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軍總醫院 
 

放 射 腫 瘤 部 

六年制實習醫學生 

臨床教學訓練計畫 

100 年 5 月 29 日修訂(第 12 版) 

   101 年 6 月 2 日修訂(第 13 版) 

105 年 7 月 12 日修訂(第 14 版) 

106 年 9 月 15 日修訂(第 15 版) 

108 年 9 月 26 日修訂(第 16 版) 

109 年 8 月 07 日修訂(第 17 版) 

110 年 11 月 05 日修訂(第 18 版) 

111 年 09 月 19 日修訂(第 19 版) 

 三軍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九月編印 



 

 

 

目錄 

壹、簡介．．．．．．．．．．．．．．．．3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4 

參、教學組織架構與師資．．．．．．．．．5 

肆、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9 

伍、教學資源．．．．．．．．．．．．．．13 

陸、考核標準及回饋輔導機制．．．．．．．13 

柒、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15 

捌、對訓練計畫內容之評估與修訂．．．．．15 

玖、附件．．．．．．．．．．．．．．．．16 

 

 

 

 

 

 

 



 

壹、簡介 

    放射治療是治療癌症的有效方法之一。據國外的統計，大約有百分之四十的

癌症病患需利用放射線作為主要治療的方式。如果把緩和治療也算在內，那麼大

約有百分之七十的癌症患者，在某一階段要用放射治療。 

    民國五十六年十月，本院成立放射治療室。六十三年一月以任務編組方式成

立腫瘤放射治療中心，至六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放射治療科。民國七十

二年七月，在醫學院醫學系內成立放射腫瘤學科，負責醫學院放射腫瘤學之教學

與研究工作。 

    三軍總醫院放射腫瘤部乃國內最早創立放射腫瘤科的元老之一，也累積數萬

名病患的治療經驗。本部位於內湖院區，擁有精心規畫的寬敞空間與全新的設

備，提供病人國內外最先進與高品質的腫瘤放射治療。共有工作同仁四十位，均

學有專精；七位專任專科醫師中，兩位曾至美國知名大學或醫院進修，現任部主

任林群書醫師具部定教授資格及國內博士學位，兩位具部定副教授資格，一位具

部定助理教授資格，兩位於國內博士班進修中。六位醫學物理師中，四位具碩士

學位。 

    三軍總醫院放射腫瘤部為軍人、軍眷、與國內外民眾提供各種先進的放射治

療療法，如強度調控放射治療、影像導引放射治療、動態弧形刀等。組織插種與

腔內治療亦屬日常實施之技術，可為某些特別的癌病提供有效之治療。本部另於

民國九十六年與神經外科合作，建置立體定位放射手術治療中心，目前已累積近

三百例肝癌與肺癌的病患。另陸續於民國一百零五年設立像導引斷層式放射治療

中心，啟用導航螺旋刀(TomoTherapy)，於民國一百零八年成立直線加速器暨電

腦刀系統(Brainlab ExacTrac)及體表定位技術 (C-RAD)，民國一百零九年引入

熱治療 (Hyperthermia)系統，放射治療技術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本部旨在培養具人文關懷與醫術高超並具軍事素養的放射腫瘤專科醫師，另

亦教授醫學生、實習放射技術師等人員對放射腫瘤的認識。 

    本部亦長期從事唾液腺基因治療、頭頸癌、子宮頸癌、肝癌、放射腫瘤學、

放射生物學及放射物理學之相關研究，於國際期刊發表許多相關論文，分享治療

經驗與世界各地醫院交流。 

    實習醫學生依各年級及各階段學生之需求，並依據三軍總醫院實習醫學生訓

練計畫總綱達成實習醫學生「畢業前一般醫學訓練」及「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所訂

之實習課程教育目標及教育目的」，設計務實可行之教學訓練計畫，以期培育具

備一般醫學全人照護能力之畢業生。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一、訓練宗旨： 

    以完成「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所訂之實習課程教育目的」為基礎，使實習

醫學生學習腫瘤放射治療。實習醫學生的訓練內容包含全人醫療、病人安

全、醫療品質、醫病溝通、醫學倫理（含性別議題）、醫事法規、感染管制、

實證醫學及病歷寫作等。本科之核心能力包括常見癌症處置及放射治療流

程、癌症分期概念，醫病溝通技巧、輻射安全、門診技巧等教育，強化論文

報告能力並落實雙向回饋考評機制。 

 

