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外參訪—高雄長庚 

I. 時間與地點 

1. 時間：2014/10/06 13:00-17:00 

2. 地點：教學部旁會議室 

II. 與會人員 

1. 教師：陽淵韓醫師 

2. 受訪 Intern：M97&BM99 

3. 記錄：曾祥睿 

III. 長庚訓練 intern 

1. 考試 

(1) 職前訓(上班前一個禮拜)最後一天會有一個 OSCE 考試,實習完之後會

有另一個 OSCE 考試 

a. 職前訓的考試: 測驗程度 

b. 實習完的考試: 測驗一年的學習成果 

2. 會擁有很多操作的機會 

3. 安排顯微手術教學 

4. 導師制度 

(1) 會有導師,導施若不好可以要求更換 

(2) Intern寫的回饋副院長都會親自看 

5. Intern各站成績若低,相關的老師會被安排檢討 

6. 每三個月會安排 intern feedback,一級主管都必須出席聽取意見 

7. 教學門診上限只能有五位病人 

8. 安排醫學倫理課程(安排模擬仲裁,讓同學可以先一步了解法律的運作) 

9. 提供給 intern 

(1) 免費住宿：四人房 

      a. 不安排單人房：因為希望可以有團隊精神 

  (2) 提供醫師服四套,也會提供醫師服清洗服務 

  (3) 每個月$ 24500 薪水(月後領), 值班分九個等級, 一班 

     $400~1600(假日班、大概要顧 70床)不等。一個月至少八班、可事先 

     預約好 4天不值的時間。外科最累、可能會要寫到 20本病歷，內科 

     最多三床 primary care。 

  (4) 三節獎金,$1500 元/節＋$ 600元禮金 

  (5) 年終獎金 10000多(正職 4~4.5month) 



  (6) 生日禮券 1000元百貨公司禮券 

(7) 一年有 14 天特休(有七天固定在五月最後一週,等於提早結束 

Intern) 

IV. Intern Course 

A. 職前訓 

  1. 上班的前一個禮拜 

  2. 內容 

    (1) 專業知識 

    (2) 職業災害 

    (3) 權利/義務 

    (4) 病例教學 

    (5) ACLS/相關臨床技能/插管 教學 

    (6) OSCE入院考試(測驗程度),實習完另外安排 OSCE 考試(測驗一年 

      的學習成果) 

B. 各大科對應 run 的總時間長度及 run 的順序 

  1. 共有四個 section,內外(各三個月)婦兒(各一個半月)其他科(三個月) 

    (1) 1 個 course 15 天 

  2. Run section 的順序看分組 

    (1) 共有 ABCD 四組可選,依照自己的意願去選,原則上都可以選 

    (2) 除非希望都綁在一起,不然原則上希望 ABCD 四組都可以平均 

        有人選 

         a. 即使同學希望綁在一組,但是因為高長實在太大,要碰到也非常 

           困難。 

  3. Run 的科別 

    (1) 原則上留在高醫實習是要抽籤序選科外加一堆規定,但是若到高長 

        實習則是只要你有選出幾乎都可以選到。 

  4. 有些科別也可以申請到長庚體系的其他醫院去實習,例:林口長、嘉長       

    (1) 這在選志願的時候就會讓你填有無意願到外院實習 

  (2) 原則上有申請都會讓你去 

C. 資訊系統 

   1. 病歷書寫 

    (1) 都是電子化,不用手寫(醫囑還是可以手寫) 

    (2) 門診病歷也都是全面電子化 



(3) 雖然電子化,可是醫囑開完還是要印出來,不像高醫只要 KEY 出去 

        就好 

       2. 病歷系統 

    (1) 花很多錢製作而成 

    (2) 非常強大,很方便,比高醫好用。 

    (3) 幾乎全部都整合在一起,不用為了要去看影像而換電腦。 

  3. 電腦 

    (1) 原則上都夠用,不過小兒科數量較不足 

  4. 電子資料庫系統 

(1) 會給一組帳號密碼使用,也可掛 Proxy  

      5. 無線網路 

    (1) 目前無提供連到外面的無線網路。(學長姐大抱怨) 

