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二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 

訓練試辦計畫 

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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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二年期PGY招生說明會 （2場） 

地點：本院教育研究大樓 1樓 102教室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 

對象：參加108年度二年期PGY選配之醫學系學生 

由計畫主持人與課程負責人說明計畫內容與特色，並現場答覆相關問題 

 

 

 

 

 

敬備餐盒佳餚，參加者於活動尾聲可抽獎精美禮物 

出席者請務必預先報名，以便主辦單位統計人數。謝謝您 ~ 

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    林小姐  TEL: 02-66031352、Email: pchlin@kfsyscc.org 

第 1 場 

2018年12月1日(星期六) 9:30~12:00 

流程： 報到      

             和信PGY試辦計畫及特色說明 

             和信訓練經驗分享／問題與回饋 

             環境導覽 

             用餐 

第 2 場 

2018年12月15日(星期六) 14:00~16:30 

流程： 報到      

             享用點心 

             環境導覽 

             和信PGY試辦計畫及特色說明 

             和信訓練經驗分享／問題與回饋 

              



和信醫院-PGY薪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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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含值班津貼、年終獎金）    

PGY1：110萬以上              PGY2：120萬以上 
薪 資 

福 利 

獎金：年節獎金、生日禮金。 

餐飲：免費員工午餐。 

休假：陪產假、育嬰假、生理假、產檢假、安胎假、家庭照顧假。 

保險：勞保、健保、勞退、團保、員工體檢、員工撫恤、 

            因公出國保險、住院慰問金。 

居住：員工宿舍(輪值夜班人員)。 

交通：員工停車位。 

娛樂：員工健身房、旅遊補助、部門活動、尾牙。 

補助：員工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員工在職教育訓練、社團補助、 

            員工國內、外進修補助、員工及眷屬喪葬補助。  

健康：每年免費一次健檢、眷屬健檢優待。 

醫療部份：員工本人、配偶、子女、父母、配偶父母、 

                    退休員工皆有醫療優待。  

其他福利：員工制服(一線工作人員)、員工在職教育訓練、 

                    良好升遷制度。 

制定具體政策保障每年的特別休假時間 

第一年：7個工作日             第二年：7.5個工作日 

每年有國定假日換休約4~6工作日另外計算 
休 假 

值班每月7-8班（含假日2班）；值班時會有在院值班主治醫師指導與監督 

值班隔天下午12點後休假，本院明確制定由科部安排 pm off 接手的人員。 
值 班  



本試辦計畫源起 
和信醫院歷年通過衛福部核定「內科住院醫師訓練計畫」。本院雖為癌症專科醫院，對病人的照
顧並非只是癌症，病人除了癌症之外，也有跟其他病人一樣的健康問題。一般內科部之主治醫師

陣容包括腫瘤內科以外的所有其它內科次專科。住院醫師及代訓PGY醫師在培育過程中，以全人
照顧為原則，接受一般內科的訓練及內科各次專科的學習，不會有所偏廢。 

基於多年來對一般醫學訓練的投入，希望也有機會貢獻於PGY訓練，故開啟了本試辦計畫。 

本院目標培育具有協調能力、能夠了解各個領
域的專業在病人照顧上的不同角色與重要性、
能夠相互尊重的醫師。 

現今及未來的醫療都已不再是醫師獨立進行，
跨科、跨領域合作的醫療是未來長期的趨勢。 

過高的病醫比會導致醫師給每個病人的時間受
限，無法仔細評估病人，因而沒有給予學員理

想的身教。 

本院有適當的政策及人力配置來保證教育內容
及品質，值班時負責病房的範圍、照顧的病人
人數應當合理，以保證實質的學習品質。 

醫學人文方面的學習主要應當來自於觀察老師
怎麼做，更勝於聽老師怎麼說。  

本院的臨床老師將人文關懷與專業素養灌注於
床邊教學，以提高學員對病人受苦的敏感度與
反思的能力。 

從醫學生到住院醫師，門診學習通常較薄弱 
本院會讓受訓人員在連續性門診中學習到門診
病人照顧的連續性、長期性，了解疾病的演化，
有獨立問診、思考及決策的機會。 

國內現況 本院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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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家醫院合作必修及選修課程，PGY學員能在臨床學習及生涯規劃
上有多種接觸與選擇。(合作醫院：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新光
醫院、北市聯醫陽明院區) 

