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醫學內科訓練示範中心每日訓練計畫及內容(110 年 04 月份) 

     4/1 (四) 4/2(五) 

07:30-07:40  交班時間  (記得填寫交班紀錄表) 

 

07:40-

09:00 

   晨會 –Give Me Five 

A071會議室 

黃鈴茹醫師 
注意：請 CR 隨機(或自願) 

安排 CLERK 為 SP 

國 

定 

假 

日 

09:00 

- 

12:00 

   Bedside teaching 

Mini-Cex 前測 

*蔡弘正醫師*  

(09:30-13:30) 

【學員：吳以諾、楊鎮宇、陳永得、王家

萱、張仲豪、王貫宇、劉家寧、劉博鈞】 

13:30 

-17:00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張景智醫師* (13:30-16:30) 
*第三門診四樓 10診一般內科 3410診*   

【學員: 張祐維、簡婕如】 

 

心音教學 

*李文興醫師(14:30-16:30) 

若有 Bedside Case，學員可自行準備病歷號發問 

【學員：全體 GM學員】 

 

**資深指導教授課程、心音教學、EKG、X-RAY、Patient care中六大核心及 EPA勝任能力的典範學習：一般內科會議室   

** EBM的模組操作，請使用交班時助教 mail 給學員的壓縮檔操作即可。 

    請於報告前一周的星期五將 slide寄給主持講師：鄭浩民主任：hmcheng@vghtpe.gov.tw;曹彥博大夫：yptsao@vghtpe.gov.tw 

**每天的晨會請 SUBINTERN及 CLERK輪流做會議紀錄，並確認自己是否於 EDU全院開課系統登入，以便利助教登錄您的上課學分；CR請回收每天會議紀錄存查  

**實證醫學簡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b-fju-2uYHFduApJZFvMlHdV38i05Oh/view?usp=sharing; 實證醫學互動網

https://ebm.vghtpe.gov.tw/ebm/Index.action (登入帳密為員工帳密) 

**Point-of care Ultrasound 的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0reB36-ZtBceIvIRDKsxiVq2Y8Ye8Na  

mailto:hmcheng@vghtpe.gov.tw
mailto:yptsao@vghtpe.gov.t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b-fju-2uYHFduApJZFvMlHdV38i05Oh/view?usp=sharing
file:///C:/Users/vghuser/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https
file:///C:/Users/vghuser/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https
https://ebm.vghtpe.gov.tw/ebm/Index.action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0reB36-ZtBceIvIRDKsxiVq2Y8Ye8Na


一般醫學內科訓練示範中心每日訓練計畫及內容(110 年 04 月份) 
 4/5(一) 4/6(二) 4/7(三) 4/8(四) 4/9(五) 

      07:30-07:40  交班時間  (記得填寫交班紀錄表) 

07:40-

09:00 

國 

定 

假 

 日 

晨會 - 實證醫學搜尋教學 

A071會議室 

圖書館 陳渝雯老師 

晨會 –Give Me Five 

A071會議室 

莊喬琳醫師/徐會棋主任 
注意：請 CR 隨機(或自願)安

排 CLERK 為 SP 

晨會 –Give Me Five 

A071 會議室 

黃鈴茹醫師 
注意：請 CR 隨機(或自願)安排

CLERK 為 SP 

晨會–SONO 教學 

A071會議室 

張景智醫師 

(PGY+SubIntern) 
*課程準備：請男性學員前一晚 NPO，

以方便 SONO 操作 

09:00 

- 

12:00 

Bedside teaching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楊盈盈醫師* (09:00-11:00)  
 *第三門診五樓 3562 診* 
 

SONO 教學    

*黃惠君主任*(8:30-10:30) 

【學員：吳以諾、楊鎮宇、陳永得、王家

萱、張仲豪、王貫宇、劉家寧、劉博鈞】 
*課程準備：請 2位男生 clerk學員前一晚 NPO 

 

 

Bedside teaching 

  

抗生素使用教學 

*林邑璁醫師*  

(11:00-12:00) 

【學員：全體 GM學員】 

 

Bedside teaching 

 

 

Bedside teaching 

 
How to approach 

autoimmune disease 

*蔡弘正醫師*  

(10:30-11:30) 

【學員：全體 GM學員】 

 

13:30 

-17:00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黃鈴茹醫師* (13:30-16:30) 

*第三門診五樓 3561診* 

【學員：徐湘婷、李怡慧、張仲豪】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楊振昌醫師*(13:30-16:30) 

*第三門診五樓 3562 診* 

【學員：張新荷、李岳霖、王貫宇】 

 

 

GRAND ROUND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張景智醫師*  

(13:30-16:30) 
*第三門診四樓 10診一般內科 3410診*   

【學員: 陳永得、王家萱】 

 

心音教學 

*李文興醫師(14:30-16:30) 

