10元。 

◎其他。 

1.每月 1200元面額的餐券。 

2.每月交通津貼 1500元現金。 

2.每月兩次導生座談會,備有便當及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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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社區內科醫學訓練 

一、 報到時間及請繳交相關資料 

1. 繳交1吋照片3張(貼於人事資料表、識別証、學習護照)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1份 

3. 畢業證書影本1份 

4. 執業執照正反面影本1份、醫師證書影本1份 

5. 存摺封面影本1份(值班費轉帳) 

6. 體檢報告(近6個月) 

7. 報到時間08：00。 報到地點：本院1F-PGY及Clerk諮詢辦公

室。 

報到負責人 1：楊中和高專。 

聯絡電話：(06)222-1111#1125/0912-535870。 

E-mail：kghpgy@kgh.com.tw 

報到負責人 2：陳歆妍助理。 

聯絡電話：(06)222-1111#1125/0911-910846。 

E-mail：Clerk@kgh.com.tw 

 

二、課程有關注意事項 

1. 原則上，1個月學習期間，課程豐富緊湊，為避免影響學習，

皆不可請假。需請假時，請受訓前1個月告知，以方便安排值

班。並以本院請假規範請假。 

2. 學員學習期間，絕無回原屬醫院上課或參加其他非PGY活動之

情況，以利學員專心學習。若原屬醫院非PGY單位要求回學員

原屬醫院，一律須經過原屬醫院PGY連繫窗口進行雙方協調，

雙方同意才能回原屬醫院。 

3. 若有特殊理由，在不影響學習情況下，並經PGY課程負責人及

導師同意，方可請假，且事後必須補課。 

4. 學員受訓期間，請依照課程表之安排至該課程地點學習，請勿

私下與臨床教師調課。若課程上須協助，請聯繫專員。 

mailto:kghpgy@kgh.com.tw
mailto:Clerk@kg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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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若於受訓期間出現下列情況時，予以退訓處理。 

(1) 危及病人安全，並經臨床教師或導師勸導無效。 

(2) 專業能力表現不足，經指導及現階段訓練後仍無法改善，

不足以勝任醫師工作。 

(3) 經常失聯或無故曠職、缺課。 

(4) 其他重大事件，有損醫師專業道德或嚴重違反醫學倫理

者。 

(5) 精神狀況表現異常。 

(6) 私自與臨床教師調課。 

 

三、本院特色 

(一) 本院為台南市市中心區域級教學醫院，病床數約 500 床。內科

包括心臟科、胃腸科、胸腔科、腎臟科、感染科、神經內科、

腫瘤科及內分泌及新陳代謝科等八科共 18位主治醫師 (暫無一

般內科編制)。 

(二) 為求與重重症照顧之醫學中心之 PGY 訓練內容區別，本院之

一個月期之內科訓練有以下特色: 

1. PGY學員，按病人照顧以 6-8人為限，由臨床教師分派，避

免學員過度忙碌而失去學習熱忱。臨床教師每日查房作床邊

教學，適時做醫學倫理討論與教學，並輪流 teaching round。 

2. 每月學習老師所指導之病例以常見之內科疾病為主，避免過

於艱深之疾病混淆學員之學 習主軸。 

3. 值班：學員值班 7 班為限，並學習獨立值班，包括接 new 

patient 及處理病患 complaint 問題，值班範圍以內科一線範

圍為原則並安排主諮醫師擔任總值給予支援及教導，值班 

時接 New patients 之問題處理或值班病患問題之討論，由主

治醫師負責。 

4. 請假：受訓期間學員應配合本院上課，除遇無法抗拒之緊急

事件(如：意外、生病、家人緊急生病)而不得不請假時，請

假需取得原醫院同意及本院內科導師同意其請假理由，事後

需附證明文件，並事先通知本院 PGY 導師及本院訓練聯絡

人，楊中和專員(分機 1125)，若有延誤上課，則必須補課。 

5. 休假: 受訓期間學員應配合本院內科訓練課程，因病人安全

(值班及病房)，請受訓學員體諒及尊重，有特殊情況，請受

訓前１個月告知，休假時間，以利排班人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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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門診教學：安排每月 1次門診教學，每次以不超過 2小時為

限，作完整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主要為內科各次專科，每

次需學習至少兩例及填寫學習重點。學習重點為認識問診技

巧，詢問病人之病史，家庭背景及心理狀況有助醫學倫理之

學習。 

7. 本院設有臨床技能中心及內科示範病房，以 OSCE為評估項

且，提供學員良好學習環境。 

8. 每日床邊教學：臨床教師帶學員查房作床邊教學約一至二小

時。 

9. 參與各項討論會議：包括一般醫學內科之定期晨會、案例討

論、實證醫學討論會、急診聯合討論會、Mortality conference

等。 

10. 各項 procedures 之操作執行： 如 EKG，胸部 X-ray 判讀必

須親自判讀且與主治醫師討論，以及各項實驗室數據判讀則

會在 Case conference 及 morning meeting中討論。 

(三) 訓練重點。以醫策會公告的訓練內容(P14頁)執行。 

四、領取一般醫學內科相關作業資料： 

報到時，專員會發給各學員一本學習護照及報到資料，內容包含： 

1. 人事資料表*1(請交回-人事室及醫教部留存) 

2. 1個月社區內科訓練課程表 

3. 本院學習護照 

(1) 前測 

(2) 自我評估表 

(3) 實證醫學案例討論報告 

(4) 醫學倫理與法律案例討論報告 

(5) CbD報告 

(6) 住院病歷書寫品質審查表 

(7) 門診教學病歷-1份 

(8) 住院教學病歷-3份 

(9) Mini CEX評量 

(10) PGY醫師考核評估表 

(11) 360評量(同儕問卷)-6份 

(12) 學員與導師期中及期末面談雙向回饋會紀錄 

(13) 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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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臨床教學成效學員滿意度評估表 

(15) 1個月一般醫學內科成績單 

(16) 後測 

(17) 個人發展計畫 

4. 識別證、資料夾 

5. 宿舍KEY 

五、內科導師一覽表 

1 個月一般醫學訓練計畫主持人 

姓名 現職 經歷 專長 

馮漢賢 

醫務部部長 

內分泌科主治

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內分泌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老人醫學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主治醫師 