1 

制定具體政策保障每年的特別休假時間，第一年：7個工作日、 

第二年：7.5個工作日，每年有國定假日換休約4~6工作日另外計算。 2 

完善的雙重導師制度，給予PGY極具支持性的臨床教育以及醫療環境
在任何時候都能就工作、生活、心情、或生涯規劃有諮詢討論的窗口
得到及時的幫忙。 

3 

全人醫療的觀念真正融入每天病人照顧模式及病房及門診教學中，每
位病人完整的問題剖析與處理，追蹤與討論。 4 

跨領域的團隊醫療落實在每天的病人照顧中，PGY得以培養與各個醫
療領域人員合作的模式及團隊領導能力。教學團隊查房每日參與人員
包含：臨床藥師、護理個管師、放射科教學醫師。 

5 

醫學人文的學習融入在床邊教學及醫學人文團隊迴診(humanity rounds)

中，以團隊實際照顧病人的事件做醫學人文的深入討論，在潛移默化
中提升人文關懷及醫學倫理觀念。 

6 

強調門診訓練：兩年連續性一般內科門診，以及內科選修中強調門診
訓練。內科次專科選修以PGY參與專科會診及門診為主，而不同於在
病房的第一線全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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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2008年成立Taiwanese American Scholars 

for Medical Education(TASME)，經常舉辦醫學教育研討會，TASME

成員將參與指導PGY教師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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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計畫 
特色 

2019年2月和信醫院將與政治大學EMBA計畫合作成立「New School 

for Healthcare Leadership」，每年將邀請不同領域的頂尖學者到台北
授課，學者將參與本PGY計畫的教學，來擴展學員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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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辦計畫訓練內容（課程規劃） 
希望藉由此PGY試辦計畫，讓學員在專業友善的教學環境中，從缺乏臨床經驗的醫學院畢業生，
培育成為：能獨立當一面，擁有執行基本醫療工作能力，且具備全人照顧態度的全方位醫師。  

本院與多家醫院合作必修與選修課程，PGY學員能在臨床學習及生涯規劃上有多種接觸與選擇。 

(合作醫院：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新光醫院、北市聯醫陽明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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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1  PGY-2  

 3 個月內科 （和信）  9 個月內科 

 2 個月外科（和信）  4 個月一般內科病房 （和信） 

 1 個月婦產（台北榮總）  3 個月內科選修  (至少1個月在和信) 

 1 個月兒科 （台北榮總）  1 個月急診 （新光醫院） 

 1 個月急診（新光醫院）  1 個月緩和醫療 （和信） 

 1 個月社區醫學 （北市聯醫陽明院區）   

 3 週臨床技能專門訓練 （和信）   

 1 週排特休  1  個月高齡  （台北榮總） 

 2 個月選修  2  個月選修 

每周半天一般內科連續性門診（在和信任何科別時） 

每月半天 主題病例討論（院內院外的全體PGY參加） 

備註說明：PGY-1、PGY-2 共有4個月選修，至少2個月選修必須在和信醫院。 

如學員無法通過必修課程的成效評估，為進行補救措施，會依情況調整選修訓練的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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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辦計畫訓練內容（選修） 

