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內科部住院醫師福利簡介
本科部 107 年 R1 編制內 17 名，歡迎有志內科的學弟妹加入我們！
本院內科一屆可訓練 15-20 名住院醫師，
本科部保證合理的工作負擔，兼具醫學
中心訓練強度、國立大學醫院之教學品
質。
106 年度 R1-R3 共 40 位，另聘近 60 位
專科護理師協助 primary care 與夜班照護，晉升主治專責 ICU 夜班，疏緩住院醫
師臨床負擔，每位新年度加入的學弟妹，都能享受比「現況」更好的工作品質！

本科部現況介紹：
1. R1 於總院以普通病房訓練為主，不需進 ICU。 (1)白班平均 6-10 床，上限 15
床。值班每月 6-7 班，上限 8 班。 (2)Long weekend：當週若無假日班，週六不
需上班，每月至少兩次完整週末。 (血腫、風濕科固定週休二日)
2. R2 以急重症訓練為主，1 個月急診，4-5 個月 ICU，另有洗腎室、外院支援。
(1) 輪 調 ICU 時 ， 上 週 一 至 週 六 白 班 (07:2018:30)，不需值夜班。 (2)輪調 RCC 時，該月週
休二日，只上白班，不需值夜班。 (3)R2、R3 輪
調急診時一個月 16 班，若遇年休，該月上 8 班。

3. R3 以支援 ICU 夜班、二線班、急診(含年休)、國際醫療(VIP)病房為主 (1)ICU
夜班 course，每月 14-15 班，含 ICU 夜班、病房二線班。 (2)有 1-2 個月至 PGY
一般內科病房，擔任病房 CR，至急診評估合適個案住院、主持晨會、指導學弟
妹，不需 primary care。 (3)若輪調國際醫療(VIP)病房，以 primary care 為主，
配有專師協助。
4. R4、R5、VS 皆不需值一線班，選科風氣自由，每
年熱門次專皆不同。
5.夜班二線醫師由 R3-V4 輪班，每晚有兩位資深醫
師值班。
良好的福利制度：
1.年薪：R1 約 140W，R2 約 145W，R3 約 160W (税前)。
2. R1 可年休 7 日，R2、R3 若於輪調急診月份
年休，該月上 8 班。
3.編制內住院醫師享有國旅卡，每年補助 816K(視年資)。
4.訂定經費管理辦法，補助住院醫師聚餐聯誼(含 NP、PGY、R1-R6)。
5.導生制度：每季一次導聚，了解近況，並向部長反映學弟妹建議應改進事項。
完善的工作環境：
1.本年度起，醫囑、病歷、交班全面無紙化。消除怪鐘文化、準時下班非夢事。
2.本院資訊室研發「醫拍即傳」app，可將手機拍攝之臨床發現，同步上傳病歷系
統。

3.發配智慧型公務手機，可不受時地限制瀏覽檢驗影
像；筆電可隨時開立醫囑。
4.病房皆備有 10-15 台電腦，可快速上網、連結醫圖查
閱文獻、使用雲端硬碟。
5.病房皆備有 EKG、每層樓至少一台超音波，臨床學
習更得心應手。
6.病房經規畫，透析、腎切片、心超、腹超(biopsy、PEI、
RFA)、抽關節液、甲狀腺穿刺，皆可於該檢查所屬次專科病房執行，照顧病患同
時能就近觀摩，能更掌握病人狀況，解釋病情更有信心。
7.設有病歷審查委員會，病歷完成有困難，皆可向負責人反映，該委員會定期抽審，
並獎勵優良病歷寫作。
安心的值班品質：
1.普通病房：急診收治住院前，會先交班告知狀況，大夜不簽床。 (1)新病人平日
3-5 床，假日平均 3-8 床(視病房性質而定)。 (2)值班範圍 1-1.5 個病房，視病房
大小，涵蓋約 50 床患者。 (3)值班有 intern 或專科護理師，協助處理三管、基本
complaint 或是專師幫忙接新病人。
2.值班室設備完善：值班室皆有電腦可開立醫囑。有值班
餐卷慰藉值班辛勞， 含衛浴，每天更換床單枕頭，空
間足夠，不必擔心擠上下鋪。
3.夜班巡房傳統：二線資深醫師會主動至各病房了解病
危患者、新病人狀況。 (1)所有次專每天都有醫師值班。