高血脂、老人疾病、糖尿
病、甲狀腺疾病、肥胖症、
內分泌失調 

1 個月一般醫學內科-導師及臨床指導教師 共 18位醫師 

姓名 現職 經歷 專長 

呂炎原 

心臟內科 

主任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急診醫學會專科醫師 

原東港安泰醫院心臟科主治醫師 

高血壓、冠狀動脈心臟、狹

心症、心律不整、心臟衰竭 

徐漢仲 
心臟內科 

主治醫師 

成功大學醫學系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總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專科醫師 

心臟病、高血壓、心律不
整、胸痛、狹心症、心衰竭 

謝武峰 
胸腔內科 

主任 

成大附設醫院胸腔科研究員 

奇美醫院加護病房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專科醫師 

咳嗽、咳血、胸痛、氣喘、 

肺炎、肺結核、肺腫瘤、 

支氣管炎等肺部疾病 

朱遠志 
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胸腔病房主任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胸腔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專科醫師  

氣喘、久咳不明原因、肺

炎、支氣管擴張症、肺結
核、慢性阻塞性肺病 

陳主光 胸腔內科醫師 

中華民國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專科醫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胸腔內科總醫師 

成大醫學院醫學系畢 

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肺
炎、久咳不明原因、支氣管
擴張症及肺結核 

陳進生 
胃腸肝膽 

內科主任 

教育部部定講師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專科醫師  

台灣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糖尿病衛教學會合格衛教醫師  

腹痛、黑色便、大便不規
則、吐血、腹瀉 、吞嚥困
難、胃潰瘍、肝功能異常、

肝炎、肝膽結石、胰臟炎、
一般常見內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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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經歷 專長 

三軍總醫院胃腸肝膽科醫師  

張育霖 
胃腸肝膽內科 

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專科醫師 

胃腸肝膽科專科醫師 

消化系內視鏡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內科主治醫師  

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  

胃及十二指腸潰瘍、消化性
潰瘍、胃食道逆流疾病、腹
痛、腹瀉、吐血、肝功能異
常肝炎、黑色便、血便、大
便不規則、肝膽結石  

蔡明松 腎臟內科主任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康健內兒科診所腎臟科研究員  

成大醫院內科醫師  

高雄醫科大學醫學系畢  

一般內科、腎臟炎、血尿  

尿蛋白、水腫、尿毒、腎結
石、尿路感染 

林孟德 
腎臟內科 

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腎臟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斗六分院腎臟內科專任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腎臟內科主治醫師  

一般內科、腎臟炎、血尿  

尿蛋白、水腫、尿毒、腎結
石、尿路感染 

施得恩 
腎臟內科 

主治醫師 

郭綜合醫院腎臟內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腎臟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主治醫師 

成功大學醫學系畢  

血尿、尿白尿、腎結石  

水腫、尿毒、洗腎、高血壓、
糖尿病、痛風、關節炎、氣
管炎、腸胃炎、感冒、腰痛  

姜林文祺 
腎臟內科 

主治醫師 

郭綜合醫院腎臟內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內科醫師  

育堂診所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畢 

血尿、尿白尿、腎結石、水
腫、尿毒、洗腎、高血壓、
糖尿病、痛風、關節炎、氣
管炎、腸胃炎、感冒、腰痛  

鍾志桓 
感染內科 

主任 

郭綜合醫院感染內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後醫學系畢 

成大醫院感染內科臨床研究員 

一般內科症狀、性病、愛滋
病等疾病、各種細菌、病
毒、黴菌引發之疾病 

黃千芳 
感染內科 

主治醫師 

國立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各種細菌、病毒、黴菌引發
之疾病、性病、不明原因發

燒等疾病  

何民康 
血液腫瘤科 

主任 

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腫瘤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  

振興復健醫學中心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各種癌症諮詢、篩檢、診
斷、治療及追蹤、各種血液
疾病之診斷及治療 

曹書儀 
血液腫瘤科 

主治醫師 

成功大學醫學系畢業 

成大醫學中心血液腫瘤科臨床研究員  

署立台南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內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血液病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腫瘤內科專科醫師  

台灣安寧緩和醫學會專科醫師 

各種癌症諮詢、篩檢、診
斷、治療及追蹤。各種血液
疾病之診斷及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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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經歷 專長 

吳尚德 
內科部部長 

神經內科主任 

中華民國神經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北榮總神經內科專科醫師 

嘉義華濟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嘉義長庚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腦中風、高血壓、高血脂 

關節炎熱、關節痛、背痛腰
痛、神經酸痛、頭暈、癲癇、
焦慮症、失眠、昏睡症、腦
神經衰弱、老人癡呆症、巴
金森氏症、顏面神經麻痺、
重症肌無力 

趙昌宏 
神經內科 

主治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中華民國神經科專科醫師 

林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總醫師 

埔里基督教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台灣老人急重症醫學會專科醫師 

腦中風、頭痛、頭暈、癲癇、

老人失智症、眩暈、手腳酸
麻、坐骨神經痛、睡眠障礙 

 

六、學員須繳文件資料才可辦理離院 

1. 本院學習護照 

(1) 前測與後測 

(2) 自我評估表 

(3) 實證醫學案例討論報告 

(4) 醫學倫理與法律案例討論報告 

(5) CbD報告 

(6) 住院病歷書寫品質審查表 

(7) 門診教學病歷-1份 

(8) 住院教學病歷-3份 

(9) Mini CEX評量 

(10) PGY醫師考核評估表 

(11) 360評量(同儕問卷)-6份 

(12) 學員與導師期中及期末面談雙向回饋會紀錄 

(13) 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4) 臨床教學成效學員滿意度評估表 

(15) 1個月一般醫學內科成績單 

(16) 個人發展計畫 

2. 識別證、資料夾 

3. 宿舍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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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醫學內科訓練作業達成標準 

 

