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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家庭暨社區醫學部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臨床訓練計畫 

  104 年 03 月 01 日修訂(第 13 版) 

105 年 03 月 05 日修訂(第 14 版) 

105 年 07 月 25 日修訂(第 15 版) 

106 年 01 月 16 日修訂(第 16 版) 

107 年 01 月 01 日修訂(第 17 版) 

108 年 05 月 20 日修訂(第 18 版) 

 

 

 

壹、 訓練計劃名稱 
  三軍總醫院家庭暨社區醫學部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臨床訓練計畫 

 

單位簡介 
三軍總醫院為因應現代醫學之發展，配合政府籌建醫療網之計畫及群體醫療執業中心之開

辦，培育家庭醫學人才與師資，推廣家庭醫師制度，以提昇基層醫療水準。爰自民國七十六年七

月起成立家庭醫學科，直隸於醫務長室，惟其各項業務暫受內科部督導與支援。另由各相關部科

主任等組成家庭醫學教育委員會，督導審核並擬定各項教育訓練計畫。民國八十一年元月一日成

立正式獨立編組為家庭醫學部，肩負起國軍之家庭醫學臨床診療、教學與研究等任務。民國八十

九年底醫院搬遷國醫中心現址之後，正式成立家庭暨社區醫學部。家庭暨社區醫學部組成包括家

庭醫學科、軍陣暨職業醫學科、老年醫學科、社區營造中心、社區護理中心及健康管理中心等六

大部門，涵蓋公共衛生三段五級之範疇，足以提供住院醫師完善的全人醫療健康照護的訓練資

源。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一、訓練宗旨： 

(一)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標準」(附件一) 及「家庭醫

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附件二) 等相關規範訂定本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訓練計

畫。 

(二) 本訓練計畫以培育具備六大核心能力（包括：病人照顧、醫學知識、臨床工作中的學習與

改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醫療專業以及制度下的臨床工作），及以從事基層保健醫療

為職志的家庭醫學專科醫師為宗旨；以期能蔚成基層保健醫療、教學及研究人才。 

二、訓練目標：  

完成訓練之住院醫師應具備六大核心能力並於醫德、醫術及醫業方面皆能達下列標準： 

(一) 醫德：本諸人道主義精神及醫學倫理準則，發展醫師和病人間良好關係，致力擔負病人健 

     康照護的長期責任，並能恪遵醫師宣言，執行以病人利益為優先的醫療行為。 

(二) 醫術：整合臨床醫學、行為科學及社區醫學，針對病人身心行為發展及家庭評估，落實預 

     防醫學及健康教育，提供確具效益的優質保健醫療服務，且能維繫知識與技術的持續精 

     進。 

(三) 醫業：經由團隊合作模式，從事以病人為中心、以家庭為單位、以社區為範疇的基層保健     

醫療服務，並以適切的轉介照會，踐履醫療網中的樞紐角色責任。 

三、訓練計劃執行架構： 

(一) 由訓練計畫主持人，負責監督所有住院醫師訓練相關事宜，並每月於教學研究服務成效檢

討會議與輪訓科部(內、外、婦、兒、急等)訓練官及受訓住院醫師雙向會談，以了解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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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訓練情形。 

(二) 教育訓練官負責主導科部住院醫師受訓一切事宜，並主動掌握住院醫師訓練狀況及給予指

導。 

(三) 專任教師（主治醫師）指導各項教學活動,如每月門診教學、住診教學、居家訪視、並給

予受訓住院醫師六大核心能力考核、Mini-CEX評量等評量回饋。 

(四) 教學總醫師對上輔助主任、教育訓練官及教師（主治醫師）完成教學任務；對下輔導住院

醫師完成訓練相關事宜。 

(五) 資深住院醫師除了學習之外，亦負責指導資淺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資淺住院醫師則負

責指導實習醫學生。 

(六) 本院由教學室負責督導及協助本住院醫師訓練事宜，並定期檢討訓練執行狀況。 

 

叄、專科醫師訓練教學醫院條件 

一、 本院為醫學中心符合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資格並經公告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且可收訓所有

部定專科醫師（含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急診、精神科、影像診斷、復健科、

耳鼻喉科、皮膚科及眼科）及次專科(安寧緩和醫學科及老年醫學科)。 

二、 本院家庭醫學科為獨立編制，其人員空間設施預算皆獨立運用，與各醫療專科平等。 

三、 本院各部定專科（含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急診、精神科、影像診斷、復健

科、耳鼻喉科、皮膚科及眼科）及次專科(安寧緩和醫學科及老年醫學科)皆具三位以上

專科醫師提供醫療及教學服務。 

四、 本訓練計劃訂有合作訓練醫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該院亦符合衛生福利部教學醫

院資格並具合作訓練科別之專科醫師訓練資格。（聯訓計劃詳見附件三） 

肆、住院醫師政策 

一、 每位住院醫師有一專責教師（主治醫師）為導師，於住院醫師訓練期間導師不隨意更

動。每季舉行一次導生座談會談內容包括科外訓練狀況、生活問題等。 

二、 住院醫師依據學術活動表及排班表分配學習及工作時間,學習時數達20％。值班時間需

符合每週小於80小時,連續工時不超過28小時為原則，住院醫師照顧床位以10床為限。 

三、 住院醫師於訓練期間可隨時向住院總醫師、導師或教育訓練官申訴反應各項問題,每月

之教學研究服務檢討會議邀請輪訓科部教師與住院醫師雙向溝通訓練問題;每季亦定期

召開導生座談及全院住院醫師座談供意見交流及各項問題申訴管道。 

四、 住院醫師有專屬辦公室、值班室及置物櫃等完善硬體設備，並有多項網路資源及設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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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參考學習。 

五、 住院醫師需接受職前教育及安全規定教育訓練：由本科於住院醫師到職三日內實施，包

含基本環境及逃生路線介紹，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規定，相關防護設備使用

方式及時機。(附件四) 

六、 住院醫師須於教師督導下參與門診急診住院及居家病人照顧訓練並隨年資增其責任,資

深住院醫師亦須督導資淺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以學習為人師。住院醫師間需相互協

助砥礪學習,如遇同儕有困難或學習狀況不佳時,能及時反映並給予協助。 

七、 計劃主持人及教師間於每月教學研究服務檢討會議溝通檢討本訓練計劃及住院醫師政

策。 

伍、教師資格與責任 

一.計畫主持人 

(一) 資格：本訓練計畫主持人需符合以下資格: 

(1) 本院家庭醫學科主任並具家庭醫學科專科資格 

(2) 具有五年以上臨床教學經驗 

(3) 具部定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4) 參與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之相關委員會 

(5) 持續進行家庭醫學相關研究並發表論文 

(6) 每年接受師資培訓課程 6 小時以上 

(7) 具領導才能足以統籌及督導本訓練計畫之擬定修正及執行 

(二) 職責： 

(1) 督導各項教學活動執行狀況 

(2) 主導各項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及評估方法之擬定 

(3) 擔任住院醫師遴選委員會主席 

(4) 督導本科專兼任教師之教學品質及成效 

(5) 督導住院醫師學習成效及掌握住院醫師身心狀況 

二.專任教師 

(一) 資格：本訓練計畫專任教師需符合以下資格: 

(1) 本院家庭醫學科專任主治醫師並具家庭醫學科專科資格 

(2) 每年接受師資培訓課程 4 小時以上 

(3) 持續進行家庭醫學相關研究並發表論文 

(4) 具教學熱誠並積極參與各項教學活動 

(二) 職責： 

(1) 參與本科各項教學活動直接指導住院醫師每週 8 小時以上 

(2) 擔任住院醫師導師每季與住院醫師座談並隨時了解住院醫師學習及身心狀況。 

(3) 每月評估住院醫師六大核心能力，及時給予回饋。如遇住院醫師能力不足之項目能

提出檢討並及時予以輔導補強。 

(4) 擔任住院醫師遴選委員會委員 

(5) 據臨床教學能力並展現濃厚教學興趣 

(6) 於醫德醫術醫業皆足以為住院醫師典範 

(7) 遵守終身學習的原則持續修習專業及教育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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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任教師 

為增進本訓練計畫師資之多元性及完整性，特邀請各領域專長具豐富經驗之教師擔任兼

任教師，期增進住院醫師學習成效。 

 

四.專任教師名冊 

姓名 
職稱 

（教職） 
學經歷 專長 年資 

高東煒 

計畫主持人 

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部主任 

家庭醫學科主任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台灣老年醫學會專科醫師 

國家衛生研究院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 

老年醫學 

家庭醫學 

長期照護 

預防性健康照護

（戒菸諮詢、保

健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14 年 

陳韋良 
老年醫學科主任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安寧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家庭醫學 

老年醫學 

職業醫學 

安寧緩和療護 

預防性健康照護

（戒菸諮詢、健

康檢查、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7年 

王鐘慶 
職業醫學科主任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安寧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職業醫學 

家庭醫學 

預防性健康照護

（健康檢查、戒

菸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7 年 

方文輝 
國際醫療中心主任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肥胖醫學專科醫師 

預防性健康照護

（健康檢查、保

健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家庭醫學 

10 年 

吳立偉 
健檢中心主任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 

家庭醫學 

老年醫學 

預防性健康照護

（健康檢查、戒

菸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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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文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國衛院老年醫學研究員 

