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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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1 6 8 3 14 4 2 1 13 5 7

學生2 22 24 12 18 103-12 11 10 15 9 21

學生3 25 28 107-31 20 26 31 19 41 16 38

學生4 35 29 33 23 32 39 36 42 27 40

學生5 44 104-09* 37 45 46 105-33 33 104-09*

1 2022/06/06-06/10 麻醉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心臟外科 放射線科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眼科 一般醫學內科18W 腫瘤暨血液科(放腫)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急診醫學科*

2 06/13-06/17 麻醉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心臟外科 放射線科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眼科 一般醫學內科18W
腫瘤暨血液科

(自選:核醫or病理or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急診醫學科*

3 06/20-06/24 偏遠地區醫療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胸腔外科 耳鼻喉科 腫瘤暨血液科(放腫)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感染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1 麻醉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4 06/27-07/01 偏遠地區醫療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胸腔外科 耳鼻喉科
腫瘤暨血液科

(自選:核醫or病理or放腫)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感染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2 麻醉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5 07/04-07/08 一般醫學內科18W 眼科 外科ICU 心臟外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1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內科ICU 校內外多元實習-3 腫瘤暨血液科(放腫)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6 07/11-07/15 一般醫學內科18W 眼科 外科ICU 心臟外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2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內科ICU 校內外多元實習-4
腫瘤暨血液科

(自選:核醫or病理or放腫)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7 07/18-07/22 感染科 偏遠地區醫療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胸腔外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3 急診醫學科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5 校內外多元實習-1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8 07/25-07/29 感染科 偏遠地區醫療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胸腔外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4 急診醫學科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6 校內外多元實習-2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9 08/01-08/05 內科ICU 一般醫學內科18W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外科ICU 校內外多元實習-5 心臟外科 腫瘤暨血液科(放腫) 校內外多元實習-7 校內外多元實習-3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10 08/08-08/12 內科ICU 一般醫學內科18W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外科ICU 校內外多元實習-6 心臟外科
腫瘤暨血液科

(自選:核醫or病理or放腫)
校內外多元實習-8 校內外多元實習-4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11 08/15-08/19 腫瘤暨血液科(放腫) 感染科 偏遠地區醫療 復健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7 胸腔外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1 耳鼻喉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5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12 08/22-08/26
腫瘤暨血液科

(自選:核醫or病理or放腫)
感染科 偏遠地區醫療 復健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8 胸腔外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2 耳鼻喉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6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13 08/29-09/02 校內外多元實習-1 內科ICU 一般醫學內科18W 校內外多元實習-1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外科ICU 校內外多元實習-3 偏遠地區醫療 校內外多元實習-7 腫瘤暨血液科(放腫)

14 09/05-09/09 校內外多元實習-2 內科ICU 一般醫學內科18W 校內外多元實習-2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外科ICU 校內外多元實習-4 偏遠地區醫療 校內外多元實習-8
腫瘤暨血液科

(自選:核醫or病理or放腫)

15 09/12-09/16 校內外多元實習-3 腫瘤暨血液科(放腫) 感染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3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偏遠地區醫療 校內外多元實習-5 放射線科 耳鼻喉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1

16 09/19-09/23 校內外多元實習-4
腫瘤暨血液科

(自選:核醫or病理or放腫)
感染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4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偏遠地區醫療 校內外多元實習-6 放射線科 耳鼻喉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2

17 09/26-09/30 校內外多元實習-5 校內外多元實習-1 內科ICU 校內外多元實習-5 心臟外科 腫瘤暨血液科(放腫) 校內外多元實習-7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偏遠地區醫療 校內外多元實習-3

18 10/03-10/07 校內外多元實習-6 校內外多元實習-2 內科ICU 校內外多元實習-6 心臟外科
腫瘤暨血液科

(自選:核醫or病理or放腫)
校內外多元實習-8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偏遠地區醫療 校內外多元實習-4

19 10/10-10/14 校內外多元實習-7 校內外多元實習-3 腫瘤暨血液科(放腫) 校內外多元實習-7 胸腔外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1 麻醉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5

20 10/17-10/21 校內外多元實習-8 校內外多元實習-4 校內外多元實習-1 校內外多元實習-8 胸腔外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2 麻醉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6