考
核
作
業 

護
照 

前
測 

自
評 

實
證 

醫
倫 

Cdb 
病
歷 

門
診
病
歷 

住
診
病
歷 

Mini
CEX 

考
核
表 

3  

6  

0

度 

期
中
座
談 

期
未
座
談 

訓
練
滿
意 

臨
床
滿
意 

後
測 

成
績
單 

完
訓
機

制
規
範 

Y  Y Y Y >4.5 >80 Y Y >4 
>

4 

>

3 
Y Y >3 >3 >80 >80 

 

PGY 學員簽名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其他 Q&A 

◎是否有規定護照格式? 有。 

◎案例討論是否有格式? 有。 

◎案例討論規的規定為何? 有格式及案例說明。 

◎宿舍房型/住宿費用 

3F/3 人房/5人房(1 間浴室)、4F/2 人房/2人房/3人房(2間浴室)全部雅房， 

免費住宿。 

◎住宿提供之物品：冷氣、冰箱。洗衣機、無線網路。 

◎值班數/值班費 

值班數/7班 

值班費:星期一~五:4000 元、星期六:5000元、星期日:6000元。 

◎是否提供停車（機車？汽車？） 

汔車每月:2500元,,機車每次:10元。 

◎其他。 

1.每月 1200元面額的餐券。 

2.每月兩次導生座談會,並會辦桌或吃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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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社區外科醫學訓練 

一、報到時間及請繳交相關資料 

1. 繳交1吋照片3 張(貼於人事資料表、識別証、學習護照)。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份 

3. 畢業證書影本 1份 

4. 執業執照正反面影本 1份、醫師證書影本 1份 

5. 存摺封面影本 1份(值班費轉帳) 

6. 體檢報告(近6個月) 

7. 報到時間08：00。 報到地點：本院1F-PGY及Clerk諮詢辦公

室。 

報到負責人 1：楊中和高專。 

聯絡電話：(06)222-1111#1125/0912-535870。 

E-mail：kghpgy@kgh.com.tw 

報到負責人 2：陳歆妍助理。 

聯絡電話：(06)222-1111#1125/0911-910846。 

E-mail：Clerk@kgh.com.tw 

二、課程有關注意事項 

1. 原則上，1個月學習期間，課程豐富緊湊，為避免影響學習，

皆不可請假。需請假時，請受訓前1個月告知，以方便安排

值班。並以本院請假規範請假。 

2. 學員學習期間，絕無回原屬醫院上課或參加其他非PGY活動

之情況，以利學員專心學習。若原屬醫院非PGY單位要求回

學員原屬醫院，一律須經過原屬醫院PGY連繫窗口進行雙方

協調，雙方同意才能回原屬醫院。 

3. 若有特殊理由，在不影響學習情況下，並經PGY1 課程負責

人及導師同意，方可請假，且事後必須補課。 

4. 學員受訓期間，請依照課程表之安排至該課程地點學習，請

勿私下與臨床教師調課。若課程上須協助，請聯繫專員。 

5. 若於受訓期間出現下列情況時，予以退訓處理。 

(1) 危及病人安全，並經臨床教師或導師勸導無效。 

(2) 專業能力表現不足，經指導及現階段訓練後仍無法改善，

不足 

(1) 以勝任醫師工作。 

(2) 經常失聯或無故曠職、缺課。 

mailto:kghpgy@kgh.com.tw
mailto:Clerk@kg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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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重大事件，有損醫師專業道德或嚴重違反醫學倫理

者。 

(4) 精神狀況表現異常。 

(5) 私自與臨床教師調課。 

 

三、本院特色 

(一) 本院為台南市市中心區域級教學醫院，病床數約 500床。包括外

科一般外傷、皮膚腫瘤、盲腸炎、腹膜炎、胃出血、十二指腸潰

瘍、腸胃腫瘤、腹脹、腸阻塞、膽結石、痔瘡、乳房腫塊、甲狀

腺腫瘤、甲狀腺肥大、燒燙傷、疤痕、狐臭、各種美容整型手術、

肺腫瘤、氣胸、膿胸、血胸、多汗症、食道病變等。12共位主治

醫師。 

(二) 為求與重症照顧之醫學中心之 PGY1 訓練內容區別，本院之一個

月期之外科訓練有以下特色: 

(1) PGY學員，按病人照顧以 6-8人為限，由臨床教師分派，避

免學員過度忙碌而失去學習熱忱。臨床教師每日查房作床邊

教學，適時做醫學倫理討論與教學，並輪流 teaching round。 

(2) 每月學習老師所指導之病例以常見之外科疾病為主，避免過

於艱深之疾病混淆學員之學 習主軸。 

(3) 值班：學員值班 7 班為限，並學習獨立值班，包括接 new 

patient 及處理病患 complaint 問題，值班範圍以外科一線範

圍為原則並安排主治醫師擔任總值給予支援及教導，值班 

時接 New patients之問題處理或值班病患問題之討論，由主

治醫師負責。 

(4) 請假：受訓期間學員應配合本院上課，除遇無法抗拒之緊急

事件(如：意外、生病、家人緊急生病)而不得不請假時，請

假需取得原醫院同意及本院外科導師同意其請假理由，事後

需附證明文件，並事先通知本院 PGY 導師及本院訓練聯絡

人，楊中和專員(分機 1125)，若有延誤上課，則必須補課。 

(5) 休假: 受訓期間學員應配合本院外科訓練課程，因病人安全

(值班及病房)，採排休方式，沒特定例國定假日等及颳風假

（住宿），請受訓學員體諒及尊重，有特殊情況，請受訓前

１個月告知，休假時間，以利排班人員安排。 

(6) 門診教學：安排每月 1~2次門診教學，每次以不超過 2小時

為限，作完整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主要為外科各次專科，

每次需學習至少兩例及填寫學習重點。學習重點為認識問診

技巧，詢問病人之病史，家庭背景及心理狀況有助醫學倫理

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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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院設有臨床技能中心及外科示範病房，以 OSCE為評估項

目，提供學員良好學習環境。 

(8) 每日床邊教學：臨床教師帶學員查房作床邊教學約一至二小

時。 

(9) 參與各項討論會議：包括一般醫學外科晨會、案例討論、實

證醫學討論會、急診聯合討論會、Mortality conference 等。 

(10) 各項 procedures 之操作執行： 如 EKG，胸部 X-ray判讀必

須親自判讀且與主治醫師討論，以及各項實驗室數據判讀則

會在 Case conference 及 morning meeting中討論。 

 