中華民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 

國家衛生研究院老年醫學次專科醫師訓練 

老年醫學 

家庭醫學 

長期照護 

醫學教育 

預防性健康照護

（戒菸諮詢、保

健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12 年 

王志嘉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士 

東吳大學法學碩士、法學博士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 

三軍總醫院人體試驗審議會委員兼執行秘書 

三軍總醫院醫學倫理審議會委員 

 

家庭醫學 

醫學倫理 

醫事法律 

預防性健康照護

（戒菸諮詢、保

健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18 年 

謝嘉娟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 

司法院法官學院講座 

青少年親善醫師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肥胖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 

國際醫療旅遊保健專科醫師 

門診戒菸治療服務專業醫師 

家庭醫學 

老年醫學 

安寧緩和醫療 

青少年醫學 

肥胖醫學 

醫學倫理 

醫事法律 

預防性健康照護

（健康檢查、戒

菸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7 年 

江昇達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職業醫學 

家庭醫學 

預防性健康照護

（健康檢查、戒

菸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6年 

王映權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職業醫學 

家庭醫學 

預防性健康照護

（健康檢查、戒

菸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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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芳藝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 

家庭醫學 

老年醫學 

預防性健康照護

（健康檢查、戒

菸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5年 

楊惠芳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 

家庭醫學 

老年醫學 

預防性健康照護

（健康檢查、戒

菸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4年 

彭道鈞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 

家庭醫學 

老年醫學 

預防性健康照護

（健康檢查、戒

菸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2年 

孫于珊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家庭醫學 

預防性健康照護

（健康檢查、戒

菸諮詢、旅遊醫

學、疫苗注射） 

1年 

 

五.兼任教師名冊： 

姓名 教職 學經歷 專長 年資 

羅慶徽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美國杜蘭大學醫務管理學博士 

醫務管理、家

庭醫學、職業

醫學、醫學倫

理 

26 年 

陳彥元 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哲學博士 

家庭醫學、生

命倫理 
11 年 

周稚傑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公共衛生碩士 

家庭醫學、老

年醫學、流行

病學研究 

 

25 年 

陳永煌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碩士 

 

家庭醫學、老

年醫學、流行

病學研究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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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喜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藥學系畢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博士 

長期照護、社

區醫學 
8 年 

許佩蓉 講師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碩士 老年醫學、長

期照護、社區

健康營造、健

康促進。 

13 年 

鄭宛宜 講師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長期照護研究所碩士 老人護理、長

期照護、健康

促進、社區照

護 

11 年 

 

六.其他專科師資： 

內、外、婦產、小兒、放射診斷科、精神科、急診醫學科、復健科、耳鼻喉科、皮膚科及眼

科；次專科(安寧緩和醫學科及老年醫學科)等科均有該科之專科醫師三人以上。 

七.本部設專人管理專科資料及相關住院醫師事務。 

陸、訓練項目、課程及執行方式 

本部依不同層級住院醫師之訓練需求訂定課程及訓練方式 

訓 練 對 象 訓練期程 課程規劃 

資淺住院醫師 第一二年住院醫師 依家庭醫學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至各臨床

專科輪訓 資深住院醫師 第三年住院醫師 

住院總醫師 第四年住院醫師 於家庭醫學科接受教學行政及研究訓練 

訓練時程規劃： 

依「家庭醫學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及「三軍總醫院與松山分院聯訓計劃」（附件三）至各臨床專

科輪訓，時程規劃如下 

訓練醫院 三總本院  松山分院 

訓練課程/期程 合計 2 年 8 個月 合計 4 個月 

家醫科 3 個月  

內科 3~7 個月 1 個月 

外科 1 個月  

婦產科 2~4 個月  

小兒科 3~5 個月  

精神科 2~3 個月  

社區醫學 3~8 個月 3 個月 

復健科 1 個月  

急診醫學科 2~3 個月  

耳鼻喉科 1 個月  

皮膚科 1 個月  

眼科 1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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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診斷科 1 個月  

安寧緩和醫學科 1~3 個月  

老年醫學科 1~6 個月  

選修科 至少 2-9 個月  

 

各期程訓練課程及訓練內容均需記錄於住院醫師學習護照 

 

一、資淺住院醫師 

   (一)到職訓練 

1.新進員工教育訓練：由醫院統一辦理，含消防安全、勞工安全、病人安全、感染控制、

預防針扎及疫苗接種等，共計 16.5 小時。 

2.職前教育及安全規定教育訓練：由本科於住院醫師到職三日內實施，包含基本環境及逃

生路線介紹，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規定，相關防護設備使用方式、時機及演

練。(附件四) 

   (二)各訓練科別課程及訓練方式： 

1. 家庭醫學： 

(1) 門診訓練(含教學門診及住院醫師獨立門診) 

A. 課程目標 

 學習以病人為中心的診療模式並落實以人為本位、家庭為取向、社區為範疇之醫

療照顧模式 

 落實全人醫療照護精神 

 學習 LEARN、LET’S HEAR 等問診技巧 

 學習以問題為導向之方式診療家庭醫學科門診常見疾病 

 學習醫病關係及溝通技巧 

 學習評估及處置身心病人問題之技能 

 學習整合預防醫學於臨床診療(含癌症篩檢、疫苗注射等相關知識) 

 學習處理醫療不良事件 

 學習擔任基層醫療(Primary care)，強調以問題為基礎之學習方式，提供連續

性、周全性、協調性的這顧，及於健保制度下之門診診療作業 

B. 訓練場所 

 教學門診：教學門診區 

 住院醫師獨立門診：與同時段看診之主治醫師相鄰之家庭醫學科診間 

C. 訓練方式 

 教學門診：住院醫師於主治醫師在場監督下，先行診療病人再由主治醫師即時回

饋並完成病人診察，並完成教學門診紀錄(詳見本院教學門診實施規定)。 

 住院醫師獨立門診：由住院醫師獨立完成看診，主治醫師於相鄰診間隨時督導及

協助住院醫師，並於當次門診結束時針對住院醫師看診之診斷處置及病歷給予

指導並回饋。 

 門診訓練中由主治醫師指導住院醫師考慮病人生理、心裡、靈性及社會層面之議

題，並探討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D. 訓練時數 

 教學門診：每月一診次 

 住院醫師獨立門診：第一年住院醫師：每週一診次 

               第二年住院醫師：每週兩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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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年住院醫師：每週三診次 

(2) 病歷寫作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以問題取向及 SOAP 模式完整記錄門住診病歷 

 學習合理並具邏輯的針對病程變化記錄病歷 

 學習正確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文書之能力 

 了解病歷寫作之意義與重要性 

 學習寫作包含關於病人的生理、心裡、靈性及社會，及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

題的紀錄 

B. 訓練場所： 

 三樓病歷室 

 門診診間 

 老年醫學病房 

C. 訓練方式： 

 課堂授課：由主治醫師講授包含門診病歷、入院病摘、病程紀錄、每週摘記、處

置記錄、交接班記錄及出院病摘的繕寫，並讓住院醫師了解病歷寫作之意義與

重要性。 

 門診實際操作：住院醫師於門診系統、病程紀錄系統及病摘系統繕打病歷，並由

主治醫師給予回饋。 

D. 訓練時數： 

 每月一次課堂授課 

 每次門診訓練後：第一年住院醫師：每週一診次 

                 第二年住院醫師：每週兩診次 

                 第三年住院醫師：每週三診次 

 

(3) 預防醫學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三段五級之預防概念並落實於臨床診療 

 學習衛生教育及營養諮詢相關知識與技能 

 學習國際旅遊醫學知識及技能 

 學習各項健康檢查判讀及異常處理 

 學習各種預防醫學措施之知識及運用 

B. 訓練場所： 

 健康檢查診 

 旅遊醫學門診 

 各式衛教場合 

 流感疫苗特別門診 

C. 訓練方式： 

 課堂授課 

 於主治醫師監督下，實際操作各式健康檢查診(含一般勞工體檢、成人健檢、老

人健檢等) 旅遊醫學門診及流感特別門診 

 於主治醫師監督下，實際參與各式衛教場合 

D. 訓練時數： 

 課堂授課：每月 1 次 

 健康檢查診：每週 1-2 次 

 旅遊醫學門診：每月 1 次 

 各式衛教場合：每月至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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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疫苗特別門診：配合院內規劃時程統一於每年十月、十一月辦理，每位住院

醫師 2 診次 

 

(4) 行為科學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評估及處置身心問題之技能，並導引良好的健康行為。 

 學習醫病關係建立及溝通技巧 

B. 訓練場所： 

 家庭醫學科門診 

 討論會 

C. 訓練方式： 

 課堂授課 

 錄影教學討論會：住院醫師於門診訓練時經病人同意後將看診過程錄影，於錄影

教學討論會時撥放，由主治醫師指導看診時應注意之溝通技巧。 

 巴林小組討論會：以小組討論方式，提供住院醫師隨時反省、改進臨床之醫病關

係及遇困難處理病人之心理支持。 

 戒菸實務學習 

D. 訓練時數：  

 課堂授課：每月一次 

 錄影教學討論會：每 2 個月一次 

 巴林小組討論會：每季一次 

 戒菸實務學習：合併於門診教學實施 

(5) 研究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家庭醫學相關研究方法 

 學習醫學相關資訊技術 

B. 訓練方式： 

 住院醫師研讀家庭醫學相關研究論文並於學術討論會中報告，由評讀中學習醫學

研究之技巧及論文寫作方式 

 於主治醫師指導下學習寫作中文回顧性文獻或案例分析報告 

C. 訓練時數： 

 每位住院醫師每月研讀 1-2 篇學術論文 

(6) 病房值班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以病人為中心及兼顧病人生理、心理、社會及靈性的照護模式。 