二、訓練目標：  

以完成「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所訂之實習課程教育目標」為基礎，達成本科依

醫學中心評鑑 5.1.1 規定之實習醫學生教學訓練內容與醫師法第二條及醫

師法施行細則第一條之二規定， 

醫學系六年級於放射腫瘤部學習以兩週為主，並以全人照護教育為核心目標， 

 細項如下。 

(一) 應具備六年級醫學生之基本能力。以融入醫療團隊、學習基本照護能

力為核心目標，細項如下。 

1.融入由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組成的醫療團隊 

2.在監督下能夠進行一般住院病人的基本照護 

  (1)病史詢問及基本身體檢查 

  (2)書寫住院紀錄病歷 

  (3)口述報告 

  (4)輸入醫囑（藥物、檢查  

3.具有全人照護的基本能力：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生理、心理、靈性及   

 社會之醫療照護，也要提供民眾促進健康與預防疾病之道。 

4.能進行初步的臨床推理 

  (1)形成問題 

  (2)癌症之診斷與分期 

  (3)醫療資訊搜尋 

(二) 學習放射腫瘤學之理論與實際運用 

(三) 觀察病人放射治療過程，包括病史詢問、理學檢查、癌症分期，放射

治療適應症，放射治療決策，放射治療定位，放射治療計畫規劃，放

射治療執行，放射治療追蹤。 

(四) 熟悉病史詢問、理學檢查、癌症分期及癌症治療資料收集等。 

(五) 視各位實習醫學生學習進度，於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的監督下，讓實

習醫學生選擇 1-2位病患親手負責主要照護(primary care)，全程參



與放射治療過程，包括病史詢問、理學檢查、癌症分期，放射治療適

應症，放射治療決策，放射治療定位，放射治療計畫規劃，放射治療

執行，放射治療追蹤。 

(六) 配合夜間值班，於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的監督下了解緊急放射治療的

適應症及工作流程，並學習處理住院癌症病人的不適。 

(七) 讓實習醫學生可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癌症的論文主題做讀書報告，主治

醫師、總醫師及住院醫師從旁給予建議及指導。 

(八) 認識以病人為中心之全人、全家、全隊、全程的四全照護。 

(九) 依實習醫學生依自己的興趣，參與各類癌症團隊會議，學習與其他科

別的醫療團隊共同照護病人。 

(十) 培養實證醫學 EBM之能力。 

(十一)熟悉院內各項處置之安全防護措施。 

(十二)增進病歷寫作能力，加強病程紀錄符合 POMR或 SOAP之精神。 

(十三)熟悉臨床工作上注重病人安全、病人權利與義務、醫療品質、醫病溝

通、醫學倫理、醫事法規、感染管制等相關事項。 

 

 

 

 

 

 

 

 

 

 

 

 

 

 

 

 

 

 

 

 

 

 

 



參、教學組織架構與師資 

一、本部由林群書主任擔任臨床實習訓練計畫總負責人，其具有豐富臨床與教學

經驗，負責綜管計畫相關事務。 

二、本部教師皆具有教學資格與熱忱，於實習醫學生訓練期間，適當安排教學訓

練與其他工作（如臨床照護）之比重，以維持教學品質。 

三、目前共 8位專任教師，實習醫學生最多 3位，專任教師（主治醫師）與實習

醫學生比例約 8:3，師生人數比例不低於 1:4，於實習醫學生訓練期間，會適當

安排教學訓練與臨床照護，以維持教學品質。 

 

