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第一屆長庚大學醫學院 

臨床情境醫學營活動簡章 

109年 10月 30日訂定 

109年 12月 08日第一次修訂 

109年 12月 13日第二次修訂 

109年 12月 17日第三次修訂 

109年 12月 20日第四次修訂 

壹、營隊宗旨： 

本屆臨床醫學高中生營隊（以下簡稱醫學營）為介紹醫學教育內容及臨床醫學

工作之營隊，在三天兩夜的營隊活動中，提供高一、高二學生對未知且充滿好奇的

醫學領域更進一步的認識，以作為大學選填志願乃至職涯選擇之參考。 

本屆醫學營特色在於以醫學領域之教材、整合醫療之思維、全人照護之宗旨進

行籌畫；安排醫學人文及醫學院跨科系課程以培養參與者之人本精神及人文關懷。

期望可藉營隊課程體驗醫學之奧秘，並在活動中學會團體合作。同時，藉著營隊的

成立、辦理，推廣長庚大學醫學院名聲，使學員認同、嚮往長庚大學醫學院。 

 

貳、課程內容簡介： 

本營隊三日之課程內容如下—— 

第一天(1/22)解剖學(含實驗)、生理學(含實驗)、POCUS 超音波、病態生理學 

第二日(1/23) 疾病概要及處置、臨床技能、醫病溝通、值班體驗 

第三日(1/24)醫學人文講座及對談、醫師演講、科系博覽會 

※※本營隊之講師 80%爲臨床師資。 

 

參、 營隊日期： 

2021/01/22（五）~ 2021/01/24 （日），共三天兩夜 

 

肆、活動地點： 

長庚大學 

 

 



 

 

伍、報名資訊： 

1. 報名時間： 即日起 ～ 2020/12/23 （三） 

2. 錄取名單公告日期：2020/12/25（五）。（確認錄取前，不必先行轉帳。） 

匯款期限：2020/12/29（二）。 

若未於期限前完成匯款，籌備團隊會將名額轉予備取者依序錄取。 

3. 今年開放名額：全國公私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預計招收 90 名學員。 

逾 90 位報名者，將優先錄取長庚大學策略聯盟高中之學生（北一女中、台中

一中、成功高中、武陵高中、政大附中、建國中學、嘉義中學），且主辦單位

有最終斟酌之權利，以公告之錄取名單為準。） 

4. 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 11000 元整。（包含營服、營隊帆布袋、食宿、課程、

活動、保險、交通（包含台北車站-機場捷運長庚醫院站-長庚大學）等相關全

額費用。但睡袋、實驗衣等需自行準備。） 

 

陸、 報名方式： 

1. 在「報名」頁面點選報名網址或掃描 QR code 填寫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yaFmsSMvDHuCgcjo8  

（需在 google表單上傳自我介紹檔案，請先下載填寫 

https://pse.is/39fux5） 

2. 需於 google表單上傳自我介紹之檔案，請務必上傳 PDF 檔以免

格式錯誤。送出表單後，收到系統送出的備份填答內容後即報名

完成。 

 （非錄取，需待錄取名單公告，公告日期：2020/12/25 （五）。） 

3. 報名截止日：2020/12/23 （三）。 

 

 

報名表單 

自我介紹檔案 



 

 

柒、 相關注意事項：（請詳閱） 

1. 本活動將於營期前一週以電話連繫，請密切注意。 

2. 報名截止日期：2020/12/23 （三）。公布錄取日期：2020/12/25（五）。（確

認錄取前，不必先行轉帳。） 

3. 錄取者將於網站上公告並寄發 Email 錄取通知，未錄取者不再另行通知，敬

請注意。 

4. 報到當日請按照行前通知（錄取後寄發）之時間，準時於集合地點集合（將

於錄取後公告），將有專車、專人接送。亦可選擇自行至長庚大學校區報到。 

5. 若有心血管疾病、過敏、癲癇或其他痼疾須特殊安排者，請於報名表上詳細

註明，以利事前安排。若因未於報名表詳述而致意外者，本營不負任何責任。 

6. 不建議攜帶貴重物品來參加本營隊，以利活動順利進行。 

7. 如需申請清寒補助，請於錄取後加附縣市社會局製發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

或相關資料，可辦理退費。 

8. 其他各項相關資訊,將在 Facebook和 Instagram 粉絲專頁 

「庚你說醫個秘密𝓒𝓖𝓤𝓜𝓔𝓓𝓼𝓮𝓬𝓻𝓮𝓽」公布，請隨時關注。 

Facebook粉專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庚你說醫個秘密𝓒𝓖𝓤𝓜𝓔𝓓𝓼𝓮𝓬𝓻𝓮𝓽-

