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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 學校排名為全美第151名。同時在世界大學學術排
名中，醫學系為全世界前150名。

• 獲得的研究基金為全美前二十名

• 學校本身的醫院規模是阿拉巴馬州最大，也是全
國第三大公立醫院，同時是本州唯一連續23來，
上榜最佳醫院。



About UAB Hospital  

• Ten medical specialties at UAB Hospital are ranked in the top 50 in 
theU.S. 

• Rheumatology (10), Nephrology (14), Pulmonology (17) and 
Urology (20). Diabetes and Endocrinology (21), Gynecology (26), 
Cardiology and Heart Surgery (30), Neurology and Neurosurgery 
(34), Geriatrics (47), and Ear, Nose and Throat (50)





UAB 食衣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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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 Thoracic Surgery

饒曼齡



胸外的日常

• 5:30 查房

• 6:15 Meeting 

• 7:00 上刀 // 8:30 門診

• 下班時間：16:00-18:00



門診

� 獨立看病人

� 跟主治醫師報告

� 打門診紀錄



刀房



特色

• 達文西手術

• 達文西模擬機

• Suture Lab 





經驗分享 – Trauma and burn ICU

時尚Queen 王維辰



TBICU 的日常

• 5:30 出門

• 6:00-7:00 裝乖看病人

• 7:00 – morning meeting 

• 8:00- attending 查房

• 8:00 -15:00 – 刷存在感



Trauma and burn icu



經驗分享—Vascular Surgery 

王嫃鈺



Our staff specialize in the treatment of…

• Aneurysms 

• Stroke

•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 Atherosclerosis 

• Carotid artery diseases

• Chronic venous disease

• Deep vein thrombosis 

• Varicose veins

• vasculitis

• Mesenteric artery diseases

• Venous diseases



Our services include…

• Non-invasive arterial testing

• Diagnostic imaging

• Balloon angioplasty and stenting

• Percutaneous laser and mechanical atherectomy

• Thrombolysis and thrombectomy

• Aneurysm repair

• Stents and grafting

• Bypass

• Minimally invasive vein procedures

• Vascular medical evaluation including risk factor assessment and 
non-operative management options



Daily schedule as a vascular staff

• 05:00 a.m.

– Team round, change dressing, morning meeting  

• 07:00 or 07:30 a.m.

– Operation 

• 05:30 p.m.

– Book reading, weekly meeting



The Kirklin Clinic





Attending Physician



Attending Physician



Attending Pysician





申請流程



申請流程

• UAB國際醫學生課程經由網路平台申請，申請流
程上時間性或細節若有疑慮，可以詢問系辦負責
國際事務的學謙哥幫忙第一時間與UAB對方協調
與澄清

– 需在預期開始在UAB 交換的course的第一天開始算的
三個月前完成文件上傳及繳交申請費(300$)

– 開放課程應該會由中山醫的同學優先選(?)



1. 網路搜尋“UAB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Requirement

• 申請資格需要完成一年的clerkship或是醫學院最後
一年

• TOEFL如慣例，電腦測驗(iBT)口說22分以上及總
分100分以上。

• 申請過程中會有個與UAB國際醫學部辦公室負責
人(Dr. Zayzafoon)約skype視訊的步驟；只是要確認
你除了TOEFL的成績拿到之外，本人是否可用英
文簡單對談；氣氛很輕鬆，不用緊張。

•







Application

• 申請帳號成功並登入網路報名系統後頁面會有個
check list預防有遺漏需上傳的文件。 重點是
personal statement可以多花點心思寫，相較於
履歷(curriculum vitae)和英文版的在校成績
(transcript)，Dr.Zayzafoon比較重視這一塊。
Personal statement內容就是把你想選修那些科
目(如:感染科及放射科)的動機化為一份文件以文
字呈現、供UAB對方參考





• 預期你想選的UAB course的第一天回推三個月之
前完成申請文件上傳並線上繳款300鎂的申請費
用

• 等待對方國際醫學教育處辦公室
(internationalmd)寄email給你、約時間skype
interview

• Skype interview後，對方會再email你繳剩下費
用的頁面，費用繳完，就差不多結束了，接下來
就是其他非UAB部分的旅程根據自己需求而打點









• 進入申請平台後照著左方”防呆清單”把所需文
件以電子檔方式上傳(文件正本為紙本的話就掃描
成電子檔)







• 繳申請費(小叮嚀: 在關鍵步驟，絕對要記得截圖)。





• 別忘記按下這個鈕，才算正式完成。 繳費後確定
所有文件都上傳後要記得按，切記。







• 該做的都做完(申請完成->skype interview->繳
完剩下的雜費/行政費)以後，可以點選報名平台
右上方的”official letter of extramural 
assignment”，對方系統會email給你一封PDF
的電子檔證明你有被enroll到UAB的國際醫學生
選修課程中。 進美國海關時可把這show給海關
人員看作為入境正當性證明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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