專任教師： 

姓名 職務/教稱 學經歷 專長 

陳昌明 
主治醫師 

年資: 18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美國愛荷華大學進修 

三軍總醫院電腦刀中心副主任  

三軍總醫院放射腫瘤部主治醫師 

自由基與癌症之關係探

討 

腫瘤與放射生物學 

腦下垂體瘤之治療 

林群書 

主治醫師 

（教授） 

年資: 15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附設醫院 放射腫瘤部訪

問學者 

美國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附設醫院 

電腦刀(Cyberknife) 臨床進修 

教育部部定副教授 

三軍總醫院放射腫瘤部部主任 

台北醫學大學博士  

放射腫瘤學 

頭頸部腫瘤放射線治療 

肝癌、乳癌術後放射治療

之研究 

影像導航放射治療研究 

光子刀及電腦刀研究 

黃文彥 

主治醫師 

（副教授） 

年資: 11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三軍總醫院電腦刀中心主任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三軍總醫院放射物理科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博士班進修中  

頭頸部腫瘤、肺癌、乳

癌、直腸癌、攝護腺癌等

腫瘤放射治療 

各式腫瘤影像導引放射

治療、立體定位放射手術 

顱外腫瘤電腦刀治療 



蘇瑜富 
主治醫師 

年資: 10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進修

中 

頭頸部腫瘤、肺癌放射線

治療 

乳癌、胃癌術後放射線治

療食道癌、直腸癌術前放

射治療腦、骨轉移處之緩

和性放射治療電腦刀與

影像導引放射治療  

羅承翔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年資: 6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教育部部定講師  

肝癌的放射治療 

立體定位消融放射治療 

 

楊仁富 

主治醫師 

(講師) 

年資: 4年 

美國麻州總醫院放射腫瘤部進修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教育部部定講師  

肝癌的放射治療 

立體定位消融放射治療 

軟組織肉瘤放射治療 

 

沈伯鍵 
主治醫師 

年資: 2年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頭頸部腫瘤、肺癌、乳

癌、直腸癌、攝護腺癌等

腫瘤放射治療 

立體定位消融放射治療 

戴揚紘 
主治醫師 

年資: 1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腫瘤學、輻射生物

學、放射物理學 

 

兼任教師： 

姓名 教職 學經歷 專長 

任益民 
教授 

年資: 31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放射生物學博士 

教育部部定教授 

台灣放射腫瘤學會第九屆理事長 

三軍總醫院放射腫瘤部兼任主治醫師 

桃園市怡仁醫院顧問醫師  

癌病之諮詢及治療 

研究主題：1.鼻咽癌

放射治療技術之創

新。2.放射治療副作

用之預防。3.標靶藥

物之運用。  

黃經民 
副教授 

年資: 31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教育部部定副教授 

三軍總醫院放射腫瘤部兼任主治醫師 

新店慈濟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  

基礎及臨床醫學，癌

症治療與研究 

研究主題：1.癌病放

射治療新模式之研究 

2.癌病治療成效之調

查統計。 



吳錦榕 
講師 

年資: 35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美國阿拉巴馬大學醫學院放射腫瘤科

進修 

教育部部定講師 

三軍總醫院放射腫瘤部兼任主治醫師 

國泰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 

各類癌症的放射治療

方式 癌症溫熱治療

與放射治療並用 

趙興隆 

主治醫師 

年資: 17年 

(含婦產專

科合計 21

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院放射腫

瘤部訪問學者 

美國洛杉磯長堤紀念醫學中心放射腫

瘤部臨床進修 

美國西雅圖前列腺機構 前列腺癌近

接治療研習 

台灣放射腫瘤學會第五、六屆副祕書

長及第八、九屆秘書長。 

三軍總醫院電腦刀中心主任 

體內近接放射治療

(組織插種、腔內治

療) 