(三) 訓練重點。以醫策會公告的訓練內容(P14頁)執行。 

四、領取一般醫學外科相關作業資料： 

報到時，專員會發給各學員一本學習護照及報到資料，內容包含： 

1. 人事資料表*1(請交回-人事課及醫教部留存) 

2. 1個月社區外科訓練課程表 

3. 本院學習護照 

(1) 前測 

(2) 自我評估表 

(3) 實證醫學案例討論報告 

(4) 醫學倫理與法律案例討論報告 

(5) CbD報告 

(6) 住院病歷書寫品質審查表 

(7) 門診教學病歷-1份 

(8) 住院教學病歷-4份 

(9) DOPS報告1 

(10) DOPS報告2 

(11) PGY醫師考核評估表 

(12) 360評量(同儕問卷)-6份 

(13) 學員與導師期中及期末面談雙向回饋會紀錄 

(14) 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5) 臨床教學成效學員滿意度評估表 

(16) 1個月一般醫學外科成績單 

(17) 後測 

(18) 個人發展計畫 

4. 識別證、資料夾及宿舍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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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科導師一覽表 

1 個月一般醫學外科訓練計畫主持人 

姓名 現職 年資 經歷 專長 

盧乃寬 
一般外科 

主 任 
10 

台灣消化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外科部總醫師  

成大醫學院醫學系畢 

一般外傷、乳房腫塊、盲腸炎、膽結

石、腸胃腫瘤、皮膚腫瘤、胃出血、

十二指腸潰瘍、腸阻塞、痔瘡、大腸

炎、疝氣、排便不規則、腹膜炎、便

秘、大腸癌、大腸直腸鏡檢查、肛門

失禁、息肉切除、肛門及外科常見疾

病等 

1 個月一般醫學外科-導師及臨床指導教師 

姓名 現職 年資 經歷 專長 

黃太謙 醫療副院長 17 

台灣消化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外傷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外傷科主治醫師 

腸胃外科、肝膽胰外科  

乳房外科、甲狀腺外科 

梁景堯 教學副院長 21 

台灣泌尿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泌尿科主治醫師  

腎結石．輸尿管結石．膀胱結石、血尿、頻

尿、尿失禁、尿道下裂、膀胱機能異常、小

便無力、男性不孕、男性性機能異常、隱睪、

陰曩腫痛、、攝護腺肥大、疝氣、性病、 

林聖哲 
社區醫學部

副院長 
27 

中華民國整形外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外科專科醫師 

前台南市衛生局局長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系 

成功大學醫學工程博士 

美容手術、微整形（雷射、玻尿酸、肉毒桿

菌注射）、皮膚外科、手外科、一般整形重

建手術、外傷及燒傷治療重建 

杜章安 外科部部長 16 

成大醫院泌尿部醫師 

高雄醫學院學士後醫系畢業 

中華民國泌尿科醫學會專科醫

師 

一般外科、皮膚腫瘤、盲腸炎、腎結石、輸

尿管結石、血尿、攝護腺肥大、尿道下裂、

頻尿、小便無力、隱睪、疝氣 

吳國禎 骨科主任 15 

臺北新光醫學中心骨科主治醫

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美國骨科醫學會國際會員 

中西整合醫學會專科醫師 

脊椎壓迫性骨折、坐骨神經痛、五十肩、板

機指。骨質疏鬆症，關節退化酸痛，各類筋

骨酸痛。運動傷害、脫臼、挫傷、扭傷。骨

骼關節手術：人工關節置換術、關節鏡手術、

各項骨折。脊椎外科手術：椎間盤突出症、

脊椎腔狹窄症、脊椎滑脫症、脊椎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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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年資 經歷 專長 

陳振琨 
整形外科 

主 任 
11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整形外科專科醫師 

台灣血管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奇美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一般整形重建手術、外傷及燒傷治療重建、

皮膚外科、手外科、糖尿病足、慢性及問題

傷口治療、美容手術、微整形（雷射、玻尿

酸、肉毒桿菌注射） 

吳建穎 泌尿科主任 6 

成功大學醫學系畢業 

成大醫院泌尿科住院醫師訓練 

成大醫院泌尿科總醫師 

成大醫院泌尿科兼任主治醫師 

男性不孕症、無刀口輸精管結紮手術、精索

靜脈曲張、泌尿道顯微手術，如顯微輸精管

重建術、顯微睪丸取精術、顯微精索靜脈曲

張結紮手術、腎臟、輸尿管、膀胱等泌尿道

結石處理、血尿、頻尿、急尿、夜尿、尿失

禁、小便無力等各種排尿異常疝氣、包皮、

攝護腺肥大等一般泌尿科問題處理 

李武駿 
胸腔外科 

主治醫師 
6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胸腔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胸腔外科研究醫師  

成大醫院外科總醫師  

胸腔鏡肺部手術及切片、縱膈腔腫瘤切除、

氣切手術、Port-A 人工血管植入手術。 

李柏萱 
神經外科   

主治醫師 
5 

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成大醫學中心神經外科主治醫

師  

成大外科重症主治醫師 

腦瘤治療、腦部外傷  

脊髓損傷、退化性脊椎病變、功能性神經外

科 

陳秉鴻 
泌尿科主治

醫師 
6 

麻豆新樓醫院泌尿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泌尿科專科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國立成大醫院泌尿部主治醫師 

國立成功醫院泌尿部總醫師 

國立成功醫院泌尿部研究醫師 

台灣泌尿科醫學會會員 

台灣男性學醫學會會員 

台灣泌尿腫瘤醫學會會員 

台灣尿失禁防治協會會員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認證全國醫

學生國考ＯＳＣＥ教官 

男性性功能及不孕症、排尿疼痛／不順／尿

失禁、血尿、攝護腺疾病、男性結紮、包皮、

泌尿道結石、腫瘤、疝氣、性病、陰囊（睪

丸）腫大、靜索靜脈曲張 

洪柏聖 
骨科      

主治醫師 
5 

郭綜合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成功大學醫學系 

成功大學醫學院骨科學科臨床

教師 

成大醫院骨科部總醫師 

成大醫院兼任骨科主治醫師 

骨折脫臼、筋骨疼痛、膝痛、關節韌帶扭傷、

腰痛、退化性關節炎、膝關節鏡雷射、人工

膝、臗關節置換、膝臗關節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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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員須繳文件資料才可辦理離院 