    (2) 院內禁止連到院內系統的無線網路(也就是自己的筆電不能夠裝載 

       病例系統),因為長庚每天要處理的垃圾信箱高達 40 萬封,怕對病歷 

       系統造成危害。 

D. 上班時間 

  1. 視科別而定, 大外科：7:30(W1-4晨會、W5演講)；大內科：7:30(W2,4  

    大內；W1,3 各科)，晨會不 Teaching Intern，另外有 Intern hour的 

    Teaching。 

  2. 某些科(例:小兒科) 會要求 pre-round 

    (1) 在晨會之前必須把病人的 lab data 、狀況都先了解清楚。 

 E. Teaching 

  1. 外科部會統一安排整個外科的 teaching。因此會遇到 teaching 的內容 

    跟目前 run的 course不一樣的狀況。 

  2. 國考複習班 

  (1) 檔案都會上傳 

    (2) 自主學習為主，雖有表訂上課但不一定會有，小科就沒有很多課程 

  F. 學習風氣 

  1. 其他學校的 intern 

    (1) 長庚為主、中國、中山...等。 

    (2) 不會自成一群 

        a. 因為醫院太大,根本碰不到 

        b. 除了婦科兒科,常一個科只會有一個 intern,所以根本遇不到。 



  2. 高醫是走學院風,老師很重視教學。但是在高長,主治醫師就比較少教學,  

     查完房開完 order 就去忙自己的事了,遇到會教的醫師,通常都是高醫 

     畢業的。 

  3. 這邊外科值班 intern 病房的事情很忙,基本上不用跟刀,值班時 R 比 

    你更忙,所以值班時要學習只能自己用瑣碎的時間唸書,很偶爾的機會 R 

    會稍微根據病患的 Complain 稍微 Teaching 一下。高長是非常強調自 

    主學習的, 要積極才學得到東西。 

  4. 小雜事、簡單 complaint 處理：intern 第一線 

  5. 嚴重 complaint 處理(例:喘到黑掉)：護理直接 call R 來處理 

  6. 評分 

    (1) 醫病關係、出席率、報告...等 都會列入考量。 

    (2) 內外婦兒四大科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的評分只占 25~30%。 

    (3) 各科都有自己的評分機制。 

  7. Morning meeting 

    (1) 不會像高醫這麼電,intern 通常不太會被電。 

    (2) 通常都是電 R 為主。 

  8. Primary care 

    (1) 法定上限 5 個,不過有些科會超過。 

       a. 大部分的外科如果上面沒有 R,則病人統統是屬於你的。 

       b. 小兒科有 R 就沒 Intern,有 Intern 就沒有 R,所以也是你的。 

  (2) Primary care 的 order 通常都會放給 intern 開,一些需要 R 開的 

     才會給 R 開。 

        (3) 開完 order 之後,需要 R 或 VS 的蓋章才有效,所以若 R 或 VS  

           沒給你章, 學長姐們都會先請 R 蓋好一疊白紙以便使用。 

       9. Bedside teaching 

        (1) 高醫好很多。 

       10. 接 new patient 

        (1) 外科兒科是 intern 接 

        (2) 內科也會 intern 接,不過數量不會像外科這麼多 

      11. Paper work 

        (1) 跟高醫比起來少很多。要繳交離站報告(目前確定外科及婦兒科無 

            離站報。 

        (2) 某些科會要報 Paper,Textbook,或是 Case,相較於高醫來說高長非 



           常少。 

        (3) R 跟 nurse 比較多 Paper work。 

  12. 值班 

        (1) 跟高醫一樣,晚上 12 點以後還是會照 call intern。 

           a. (註:其實高長外科值班都在做雜事+一堆小 Complaint,婦兒科值 

             班也是小 Complaint, R都很忙,很少有機會可以討論,所以值班學 

             不到什麼, 不過婦科兒科值班倒是有時間看自己的書,外科只要祈 

             禱 2 點前可以看到床就好了) 

