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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基督教醫院 
108 年度二年期一般醫學訓練 

（畢業後綜合臨床醫學訓練選配） 
甄試招考簡章 

 

 

 

 

 

 

 

 

 

 

 

 

 

 

 

 

網路報名網址：http://www2.cch.org.tw/PGY/ 
 

 

 

彰化基督教醫院教學部醫學教育中心 

地址：(500)彰化市旭光路 235 號 

電話：(04) 7238595 分機 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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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程 

簡章公告 107 年 12 月 14 日起 

彰基甄選系統網路登錄報名資料日期 
107 年 12 月 15 日 9 時起 

 108 年 01 月 04 日 24 時止 

報名資料寄件截止日期 108年01月04日止（以郵戳為憑） 

彰基一般醫學訓練甄試系統寄發報名資

料確認通知信 

108 年 01 月 05 日起 

108 年 01 月 15 日止 

寄發紙本甄試通知單 108 年 01 月 21 日 

甄試 108 年 0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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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基督教醫院 108 年度二年期一般醫學訓練甄試招考簡章 
 
一、 申請人資格： 

  申請人符合下列資格之ㄧ，且非屬行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公費生或軍費生者： 

(一) 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醫學系六年制、學士後醫學系四年制108年應屆畢

業生，且非屬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公費生或軍費者，得申請選配；如為男性，且為

82年次（含）以前，則兵役狀況並應為免役、於訓練年度預計可服役期滿屆退或將申

請延期徵集；若為83年次以後役男，則無特殊限制。惟經選配成功者，仍須於當年度

訓練開始前，通過醫師第二階段考試或中醫師考試，否則喪失訓練資格。 

二、 PGY 訓練說明 

(一) PGY1皆為不分組。PGY2分為：內科組、外科組、兒科組、婦產科組和不分組 

(二) 訓練課程及月分 

 

註1：本院PGY2選修訓練無醫院整合醫學科和衛生所實務訓練。 

註2：109年2-3月進行PGY2分組意願調查。若學員選填分組之人數超出該分組容額數

時，則以學員PGY1於該科評核加總成績之高低、面試進行排序。 

 

三、 本院甄試條件： 

(一) 符合『108年度二年期畢業後綜合臨床醫學訓練選配簡章』之申請人資格。 

(二) 通過第一階段醫師國家考試者。 

(三) 經書面審查及通過初選者，以郵寄及email發送甄試通知單。 

四、 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 報名網址：http://www2.cch.org.tw/PGY/ 

(二) 報名方式：一律採網路報名。網路填寫報名資料表，並郵寄報名資料。 

(三) 彰基甄選系統網路登錄報名資料日期：107 年 12 月 15 日 9 時起至 108 年 1 月 04 日

24 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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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手續 

(一) 彰基甄選系統上網登錄

報名資料 

107 年 12 月 15 日 9 時起 

 108 年 01 月 04 日 24 時止 

1. 首次使用請進行會員註冊，註冊完成後，請直接登入系統。 

(彰基甄選系統報名網址：http://www2.cch.org.tw/PGY/) 

2. 申請人須於系統開放時間內依系統說明，將報名資料輸入完畢。 

3. 請輸入可收件之通訊地址及可聯絡之電話號碼，以免因無法聯絡而權益受損。

4. 網路報名有任何問題，可於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12：00、下

午 1：30～5：30）來電洽詢。 

5. 請同步至衛生福利部一般醫學訓練選配系統進行報名，衛福部系統開放時間：

107/12/15(六)9 時起-108/01/02(三)17 時止(衛生福利部一般醫學訓練選配系統：

https://match.mohw.gov.tw/YR2/Auth/Login.aspx) 

(二) 列印報名資料及備妥相關表件 

※報名資料經確認並送出後，請用 A4 白紙列印下列文件，並依序整理齊全用迴紋

針夾妥一同寄出。 

1. 甄試報名表(須貼照片，親簽後繳交) 