 落實全人醫療照護精神。 

 學習住院病人夜間突發狀況處置方式。 

 學習安寧緩和醫療的知識與技能。 

 學習老年醫學的知識與技能。 

 學習於病房擔任第一線醫療提供連續性、周全性、協調性的照顧能力。 

 學習跨領域團隊合作溝通及照顧模式。 

 Resident as teacher 訓練，使住院醫師具備教學及指導 PGY 及實習醫學生之能

力。 

B. 訓練場所：62 病房 

C. 訓練方式：於主治醫師及資深住院醫師督導下夜間於病房值班，以照顧家醫科收

治之病人為限，並協助主治醫師對輪訓之 PGY 及實習醫學生進行教學及指導；每

人每日照護床位 10 床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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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訓練時數：每周不超過 80 小時為原則，且連續值勤時數不超過 28 小時，兩次值

勤中間至少有 10 小時完整休息時間，以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為原則。 

E. 教學住診：每周一次，主治醫師教學包括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住院醫師瞭解

病人病情，並適時教導住院醫師考慮病人生理、心裡、靈性及社會層面之議題，

並探討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並完成紀錄。 

2. 社區醫學：依聯訓計畫至松山分院聯合訓練，使其於該場域有實務操作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亦請見三軍總醫院與松山分院聯訓計劃社區部分，附件三） 

 (1)社區健康評估與促進。 

 (2)社區導向之基層保健醫療。 

 (3)社區基層醫療及執業管理。 

 (4)社區衛生資源整合與利用。 

 (5)社區醫療照護網絡的組識及運作。 

 (6)社區疫病防治。 

 (7)社區整合性篩檢。 

 (8)社區長期照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9)環境危害與職業醫學。 

3. 內科：依聯訓計畫其中一個月至松山分院訓練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內科訓練計畫，附件五) 

(1)學習病史問診和理學檢查。 

(2)學習內科常見問題之病程及處置，含病房(以次專科訓練病房為原則)及門診病人之照

護。 

(3)學習常見內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4)學習一般臨床檢驗(尿、糞、血液、痰、分泌液等)及其結果判讀。 

(5)學習影像檢查及心電圖之判讀。 

4. 兒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兒科訓練計畫，附件六) 

(1)學習嬰幼兒和兒童之問診及理學檢查。  

(2)學習兒童生長與發展評估。  

(3)學習兒童營養相關知識(含母乳哺餵及副食品添加)。  

(4)嬰幼兒之預防注射及健康諮詢(含口腔清潔與乳牙照護)。  

(5)學習小兒科常見問題之認識與處置。  

(6)學習小兒科急症之第一線處置。  

(7)學習小兒科臨床檢驗結果之判讀。  

(8)學習兒童藥物之使用。  

(9)學習兒童事故及虐待處理能力(含嬰兒猝死症候群)。  

5. 外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外科訓練計畫，附件七) 

(1)常見外科病症實務訓練，含病房(以不重複到 PGY訓練病房為原則)及門診病人之照護。 

(2)OSCE中心模擬訓練。 

6. 婦產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婦產科訓練計畫，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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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婦科常見問題之處理與諮詢方式。  

(2)學習婦科一般檢查技巧。  

(3)學習產前、產後檢查及產婦之指導。  

(4)學習家庭計劃之指導。  

(5)學習正常和異常分娩之鑑別診斷。  

(6)學習婦產科急症之處理和判斷。 

7. 精神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精神科訓練計畫，附件九） 

(1)學習常見精神問題之認識與處理。  

(2)學習瞭解個人心理與家庭和社會的關係的能力及技巧。  

(3)學習常見藥物濫用問題之認識與處置。  

(4)學習社區心理衛生資源之利用。 

8. 急診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急診科訓練計畫，附件十） 

 (1)學習急診醫學科常見問題之處理。 

 (2)落實全人醫療照護 

  (3)學習骨折病患之處理。 

 (4)學習重大創傷之處理。 

 (5)了解緊急醫療救護系統。 

9. 耳鼻喉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耳鼻喉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一） 

 (1)學習耳鼻喉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學習耳鼻喉急症之認識與第一線處置。 

 (3)耳鼻喉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10. 皮膚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皮膚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二） 

 (1)學習皮膚科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學習皮膚科常用藥物適應性與規範。 

 (3)常見皮膚疾病門診診斷方法之認識與實務操作。 

11. 復健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皮膚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三） 

(1)學習神經學及肌肉骨骼理學檢查及其應用。 

(2)學習復健科常見問題之診斷、功能評估及處置。 

(3)學習復健科常見問題之復建治療。 

(4)學習輔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12. 眼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眼科訓練計畫，附件十四） 

(1)學習眼科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認識眼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3)學習眼科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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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老年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老年醫學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五） 

(1)學習老年醫學的知識與技能。 

(2)學習老年周全性評估之實務操作。 

(3)學習老年照護團隊服務模式。 

14. 安寧緩和醫療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安寧緩和醫療訓練計畫，附件十六） 

(1)學習安寧緩和醫療之理論與實務。 

(2)學習安寧諮詢門診、共照或居家常見問題之評估與處置。 

(3)學習安寧緩和照護團隊服務模式。 

15. 影像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影像醫學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七） 

(1)學習影像之判讀與診斷。 

(2)超音波之實務操作(含腹部超音波及甲狀腺超音波等)。 

16. 選修科(詳細訓練內容請見職業醫學科訓練計畫，附件十八)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核定之西醫專科(如職業醫學科、神經科、泌尿科、骨科…)及家庭醫學

科專科醫師訓練基準特定專業學科(如安寧緩和醫學科、老年醫學科)等科別，常見問題之

認識與第一線處置。 

二、第三年住院醫師 

    各訓練科別課程及訓練方式： 

1.家庭醫學： 

(1) 門診訓練(含教學門診及住院醫師獨立門診) 

A. 課程目標 

 學習以病人為中心的診療模式並落實以人為本位、家庭為取向、社區為範疇之醫

療照顧模式 

 落實全人醫療照護精神 

 學習 LEARN、LET’S HEAR 等問診技巧 

 學習以問題為導向之方式診療家庭醫學科門診常見疾病 

 學習常見的疾病管理如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三高的醫療照顧及老人醫療等。 

 學習醫病關係及溝通技巧 

 學習評估及處置身心病人問題之技能 

 學習整合預防醫學於臨床診療(含癌症篩檢、疫苗注射等相關知識) 

 學習處理醫療不良事件 

 學習擔任基層醫療(Primary care)，強調以問題為基礎之學習方式，提供連續

性、周全性、協調性的這顧，及於健保制度下之門診診療作業 

B. 訓練場所 

 教學門診：教學門診區 

 住院醫師獨立門診：與同時段看診之主治醫師相鄰之家庭醫學科診間 

C. 訓練方式 

 教學門診：住院醫師於主治醫師在場監督下，先行診療病人再由主治醫師即時回

饋並完成病人診察，並完成教學門診紀錄(詳見本院教學門診實施規定)。 

 住院醫師獨立門診：由住院醫師獨立完成看診，主治醫師於相鄰診間隨時督導及

協助住院醫師，並於當次門診結束時針對住院醫師看診之診斷處置及病歷給予

指導並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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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訓練中由主治醫師指導住院醫師考慮病人生理、心裡、靈性及社會層面之議

題，並探討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D. 訓練時數 

 教學門診：每月一診次 

 住院醫師獨立門診：第三年住院醫師：每週三診次 

 

(2) 病歷寫作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以問題取向及 SOAP 模式完整記錄門住診病歷 

 學習合理並具邏輯的針對病程變化記錄病歷 

 學習正確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文書之能力 

 學習寫作包含關於病人的生理、心裡、靈性及社會，及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

題的紀錄 

 了解病歷寫作之意義與重要性 

 學習指導資淺醫師病歷書寫之能力 

B. 訓練場所： 

 門診診間 

 62 病房 

 老年醫學病房 

C. 訓練方式： 

 門住診實際操作：住院醫師於門診系統或住院病程紀錄系統繕打病歷，主治醫師

於門診訓練後及每日巡診教學時給予修改及回饋。 

 住院醫師指導並修改實習醫學生書寫之病歷，並由主治醫師複核並給予回饋。 

D. 訓練時數： 

 每月一次課堂授課 

 每次門診訓練後：每週三診次 

 病房照護訓練：主治醫師每日巡診教學 

 