103217021614266/ 

Instagram粉專網址： 

https://www.instagram.com/cgumedsecret_2021/?igshid=pte0gtgr40lz 



 

 

 

9. 聯絡方式： 

        （一）信箱：cgumedsecret@gmail.com  

        （二）總召：張汝禎 

                   手機：0912392696      

                   信箱：jamie10939@gmail.com 

10. 退費方式：本營隊係符合教育部對大學院校營隊之定義，參加本營隊仍屬消

費關係且有消保法之適用，亦即消保法第 7 條第 2款所稱之「定型化契約條

款」，同時保障消費契約雙方之權利。根據此契約條款，於行前 30 日前退

費者，得退還 90％費用，於行前 21-30 日退費者，得退還 80%費用，於行前

2-21 日退費者得退還 70%之費用，於前一日到達者將退還 50%費用，當日提

出者不予退費。」 

11. 若營期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致營隊提前終止，則扣除已使用之必要款項

後，將總款項除以參加人數，分別退還之。 如有任何問題，也可透過上述聯

絡資訊聯絡。 

 

 

 

 

 

 



 

 

捌、 修訂紀錄 

修訂次數 修訂日期 修訂前之內文 修訂後之內文 修訂原因 

第一次    

修訂 

109 年 12 月 08 日 今年開放名額：全國公私

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

預計招收 90 名學員。 

逾 90 位報名者，將優先

錄取長庚大學策略聯盟高

中之學生（北一女中、台

中一中、武陵高中、建國

中學），且主辦單位有最

終斟酌之權利，以公告之

錄取名單為準。） 

今年開放名額：全國公私

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

預計招收 90 名學員。逾

90 位報名者，將優先錄取

長庚大學策略聯盟高中之

學生（北一女中、台中一

中、武陵高中、政大附

中、建國中學），且主辦

單位有最終斟酌之權利，

以公告之錄取名單為

準。） 

長庚大學策略聯

盟高中新增政大

附中。 

第二次     

修訂 

109 年 12 月 13 日 今年開放名額：全國公私

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

預計招收 90 名學員。 

逾 90 位報名者，將優先

錄取長庚大學策略聯盟高

中之學生（北一女中、台

中一中、武陵高中、政大

附中、建國中學），且主

辦單位有最終斟酌之權

利，以公告之錄取名單為

準。） 

今年開放名額：全國公私

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

預計招收 90 名學員。逾

90 位報名者，將優先錄取

長庚大學策略聯盟高中之

學生（北一女中、台中一

中、成功高中、武陵高

中、政大附中、建國中

學），且主辦單位有最終

斟酌之權利，以公告之錄

取名單為準。） 

長庚大學策略聯

盟高中新增成功

高中。 

第三次     

修訂 

109 年 12 月 17 日 今年開放名額：全國公私

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

預計招收 90 名學員。 

逾 90 位報名者，將優先

錄取長庚大學策略聯盟高

今年開放名額：全國公私

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

預計招收 90 名學員。逾

90 位報名者，將優先錄取

長庚大學策略聯盟高中之

長庚大學策略聯

盟高中新增嘉義

中學。 



 

 

中之學生（北一女中、台

中一中、成功高中、武陵

高中、政大附中、建國中

學），且主辦單位有最終

斟酌之權利，以公告之錄

取名單為準。） 

學生（北一女中、台中一

中、成功高中、武陵高

中、政大附中、建國中

學、嘉義中學），且主辦

單位有最終斟酌之權利，

以公告之錄取名單為

準。） 

第四次    

修訂 

109 年 12 月 20 日 報名截止日：        

2020/12/19（六）。 

公布錄取日期：    

2020/12/22（二） 

匯款期限：       

2020/12/25（五）。 

報名截止日：   

2020/12/23 （三）。 

公布錄取日期：

2020/12/25（五） 

匯款期限：       

2020/12/29（二）。 

更正報名截止

日、公布錄取日

期、匯款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