2. 應屆畢業請繳交醫學院一～五年級歷年成績單影本(須含應屆全年級總人數排名)

3. 推薦函（若有） 

4. 其他資料，如專業證明、特殊事蹟、得獎證明、競賽資料等影本。（若有） 

(三) 郵寄報名資料 收件截止日期：108 年 01 月 04 日止（以郵戳為憑）

※請郵寄影本，甄試相關資料恕不退件。 

郵寄地址：以掛號郵寄至「50094 彰化市旭光路 235 號 彰化基督教醫院 醫學教育

中心潘相吟小姐收」，信封上請註明「108 年度二年期 PGY 報名資料」收。 

備註 

1. 申請人雖已上網登錄個人報名資料，但未於報名截止期限前寄出報名表件者，

事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辦報名手續。 

2. 請審慎閱讀本招考簡章說明，並備妥報名文件，於 108/01/04 報名資料截止日(以

郵戳日期為憑)前繳交，逾期不予受理；另資格條件不符、未於簽名欄親筆簽名

或表格填寫/資料不全，一律不符合初選資格或判定為紙本審查不符，不得參加

甄試，且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附文件。請務必注意配合，以免影響您的甄試

權益。 

 

六、 甄試方式及日期： 

(一) 甄試項目：口試：100%。 

(二) 甄試時需攜帶資料： 

1. 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2. 學習護照或學習歷程文件檔案（若有，建議攜帶）。 

(三) 甄試費用：不收費。 

(四) 甄試日期：108 年 2 月 24 日（星期日）。 

備註：當天面試場次如因交通等因素有特殊需求請在報名後提前告知，盡量協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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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錄取報到 

(一) 開始訓練日期：108 年 8 月 1 日 

(二) 職前訓練日期：108 年 8 月上旬 

備註： 

1. 因特殊原因需申請延後報到者，請於本院一般科醫師工作申請表上填寫原因；延後

報到之開訓日期為每月 1 日。 

2. 職前訓練日期會依國考情況稍作調整。 

3. 職前訓練因有安排訓練計畫規定之一般醫學課程，請 PGY 醫師務必參加（所有報

到梯次皆須參加）。 

(三) 僑生報到日期：108 年 8 月 1 日 

八、 聯絡方式： 

(一) 連絡人員：潘相吟小姐 

(二) 聯絡電話：04-7238595 分機 4361 

(三) 其它聯絡方式：167696@ cch.org.tw 

九、 其他： 

(一) PGY 網站： https://dpt.cch.org.tw/layout/layout_1/index.aspx?ID=3610 

(二) 對公告內容若有疑問，請來電洽詢或上本院 PGY 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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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基督教醫院交通指引 

 ◎報到地點 
 彰化基督教醫院教學研究大樓(彰化市旭光路 235 號) 

12 樓蘭大衛國際會議廳 

  ◎乘車資訊 

1. 搭乘火車：                                        

 彰化火車站下車，轉乘彰化客運到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客運位於彰化火車站左前方，麥當勞對面。 

2. 搭乘高鐵：高鐵烏日站下車 

方式一：至台鐵新烏日站，搭乘區間車到彰化火車站，轉

乘彰化客運到彰化基督教醫院教學研究大樓。 

方式二：搭乘計程車到彰化基督教醫院教學研究大樓。 

3. 搭乘彰化客運：彰化火車站出口左協前方 30 公尺(三民路

口，警察局對面)，公車搭乘路線(彰基醫院站)：6900、

6912、6914 

  ◎自行開車 

1. 自行開車：中山高（國道 1 號）  

彰化交流道→中華西路→右轉接中央路→經中央路橋→

左轉接中山路一段→中山路二段→右轉旭光路→彰化基

督教醫院教學研究大樓。 

2. 當日於本院教學研究大樓第四停車場停車可憑應試資格

申請停車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