(3) 預防醫學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三段五級之預防概念並落實於臨床診療 

 學習衛生教育及營養諮詢相關知識與技能 

 學習國際旅遊醫學知識及技能 

 學習各項健康檢查判讀及異常處理 

 學習各種預防醫學措施之知識及運用 

B. 訓練場所： 

 健康檢查診 

 旅遊醫學門診 

 各式衛教場合 

 流感疫苗特別門診 

C. 訓練方式： 

 課堂授課：於主治醫師督導下對實習醫學生及資淺住院醫師授課，藉此增進學習

效果並學習擔任教師 

 於主治醫師監督下，實際操作各式健康檢查診(含一般勞工體檢、成人健檢、老

人健檢等)旅遊醫學門診及流感特別門診 

 於主治醫師監督下，實際參與各式衛教場合 

D. 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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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授課：每月 1 次 

 健康檢查診：每週 1-2 次 

 旅遊醫學門診：每月 1 次 

 各式衛教場合：每月至少 1 次 

 流感疫苗特別門診：配合院內規劃時程統一於每年十月、十一月辦理，每位住院

醫師 2 診次 

 

(4) 行為科學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評估及處置身心問題之技能，並導引良好的健康行為 

 學習醫病關係建立及溝通技巧 

B. 訓練場所： 

 家庭醫學科門診 

 討論會 

C. 訓練方式： 

 課堂授課 

 錄影教學討論會：住院醫師於門診訓練時經病人同意後將看診過程錄影，於錄影

教學討論會時撥放，由主治醫師指導看診時應注意之溝通技巧。 

 巴林小組討論會：以小組討論方式，提供住院醫師隨時反省、改進臨床之醫病關

係及遇困難處理病人之心理支持。 

 戒菸實務學習 

D. 訓練時數：  

 課堂授課：每月一次 

 錄影教學討論會：每 2 個月一次 

 巴林小組討論會：每季一次 

 戒菸實務學習：合併於門診教學實施 

(5) 病房照護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以病人為中心及兼顧病人生理、心理、社會及靈性的照護模式 

 落實全人醫療照護精神 

 學習以問題為導向的診療及病歷寫作模式 

 學習於病房擔任第一線醫療提供連續性、周全性、協調性的照顧能力 

 學習安寧緩和醫療的知識與技能 

 學習老年醫學的知識與技能 

 學習跨領域團隊合作溝通及照顧模式 

 學習住院病人夜間突發狀況處置方式 

 Resident as teacher 訓練，使住院醫師具備教學及指導 PGY 及實習醫學生之能

力 

B. 訓練場所：62 病房 

C. 訓練方式： 

 住院醫師於主治醫師監督下擔任第一線醫療照顧住院病人，並協助主治醫師對輪

訓之 PGY 及實習醫學生進行教學及指導 

 每人每日照護床位 10 床為限 

 教學住診：每週一次，主治醫師教學包括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住院醫師瞭解

病人病情，並適時教導住院醫師考慮病人生理、心理、靈性及社會層面之議

題，並探討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並完成紀錄 

 值班訓練：於主治醫師監督下夜間於病房值班，以照顧家醫科收治之病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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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訓練時數： 

 每周不超過 80 小時為原則，且連續值勤時數不超過 28 小時，兩次值勤中間至少

有 10 小時完整休息時間。 

 值班訓練以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為原則。 

(6) 研究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家庭醫學相關研究方法 

 學習醫學相關資訊技術 

B. 訓練方式： 

 住院醫師研讀家庭醫學相關研究論文並於學術討論會中報告，由評讀中學習醫學

研究之技巧及論文寫作方式 

 於主治醫師指導下學習醫學研究方法並實際參與研究過程 

 於主治醫師指導下學習寫作英文案例分析報告或原創性論文 

C. 訓練時數： 

 每位住院醫師每月研讀 1-2 篇學術論文 

 每週一次醫學研究討論會 

(7) 居家訪視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家庭訪視之知識及技能 

 學習居家照護之知識及技能 

 學習長期照護資源之整合及運用 

 學習整合醫療照顧資源，並領導醫療團隊 

 學習家庭醫師在醫療體系與社區中扮演之角色、任務與功能。 

 瞭解全人、全隊、全程、全家、全社區之五全照護宗旨與目標 

B. 訓練方式： 

 於主治醫師指導下實際參與居家訪視並長期追蹤訪視個案 

 於主治醫師指導下實際參與家庭訪視並製作家庭檔案 

 參與居家訪視跨領域共照團隊會議 

C. 訓練時數： 

 每月訪視 2-5 位個案 

 每月參與居家訪視跨領域共照團隊會議一次 

(8) 家庭醫學教學及管理工作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家庭醫學教學及管理工作 

B. 訓練方式： 

 於主持人及住院總醫師督導下負責安排資淺住院醫師之課程及學習時間 

 於主持人及住院總醫師督導下負責實習醫學生之教學活動 

 

2.社區醫學：依聯訓計畫至松山分院聯合訓練，使其於該場域有實務操作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亦請見三軍總醫院與松山分院聯訓計劃社區部分，附件三） 

 (1)社區健康評估與促進。 

 (2)社區導向之基層保健醫療。 

 (3)社區基層醫療及執業管理。 

 (4)社區衛生資源整合與利用。 

 (5)社區醫療照護網絡的組識及運作。 

 (6)社區疫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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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社區整合性篩檢。 

 (8)社區長期照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9)環境危害與職業醫學。 

3.內科：依聯訓計畫其中一個月至松山分院訓練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內科訓練計畫，附件五) 

(1)學習病史問診和理學檢查。 

(2)學習內科常見問題之病程及處置，含病房(以次專科訓練病房為原則)及門診病人之照

護。 

(3)學習常見內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4)學習一般臨床檢驗(尿、糞、血液、痰、分泌液等)及其結果判讀。 

(5)學習影像檢查及心電圖之判讀。 

4.兒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兒科訓練計畫，附件六) 

     (1)學習嬰幼兒和兒童之問診及理學檢查。  

     (2)學習兒童生長與發展評估。  

(3)學習兒童營養相關知識(含母乳哺餵及副食品添加)。  

(4)嬰幼兒之預防注射及健康諮詢(含口腔清潔與乳牙照護)。  

(5)學習小兒科常見問題之認識與處置。  

(6)學習小兒科急症之第一線處置。  

(7)學習小兒科臨床檢驗結果之判讀。  

(8)學習兒童藥物之使用。  

(9)學習兒童事故及虐待處理能力(含嬰兒猝死症候群)。  

5.外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外科訓練計畫，附件七) 

(1)常見外科病症實務訓練含病房(以不重複到 PGY訓練病房為原則)及門診病人之照護。 

(2)OSCE中心模擬訓練。 

6.婦產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婦產科訓練計畫，附件八) 

(1)學習婦科常見問題之處理與諮詢方式。  

(2)學習婦科一般檢查技巧。  

(3)學習產前、產後檢查及產婦之指導。  

(4)學習家庭計劃之指導。  

(5)學習正常和異常分娩之鑑別診斷。  

(6)學習婦產科急症之處理和判斷。 

7.精神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精神科訓練計畫，附件九） 

(1)學習常見精神問題之認識與處理。  

(2)學習瞭解個人心理與家庭和社會的關係的能力及技巧。  

(3)學習常見藥物濫用問題之認識與處置。  

(4)學習社區心理衛生資源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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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急診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急診科訓練計畫，附件十） 

 (1)學習急診醫學科常見問題之處理及落實全人醫療照護。 

  (2)學習骨折病患之處理。 

 (3)學習重大創傷之處理。 

 (4)了解緊急醫療救護系統。 

9.耳鼻喉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耳鼻喉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一） 

(1)學習耳鼻喉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學習耳鼻喉急症之認識與第一線處置。 

(3)耳鼻喉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10.皮膚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皮膚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二） 

(1)學習皮膚科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學習皮膚科常用藥物適應性與規範。 

(3)常見皮膚疾病門診診斷方法之認識與實務操作。 

11.復健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皮膚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三） 

(1)學習神經學及肌肉骨骼理學檢查及其應用。 

(2)學習復健科常見問題之診斷、功能評估及處置。 

(3)學習復健科常見問題之復建治療。 

(4)學習輔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12.眼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眼科訓練計畫，附件十四） 

(1)學習眼科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認識眼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3)學習眼科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13.老年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老年醫學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五） 

(1)學習老年醫學的知識與技能。 

(2)學習老年周全性評估之實務操作。 

(3)學習老年照護團隊服務模式。 

14.安寧緩和醫療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安寧緩和醫療訓練計畫，附件十六） 

(1)學習安寧緩和醫療之理論與實務。 

(2)學習安寧諮詢門診、共照或居家常見問題之評估與處置。 

(3)學習安寧緩和照護團隊服務模式。 

15.影像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影像醫學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七） 

(1)學習影像之判讀與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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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音波之實務操作(含腹部超音波及甲狀腺超音波等)。 

16.選修科（詳細訓練內容請見職業醫學科訓練計畫，附件十八)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核定之西醫專科(如職業醫學科、神經科、泌尿科、骨科…)及家庭醫學

科專科醫師訓練基準特定專業學科(如安寧緩和醫學科、老年醫學科)等科別，常見問題之

認識與第一線處置。 

 

三、住院總醫師 

全年接受家庭醫學教學及行政管理工作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家庭醫學教學及行政管理工作 