1. 本院學習護照 

(1) 前測與後測 

(2) 自我評估表 

(3) 實證醫學案例討論報告 

(4) 醫學倫理與法律案例討論報告 

(5) CbD報告 

(6) 住院病歷書寫品質審查表 

(7) 門診教學病歷-1份 

(8) 住院教學病歷-4份 

(9) Mini CEX評量 

(10) DOPS臨床技術直擊評量表 

(11) PGY醫師考核評估表 

(12) 360評量(同儕問卷)-6份 

(13) 學員與導師期中及期末面談雙向回饋會紀錄 

(14) 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5) 臨床教學成效學員滿意度評估表 

(16) 1個月一般醫學外科成績單 

(17) 個人發展計畫 

2. 識別證、資料夾 

3. 宿舍KEY 

 

七、一般醫學外科訓練作業達成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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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Q&A 

◎是否有規定護照格式? 

有。 

◎案例討論是否有格式? 

有。 

◎案例討論規的規定為何? 

有格式及案例說明。 

◎宿舍房型/住宿費用 

3F/3 人房/5人房(1 間浴室)、4F/2 人房/2人房/3人房(2間浴室)全部雅房， 

免費住宿。 

◎住宿提供之物品 

冷氣、冰箱。洗衣機、無線網路。 

◎值班數/值班費 

值班數/7班 

值班費:星期一~五:4000 元、星期六:5000元、星期日:6000元。 

◎是否提供停車（機車？汽車？） 

汔車每月:2500元,,機車每次:10元。 

◎其他。 

1.每月 1200元面額的餐券。 

2.每月兩次導生座談會,並會辦桌或吃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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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社區兒科醫學訓練 

一、報到時間及請繳交相關資料 

1. 繳交1吋照片3 張(貼於人事資料表、識別証、學習護照)。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份 

3. 畢業證書影本 1份 

4. 執業執照正反面影本 1份、醫師證書影本 1份 

5. 存摺封面影本 1份(值班費轉帳) 

6. 體檢報告(近6個月) 

7. 報到時間08：00。報到地點：本院1F-PGY及Clerk諮詢辦公

室。 

報到負責人 1：楊中和高專。 

聯絡電話：(06)222-1111#1125/0912-535870。 

E-mail：kghpgy@kgh.com.tw 

報到負責人 2：曾子育科秘。 

聯絡電話：(06)222-1111#1156/0910-820950。 

E-mail：ped@kgh.com.tw 

二、課程有關注意事項 

1. 原則上，1個月學習期間，課程豐富緊湊，為避免影響學習，

皆不可請假。需請假時，請受訓前1個月告知，以方便安排

值班。並以本院請假規範請假。 

2. 學員學習期間，絕無回原屬醫院上課或參加其他非PGY1 活

動之情況，以利學員專心學習。若原屬醫院非PGY1 單位要

求回學員原屬醫院，一律須經過原屬醫院PGY1 連繫窗口進

行雙方協調，雙方同意才能回原屬醫院。 

3. 若有特殊理由，在不影響學習情況下，並經PGY1 課程負責

人及導師同意，方可請假，且事後必須補課。 

4. 學員受訓期間，請依照課程表之安排至該課程地點學習，請

勿私下與臨床教師調課。若課程上須協助，請聯繫專員。 

5. 若於受訓期間出現下列情況時，予以退訓處理。 

(1) 危及病人安全，並經臨床教師或導師勸導無效。 

(2) 專業能力表現不足，經指導及現階段訓練後仍無法改善，

不足以勝任醫師工作。 

mailto:kghpgy@kgh.com.tw
mailto:ped@kg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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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常失聯或無故曠職、缺課。 

(4) 其他重大事件，有損醫師專業道德或嚴重違反醫學倫理

者。 

(5) 精神狀況表現異常。 

(6) 私自與臨床教師調課。 

 

三、本院特色 

(一) 本院為台南市市中心區域級教學醫院，病床數約 500 床。兒

科包括新生兒科、小兒風溼免疫科、小兒內分泌科、感染科、

急重症專科、兒童過敏免疫風濕專科及小兒腸胃科等七科共 5

位主治醫師提供兒科醫療服務與教學活動。 

(二) 為求與重重症照顧之醫學中心之 PGY 訓練內容區別，本院之

一個月期之兒科訓練有以下特色: 

(1) PGY學員，按病人照顧以 4-8人為限，由臨床教師分派，

避免學員過度忙碌而失去學習熱忱。臨床教師每日查房

作床邊教學，適時做醫學倫理討論與教學，並輪流

teaching round。 

(2) 每月學習老師所指導之病例以常見之兒科疾病為主，避

免過於艱深之疾病混淆學員之學 習主軸。 

(3) 值班：學員值班 7班為限，並學習獨立值班，包括接 new 

patient及處理病患 complaint問題，值班範圍以兒科一線

範圍為原則並安排主諮醫師擔任總值給予支援及教導，

值班 時接 New patients之問題處理或值班病患問題之討

論，由主治醫師負責。 

(4) 請假：受訓期間學員應配合本院上課，除遇無法抗拒之

緊急事件(如：意外、生病、家人緊急生病)而不得不請假

時，請假需取得原醫院同意及本院兒科導師同意其請假

理由，事後需附證明文件，並事先通知本院 PGY導師及

本院訓練聯絡人，楊中和專員(分機 1125)，若有延誤上課，

則必須補課。 

(5) 休假: 受訓期間學員應配合本院兒科訓練課程，因病人安

全(值班及病房)，請受訓學員體諒及尊重，有特殊情況，

請受訓前１個月告知，休假時間，以利排班人員安排。 

(6) 門診教學：安排每月 1 次門診教學，每次以不超過 2 小

時為限，作完整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主要為兒科各次

專科，每次需學習至少兩例及填寫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為認識問診技巧，詢問病人之病史，家庭背景及心理狀

