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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二年期一般醫學訓練招考重要事項預定日期 

作 業 項 目 日程 注 意 事 項 

申請人衛福部 
選配系統報名 

108/12/14(六)9 時至

108/12/30(一)17 時 

請至衛福部選配系統進行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match.mohw.gov.tw/YR2 

報名資料上傳開放期間 
108/12/14(六)9 時至

108/12/30(一)17 時 
資料上傳網址： 
https://sedu.vghtc.gov.tw/pgy/ 

報名資料寄送截止日期 108/12/30(一) 

請將上傳後系統所產出之 PDF 檔，
以 A4 格式列印，親筆簽名後，以
掛號郵寄或親送至： 
40705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臺中榮民總醫院教學部醫
學教學組郭僑倫小姐收（信封上請
註明二年期） 

衛福部選配系統 
寄發甄試通知信 

108/12/31(二)9 時至

109/01/14(二)17 時 
請確認是否收到系統通知 
（檢查是否被歸到垃圾信件） 

回覆甄試意願 109/01/21(二) 17 時前 
依本院甄試系統通知信件，回覆
甄試意願，未回覆者不予安排甄
試。

准考證電子檔寄發通知 109/02/03(一) 17 時前  

甄試 
109/02/23(日) 
上午場（預計）07:50~12:40
下午場（預計）11:50~17:30

1.本次甄試活動不供餐。 
2.考生停車優惠：於甄試完畢時可
索取每次停車 50 元優惠券。 

申請人志願表登記 
109/03/19(四)9 時至

109/04/01(三)17 時  

選配結果公布 109/04/10(五)10 時  

社區訓練醫院意願調查 
選修科意願調查 

選配結果公布兩週內以 E-
mail 發意願調查表 

請錄取人員查看電子信箱，回覆
意願調查表。 



臺中榮民總醫院 109 年度二年期一般醫學訓練選配 

（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選配） 

招考簡章 
一、 甄試條件：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申請人資格且通過本院審查者。 

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申請人資格： 
申請人符合下列資格之ㄧ，且非屬軍費生者，得申請選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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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中醫學系選

醫學系雙主修七年制109年應屆畢業生；如為82年次（含）以前出生之男生，其兵役狀

況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免役、於訓練年度預計可服役期滿屆退或將申請延期徵集；

如為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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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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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畢業生，

預計於109年8月1日起可接受二年期一般醫學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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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喪失訓練資格。如為82年次（含）以前出生

之男性，其兵役狀況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免役、於訓練年度預計可服役期滿屆退或

將申請延期徵集；如為83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則無特殊限制。 
3.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學系、科畢業，可於109年7月31日前完

成臨床實作訓練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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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喪失訓練資格。如為82年次（含）以前出生之男性，其兵役狀況應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免役、於訓練年度預計可服役期滿屆退或將申請延期徵集；如為83年次

以後出生之役男，則無特殊限制。 
備註：延期徵集應依內政部104年9月14日內授役徵字第1040830461號函規定辦理。 

二、 開始訓練日期：109 年 8 月 1 日 
三、 僑生報到日期：109 年 8 月 1 日 
四、 甄試項目：口試：100% 
五、 甄試日期： 109 年 2 月 23 日（星期日）  
六、 報名時需上傳資料： 

上傳網址：https://sedu.vghtc.gov.tw/pgy/ 

（一）履歷自傳含優異表現證明文件 
（二）白底證件照 
（三）國民身份證（居留證或護照）正反面影本 
（四）醫師國考第一階段考試成績單 
（五）學校成績單（需包含實習成績、全年級總人數及歷年成績排名） 
（六）非應屆畢業生請另檢附 

1.醫師證書正反面影本 
2.畢業證書影本 

（七）退伍令或服役證明影本（若體位判定中，可免附） 
七、 報名資料上傳截止日期：108 年 12 月 30 日（一）17 時止 
八、 報名資料寄送截止日期：108 年 12 月 30 日（一），以郵戳為憑 



九、 甄試時需攜帶資料： 

（一）身份證、中華民國護照或具照片之可辨識身份證明文件 
（二）准考證（電子檔或紙本均可） 

十、 甄試費用：不收費 
十一、 待遇： 

（一）PGY1：$ 90,000 ～ $ 99,999 
（二）PGY2：$ 100,000 以上 

（以上含年終獎金、值班費、績效（工作）獎金） 
十二、 福利： 

（一） 值班費計算標準：重症部科：平日 1,500 元，假日（白、夜班）2,000 元；一
般部科：平日 550 元，假日（白、夜班）750 元。 

（二） 報考本院專科住院醫師考試，於本院受訓 PGY 者，筆試總分加 15 分，且總
分同分時以本院 PGY 優先錄取。 

（三） 發給國民旅遊補助費。 
（四） 享有勞保及健保。 
（五） 享有勞保給付。 
（六） 勞退金：按月提繳 6％勞工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

戶。 
（七） 年終獎金比照行政院規定辦理。 
（八） 有宿舍可提供申請。 
（九） 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予各種假別。 
（十） 每年發給生日禮券。 
（十一） 依據員工工作服管理要點發給醫師袍、值班服及手術房專用鞋。 
（十二） 補助管制藥品執照申請規費 
（十三） 補助醫師公會常年會費（7,300 元/年）。 
（十四） 憑識別證於院內中榮商場享有優惠。 

十三、 備註： 

（一）因兵役狀況無法如期辦理報到者，視情況依退伍日期調整報到日期。 
（二）在外島服兵役者，可委託代理人以便聯絡及簽立相關文書證明。 
（三）有關二年期 PGY2 分組訓練相關說明：PGY1 晉升 PGY2 之分組期程依衛福部公

告辦理，分組方式依據內、外、兒及婦產科各科所公告之遴選辦法為主。 
十四、 聯絡人員：教學部醫學教學組郭僑倫小姐 
十五、聯絡電話：04-23592525 轉 4356 
十六、其他聯絡方式：邱怡嘉小姐 04-23592525 轉 4352 
 

備註：簡章內容以二年期一般醫學訓練選配系統公告之資料為主 

  



臺中榮民總醫院 
二年期一般醫學訓練訓練選配 考試交通指引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電話：04-23592525＃4356/4352 
交通位置圖： 

 

自行開車：  
 國道一號(中山高) =>中港交流道下(往沙鹿方向) =>12 號省道(臺灣大道) =>臺中榮民總醫院  
 國道三號(中二高) =>龍井交流道下(往臺中方向) =>12 號省道(臺灣大道) =>臺中榮民總醫院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臺中火車站下車： 

1. 至建國路(火車站前)搭巨業客運往海線，【大甲-鹿寮-臺中】、【清水-梧棲-臺中】 
2. 臺中客運 60 號【臺中榮總-大智公園】、88 號【新民高中-沙鹿】、106 號【臺中車站-

監理所】及 147 號【臺中車站-大肚火車站】 
3. 台中市優化公車-【台中車站-靜宜大學】300-304 號至榮總/東海大學站 
 高鐵臺中站下車： 

1. 免費接駁車（和欣客運 161 號【高鐵臺中站-東海大學-中科管理局】） 

  

資料來源：http://www.vghtc.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52721&ctNode=258&m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