B. 訓練方式： 

 於主持人督導下負責安排資淺住院醫師之課程及學習時間 

 於主持人督導下負責實習醫學生之教學活動 

 於主持人督導下承辦與本部及院內與家庭醫學相關行政事項 

 於主持人督導下學習與本部及院內相關行政單位協調各項事務 

 於主持人督導下召開各式會議，學習會議及研究工作之主持 

柒、學術活動 

一、科內學術活動 

1. 家庭醫學研討會 

整體訓練目標：透過討論學習家庭醫學科醫師應具備之常見疾病、行為科學、預防醫

學、社區醫學、實證醫學、環境及職業衛生、醫學資訊、老年醫學、安寧緩和醫學、社

會科學、家庭動態學、生命統計研究方法、醫學倫理、及性別議題等學科。住院醫師於

主治醫師指導下學習於各式討論會中報告，與會人員針對會議內容及報告技巧討論藉此

達訓練目標。資深住院醫師學習指導資淺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於部分討論會議中報告

並學習於討論會中提出建議藉此訓練資深住院醫師為人師。 

各式討論會分述如下 

(1) 晨會 

A. 課程目標：  

 學習家庭醫學核心知識。 

 晨間交班及病房個案討論。 

 訓練臨床個案交班及報告能力 

B.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C.訓練時數：每週 3次。 

(2) 臨床討論會 

A. 課程目標：  

 藉由臨床個案討論學習家庭醫學、老年醫學、職業醫學核心知識。 

 訓練臨床個案報告之能力 

 學習利用 EBM 方式改善病人照護品質。 

 學習品質管理與改進的理論與技巧。 

 藉由教學及討論學習臨床倫理委員會功能與運作。 

 學習病人自主權利法。 

B. 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C. 訓練時數：每 2週 1次。 

(3) 雜誌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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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目標：  

 學習家庭醫學、老年醫學、職業醫學最新知識。 

 訓練醫學研究口頭報告之能力 

 學習文獻評讀的方法與技巧 

 學習臨床研究的方法與技巧 

 學習生命統計及醫學資訊學 

B. 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C. 訓練方式：住院醫師於主治醫師指導下研讀家庭醫學、環境職業醫學及老年醫學

相關研究文獻於討論會中報告，討論會中針對文獻內容報告技巧作討論。 

D. 訓練時數：每週 1次（含每月一次英文口頭報告訓練）。 

(4) 實證醫學討論會 

A. 課程目標： 

 訓練實證醫學操作能力及技巧 

 學習文獻評讀的方法與技巧 

 訓練口頭報告能力及技巧 

B. 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C. 訓練時數：每月一次 

(5) 錄影教學討論會 

A. 課程目標： 

 學習評估及處置身心問題之技能，並導引良好的健康行為。 

 學習醫病關係建立及溝通技巧 

B. 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C. 訓練方式：住院醫師於門診訓練時經病人同意後將看診過程錄影，於錄影教學

討論會時撥放，由主治醫師指導看診時應注意之溝通技巧。 

D. 訓練時數：每 2個月一次。 

(6) 巴林小組討論會 

A. 課程目標： 

 提供住院醫師隨時反省、改進臨床之醫病關係及遇困難處理病人之心理支持 

 學習醫病關係建立及溝通技巧 

 增進同儕間關係及相互支持 

B. 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C. 訓練時數：每季一次 

(7) 醫學研究討論會 

A. 課程目標： 

 透過討論學習與家庭醫學相關生命統計、醫學資訊學、實證醫學、研究法等 

 訓練住院醫師醫學研究及論文寫作能力 

 增進各級醫師學術研究風氣 

 藉由教學及討論學習研究倫理委員會功能與運作 

B. 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C. 訓練時數：每週一次 

(8) 主治醫師專題報告 

A. 課程目標： 

 由主治醫師就各領域專長或研究主題專題報告，以供住院醫師學習仿效。 

 增進各級醫師學術研究風氣 

B. 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C. 訓練時數：每月一次 

(9) 老年醫學病房跨領域跨專科團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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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課程目標：  

 學習跨領域跨專科團隊照護的模式 

 學習與團隊成員溝通技巧 

 學習老年周全評估之運用及技巧 

B. 訓練場所：63病房第二護理站。 

C. 訓練方式：以跨領域及跨專科團隊討論的方式，與各領域及各專科之成員討論個

案照護。 

D. 訓練時數：每週 1次。 

(10) 護理之家跨領域團隊會議 

A. 課程目標：  

 學習跨領域團隊照護的模式 

 學習與團隊成員溝通技巧 

 學習長期照護機構住民的照護知識及能力 

B. 訓練場所：汀州院區 2樓會議室 

C. 訓練時數：每月 1次 

(11) 居家照護跨領域團隊會議 

A. 課程目標： 

 訓練家庭評估之能力及技巧 

 學習全人全家全隊全程全社區的五全跨領域照顧模式及運用能力 

 學習與團隊成員溝通技巧 

 學習居家照護知識及能力 

B. 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C. 訓練方式：以家庭取向運用跨領域團隊討論的方式，討論居家個案照顧情形並提

供增進照顧品質之建議 

D. 訓練時數：每月一次 

(12) 住院醫師自主學習讀書會 

A. 課程目標： 

 利用院內及科內之教學資源自主學習 

 學習並精熟家庭醫學及老年醫學知識 

 訓練資料統整能力及口頭報告能力 

B. 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C. 訓練方式：由住院醫師輪流對家庭醫學及老年醫學主題進行簡報，資深住院醫師對 

資淺住院醫師經驗傳承與分享 

D. 訓練時數：每週一次 

 

 

二、院內、院外之繼續教育課程 

(1) 院內繼續教育課程: 

訓練內容包含全人醫療、病人安全、醫療品質、專業倫理、醫病溝通、醫事法規、

感染控制、實證醫學及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及全院跨領域等課程，每年需完成之

學習時數須符合院內規定。 

(2) 院外繼續教育課程 

職業醫學研習課程 

醫用超音波研習課程 

長照研習課程 

各式與家庭醫學相關研習課程 

(3) 台灣家庭醫學學會年會及其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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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教學課程表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晨   間 

0730-0900 

晨間會議 臨床研討會 晨間會議 晨間會議 臨床研討會 

上   午 

0900-1200 

體檢、門診實務教學 

居家護理實務教學 

中   午 

1230-1330 

家庭醫學學術

研討會 

實習醫學生 

臨床教學 

老年醫學研討

會及跨領域團

隊會議 

職業醫學學術

研討會 

住院醫師自主

學習讀書會 

下   午 

1330-1700 

體檢、門診實務教學 

                       居家護理實務教學 

1. 晨間會議（核心課程教學、主題報告或個案討論），主治醫師或總醫師主持，由住院醫師或實

習醫師進行報告 

2. 週二、五臨床新知為內科系科別所輪流召開之研討會 

3. 實習醫學生臨床教學由總醫師（含）以下住院醫師對見實習醫學生之教學，內容為「核心

課程」資料庫。 

4. 居家護理實務教學由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協同實習醫學生實地訪視。 

捌、專科醫師訓練特定教學資源 

一、醫院 

1.本院為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具內、外、婦產、小兒科、急診、精神科、影像

診斷、皮膚、耳鼻喉科及眼科等各專科訓練資格。 

2.本院具門診、急診及病房等服務。家庭醫學科每週門診十個時段以上且每時段皆三診以

上。 

3.本院具社區健康營造、健康促進醫院、老年醫學、職業醫學、戒菸、減重、安寧緩和等臨

床服務，多由本科主導。 

4.本院內圖書館（內含豐富館藏書籍、電子資料庫及多項視聽教材）。 

二、家庭醫學科專用之教材與教學設備 

1.獨立且相連具教學功能家庭醫學門診：8間。 

2.診間設備：完整的電子化病歷系統及影像系統(PACS)，聽診器、血壓器耳鏡、眼底鏡、婦

檢台等設備。 

3.專用學術討論室及圖書室：1 間。 

4.專用之行為科學錄影教學設施及衛教器材。 

5.參考書籍及期刊（含家庭醫學科專用書籍及期刊）。  

  A.必讀書目 

1.Taylor RB et al. (eds): Family Medicin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7th ed. New 

York: springer-Verkay, 2017. 

2.Rakel RE (ed): Textbook of Family Practice. Philadelphia, 9th ed.  W. R. 

Saunders, 2015. 

3.AGS: Geriatric Review Syllabus. Ed. Cobbs. Sixth Edition, Kendall-Hunt, 2006 

4.台灣家庭醫學會：家庭醫學  第四版 

5.台灣家庭醫學會：預防醫學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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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灣家庭醫學會：家庭醫師臨床手冊 第四版 

7.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編印：社區醫學訓練手冊。 

  B.參考書籍 

1.Rakel RE et al., (eds): The Year Book of Family Practice, Chicago: Year Book 

Med Publishers Inc. 2007. 

2.Driscoll CE et al.: Handbook of Family Practice, Chicago，2nd edition: Year Book 

Med Publishers Inc, 1991. 

3.Brown JH & Chrictensen DN: Family Theory and Practice, Monterey: Brooks /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4.Berry & Jawad ASM (eds): Management of Common Disease in Family Practice: 

Rheumatology, Singapore: PG Publishing 1985. 

5.Smith MJL & Chapman C (eds): Management of Common Disease in Family Practice: 

Gastroenterology, Singapore: PG Publishing 1985. 

6.Fowler TJ & May RW (eds): Management of Common Disease in Family Practice: 

Neurology Singapore: PG Publishing 1985. 