況有助醫學倫理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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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院設有臨床技能中心，以 OSCE 為評估項且，提供學

員良好學習環境。 

(8) 每日床邊教學：臨床教師帶學員查房作床邊教學約一至

二小時。 

(9) 參與各項討論會議：包括一般醫學兒科之定期晨會、案

例討論、實證醫學討論會、婦兒科聯合討論會、Mortality 

conference等。 

(10) 各項 procedures 之操作執行： 如 EKG，胸部 X-ray判讀

必須親自判讀且與主治醫師討論，以及各項實驗室數據

判讀則會在 Case conference 及 morning meeting 中討論。 

 

(三) 訓練重點。以醫策會公告的訓練內容(P14頁)執行。 

四、領取一般醫學兒科相關作業資料： 

報到時，專員會發給各學員一本學習護照及報到資料，內容包含： 

1. 人事資料表*1(請交回-人事室及醫教部留存) 

2. 1個月社區兒科訓練課程表 

3. 本院學習護照 

(1) 前測 

(2) 自我評估表 

(3) 實證醫學案例討論報告 

(4) 醫學倫理與法律案例討論報告 

(5) CbD報告 

(6) 住院病歷書寫品質審查表 

(7) 門診教學病歷-1份 

(8) 住院教學病歷-3份 

(9) Mini CEX評量 

(10) PGY醫師考核評估表 

(11) 360評量(同儕問卷)-6份 

(12) 學員與導師期中及期末面談雙向回饋會紀錄 

(13) 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4) 臨床教學成效學員滿意度評估表 

(15) 1個月一般醫學兒科成績單 

(16) 後測 

(17) 個人發展計畫 

4. 識別證、資料夾 

5. 宿舍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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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兒科導師一覽表 

1 個月一般醫學訓練計畫主持人 

姓名 現職 經歷 專長 

王莉惠 
兒科 

主治醫師 

嘉義基督教醫院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小兒風溼免疫科臨床研究 

中華民國兒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免疫過敏專科醫師 

台灣兒童過敏免疫風濕專科醫師 

氣喘、鼻過敏、眼睛過

敏、皮膚過敏等過敏性疾

病、免疫及風濕疾病、呼

吸道疾病、腸胃炎、兒童 

急症、嬰幼兒健康檢查、

預防注射 

1 個月一般醫學兒科-導師及臨床指導教師 共 18位醫師 

姓名 現職 經歷 專長 

林愛惜 兒科部部長 

高雄醫學院兒科主治醫師 

高市婦幼醫院主治醫師 

屏東基督教醫院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兒科專科醫師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急重症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兒童急救加護專科醫師 

早產兒追蹤照護、新生兒

黃疸、呼吸窘迫、腦部超

音波、兒童急重症、發展

遲緩、過敏免疫疾病、兒

童發燒感染症、嬰幼兒健

康檢查、預防注射 

顏瑞美 
兒科         

主治醫師 

新樓醫院兒科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新生兒科臨床研究員 

中華民國兒科專科醫師 

台灣新生兒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早產兒追蹤照護、小兒急

重症、腦部超音波、發

燒、咳嗽、中耳炎、泌尿

道感染、氣喘、過敏、嬰

幼兒健康檢查、預防 

注射 

陳首硯 
兒科         

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兒科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小兒內分泌科臨床研究員 

成大醫院小兒腸胃科臨床研究員 

中華民國兒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小兒內分泌科專科醫師 

小兒內分泌、小兒腸胃

科、小兒生長發育評估諮

詢、小兒急重症、腹部超

音波、腎臟超音波、嬰幼 

兒健康檢查、預防注射 

鍾  寧 
兒科         

主治醫師 

成大醫院兒科住院醫師 

成大醫院感染科臨床研究員 

中華民國兒科專科醫師 

成大醫院感染科研究員 

一般小兒科疾病、上呼吸

道感染、皮膚軟組織感

染、疫苗注射、肺炎、泌 

尿道感染、腸胃炎等兒童

感染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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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員須繳文件資料才可辦理離院 

1. 本院學習護照 

(1) 前測與後測 

(2) 自我評估表 

(3) 實證醫學案例討論報告 

(4) 醫學倫理與法律案例討論報告 

(5) CbD報告 

(6) 住院病歷書寫品質審查表 

(7) 門診教學病歷-1份 

(8) 住院教學病歷-3份 

(9) Mini CEX評量 

(10) PGY醫師考核評估表 

(11) 360評量(同儕問卷)-6份 

(12) 學員與導師期中及期末面談雙向回饋會紀錄 

(13) 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4) 臨床教學成效學員滿意度評估表 

(15) 1個月一般醫學兒科成績單 

(16) 個人發展計畫 

2. 識別證、資料夾 

3. 宿舍KEY 

 

七、一般醫學兒科訓練作業達成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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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Q&A 

◎是否有規定護照格式? 

有。 

◎案例討論是否有格式? 

有。 

◎案例討論規的規定為何? 

有格式及案例說明。 

◎宿舍房型/住宿費用 

3F/3 人房/5人房(1 間浴室)、4F/2 人房/2人房/3人房(2間浴室)全部雅房， 

免費住宿。 

◎住宿提供之物品 

冷氣、冰箱。洗衣機、無線網路。 

◎值班數/值班費 

值班數/7班 

值班費:星期一~五:4000元、星期六:5000元、星期日:6000元。 

◎是否提供停車（機車？汽車？） 

汔車每月:2500元,,機車每次:10元。 

◎其他。 

1.每月 1200元面額的餐券。 

2.每月兩次導生座談會,並會辦桌或吃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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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社區婦產科醫學訓練 

一、報到時間及請繳交相關資料 

1. 繳交1吋照片3 張(貼於人事資料表、識別證、學習護照)。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份 

3. 畢業證書影本 1份 

4. 執業執照正反面影本 1份、醫師證書影本 1份 

5. 存摺封面影本 1份(值班費轉帳) 