乳癌、胸腔及骨盆腔

腫瘤之治療 

范兆岳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年資: 7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乳癌，肺癌，頭頸部、

消化道、泌尿道等各

式腫瘤放射治療 

轉移癌症緩和放射治

療 

電腦刀手術 

臨床助教：總醫師（含）以下之各級住院醫師 

 

 

 

 

 

 

 

 

 

 

 

 

 

 

 

 



 

肆、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一、實習前醫學生安全防護教育訓練: 

本部於實習醫學生交班時安排安全防護訓練，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境及自我

安全防護，如消防滅火逃生設備與應變通報流程 (附件一)、針扎通報流程(附件

二)及疫苗接種等，並有實務操作前說明，使其瞭解某項處置或操作之安全規定，

且提供相關防護設備供其使用；並配合院內定期舉辦模擬訓練或演練獲得相關訓

練經驗。 

二、課程內容 

依據三軍總醫院實習醫學生訓練計畫總綱訂定六年級實習結束前必須具備的能

力安排課程，結合總綱之附件三-畢業前一般醫學訓練（UGY）核心課程及學習目

標、附件四-三軍總醫院六年制臨床技能核心課程分配表訓練實習醫學生，以達

到一般醫學教育訓練要求。 

本部並依據六大核心能力訓練目標，訂定「放射腫瘤部核心課程」，學員應於完

訓前完成「放射腫瘤部核心課程學習紀錄表」(Checklist)(附件六)，各專科核

心課程至少完成 1例紀錄，六年級 2週內應完成全部項目，期使實習醫學生具備

放射腫瘤學的正確知識及臨床照護概念，以期未來銜接一般醫學教育訓練及全人

照護能力之培養。本科核心課程學習內容如下: 本科並依據六大核心能力訓練目

標，訂定本科課程： 

(一)UGY核心課程(本科為選修科，無必修之 UGY核心課程)  

本科為選修科別，且因科部特性，住院病人較少，僅列專科核心課程(項次三)  

 

(二)臨床技能核心課程 

本科主訓之臨床技能核心課程如下 

醫學生一般醫學訓練核心課程及臨床技能核心課程內容:  

課程編號 類別 臨床技能核心課程 主訓科部 輔訓科部 Level* RaT* 

1-19. 身體診察的技巧 19. 淋巴節的檢查 血液腫瘤科 
耳鼻喉科,放

射腫瘤科 
V R1 

6-1. 其他的技術 
1. 溝通能力(包括與高齡與兒童病

患溝通的能力)  
放射腫瘤部 臨床各科部 IV _VS_ 

Level* :依據 108.11.29第 68 次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長會議通過:六年制醫學系畢業基本能力之臨

床技評估標準辦理 

RaT* :授權醫師達「」 (含以上)程度時擔任臨床指導教師，可評量學員臨床技能核心課程能力；惟

實際各科部安排授課及評量學員之師資仍由單位自行律定。 

 

 

 

 

 



(三)專科核心課程 

為使實習醫學生具備放射腫瘤科的正確知識及臨床照護概念，以期未來銜接一 

般醫學教育訓練及全人照護能力之培養，本科規劃以下專科核心課程。 

放射腫瘤專科核心課程 

放射治療基本概念及技術 

1. 放射治療的基本原理 (X ray,r-ray) 

2. 常見的放射治療技術 (2D conventional, 3DCRT, IMRT) 

3. 放射手術的概念 

4. 放射治療的流程 

惡病體質及營養補充 

1. 惡病體質的定義與評估 

2. 惡病體質對癌症預後的影響 

3. 如何改善惡病體質 

癌因性疼痛與止痛 

1. 癌因性疼痛的定義 

2. 常見的止痛藥物 

3. 止痛階梯的應用 

4. 嗎啡類及類嗎啡類藥物的劑量調整 

腫瘤標靶之圈畫原則 

1. GTV,CTV,PTV 之定義 

2. 如何界定不同狀況下，CTV/PTV 的範圍 

3. 上機實務操作 

 