7.Jariwalla G & Fry J (eds): Management of Common Disease in Family Practice: 

Respiratory Disease, Singapore: PG Publishing 1985. 

8.Fry L & Cernell MNP (eds): Management of Common Disease in Family Practice: 

Dermatology, Singapore: PG Publishing 1985. 

  C.期刊 

1.Ann Int Med 

2.Am J Med 

3.Br J Med 

4.JAMA 

5.Lancet 

6.N Engl J Med 

7.Disease-A-Month 

8.American Family Physiciam 

9.Family Medicine 

10.Hospital Practice 

11.J Family Practice 

12.Postgraduate Medicine 

13.基層醫學雜誌 

 

玖、評估 

一、住院醫師督導機制： 

  (1)每位住院醫師由一位主治醫師擔任導師，負責指導，按時和住院醫師討論他們的訓練狀

況，每季座談乙次並留紀錄。 

  (2)住院醫師訓練期間需完成「學習歷程記錄」（學習歷程記錄內容由本部依學會「家庭醫



30  

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所規定之核心能力與課程項目制訂）並於每季由主持人及

主治醫師（導師）督導完成率。 

二、住院醫師考核方式： 

 (1) 多元方式定期進行教學成效評估 

A. 評估方式：  

 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表[包括：病人照護（patient care）、醫學知識（medical 

knowledge ）、 從 工 作 中 學 習 及 成 長 （ practice 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及制度下之臨床工作（system based 

practice）]：每月月底評估一次 

 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CEX）：於教學

門診或教學住診時評估，每月至少一次 

 DOPS：於外科系科別訓練時實施，每月至少一次 

 Milestone 評量：每半年一次 

 筆試：住院醫師完成訓練時實施一次 

 口試：住院醫師完成訓練時實施一次 

B. 評分重點：以日常工作效率、主動學習精神、醫學倫理認知及核心能力熟悉度等

指標為依據進行考核；另針對下列核心能力作為考核評分依據，其評量不合格者

需列入輔導： 

 全人照護 

 社區導向醫療服務 

 整合性健康照護體系 

 居家照護 

 提供連續性、周全性、協調性的照顧之基層醫療（Primary care） 

 家庭醫學年會口頭論文發表狀況 

 家庭醫學科相關雜誌文章發表狀況 

 (2) 評分人員：由住院總醫師或主治醫師擔任初考，訓練官或科部主任進行複考，並給予受

評者建議以修正訓練方向或工作重點，做到訓為所用之原則；其考核資料送教學室登錄

並存查備用。 

 (3) 雙向回饋機制：各項評估結果均須回饋給各住院醫師，住院醫師除可瞭解授課教師或指

導主治醫師對其表現之評價或相闗改善建議，對教學內容或品質有任何建議亦可透過此

機制回饋予授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同時教師亦可據以對訓練課程或計劃之實施提出

修訂建議。 

  雙向回饋管道： 

 本科每月之教學研究成效檢討會議 

 每月之雙向回饋評核表單 

 本科每季之導生座談會議 

 本院每季之住院醫師座談會 

 本院每季之「教育訓練官委員會」 

(4) 輔導補強機制：對學習成果不佳(考評成績低於 80 分者)，進行面談瞭解，協助面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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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所遇到之困難，並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由訓練官確認住院醫師學習進度，並針對學

習困難及不足之處，協調科內具相關領域專長之主治醫師，安排特定之學習時段，予以

加強訓練及輔導。此學習時段將受到保護，而不被臨床任務所干擾。 

(5) 訓練其間有嚴重不良紀錄或重大違紀失職者，經考核屬實，則按照相關法規辦理。 

 

三、各級住院醫師晉升資格：住院醫師之養成訓練訂為四年，每年由部(科)主任召集資深主治

醫師或訓練官進行考評以作為是否可晉升下一階住院醫師訓練之依據。 

(1) 第一年住院醫師晉升第二年住院醫師 

 學習護照完成率：30%(含)以上 

 參與職業醫師講習課程 28 小時 

 完成基層醫學投稿 

(2) 第二年住院醫師晉升第三年住院醫師 

 學習護照完成率：70%(含)以上 

 參與基礎超音波訓練課程 

 CFD 課程時數達 4 小時（含）以上  

(3) 第三年住院醫師晉升住院總醫師（第四年住院醫師） 

 學習護照完成率：100% 

 完成「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規定之訓練時數 

 通過筆試及口試考評 

 完成一篇家庭醫學科相關研究論文 

 

 四、教師評估機制 

  以多元方式定期進行教師評估 

A. 評估方式 

 教師（主治醫師）教學滿意度：每月一次 

 教師評量表（RPI）：每半年一次 

 教師同儕評估：每半年一次 

B. 雙向回饋機制 

每半年於教學服務研究成效檢討會議中檢討各項教師評估結果及各項持續教育時數完成

狀況（含 CFD 時數），並回饋給教師。 

 

五、訓練計畫評估機制 

1.每年底針對本計畫執行狀況住院醫師訓練評估結果及每年度專科醫師考照及格率，修正

本訓練計畫。 

2.住院醫師訓練期間得針對本訓練計畫向計畫主持人或教師提出修正建議，計畫主持人及

教師須依其建議檢討評估本訓練計畫。 

3.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以命令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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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附件 

附件一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標準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 月 28 日衛福醫字第 1081660641 號公告修訂 
 

1.訓練計畫名稱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 

2.宗旨與目標 

2.1 訓練宗旨與目標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具有多元化的特質，鑒於醫院層級與屬性容易有殊異，個別醫

院的訓練宗旨與目標，允宜兼顧求同與存異。 

訓練計畫共通之宗旨為：培育具備 ACGME(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六大核心能力(包括：病人照顧、醫學知識、臨床工作中的學習與改

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醫療專業以及制度下的臨床工作)，且以從事基層保健醫療為

職志的家庭醫學專科醫師；蔚成基層保健醫療、教學及研究人才。其訓練目標概為： 

2.1.1 醫德方面：本諸人道主義精神及醫學倫理準則，發展醫師和病人間良好關係，致力擔

負病人健康照護的長期責任，並能恪遵醫師宣言，執行以病人利益為優先的醫療行

為。 

2.1.2 醫術方面：整合臨床醫學、行為科學及社區醫學，針對病人身心行為發展及家庭脈

絡，落實預防醫學及健康教育，提供確具效益的優質保健醫療服務，且能維繫知識與

技術的持續精進。 

2.1.3 醫業方面：經由團隊合作模式，從事以病人為中心、以家庭為單位、以社區為範疇的

基層保健醫療服務，並以適切的轉介照會，踐履醫療網中的樞紐角色責任。 

2.2 訓練計畫執行架構： 

2.2.1 各訓練醫院必須有明確之訓練計畫執行架構，科部之教學相關部門能定期檢討、協調

各項教學活動的進行。 

2.2.2.各訓練醫院必須有完整之住院醫師訓練計畫書，並提供各項教學資源以達完整的訓

練目標。 

2.2.3 科部主任、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其他教育相關人員必須清楚知道訓練宗旨與目標，

而且認同訓練計畫的精神。 
 

 

3.專科醫師訓練教學醫院條件 

3.1 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資格 

3.1.1 經衛生福利部公告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且可收訓職類包含住院醫師者。 

3.1.2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 
 

3.1.2.1 家庭醫學科為醫院獨立之科/部編制，不隸屬於其他醫療專科。獨立家庭醫學科編

制係指：(1)家庭醫學科編配、運用專任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員額，不受其他醫療專

科支配。(2)家庭醫學科配賦 空間、設施、預算，與其他醫療專科立足平等。 

3.1.2.2 人員 

3.1.2.2.1 家庭醫學科專科教師：具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之專任家庭醫學科主治醫

師三人以上（包含科主任、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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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2 其他專科教師 

3.1.2.2.2.1 內、外、婦產、兒、精神、影像診斷（放射）等六科均須有各該科專科醫

師至少一人。 

3.1.2.2.2.2 主訓醫院與合作醫院共計須有急診醫學科、復健科、耳鼻喉科、皮膚科、

眼科各該科專任專科醫師至少一人。 

3.1.2.2.2.3 主訓醫院與合作醫院共計須有安寧緩和醫學科、老年醫學科各該科學會

認證資格之專任醫師至少一人。 

3.1.2.3 醫療業務 

3.1.2.3.1  平均每天全院住院人數八十人以上，平均住院天數十五天以下。 

3.1.2.3.2  平均每天全院門診人數三百人以上，平均分佈各科；平均每天全院急診人

數五十人以上。 

3.1.2.3.3  能提供社區健康營造、健康促進醫院、老年醫學、職業醫學、安寧緩

和醫療、戒菸及減重等臨床服務。 

3.1.2.3.4  能提供內、外、婦產、兒、精神、影像診斷（放射）等六科以上之診療服

務。 

3.2 訓練醫院資格之一致性 

3.2.1 住院醫師訓練得於不同醫院（院區）聯合訓練方式為之。 

主訓練醫院應具 3.1.1 及 3.1.2 之資格。合作訓練醫院應具聯合訓練科 別之專科醫

師訓練醫院資格(外派家庭醫學科受訓，亦比照辦理)；另社區醫學部份，若非主訓醫

院直接連繫之基層單位，是透過某社區醫院，再到該社區醫院連繫之基層單位，則該社

區醫院，應具有 PGY 社區醫學訓練資格。 

3.2.2  聯合訓練計畫由主訓練醫院提出，其內容須符合專科訓練之要求。合作訓練醫院不得  

   超過 3家。 
 

 