        (2) 一個月值班上限 8 班 

        (3) 外科值班: 不要求跟急診刀,但病房就給 intern 顧。 

  13. 請假 

        (1) 一年有 14 天的假可以放 

          a. 必須放在實習最後面(五月的最後一個禮拜),也就是提早七天結束 

          b. 可以自行安排放假。 

            (a) 有些科別只要請就會同意 

            (b) 有些科別必須找到代理人補你的 duty 才可以准假。 

  14. 放假  

        (1) 春節 

           a. 放前 5 或後 5 

             (a) 年初二為分界點,初二前五天 或 初二後五天放假。 

           b. 跟著行政人員放,除夕放到初四,初五上班  

        (2) 國訂假日 

           a. 月曆上紅字的都有放假 

           b. 但是若是遇到科內安排值班,則算假日值班。  

        (3) 颱風假 

           a. 規定上是要出勤 

           b. 日後會再補颱風假給你 

  G. 住宿  

    1. 房間 

        (1) 免費：申請後一定會有,通常四人房會安排住三個人 

        (2) 也可以跟同學自費包醫院建的三房兩廳「眷屬宿舍」來住,比外面便 

            宜很多。 

    2. 有書桌、檯燈 



    3. 不提供床墊,寢具要自備 

    4. 宿舍優點 

        (1) 下雨、颱風天的時候,宿舍跟醫院有地下通道連接,不會淋到雨。 

        (2) 離澄清湖很近,可以跑跑步運動。 

    5. 宿舍缺點: 

        (1) 單身宿舍非常潮濕,很容易發霉,建議如果要住,除濕一定要做好! 

        (2) 廁所兩房共用一間,不太方便 

        (3) 冷氣感覺溫度調整無效,所以只有開跟關兩種溫度可以感受到,不過 

           沒有限時間 

        (4) 如果像最近幾個颱風雨量超大,地下室可能會積水,眷屬宿舍可能因 

            為排水問題,甚至八樓也會從排水口冒水上來 

  H. 雜事 

    1. 蠻少的,打 IV 通常都是護士打。行政相關的雜事也很少,因為長庚的行政 

      人員很強大。 

        (1) 除了婦產以外其他科都不用換藥 

        (2) (註:其實醫療相關的雜事還蠻多的,不過可能各間醫院都一樣,比較 

           要注意的是外科值班雜事更多,因為一個人顧 3 個 Station,所謂雜 

           事就是 NG、Foley、抽 Gas、開缺藥的藥單、送檢查等等) 

        (3) (註:當然如果 SOAP 跟 NOTE 也算雜事的話,例如外科,因為都很  

           Stable 老師通常也不太會看,如果上面沒有 R,量要大可以大到很恐 

           怖,例如禮拜一寫今天以及補禮拜六日兩天總共 33 份 Soap,外加 

           今日出院的 Discharge summary,外加今日入院 Admission note) 

  I. 醫護關係 

    1. 高長的醫護關係比起高醫好很多。 

   

J. 綜合評論 

1. 如果想來長庚工作,建議 intern 就先來熟悉環境,日後 apply 就相對比別 

人有優勢。 

2. 高長實習可以跟其他學校的學生一起共事,看看其他學校的同學讀書的方 

式,也可以體驗到遠離學校的包袱,很不一樣的醫院環境。 

3. 高長硬體設備比高醫好,行政效率也比高醫高。 

4. 若是想要自主學習可以來高長,你想要積極就積極,不想積極也可以不積極過

下去, 若覺得自己需要有人逼有人在後面監督才可以學得較好的話, 那就留在高



醫就好。 

5. 高長的 teaching 真的比高醫少很多。所以在這邊必須主動學習,但是以後 當

到 VS 了,也是必須要自己主動學習,提早學會主動學習也不錯。 

V. 會談合照 

 

 

*長庚這裡就像戰場。不看你的出生,只看你的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