 (四)六年級實習醫學生對上述課程之完成要求如下： 

科別 
六年級 

週數 課程重點  

放射腫瘤部 

 
2 

溝通能力(包括

與高齡與兒童

病患溝通的能

力) 

「UGY臨床技能核心課程評量

表」，應完成本科主訓各項技能之

表單 

專科核心課程 「專科核心課程學習紀錄表」，每

項課程至少各完成 1 例記錄 

 

 

 

 

 

 

 



三、訓練方式 

(一) 放射腫瘤部門診教學 

1. 課程目標： 

(1) 熟悉癌症病人的病史詢問、身體檢查資料收集等。 

(2) 與病人的溝通中，主治醫師會藉由個案適時引入全人醫療、病人安

全、醫療品質、醫病溝通、醫學倫理、醫事法規、感染管制等等的概念。 

(3) 學習醫病溝通技巧，包含特殊族群，如僅有外傭看護的病人、老年

人等。 

(4) 在病史詢問後，會藉由實證醫學的精神，查詢癌症治療相關的資料

庫，學習各類癌症分期及癌症治療之計畫，引入最新且最適合此病人的

治療方法。 

(5) 在門診之後，實習醫學生需繳交教學門診記錄，主治醫師會針對病

歷寫作的部分詳加修改，並適時給予建議。 

2. 訓練場所：放射腫瘤部門診區。 

3. 訓練時數安排：每半個月 4次。 

(二) 放射腫瘤部住診教學 

1. 課程目標： 

(1) 學習癌症病人化療藥物施打的步驟及流程。 

(2) 學習處理各類癌症病人的併發症。 

(3) 學習處理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副作用的處理。 

(4) 在病房的實習中，給予學生安全的學習環境，如幫女性做身體檢查

中，男實習醫學生需找女護理師幫忙，避免無謂的糾紛。 

(5) 幫病人做檢查或處置時，均需拉上門簾，以保障病人的隱私。 

2. 訓練場所：22病房。 

3. 實習醫學生應接受主治醫師或住院醫師指導及監督。 

4. 實習醫學生照顧床數不超過 5床。 

(三) 放射腫瘤部放射治療實習 

      1. 課程目標：學習癌症病人放射治療步驟及流程。 

2. 訓練場所：放射腫瘤部內：包含電腦斷層定位室、電腦室、模擬定位

室、治療機台。 

3. 訓練時數安排：每二週至少 1次。 

    (四)夜間學習規劃：本科因業務特性因素，無常態實施夜間學習，如有安排 

        必依據三軍總醫院實習醫學生訓練計畫總綱訂定內容 

醫六年級： 

(1) 過夜學習，為二線，每週可安排 1次實施，惟農曆春節期間不得 

              安排；假日班需符合一周 1班為限，且連續 2週不得超過 1次 。 

(2)夜間實習內容目的在熟悉將來住院醫師工作形態為原則，包含：

緊急照會或檢查之安排、處理夜間值班住院醫師所下之 order。 



伍、教學資源 

一、放射腫瘤部門診、病房 

二、放射腫瘤部 ftp、線上資源網站、google日曆課表 

三、放射腫瘤部內各項治療室，看片室及模擬定位室 

四、教學圖書設備及圖書館電子期刊 

五、放射腫瘤部 B101會議室，備有擴音器、投影機、電腦等輔助設施，作為 

    學術會議討論場所。 

六、放射腫瘤部電腦室 

七、放射腫瘤部製模室 

八、癌症委員會暨癌病防治中心 

  九、教學教具：提供屬於實習醫學生學習的空間，內有桌椅兩副、可連線雲端  

      網路的電腦三台及癌症相關參考書籍，以查詢資料(PUBMED,Uptodate 等) 