21 10/24-10/28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校內外多元實習-5 校內外多元實習-2 一般醫學內科18W 外科ICU 校內外多元實習-3 偏遠地區醫療 眼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7

22 10/31-11/04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校內外多元實習-6 校內外多元實習-3 一般醫學內科18W 外科ICU 校內外多元實習-4 偏遠地區醫療 眼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校內外多元實習-8

23 11/07-11/11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校內外多元實習-7 校內外多元實習-4 感染科 偏遠地區醫療 校內外多元實習-5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心臟外科 放射線科 復健科

24 11/14-11/18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校內外多元實習-8 校內外多元實習-5 感染科 偏遠地區醫療 校內外多元實習-6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心臟外科 放射線科 復健科

25 11/21-11/25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校內外多元實習-6 內科ICU 一般醫學內科18W 校內外多元實習-7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胸腔外科 急診醫學科 偏遠地區醫療

26 11/28-12/02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校內外多元實習-7 內科ICU 一般醫學內科18W 校內外多元實習-8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胸腔外科 急診醫學科 偏遠地區醫療

27 12/05-12/09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校內外多元實習-8 腫瘤暨血液科(放腫) 感染科 放射線科 復健科 外科ICU 心臟外科 眼科

28 12/12-12/16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腫瘤暨血液科

(自選:核醫or病理or放腫)
感染科 放射線科 復健科 外科ICU 心臟外科 眼科

29 12/19-12/23 復健科 麻醉科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偏遠地區醫療 內科ICU 一般醫學內科18W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急診醫學科 胸腔外科 放射線科

30 12/26-12/30 復健科 麻醉科
腫瘤暨血液科

(自選:核醫or病理or放腫)
偏遠地區醫療 內科ICU 一般醫學內科18W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急診醫學科 胸腔外科 放射線科

31 2023/01/02-01/06 急診醫學科 放射線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復健科 感染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麻醉科 外科ICU 心臟外科
32 01/09-01/13 急診醫學科 放射線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復健科 感染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麻醉科 外科ICU 心臟外科

2023/01/16-01/20
2023/01/21-01/29

33 01/30-02/03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急診醫學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內科ICU 耳鼻喉科 一般醫學內科18W 復健科 胸腔外科
34 02/06-02/10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急診醫學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內科ICU 耳鼻喉科 一般醫學內科18W 復健科 胸腔外科
35 02/13-02/17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耳鼻喉科 眼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放射線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心臟外科 感染科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外科ICU
36 02/20-02/24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耳鼻喉科 眼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放射線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心臟外科 感染科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外科ICU
37 02/27-03/03 耳鼻喉科 復健科 麻醉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急診醫學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胸腔外科 內科ICU 眼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38 03/06-03/10 耳鼻喉科 復健科 麻醉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科) 急診醫學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胸腔外科 內科ICU 眼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39 03/13-03/17 放射線科 心臟外科 急診醫學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外科ICU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一般醫學內科18W 耳鼻喉科
40 03/20-03/24 放射線科 心臟外科 急診醫學科 神經內外科(神經外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外科ICU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一般醫學內科18W 耳鼻喉科
41 03/27-03/31 眼科 胸腔外科 放射線科 急診醫學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耳鼻喉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感染科 麻醉科
42 04/03-04/07 眼科 胸腔外科 放射線科 急診醫學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耳鼻喉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感染科 麻醉科
43 04/10-04/14 心臟外科 外科ICU 復健科 麻醉科 眼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急診醫學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內科ICU 一般醫學內科18W
44 04/17-04/21 心臟外科 外科ICU 復健科 麻醉科 眼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急診醫學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內科ICU 一般醫學內科18W
45 04/24-04/28 胸腔外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耳鼻喉科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麻醉科 復健科 眼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感染科
46 05/01-05/05 胸腔外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耳鼻喉科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麻醉科 復健科 眼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感染科
47 05/08-05/12 外科ICU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眼科 耳鼻喉科 麻醉科 放射線科 復健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內科ICU
48 05/15-05/19 外科ICU 皮膚暨過敏免疫風濕科 腫瘤暨血液科(血腫) 眼科 耳鼻喉科 麻醉科 放射線科 復健科 精神科暨安寧共照 內科ICU

週數

春節

111學年度馬偕醫學院醫學系第九屆六年級實習排程表(106級含部分107級、105、103級)-111.4.27

春節2週(2023/01/16-2023/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