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第4組 第5組 第6組 第7組 第8組 第9組 第10組

100-32 18 1 8 6 7 4 2 5 14

103-05 25 3 10 16 11 15 22 12 28

103-08 38 34 23 17 19 20 24 13 30

103-29 39 37 27 32 21 44 35 26 31

103-34 45 43 36 41 46 47 42 29 33

1 2019/07/29~08/02

2 08/05~08/09

3 08/12~08/16

08/19~08/23

1 08/26~08/30 整形外科(北) 骨科(淡) 泌尿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內分泌科(淡) 心臟內科(北)

2 09/02~09/06 整形外科(北) 骨科(淡) 泌尿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內分泌科(淡) 心臟內科(北)

3 09/09~09/13 直腸外科 泌尿科(北) 骨科(淡)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胸腔內科(北)

4 09/16~09/20 直腸外科 泌尿科(北) 骨科(淡)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胸腔內科(北)

5 09/23~09/27 一般外科(北) 整形外科(北) 小兒外科(北) 內分泌科(淡)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6 09/30~10/04 一般外科(北) 整形外科(北) 小兒外科(北) 內分泌科(淡)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7 10/07~10/11 小兒外科(北) 直腸外科 一般外科(北) 胸腔內科(淡) 腸胃內科(北)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8 10/14~10/18 小兒外科(北) 直腸外科 一般外科(北) 胸腔內科(淡) 腸胃內科(北)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9 10/21~10/25 泌尿科(北) 一般外科(淡) 整形外科(北) 心臟內科(淡) 腎臟內科(北) 腸胃內科(北)

10 10/28-11/01 泌尿科(北) 一般外科(淡) 整形外科(北) 心臟內科(淡) 腎臟內科(北) 腸胃內科(北)

11 11/04~11/08 內分泌科(淡) 一般醫學內科(北) 心臟內科(北) 整形外科(北) 骨科(淡) 小兒外科(北) 直腸外科 腸胃內科(北) 胸腔內科(北) 腎臟內科(北)

12 11/11~11/15 內分泌科(淡) 一般醫學內科(北) 心臟內科(北) 整形外科(北) 骨科(淡) 小兒外科(北) 直腸外科 腸胃內科(北) 胸腔內科(北) 腎臟內科(北)

13 11/18~11/22 腸胃內科(北)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胸腔內科(淡) 小兒外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腎臟內科(北) 心臟內科(淡) 內分泌科(淡)

14 11/25~11/29 腸胃內科(北)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胸腔內科(淡) 小兒外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腎臟內科(北) 心臟內科(淡) 內分泌科(淡)

15 12/02~12/06 一般醫學內科(北) 內分泌科(淡) 腎臟內科(北) 直腸外科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骨科(淡) 泌尿科(北) 一般外科(北)

16 12/09~12/13 一般醫學內科 內分泌科(淡) 腎臟內科(北) 直腸外科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骨科(淡) 泌尿科(北) 一般外科(北)

17 12/16~12/20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 腸胃內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一般外科(北) 心臟內科(北) 泌尿科(北) 骨科(淡) 整形外科(北)

18 12/23~12/27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 腸胃內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一般外科(北) 心臟內科(北) 泌尿科(北) 骨科(淡) 整形外科(北)

19 12/30~2020/01/03 心臟內科(淡) 腎臟內科(北)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泌尿科(北) 胸腔內科(北) 一般外科(北) 整形外科(北) 小兒外科(北)

20 01/06~01/10 心臟內科(淡) 腎臟內科(北)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泌尿科(北) 胸腔內科(北) 一般外科(北) 整形外科(北) 小兒外科(北)

21 01/13~01/17 腎臟內科(北) 胸腔內科(淡) 腸胃內科(北) 骨科(淡) 內分泌科(淡) 整形外科(北) 小兒外科(北) 直腸外科

01/20~01/24(除夕)

01/27-01/31

22 02/03~02/07 腎臟內科(北) 胸腔內科(淡) 腸胃內科(北) 骨科(淡) 婦產科部 5週 婦產科部 5週 內分泌科(淡) 整形外科(北) 小兒外科(北) 直腸外科

23 02/10~02/14 胸腔內科(北) 心臟內科(北) 內分泌科(淡)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腎臟內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腸胃內科(北) 小兒外科(北) 直腸外科 骨科(淡)

24 02/17~02/21 胸腔內科(北) 心臟內科(北) 內分泌科(淡)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腎臟內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腸胃內科(北) 小兒外科(北) 直腸外科 骨科(淡)

25 02/24~03/01 骨科(淡) 小兒外科(北) 整形外科(北) 心臟內科(淡) 內分泌科(淡)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腎臟內科(北) 直腸外科 一般外科(北) 泌尿科(北)

26 03/02~03/06 骨科(淡) 小兒外科(北) 整形外科(北) 心臟內科(淡) 內分泌科(淡)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腎臟內科(北) 直腸外科 一般外科(北) 泌尿科(北)

27 03/09~03/13 泌尿科(北) 一般外科(北) 直腸外科 腎臟內科(北)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胸腔內科(淡)

28 03/16~03/20 泌尿科(北) 一般外科(北) 直腸外科 腎臟內科(北) 社區暨家庭醫學科(北) 胸腔內科(淡)

29 03/23~03/27 直腸外科 整形外科(北) 一般外科(淡) 腸胃內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內分泌科(淡)

30 03/30~04/03 直腸外科 整形外科(北) 一般外科(淡) 腸胃內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內分泌科(淡)

31 04/06~04/10 整形外科(北) 直腸外科 小兒外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胸腔內科(北) 腎臟內科(北)

32 04/13~04/17 整形外科(北) 直腸外科 小兒外科(北) 一般醫學內科(北) 胸腔內科(北) 腎臟內科(北)

33 04/20~04/24 一般外科(北) 泌尿科(北) 骨科(淡) 胸腔內科(淡) 心臟內科(北) 腸胃內科(北)

34 04/27~05/01 一般外科(北) 泌尿科(北) 骨科(淡) 胸腔內科(淡) 心臟內科(北) 腸胃內科(北)

35 05/04~05/08 小兒外科(北) 骨科(淡) 泌尿科(北) 內分泌科(淡) 腸胃內科(北) 心臟內科(淡)

36 05/11~05/15 小兒外科(北) 骨科(淡) 泌尿科(北) 內分泌科(淡) 腸胃內科(北) 心臟內科(淡)

05/18~05/22

05/25~05/29

06/01~06/05

婦產科部 5週

自5/18(一)  臨床科課程安排時間為週一上午至週五下午

眼科學(0.5學分)、耳鼻喉科學(0.5學分)、 麻醉學(0.5學分) 、醫學倫理與法律(3學分)

婦產科部 5週 婦產科部 5週 小兒科部5週 小兒科部5週

小兒科部5週 小兒科部5週 婦產科部5週 婦產科部5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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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授課

獨立

授課

自7/29(一) 臨床科課程安排時間為週一上午至週五下午

婦產科學(1.5學分)、小兒科學(1.5學分)、病歷書寫(1學分)、實證健康照護(1學分)

前兩天(8/19-8/21)-醫院職前教育訓練/後三天(8/21-8/23)-職前臨床技能訓練(1學分)

小兒科部5週 小兒科部5週 婦產科部 5週 婦產科部 5週

婦產科部 5週 婦產科部 5週 小兒科部5週 小兒科部5週

小兒科部5週 小兒科部5週

婦產科部 5週

學生5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 108學年度第7屆(104級-含部分103級、100級)五年級實習排程表 2019.05.15

實習分組
A B C D E

學生1

學生2

學生3

學生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