以及整理作業。亦可做研討病情及實習醫學生休憩使用 

  十、院內電腦、實習醫學生公務手機均可即時連線 Uptodate線上資料庫，以

利學生實證醫學資料查詢。 

  十一、以上教學資源配合醫院財產/物品管理辦法定期清點。資訊相關設備亦

符合資安之要求。 

 

 

陸、考核標準及回饋輔導機制 

一、督導機制： 

(一) 每梯次每位實習醫學生由一位主治醫師擔任主帶導師，負責指導監督。 

(二) 總醫師（含）以下住院醫師擔任臨床助教，負責協助課程教授。 

(三) 平日醫療指導由當責的住院醫師負責指導，有問題向上回報總醫師或

當責主治醫師。 

(四) 夜間及假日醫療指導由值班的住院醫師負責指導，有問題向上回報總

醫師或值班主治醫師。 

(五) 住院醫師指導不佳，可向總醫師或主治醫師或部主任反映。 

(六) 由本部訓練官負責督導訓練計畫的制定與落實;每月定期接受其他科

部訓練官交叉審核教學會議紀錄。 

 

二、考核方式： 

(一) 查核實習醫學生 E-profolio紀錄是否完備，實習醫學生是否達成各項

學習指標，以作為教學方面的改進。 

(二) 學識及技能方面以 Mini-CEX評估(附件五)。 

(三) 每梯次實習醫學生的評量分數會在週五進行討論，由主要帶領的住院



醫師就平時的觀察以及病房實際操作臨床事務的狀況進行給分，再由上課的

主治醫師針對上課的狀況加減分，總醫師再彙整醫護人員意見，將成績及意

見詳實填寫於考核表(附件三)。 

(四) 實習醫學生每月會填寫教學滿意度調查表(附件八) 

(五)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雙向回饋機制（附件五）。 

1. 以多元方式（醫師、護理員、病患）定期進行教學成效評估，除院內

定期安排定客觀結構式臨床能力試驗（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外，本部另有每梯次每位實習醫學生

的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mini-CEX）與口頭報告具體評估。  

2. 落實雙向回饋機制（包含評估表單的設計、評估方式、評估內容與回

饋方式）。 

 3.為確認實習醫學生畢業時的臨床能力(即 PGY1 醫師第一天值班 

必須獨立照護病人)，於實習結束前採用 Core EPA評量表單(附件四) 。 

 

 

項次 表單名稱 頻率 醫六年級 繳交份數 

1 
實習醫學生訓練考核

表 
每科 V 1 份 

2 CoreEPAs評量表 每科 V 1 份 

3 
UGY核心課程及學習

目標紀錄表 
每科 V 

1 份 

完成 100% 

4 
UGY臨床技能核心課

程評量表 
每科 V 

1 份 

完成 100% 

5 
專科核心課程學習紀

錄表 
每科 V 

1 份 

完成 100% 

6 
PrimaryCare 照護床

位紀錄 
每科 V 1 份 

7 夜間學習紀錄 每科  無例行夜間學習 

8 mini-CEX 每科 V 1 份 

9 DOPS 每月 
 

外科系至少 1份 

10 教學門診紀錄 每科 V 至少 1份 

11 教學住診紀錄 每科 V 每週至少 1份 



柒、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 

   一、實習醫學生之學習成果應符合本院及其所屬學校醫學系訂定之訓練目標 

       要求，並於評鑑評核時能呈現適當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二、依實習醫學生之學習成果評估結果，適時修正教學訓練計畫。 

   三、針對學習成果不佳之學生，由總醫師或訓練官指派主治醫師或資深住院  

       醫師實施補強教學。 

   四、輔導補強機制： 

    (一) 討論之後的考評成績低於 80分或等第制達 B者，聯絡導師進行面談 

         瞭解，協助面對學習所遇到之困難，並實施補強教學。 

 (二) Mini CEX 成績低於標準者，實施補強教學。 

    (三) 實習醫學生第一週表現不佳者，經指導老師反應並於晨會全體通過   

         後，實施補救教學。 

    (四) 若為心理或適應不良情況，必要時與身心科醫師或心理師提供實習 

         醫學生個別專業諮商。 

 