想做 procedure 沒把握、ECMO 有問題、呼吸器打不起來、急洗腎、急胃鏡，不
用怕沒人罩你。 (2)ICU：夜班二線醫師負責控床，視各單位工作量及空床數，平
均分配新病人。
4.今年(2016 年)8 月起，實施駐院主治醫師制度，值
班醫師遇到隔日需要上班的夜晚，當日的大夜會
有值班型主治醫師負責處理大夜的病人狀況。晚
上十一點交接班，之後的新病人交給大夜主治醫
師處理。讓明天要上班的住院醫師得以有足夠的休息應付新的一天。並且在和主
治醫師交接班的過程中，可以和學長姊們討論值班病人的病況，有無需要改進的
處置或是遇到的相關問題。讓值班時遇到的疑問可以當日解決，不會掛在心上變
成不敢碰觸的痛。讓值班和上班時一樣，不僅上的有品質，照顧病人也是有品質。
優良的教學氛圍：
1.氣氛良好，師長熱心教學有口皆碑，從無成大、外校出
身之別。來本科部受訓的 PGY、實習醫師，無論未來
是否志在內科，都一致肯定本科部優良教學品質。
2.學長姐都樂意指導侵入性檢查、治療，許多學弟妹 R1
結束時已能自行處理胸水、 腹水引流、骨髓切片、腰
椎穿刺(含 IT)、CVC、endo。
3.實務以學術為導向，排檢與治療較不擔心核刪。
4.晨會每週二、四舉行，附精美早餐。會議內容實用，全程錄影，可隨時上網複習。

5.胸腔內科張漢煜教授每週皆針對住院個案做詳細 X 光教學。胸腔內科薛尊仁教
授，多年來每週皆開設動脈氣體分析課程，以個案做分析，保證讓您茅塞頓開。
6.本年度內專通過率 100%，創院 27 年以來內專通過率逾 95%，教學品質有保證。
暢通的進修&升遷管道：
1.成大於南部學術界佔優勢，自家研究所、博士班管道暢通。
2.學術資源豐富，除醫學期刊、資料庫以外，尚可使
用醫圖、成大總圖(醫院對面

校區)。編制內醫師

視同成大教師，可借書 80 冊(代訓醫師 30 冊)，續
借 11 次，每次 30 天。 細節請參考借閱規則：
http://www.lib.ncku.edu.tw/rule/AI05-032.htm
3.成大體系(總院、斗六、部立台南)升遷無虞，亦可至合作醫院發展(郭綜合、嘉基、
新樓、市立台南醫院)。
4.國衛院台南院區設於成大醫院，臨床試驗、基礎研究合作密切，不僅有助診斷，
亦可為有志研究者生涯規畫選項。
舒適的醫護宿舍：
1. 一定住得到醫護宿舍，費用低廉，不用擔心需花錢找房子。
2. 宿舍位於醫院旁，設備完善，雙人房含衛浴。
3. 宿網超快，可連總圖，在宿舍就能作報告、查論文。
4. 設有健身房、撞球室、讀報室、電影播放室、游泳池(夏季開放)。
5. 更多細節請參考本院介紹：http://120.114.241.125/F_dorm.asp
------------------------------------------------------------------------------------------------------------------

※成大內科住院醫師報考資料及名額
一、名 額：107 年編制內 R1- 17 名、R2- 3 名、R3-1 名。
二、考試時間：106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8:30 起。
三、考試地點：8:30-9:00 成大醫學院 1F 成杏廳 (全院住院醫師招生說明會)
9:10- 成大醫學院 B1 臨床技能中心 (內科部住院醫師招生考試)
四、報名方式：請參考本院徵才公告 http://140.116.253.119/nckm/index.aspx
五、考試資格： (1)報名本院名額者需具中華民國國籍。(2)限國內各醫學院醫學系
畢業生報名，國外醫學院畢業生需俱中華民國醫師資格。(3)具 雙 重 國 籍 或 外
國國籍者，依現行規定需具有中華民國醫師資格並報經教育部或勞動
部核准後始得進用。
六、應繳證件： 報名表壹份(原則採網路報名)、畢業證書、學業成績表、國民身份
證正反面、醫師證書、兵役證明(現役軍人請備足資證明預定退伍日期文件)等影
印本各壹份，應徵 R1 者需完成衛生福利部 PGY 訓練，應徵 R2 以上(含)者請檢
附國內醫學中心內科住院醫師訓練資歷證明影印本壹份，衛生福利部公費生需
檢附申請書(附於報名表中)。
七、本科部通訊電話地址： 704 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成大醫院內科部，
TEL:(06)
2353535 轉 5382 (邱小姐)，em75380@email.nc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