6. 體檢報告(近6個月) 

7. 報到時間08：00。 報到地點：本院B區-急診室後面-1F辦公

室。 

報到負責人 1：楊中和高專。 

聯絡電話：(06)222-1111#1125/0912-535870。 

E-mail：kghpgy@kgh.com.tw 

報到負責人 2：曾瓊儀科秘。 

聯絡電話：(06)222-1111#5830。 

E-mail：obs@kgh.com.tw 

 

二、課程有關注意事項 

1. 原則上，1個月學習期間，課程豐富緊湊，為避免影響學習，

皆不可請假。需請假時，請受訓前1個月告知，以方便安排

值班。並以本院請假規範請假。 

2. 學員學習期間，絕無回原屬醫院上課或參加其他非PGY1 活

動之情況，以利學員專心學習。若原屬醫院非PGY1 單位要

求回學員原屬醫院，一律須經過原屬醫院PGY1 連繫窗口進

行雙方協調，雙方同意才能回原屬醫院。 

3. 若有特殊理由，在不影響學習情況下，並經PGY1 課程負責

人及導師同意，方可請假，且事後必須補課。 

4. 學員受訓期間，請依照課程表之安排至該課程地點學習，請

勿私下與臨床教師調課。若課程上須協助，請聯繫專員。 

5. 若於受訓期間出現下列情況時，予以退訓處理。 

mailto:kghpgy@kgh.com.tw
mailto:obs@kg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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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及病人安全，並經臨床教師或導師勸導無效。 

(2) 專業能力表現不足，經指導及現階段訓練後仍無法改善，不

足 

(1) 以勝任醫師工作。 

(2) 經常失聯或無故曠職、缺課。 

(3) 其他重大事件，有損醫師專業道德或嚴重違反醫學倫理者。 

(4) 精神狀況表現異常。 

(5) 私自與臨床教師調課。 

 

三、本院特色 

(一) 本院為台南市市中心區域級教學醫院，病床數約 500 床。包

括婦產科訓練以配合主要訓練醫院婦產科訓練為主，輔以婦

產預防醫學、婦產手術、妊娠、婦女泌尿、婦女內分泌、不

孕症、更年期、婦科腫瘤…等領域之訓練，訓練時間一個月

為主。。共 9位主治醫師。 

(二) 為求與重症照顧之醫學中心之 PGY1 訓練內容區別，本院之

一個月期之婦產科訓練有以下特色: 

(1) PGY學員，按病人照顧以4-8人為限，由臨床教師分派，

避免學員過度忙碌而失去學習熱忱。臨床教師每日查房

作床邊教學，適時做醫學倫理討論與教學，並輪流

teaching round。 

(2) 每月學習老師所指導之病例以常見之婦產科疾病為主，

避免過於艱深之疾病混淆學員之學 習主軸。 

(3) 值班：學員值班 7 班為限，並學習獨立值班，包括接

new patient 及處理病患 complaint 問題，值班範圍以婦

產科一線範圍為原則並安排主治醫師擔任總值給予支

援及教導，值班 時接 New patients 之問題處理或值班

病患問題之討論，由主治醫師負責。 

(4) 請假：受訓期間學員應配合本院上課，除遇無法抗拒之

緊急事件(如：意外、生病、家人緊急生病)而不得不請

假時，請假需取得原醫院同意及本院婦產科導師同意其

請假理由，事後需附證明文件，並事先通知本院 PGY

導師及本院訓練聯絡人，楊中和專員(分機 1125)，若有

延誤上課，則必須補課。 

(5) 休假: 受訓期間學員應配合本院婦產科訓練課程，因病

人安全(值班及病房)，採排休方式，沒特定例國定假日

等及颳風假（住宿），請受訓學員體諒及尊重，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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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請受訓前１個月告知，休假時間，以利排班人員

安排。 

(6) 門診教學：安排每月 1~2次門診教學，每次以不超過 2

小時為限，作完整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主要為婦產科

各次專科，每次需學習至少兩例及填寫學習重點。學習

重點為認識問診技巧，詢問病人之病史，家庭背景及心

理狀況有助醫學倫理之學習。 

(7) 本院設有臨床技能中心及婦產科示範病房，以 OSCE為

評估項目，提供學員良好學習環境。 

(8) 每日床邊教學：臨床教師帶學員查房作床邊教學約一至

二小時。 

(9) 參與各項討論會議：包括一般醫學婦產科晨會、案例討

論、實證醫學討論會、急診聯合討論會、Mortality 

conference等。 

(10) 各項 procedures之操作執行： 如 EKG，胸部 X-ray判

讀必須親自判讀且與主治醫師討論，以及各項實驗室數

據判讀則會在 Case conference及 morning meeting 中討

論。 

(三) 訓練重點。以醫策會公告的訓練內容(P17頁)執行。 

四、領取一般醫學婦產科相關作業資料： 

報到時，專員會發給各學員一本學習護照及報到資料，內容包含： 

1. 人事資料表*1(請交回-人事課及醫教部留存) 

2. 1個月社區婦產科訓練課程表 

3. 本院學習護照 

(1) 前測 

(2) 自我評估表 

(3) 實證醫學案例討論報告 

(4) 醫學倫理與法律案例討論報告 

(5) CbD報告 

(6) 住院病歷書寫品質審查表 

(7) 門診教學病歷-1份 

(8) 住院教學病歷-4份 

(9) DOPS報告1 

(10) DOPS報告2 

(11) PGY醫師考核評估表 

(12) 360評量(同儕問卷)-6份 

(13) 學員與導師期中及期末面談雙向回饋會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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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5) 臨床教學成效學員滿意度評估表 

(16) 1個月一般醫學婦產科成績單 

(17) 後測 

(18) 個人發展計畫 

4. 識別證、資料夾及宿舍KEY 

 