 

 

捌、對訓練計畫內容之評估與修訂 

 一、每周五晨會與實習醫學生座談並了解其學習動機、期望配合教學目標做 

     及時之課程微調。 

 二、依據團隊醫師與實習醫學生之意見回饋及建議。 

 三、接受評鑑後之整體建議。 

 四、每月舉行教學服務成效研討會，針對課程及訓練計畫定期回饋與修訂。 

     並因應雙週制，每一周都可能有新的實習醫學生到部，彈性調整課程， 

     使每一位學生都能完整的上到本部核心課程。 

 五、實習醫學生在每一梯填寫電子化雙向回饋表(導生面談紀錄與心情溫度 

     計)，提供對臨床教師及整體教學制度之意見回饋，除提供學員反應問題， 

     亦包含對科部所有教學相關活動與整體滿意度做回饋評估，並適時檢討 

     學員的回饋意見。 

 

 

 

 

 

 

 



玖、附件 

總覽 

 附件一、消防滅火逃生設備與應變通報流程 

 附件二、針扎通報流程  

 附件三、實習醫學學生訓練考核表 

 附件四、Core EPA 評量表單 

 附件五、MINI-CEX 

 附件六、放射腫瘤部核心課程學習紀錄表 Checklist 

 附件七、每週教學課程表  

 附件八、教學滿意度調查表 

 

 

 

 

 

 

 

 

 

 

 

 

 

 

 

 

 

 

 

 

 

 

 

 

 

 

 



 

附件一 消防滅火逃生設備與應變通報流程 

緊急應變疏散基本原則、火災應變通報流程暨實施要領： 

一、火災緊急應變疏散處理基本原則，應依 A. E.C .R 觀念執行： 

  (一) A(Alarm)：警示、啟動警報，啟動警報及警示周邊的人，例如啟動

警鈴、廣播或是通知其他周邊的人員。 

(二) E(Extinguish、Evacuate）：滅火、疏散，先用滅火器進行初期滅火，

如果無法撲滅，就要進行疏散。 

  (三)C(Contain)：設法把火侷限在一個區塊，人員撤離著火的房間，立

即關上房門，把火及煙侷限在某一個區域，以利人員疏散。 

  (四)R(Rescue，Remove)：將病人移出火源處，移出著火的區域或房間。 

 

二、火災應變通報處理流程 

 

發現者

避難 滅火

重要幹部、

救護指揮官 救災指揮官 自衛消防隊

值日官

避難引導
災區管制

119火警台

救災

滅火

簡訊群呼

是否

是否

現場人員責任

自衛消防編組責任

消防局責任

第一應變處理小組 第一、二應變處理小組(業管單位)

(無法撲滅) (撲滅火源)

消防監控

回
報
無
法
滅
火

火災應變

通
報

消防隊

搶救
滅火

服務台廣播

災損呈報

傷者就醫
善後復舊

啟動消防箱手動報警

 

(無法撲滅) (立即滅火)

119火警台

火災
事件
(B)

火災
事件
(C)

總值日官

媒體處理

總機通知

 

 

 

 

 

 

 



 

 附件二 員工感染性(針扎)意外事故處理流程 

 

 

 

 

 

 



 

附件三(以 e-portfolio 呈現為主) 

 

 
 



附件四(以 e-portfolio 呈現為主) 

 

 

 

 

 



附件五、MINI-CEX(以 e-portfolio呈現為主) 

 

 



 

附件六(以 e-portfolio 呈現為主) 

 

  

 

 

 

 

 

 



附件七 教學活動課程表 (以 e-portfolio同步呈現) 

 

 
 

 

 

 

 

 

 

 

 

    



附件八 (以 e-portfolio 呈現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