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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 必須條件： 

選擇大七內留中山 

通過醫學系甄選 

 

• 次要條件： 

對內科有熱誠（JHS主要是去腫瘤內科一個月） 

勇於講英文 

不怕獨自行動（ 9～12月，一個月去一人） 



申請 －甄選準備 

• 文件： 

1. 個人申請表（系網下載） 

2. 英文自傳 

3. 大一至大五成績單 

4. 英文檢定成績 

        報名通過後，接下來準備面試 

             面試時請用英文報一個Case（8～10分鐘）    

                 甄選老師們會就case，自傳等內容進行發問 



通過甄選後－ JHS要的文件 

1. Current CV 

2. Copy of Passport 

3. Letter for the Dean of the Medical School attesting the student’s in good 
standing. The letter must also include that this rotation is part of your training 
course.  

4. Medical report on basic immunizations including Varicella, MMR and Polio 

5. （可在體檢時申請加驗／直接拖打及附上證明／向衛生所申請曾接種證明） 

6. Student’s insurance coverage document: 可以申請學生保險證明（向學校請） 

7. Copy of Educational Certificate: 跟學校申請 

• JHS發給你要填寫的資料： 

1. Acceptance letter 

2. Hands-Off Observer Agreement 

3. Medical Student Application Form 

4. Training Employment Pass Application Form: 申請training pass用 



通過甄選後－ 中山要的文件 

可用學校的 
可用學校的 



行前準備 

1. 衣服：由於新加坡是熱帶國家，所以不用攜帶厚重衣物 

           上班衣著：與中山類似，不太會穿到醫師袍 

2. 個人衛浴用品：如牙刷，毛巾，沐浴乳等 

      其宿舍一個月租金為＄1,200USD，有附床單、被子， 

      架，微波爐，洗衣機，烘衣機，吹風機（220V, 亦可自 

      帶去） 

1. JHS給的入境文件 

2. 機票 

3. 參考書 

4. 常用藥 

5. 一顆求學的心 



Introduction 

• Established in 2000 as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s outpost in Southeast Asia, JHS 
strives to extend the Johns Hopkins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atient care across Asia Pacific.  



Introduction 

• Operates an inpatient and outpatient 
oncology program for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patien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an Tock Seng 
Hospital.  

• Specialize in advanced treatments for a wide 
range of adult cancers and provide medical 
screenings and health checkup services. 



Changi Airport 



Changi Airport 



實習過程 

• 課程內容: 

 13D Ward 

 9C Ward 

 Blue letters 

 JH OP Clinic 

 Tumor board  



實習過程 



實習過程 



實習過程 



實習過程 



  交通 

 住宿 

 醫院 

--------------------------- 

  美食 

  交友 

  家庭 

  

 



~ 專車接送~ 



 地鐵除了醫院哪裡都
能去 

 計程車便宜 
 公車到站不顯示 
 Google map 最好用 

 





~ 醫院 ~ 



~ 自助旅行 ~ 

 Special  
 
一個人 / 室友 

人際關係 

一、往人多的地方走 
 
二、當個複製人 

問題 => 解決 

語言溝通 
 
 前期準備 : 旅遊書，網路  
 



~ 朋友 ~ 

 室友  

 秘書 

 護理師 











~ Opera ~ 

Wicked  



~ 金沙酒店 ~ 



~ 家庭旅遊 ~ 

 LOCAL  

 陪伴 

 內疚感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