4.住院醫師訓練政策 

4.1 督導： 

住院醫師的臨床作業應有教師督導，訓練計畫主持人(以下稱主持人)有示範此政策及與教

師溝通以達完美教學的責任。所有督導作為都要有紀錄。 

4.2 工作及學習環境： 

主持人須負全責，使住院醫師能在合理工作條件下，有效的工作及學習，學習環境應： 

4.2.1 具教學功能之家庭醫學科門診。 

4.2.2 固定專屬之家庭醫學科討論室或圖書室。 

4.2.3 具教學功能之院外基層醫療保健訓練場所。 

4.2.4 具專屬之圖書與教學相關設備(含行為科學錄影教學設施及衛教器材)。 

4.3 責任分層及漸進： 

 依據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之精神，住院醫師於相關醫師的督導下參與門

診、住院、急診及居家病人之照護，並隨著年資漸增其責任及能力。家庭醫學科門診醫療工

作：第一年住院醫師每週一個半天，第二年住院醫師每週二個半天，第三年住院醫師每週三個

半天。訓練專科有責任讓訓練完成的住院醫師在督導下有獨當一面的能力，適當的照顧病人，

且具備充分的團隊領導，以及對其他住院醫師及醫學生的教學能力。 

4.4 具教學諮詢服務、住院醫師反應管道、公平處理以及不適應住院醫師之補救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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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師資格及責任 

主持人以及家庭醫學科教師要負責該科的住院醫師行政及教育責任。此等活動包括：住

院醫師遴選、教育、監督、諮商、評估及升級等。此等活動以及學術成果須保持完整的紀錄。 

5.1 主持人 

5.1.1 資格： 

5.1.1.1 專任負責訓練工作。 

5.1.1.2 具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之專任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三年以上。 

5.1.1.3 具教學醫院教學經驗三年以上。 

5.1.1.4 近四年發表有關家庭醫學之論文或報告。 

5.1.1.5 積極參與各項家庭醫學之活動。 

5.1.2 責任： 

5.1.2.1 主導及擬訂對住院醫師的教育目標，包括專科知識、一般治療技術，並且制定住

院醫師在每一階段進展的標準，以及定期的訓練成果評估。 

5.1.2.2 負責規劃住院醫師遴選。 

5.1.2.3 督導教師及學科其他的工作人員。 

5.1.2.4 制定並督導住院醫師對病人照顧分層負責的原則。 

5.1.2.5 制定住院醫師的知識、技能及態度等表現之評估制度。 

5.1.2.6 用於門診督導及討論會的督導時間，每週八小時以上。 

5.1.2.7 注意住院醫師因情緒及精神上的壓力，或藥物、酒精成癮對工作執行及學習程

序上的負面影響。主持人有責任在必要時提供輔導，以協助該住院醫師面對問

題。 

5.1.2.8 提供正確的書面報告呈現衛生福利部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會(以下稱 RRC)所

要求的規定工作，包括學科的統計描述，以及每位住院醫師經過各專科輪迴學習

的時間統計。 

5.1.2.9 對 RRC 報告任何有關住院醫師訓練的改變，包括主持人人選更換、重大教師

變更、主訓練醫院以及合作訓練醫院的合約變動。 

 

5.2 教師 

每位家庭醫學科專任主治醫師負責訓練之住院醫師人數不超過三人。     

5.2.1 資格： 

5.2.1.1 家庭醫學科教師 

5.2.1.1.1 科/部主任 

5.2.1.1.1.1 具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並負責協調科部行政相關工作。 

5.2.1.1.1.2 並取得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三年以上。 

5.2.1.1.1.3 具教學醫院教學經驗三年以上。 

5.2.1.1.1.4 用於門診督導及討論會的督導時間，每週八小時以上。 

5.2.1.1.1.5 近四年發表有關家庭醫學之論文或報告，並積極參與各項家庭醫學活

動。 

5.2.1.1.2 專任主治醫師 

5.2.1.1.2.1 具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之專任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5.2.1.1.2.2 近四年發表有關家庭醫學之論文或報告，並積極參與各項家庭醫學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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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5.2.1.1.2.3 用於門診督導及討論會的督導時間，每週 8小時以上。 

5.2.1.1.3 兼任主治醫師 

5.2.1.1.3.1 具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之兼任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5.2.1.1.3.2  用於門診督導及討論會的督導時間，每人每週 4 小時以上。 

5.2.1.1.3.3 積極參與本科教學研究活動。 

5.2.1.1.4  其他專業人員：有社會工作人員、公共衛生、護理、臨床心理、營養、臨

床藥理等專長人員參與督導和訓練。 

5.2.1.2 其他專科教師 

5.2.1.2.1  內、外、婦產、兒、精神、影像診斷（放射）等六科均須有各該科之專科

醫師參與督導和訓練。 

5.2.1.2.2主訓醫院與合作醫院共計須有急診醫學科、復健科、耳鼻喉科、皮膚科各該

科專任專科醫師參與督導和訓練。 

5.2.2 責任： 

5.2.2.1 教師應具備臨床教學的能力，支持訓練住院醫師的目標，並展現對教學的濃厚興

趣。用於門診督導及討論會的督導時間，專任主治醫師應每週八小時以上，兼任主

治醫師應每週四小時以上。 

5.2.2.2 教師在臨床治療方面不但要有優良的醫術，並且在對病人的愛心及倫理方面也

要力求完美，以作住院醫師的身教。教師要遵守終身學習的原則，隨時更進步。 

5.2.2.3 教師們須要參與科內定期的檢討會，檢討教學目標、執行及教學效果。 

5.2.3 合作訓練醫院教師：合作訓練醫院的教師有和主訓練醫院的教師有同樣的責任、義務

及原則。 

5.3 其他人員：有專人管理專科資料及有關住院醫師的事務。 
 

 
6.訓練計畫、課程及執行方式  

訓練項目、訓練時間及評核標準內容詳如「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6.1 訓練項目 

所有訓練項目應符合訓練目標。所有訓練項目、計畫及組織須經過 RRC的評估程序。 

6.2 核心課程 

按照 RRC 的規定制定學科的核心課程，並符合「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6.3 臨床訓練課程依照「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而設計。 

6.4 臨床訓練項目能夠呈現： 

6.4.1 包括住院、門診及急診病人的實際直接診療照顧、臨床討論會及病歷寫作。 

6.4.2 訓練學科要有足夠的病人及各種不同的病況以作充足的住院醫師臨床教學。且住院醫

師有延續及完整性的病人照顧責任，此責任應隨住院醫師的年資而提昇。 

6.4.3 合作訓練醫院應遵守主訓練計畫核定之準則，實質進行住院醫師訓練，並有專人

負責。主訓練醫院之訓練時間應超過 50%以上。 

6.5 臨床訓練執行方式能夠呈現： 

6.5.1 住院醫師接受訓練之紀錄方式(學習歷程檔案、學習護照或其他)。 

6.5.1.1 定期（至少於每階段訓綀結束時）評估住院醫師之專科知識、能力、學習態度以

及服務品質，並存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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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1 住院醫師考核紀錄。 

6.5.1.1.2執行 Mini-CEX、CbD、DOPS、OSCE、360度評估、筆試或口試等其他多元化評

估。 

6.5.1.2 定期雙向評估（含住院醫師自我評估）各項教學、服務活動之推廣並列有紀錄。 

6.5.1.2.1 各科定期雙向評估紀錄。 

6.5.1.2.2 符合 PDCA精神（具問題回饋及改進追蹤）。 

6.5.2 病歷寫作訓練。 

6.5.3 病房基本訓練(含訓練內容及方式)。 

6.5.4 多元門診訓練(含訓練內容及方式)。 

6.5.5 急診/照會訓練(含訓練內容及方式)。 

6.5.6 社區醫學/居家/機構照護訓練(含訓練內容及方式)。 

6.5.7 預防醫學訓練(含訓練內容及方式)。 

6.5.8 行為科學訓練(含訓練內容及方式)。 

6.5.9 醫學模擬訓練(含訓練內容及方式)。 
 

7.學術活動 

7.1 科內學術活動：晨會、臨床個案討論會、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迴診；醫學雜誌討論會或研

究討論會；相關之專題演講及特殊的醫學專業知識課程；學會活動；學術研究及論文發表。 

7.1.1 科內學術活動須有臨床教師參與，並且促進及鼓勵住院醫師學術詢問討論的精神。給

住院醫師有機會能把他們所學習的知識以各種方式表達，包括：參與住院醫師及醫學

生臨床各項教學、演講、著作等，並養成表達的能力。 

7.1.2 住院醫師於受訓期間至少參與或發表一項與家庭醫師有關之流行病學、行為科

學、衛生教育、執業管理、及常見疾病之臨床研究；或參與研究方法與醫學資訊學訓

練。 

7.2 有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參與研討，並經常與其他專科舉行聯合研討會。 

7.3 具專業倫理、病人安全、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控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程。 