若有 Bedside Case，學員可自行準

備病歷號發問 

【學員：全體 GM學員】 

病房學習 

 

抽血教學 

*陳薇謙 護理師* (16:30-

18:30) 

【學員：簡婕如、李怡慧、

張仲豪、吳以諾、楊鎮宇、

陳永得、王家萱、張仲豪、

王貫宇、劉家寧、劉博鈞】 



一般醫學內科訓練示範中心每日訓練計畫及內容(110 年 04 月份) 

 4/12(一) 4/13(二) 4/14(三) 4/15(四) 4/16(五) 

      07:30-07:40  交班時間  (記得填寫交班紀錄表) 

07:40-

09:00 

晨會–期刊討論 

A071 會議室 

張景智醫師  
*報告者：(PGY-張祐維) 

 

晨會 - 實證醫學討論會 

A071 會議室 

鄭浩民主任 
*報告者：(PGY-張新荷) 
*請學員預先上網預習 E B M-VIDEO & 

操作步驟預習(登入帳密為員工帳密)：

https://ebm.vghtpe.gov.tw/ebm/Index.acti

on 

晨會 –Give Me Five 

A071會議室 

莊喬琳醫師/徐會棋主任 
注意：請 CR 隨機(或自願)

安排 CLERK 為 SP 

 

晨會 –Give Me Five 

A071 會議室 

黃鈴茹醫師 
注意：請 CR 隨機(或自願)安排

CLERK 為 SP 

晨會–point of care 

ultrasound(POCUS)-LabⅠ     

思源樓二樓心臟超音波室 

張皓智醫師 

請預先上網預習 POCUS-

VIDEO 
【學員：PGY、

Sublntern、郭又綺】 

09:00 

- 

12:00 

Bedside teaching 

 

資深指導教授病房巡迴教學 

*陳震寰教授* 

(9:30-11:30) 

【學員：吳以諾、楊鎮宇、陳

永得、王家萱、張仲豪、王貫

宇、劉家寧、劉博鈞】 
*課程準備：請準備當月住院中

primary care 的 case , presentation

後 bedside teaching 

Bedside teaching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楊盈盈醫師* (09:00-11:00)  

 *第三門診五樓 3562 診* 

Bedside teaching 

  

 

Bedside teaching 

 

Neurology&與 GIVE ME FIVE互

動  

*季康揚醫師* 

(11:00-12:00) 

【學員：全體 GM學員】 

Bedside teaching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黃鈴茹醫師* (13:30-16:30) 

*第三門診五樓 3561診*【學員：鄭丞廷】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楊振昌醫師*(13:30-16:30) 

*第三門診五樓 3562 診*【學員：李姿穎】 

 

困難氣道插管及中央靜脈導管放置術

訓練課程 *王鑑瀛主任、楊盈盈主任*  

(14:00-16:00)   臨床技術訓練科 101教室 

【學員：劉育彣、王苡茜、尹倩彥、

吳以諾、楊鎮宇、陳永得、王家萱、

張仲豪、王貫宇、劉家寧、劉博鈞】 

13:30 

-17:00 

病房學習 GRAND ROUND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張景智醫師* (13:30-16:30) 
*第三門診四樓 10診一般內科 3410診*   

【學員: 劉育彣、吳以諾、楊

鎮宇】 

 

心音教學 

*李文興醫師(14:30-16:30) 

若有 Bedside Case，學員可自行準備病

歷號發問 

【學員：全體 GM學員】 

 

病房學習 



一般醫學內科訓練示範中心每日訓練計畫及內容(110 年 04 月份) 

 4/19(一) 4/20(二) 4/21 (三) 4/22(四) 4/23(五) 

07:30-07:40  交班時間  (記得填寫交班紀錄表) 

07:40 

-

09:00 

晨會 –CbD 

A071 會議室 

楊盈盈主任 

*報告者：(CLERK) 

請總醫師前兩天收集 CbD表單掃

描 mail給楊盈盈主任 

晨會 - 實證醫學討論會 

A071 會議室 

曹彥博醫師 

*報告者：(PGY-徐湘婷) 
*請學員預先上網預習 E B M-

VIDEO & 操作步驟預習(登入帳密

為員工帳密)：

https://ebm.vghtpe.gov.tw/ebm/Ind

ex.action  

晨會 –Give Me Five 

A071會議室 

莊喬琳醫師/徐會棋主任 
注意：請 CR 隨機(或自願)

安排 CLERK 為 SP 

晨會 - 跨領域抗生素討論會   

A071會議室 

黃鈴茹醫師/盧志嘉藥師 

●請各組提出一個臨床個案(不一

定是目前住院中)與抗生素使用相

關議題，請總醫師前兩天收集病

歷號與問題 mail 感染科藥師盧志

嘉 clchih@vghtpe.gov.tw 

晨會–point of care 

ultrasound(POCUS)-LabⅡ     

思源樓二樓心臟超音波室 

張皓智醫師 
請預先上網預習 POCUS-VIDEO 

【學員：吳以諾、楊鎮宇、

陳永得、王家萱、張仲豪、

王貫宇、劉家寧、劉博鈞】 

09:00 

- 

12:00 

Bedside teaching 

 