選修課程 內科選修 

選修科別 訓練醫院 選修科別  訓練醫院 

精神科 
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 

和信醫院 
腎臟內科 臺北榮民總醫院 

皮膚科 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 心臟內科 臺北榮民總醫院 

家庭醫學科 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 血液科 和信醫院 

放射診斷科 臺北榮民總醫院、和信醫院 腫瘤科 和信醫院 

復健科 臺北榮民總醫院 感染科 和信醫院 

神經內科 新光醫院 肝膽腸胃科 和信醫院 

麻醉科 和信醫院 內分泌科 和信醫院 

病理檢驗科 和信醫院 胸腔科 和信醫院 

放射腫瘤科 和信醫院 一般內科及綜合門診 和信醫院 

核子醫學科 和信醫院 

臨床研究 和信醫院 

本院與多家醫院合作選修課程，PGY學員能在臨床學習及生涯規劃上有多種接觸與選擇。 

(合作醫院：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新光醫院)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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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 

住院醫師 

本院PGY計畫一般醫學訓練扎實，完訓時已具備良好的病人照顧及全方位

臨床能力。 

本院提供住院醫師訓練科別，包括：內科、放射診斷科、放射腫瘤科、解
剖病理科、核子醫學科，非常歡迎本院訓練的PGY學員申請。 

本院內科住院醫師訓練計劃，與「台北榮總」和「新光醫院」合作互補，
提供完整的訓練。 

本試辦計劃的合作醫院，包括：「臺大醫院」、「臺北榮總」、「新光醫
院」與「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本院PGY學員未來如要申請上述
醫院的住院醫師訓練，本院資深主治醫師會積極協助與推薦。 

本院可獨立訓練腫瘤內科與血液科的次專科，也能夠安排完訓的住院醫師
到台大或北榮接受其他次專科專研醫師訓練。近年安排的次專科：心臟內
科、內分泌科、感染科、消化內科、胸腔內科。 

在本院完成住院醫師訓練者，如表現優秀並有強烈意願者，本院可協助推
薦至美國知名醫學中心接受次專科訓練。 

如有意願且具實力挑戰Basic Science or PHD者，本院可提供有利的推薦。 

專研醫師 



醫學生Intern、Clerk實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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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信，每位我們臨床上接觸到的醫師們都很樂意為我們解釋病情與做治療上的
建議，而每天查房之間，老師更是願意花時間教學、開作業並讓學生們報告，在
學習上的成效就已遠遠勝過其他醫院。 

和信建立起一個良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現在普遍壓榨醫療人員的環境裡很
難得，在這樣友善的工作環境裡，我也比較大膽向其他科的醫師求救。 

和信教學team的訓練卻能讓我們從頭到腳、從入院到出院、從診斷到治療的過程
都完全參與，老師不但敦促我們思考，也在意學生了解病人的程度，習慣了這樣
的模式之後，會更加有身為第一線醫療人員的自覺。 

每天都會有免費的餐敘，可以和許多醫師前輩們聊天，還記得第一次去用餐時，
就有主治醫師熱情地過來自我介紹並坐下和我們一起用餐聊天，真的讓學生們感
覺很親切與融入。 

在和信我覺得才真正把我們當成一名醫師來訓練，下至clerk上至intern，自己的病
人該如何處置、該追甚麼報告、排檢查、疾病的診斷，都會先由我們提出自己的
分析與見解然後再由老師來給予建議，和信更強調EBM的資訊彙整及臨床應用。 

在其他醫院總是匆匆忙忙，迅速的看完病人資料然後social run了一圈就轉身離開，
而在這裡，從我們報病史開始，接著逐一的檢討病歷、醫囑、數據的判讀到接下
來的治療方針，然後再去Bedside看病人，而且是從一而終。 

醫院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當有臨床照顧病人的問題，都可以得到完整的
教學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各個二線科醫師也都很有教學熱忱，有問題也會花時間
認真的教導我，在這裡的實習經驗是非常寶貴的，我會懷念在這裡實習的時光！ 



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 

承辦人：醫學教育室 林小姐 

專    線：02-6603-1352 

Email  ：pchlin@kfsys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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