五、婦產科導師一覽表 

1 個月一般醫學婦產科訓練計畫主持人 

姓名 現職 經歷 專長 

林大欽 婦產部部長 

聖荷西安培斯大學生物學生殖及胚胎

學博士 

馬偕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郭綜合醫院產科主任 

郭綜合醫院婦產部部長 

美國不孕症及腹腔鏡手術專科醫師 

美國聖巴拿巴醫學中心不孕症研究員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麻醉科及疼痛科專科醫師 

台灣周產期醫學會專科醫師 

腹腔鏡子宮肌瘤切除術、腹腔

鏡卵巢囊腫切除術、腹腔鏡子

宮外孕手術、人工受精、試管

嬰兒、冷凍胚胎、無痛分娩、

胎兒監視、羊膜穿刺、絨毛取

樣、產前優生保健遺傳諮詢、

高危險妊娠 

1 個月一般醫學婦產科-導師及臨床指導教師 共 9位醫師 

姓名 現職 經歷 專長 

郭宗正 院長 

日本慶應義墊醫學院醫學博士 

日本慶應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郭綜合醫院副院長 

阮綜合醫院婦產科主任 

郭綜合醫院副院長 

郭綜合醫院院長 

教育部部定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兼任教授 

日本慶應大學醫學博士 

台灣醫院協會理事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殖醫學研究

員 

台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 

人工授精、試管嬰兒、冷凍胚

胎、人工流產、婦科腫瘤、女

性結紮、月經失調、子宮脫

出、尿失禁、無痛分娩、胎兒

監視、羊膜穿刺、絨毛取樣、

子宮頸抹片、子宮內膜異位

症、子宮肌瘤切除、卵巢囊腫

切除、子宮外孕手術、產前優

生保健遺傳諮詢 

林  茂 顧問 

台大醫學院醫學士 

台南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主任 

台南醫院副院長 

婦科腫瘤手術、子宮內膜異位

症、子宮脫垂手術、子宮頸病

變、月經失調、停經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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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經歷 專長 

台南醫院院長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指導醫師 

郭綜合醫院附設灣裡門診負責人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首席指導醫師 

日本大阪大學醫院婦產科進修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周產期醫學會專科醫師 

女性結紮、人工流產、尿失禁 

吳宗城 顧問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 

台南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日本東北大學婦產科醫師 

台南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台南醫院婦產科主任 

台南醫院副院長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指導醫師 

婦科腫瘤、內視鏡手術、一般

婦科、產科、腹腔鏡手術 

關龍錦 顧問 

中山醫學院基礎醫學碩士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住院醫師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郭綜合醫院副院長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指導醫師 

中山醫學院醫學碩士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家庭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遺傳學學會會員 

腹腔鏡子宮肌瘤切除、腹腔鏡

卵巢囊腫切除、婦科腫瘤、子

宮脫出、尿失禁、月經失調、

子宮內膜異位症、絨毛取樣、

羊膜穿刺、產前遺傳諮詢 

郭宗明 醫務顧問 

日本東邦大學醫學博士 

台北醫學院婦產科學兼任副教授 

日本東邦大學產婦人科醫院主治醫師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指導醫師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顧問 

婦科腫瘤手術、子宮內膜異位

症、子宮頸抹片、月經失調、

女性結紮、人工流產 

李耀泰 

婦科 

主任 

台大醫學院 

台北中山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台北亞東醫院婦產科主任 

紐約哥倫比亞長老會醫學中心 

新竹湖口仁慈醫院婦產科主任 

慈濟醫學中心婦產科主治醫師 

慈濟大學專任講師 

郭綜合醫院婦癌科主任 

台灣婦癌醫學會理事 

台灣婦科身心醫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 

一般婦科疾病、一般婦科腫

瘤、子宮癌、卵巢癌、婦科化

學療法 

朱益志 
產科主任兼 

超音波室主任 

成大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畢業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 CR、主治醫師 

郭綜合醫院超音波室主任 

郭綜合醫院產科主任兼超音波室主任 

子宮肌瘤切除、卵巢囊腫切

除、子宮外孕手術、婦科腫

瘤、子宮脫出、尿失禁、子宮

頸抹片、子宮內膜異位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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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現職 經歷 專長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大生殖內分泌研究員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會員 

台灣婦產科內視鏡醫學會會員 

台灣周產期醫學會專科醫師 

工流產、女性結紮、月經失

調、無痛分娩、胎兒監視、羊

膜穿刺、不孕症治療、產前優

生保健遺傳諮詢 

劉素嬌 主治醫師 

台大醫學院 

台大醫院婦產科 

台灣礦工醫院 

南山聯合診所 

基隆市衛生局 

郭綜合醫院婦產科顧問 

一般婦科、產科 

 

六、學員須繳文件資料才可辦理離院 

1. 本院學習護照 

(1) 前測與後測 

(2) 自我評估表 

(3) 實證醫學案例討論報告 

(4) 醫學倫理與法律案例討論報告 

(5) CbD報告 

(6) 住院病歷書寫品質審查表 

(7) 門診教學病歷-1份 

(8) 住院教學病歷-4份 

(9) Mini CEX評量 

(10) DOPS臨床技術直擊評量表 

(11) PGY醫師考核評估表 

(12) 360評量(同儕問卷)-6份 

(13) 學員與導師期中及期末面談雙向回饋會紀錄 

(14) 訓練滿意度調查表 

(15) 臨床教學成效學員滿意度評估表 

(16) 1個月一般醫學婦產科成績單 

(17) 個人發展計畫 

2. 識別證、資料夾 

3. 宿舍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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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醫學婦產科訓練作業達成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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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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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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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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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3 
Y Y >3 >3 >80 >80 

其他 Q&A 

◎是否有規定護照格式? 

有。 

◎案例討論是否有格式? 

有。 

◎案例討論規的規定為何? 

有格式及案例說明。 

◎宿舍房型/住宿費用 

3F/3 人房/5人房(1 間浴室)、4F/2 人房/2人房/3人房(2間浴室)全部雅房， 

免費住宿。 

◎住宿提供之物品 

冷氣、冰箱。洗衣機、無線網路。 

◎值班數/值班費 

值班數/7班 

值班費:星期一~五:4000 元、星期六:5000元、星期日:6000元。 

◎是否提供停車（機車？汽車？） 

汔車每月:2500元,,機車每次:10元。 

◎其他。 

1.每月 1200元面額的餐券。 

2.每月兩次導生座談會,並會辦桌或吃火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