Interpretation of arterial 

blood gas: case-based 

learning 

*林志慶醫師* (11:00-12:00)  

【學員：劉育彣、王苡茜、尹

倩彥、吳以諾、楊鎮宇、陳永

得、王家萱、張仲豪、王貫

宇、劉家寧、劉博鈞】 

Bedside teaching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楊盈盈醫師* (09:00-11:00)  
 *第三門診五樓 3562 診* 

 
 

4月學員師生座談會 

(12:00-13:00) 

黃惠君主任 

【學員：全體 GM學員】 

Bedside teaching 

 

Bedside teaching 

 

Gamification of 呼吸重症模擬

與六大核心 (10:00-12:00)   

*楊盈盈醫師* 臨床技術訓練科 2樓  

【學員：郭又綺、劉育彣、王

苡茜、尹倩彥、吳以諾、楊鎮

宇、陳永得、王家萱、張仲

豪、王貫宇、劉家寧、劉博

鈞】 

Bedside teaching 

 

Mini-Cex 後測 

*蔡弘正醫師*  

(09:30-13:30) 

【學員：吳以諾、楊鎮宇、

陳永得、王家萱、張仲豪、

王貫宇、劉家寧、劉博鈞】 

13:30 

-

17:00 

病房學習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黃鈴茹醫師* (13:30-16:30) 
*第三門診五樓 3561診* 

【學員：張新荷、王苡茜】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楊振昌醫師* (13:30-16:30) 
*第三門診五樓 3562 診*  

【學員：徐湘婷、尹倩彥】 

 

GRAND ROUND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張景智醫師* (13:30-16:30) 
*第三門診四樓 10診一般內科 3410診* 

【學員：李姿穎、劉家寧、劉

博鈞】 

 

心音教學 

*李文興醫師(14:30-16:30) 

若有 Bedside Case，學員可自行準備病

歷號發問 

【學員：全體 GM學員】 

病房學習 

mailto:clchih@vghtpe.gov.tw


一般醫學內科訓練示範中心每日訓練計畫及內容(110 年 04 月份) 

 4/26(一) 4/27(二) 4/28(三) 4/29(四) 4/30(五) 

07:30-07:40  交班時間  (記得填寫交班紀錄表) 

 

07:40

-

09:00 

晨會–跨領域營養照護全

人討論會 

A071 會議室 

張景智醫師/張昭容護理長 

【課程於 8點開始】 

 

晨會 –實證醫學綜合討論會 

A071會議室 

曹彥博醫師 

晨會–全人醫療醫學倫

理/法律之臨床討論會 

A071會議室 

黃惠君主任/徐會棋主任/

莊喬琳醫師/張景智醫師/

黃鈴茹醫師/楊盈盈醫師 
*報告者：(全體 PGY) 

晨會 –Give Me Five 

A071會議室 

黃鈴茹醫師 
注意：請 CR 隨機(或自願)安排

CLERK 為 SP 

晨會-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及

Health matrix應用 

A071會議室 

楊盈盈主任 

*報告者：(PGY-鄭丞廷) 

09:00 

- 

12:00 

Bedside teaching 

 

 

Bedside teaching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楊盈盈醫師* (09:00-11:00)  
 *第三門診五樓 3562 診* 

 

proton pump inhibitor: overview 

and perspectives 

*黃惠君主任*  (12:20-13:30) 

【學員：全體 GM學員】 

Bedside teaching Bedside teaching 

 

資深指導教授病房教學迴診

(Teaching Round) 

*李發耀教授* 

(10:30-11:30) 

【學員：全體 GM學員】 

Bedside teaching 

 

13:30 

-

17:00 

病房學習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楊振昌醫師* (13:30-16:30) 

*第三門診五樓 3562 診* 【學員：鄭丞廷】 
 

困難氣道插管及中央靜脈導管放置術

訓練課程   

*王鑑瀛主任、楊盈盈主任* 

(14:00-16:00) 臨床技術訓練科 101教室 

【學員：郭又綺、韓長霖、張允謙】 

GRAND ROUND 一般內科教學門診 

*張景智醫師* (13:30-16:30) 
*第三門診四樓 10診一般內科 3410診* 

【學員：郭又綺、曾群惠、邱廷

生】 

 

EKG與 GIVE ME FIVE互動 

*羅力瑋醫師* (14:00-15:00) 

【學員：全體 GM學員】 

病房學習 



 

醫倫法研究室

行政辦公室

臨床技術訓練室

值班室

醫師室

護理站

病情說明室

主治醫師室

科主任室

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