7.4 具為人師(as a teacher)之訓練：資深住院醫師督導資淺住院醫師、PGY或醫學生教學訓練。 
 

8.專科醫師訓練特定教學資源 

8.1 臨床訓練環境 

8.1.1 設有獨立之家庭醫學科門診，診療室有二間以上。二間家庭醫學科診療室應相連。 

8.1.2 每週門診十個半天以上。 

8.2 教材及教學設備 

須具備必要之醫療教學設備及教材。 
 

9.評估 

9.1 住院醫師評估 

9.1.1 主持人及教師至少每半年評估一次住院醫師的專業知識、技術、溝通能力、團隊精  

      神及專業的目標。評估的標準及步驟要統一規定及公平。 

9.1.2 按時和住院醫師討論他們的評估結果。 

9.1.3 住院醫師的責任及年資升級以評估的結果來作決定。 

9.1.4 所有評估紀錄須要書面保存檔案以便將來 RRC視察，並允許住院醫師審視自己的評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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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9.1.5 住院醫師訓練完成時，主持人及教師須有最後書面的評估，並且判定他們的執業能

力，證明他們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而且能獨立的執業。 

9.2 教師評估 

對教師的評估，應該採取多元性評量，包含住院醫師對教師的回饋，再由訓練單位討論

評估結果，做成紀錄，以充分反應教師的貢獻與教學能力。 

9.3 訓練計畫評估 

9.3.1 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設有教育委員會，由各科教學負責人定期檢討、協調教學活動的進

行，每次會議均備有紀錄。 

9.3.2 對訓練計畫的評估，具多元性評量，包含住院醫師對訓練計畫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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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 月 22 日衛部醫字第 1081660363 號公告修正 
 

本課程訓練完成所需時間為 3 年 

註：公告修正自 108 年 8 月 1 日生效；惟自 108 年 7 月 31 日前各醫院招收之住院醫師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訓練年  訓練時間 
評核標準 
（方法） 

備註 訓練項目（課程） 

 第 1
年  
至 

第 3

年  

 一、課程內容 
(一)家庭醫學科 

1.擔 任 基 層 醫 療 （ Primary 

Care），強調以問題為基礎之學 

習方式，提供連續性、周全性、 

協調性的照顧。 

2.強 調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的 診

療 模式，兼顧生理、心理及社會

之照 護模式，落實以人為本

位、家庭 為取向、社區為範

疇之醫療照 顧。 

3.整合預防醫學於臨床診療(含癌症

篩檢、疫苗注射等相關知

識)，並加強家庭醫業管理。 

4.行為科學訓練 (含錄影

教學討  論，巴林小組、戒菸

實務），以增進醫病關係，學習

評估及處置身心問題之 技

能，並導引良好的健康行

為。  

5.整合醫療照護資源，領導醫

療團隊。  

6.醫學相關資訊技術。 

7.老年醫學的知識與技能。 

8.安寧緩和醫療之理論與實務。 

9.青少年醫學的知識與技能。 

10.肥胖醫學與運動醫學的知識

與 技能。 

11.國際旅遊醫學的知識與技能。 
12.醫療政策及經濟等相關知識。 

13.衛生教育及營養諮詢相關知

識與技能。 

14.家庭訪視、居家照護訓練(含長 

期照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15.家庭醫學相關研究訓練。 

16.家庭醫學管理工作訓練(第

三年住院醫師)。 

17.家庭醫學教學工作訓練(第三 

年住院醫師)。 

 
3 個月 

1.住院醫師學習 
檔案或學習

紀 錄。 

2.居家照護訓

練 至少照護 

5 位 

居家病人 3 個 

月以上。 

3.第三年住院醫 

師 每 週 一 個

半 天督導資

淺 住  院 醫

師 ( 或 學 

生)至少 3 個 

月。 

4.以具體臨床

能 力評估，

來評 核住院

醫師六 大核

心能力， 如 

Mini-CEX(min 

i-clincal 

examination 

exercise) 

、 

OSCE(Objecti 

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DOPs(Direct 

Observation 

of 

Procedures) 

、 

CbD(Case-bas 

ed 

Discussion) 

或其他客觀

評 估方式。 

1.專職從事家庭醫 
學門診、病房、 

急診、照會、家 

庭訪視、居家照 

護等業務。 

2.家庭醫學科門診 

醫療工作：第一 

年住院醫師每週 

一個半天，第二 

年住院醫師每週 

二個半天，第三 

年住院醫師每週 

三個半天。 
 
 
 
 
 
 
 
 
 
 
 
 
 
 
 
 
 

） 

 

訓練年  訓練時間 
評核標準 
（方法） 

備註 訓練項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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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內科 4 個月  1.含病房、門診。 

1.病史問診和理學檢查。 至 2.以次專科訓練病 

2.內科常見問題之病程及處置。 8 個月 房為原則。 

3.常見內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4.一般臨床檢驗(尿、糞、血液、 

痰、分泌液等)及其結果判讀。 

5.普通Ｘ光片及心電圖之判讀。 

 (三)外科 1 個月 1.含病房、門診。 

一般外科實務訓練。 2.以不重複到 PGY 

訓 練 病 房
為 原  則。 

 (四)婦產科 2 個月 1.含病房、產房、 

1.婦科常見問題之處理與諮詢。 至 超音波室、門 

2.婦科一般檢查。 4 個月 診。 

3.產前、產後檢查及產婦之指導。 2.門診實務訓練至 

4.家庭計畫之指導。 少 1 個月。 

5.正常和異常分娩之鑑別診斷。 

6.婦產科急症之處理和判斷。 

 (五)兒科 3 個月 1.含病房、嬰兒 

1.嬰幼兒和兒童之問診及理學檢 至 室、門診、急診。 

查。 5 個月 2.門診實務訓練至 

2.兒童生長與發展評估。 少 1 個月。 

3.兒童營養。 

4.嬰幼兒之預防注射及健康諮詢。 

5.兒科常見問題之認識與處置。 

6.兒科急症之第一線處置。 

7.兒科臨床檢驗結果之判讀。 

8.兒童藥物之使用。 

9.兒童事故及虐待。 

  (六)精神科 2 個月  1.含門診、病房、 

1.常見精神問題之認識與處理。 至 照會訓練、社區 

2.瞭解個人心理與家庭和社會
的 

3 個月 心理衛生。 

關係。 2.門診實務訓練至 

3.常見藥物濫用問題之認識與處 少 1 個月。 

置。 

4.社區心理衛生資源之利用。 

 (七)社區醫學 2 個月 於社區醫學訓練中 

1.社區健康評估。 至 心，或具教育訓練 

2.社區導向之基層保健醫療。 8 個月 功能之基層醫療保 

3.社區基層醫療及執業管理。 健單位。 

4.社區衛生資源的利用。 

5.社區醫療照護網絡的組識及運 

作。 
 

訓練年  訓練時間 
評核標準 
（方法） 

備註 訓練項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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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社區疫病防治。 
7.環境職業衛生。 

   

 (八)復健科 
1.神經學及肌肉骨骼理學檢查

及 其應用。 

2.復健科常見問題之診斷、功能評 

估及處置。 

3.復健科常見問題之復健治療。 

4.長期照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1 個月 門診 

 (九)急診醫學科 2 個月 門診 

1.急診醫學科常見問題之處理。 至 

2.骨折病患之處理。 3 個月 

3.重大創傷之處理。 

4.緊急醫療救護系統學習。 

 (十)耳鼻喉科 
1.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急症之認識與第一線處置。 

3.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1 個月 門診 

 (十一)皮膚科 
1.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常用藥物適應性與規範之瞭解。 

3.常見疾病門診診斷方法之認

識 與實務操作。 

1 個月 門診 

  (十二)選修科 2 個月至 14 個  其中 12 月數，得從 23 

衛生福利部核定之西醫專科(如眼 月 個西醫專科加選，但必 

科、職業醫學科、神經科、放射診 

斷科、泌尿科、骨科、…)、安寧 

(需 適 當 分

配於各相關

科， 

修加上加選月份，不能 
超出上限，如內科(4-8 

個月)上限為 8 個月； 

緩和醫療及老年醫學等科別，常見 選修科不能
低 

如家庭醫學科(3 個月) 

問題之認識與第一線處置。 於 2 個科別，2 

科中不包含

必 

沒有上限，這 12 個月 
可以全部加選家庭醫學 

科，但仍希望能需適當 

修科目）。 分配於各相關科 

 二、教學活動 1.每週定期
至 

研討會時程表及 1.每次研討會須有 

(一)家庭醫學研討會 少有二小時 檔案紀錄。 專任教師、主治 

研討會的內容，涵蓋家庭醫學科醫 2.每個月至少 醫師積極參與督 

師應具備之常見疾病、行為科學、 一次家庭取 導。 

社會科學、預防醫學、家庭動態 向之個案研 2.每個月至少有一 

學、環境及職業衛生、生命統計、 討會。 次研討會由住院 

醫學資訊學、實證醫學、研究法等 醫師輪流負責報 

學科。 告。 

3 有其他相關專業 

人員參與研討。 

4.經常與其他專科 

舉 行 聯 合
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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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訓練時間 
評核標準 
（方法） 

備註 訓練項目（課程） 

 
     會。 

 (二)研究訓練 住院醫師於
受 

成果報告。 住院醫師進行之研 

1.流行病學、行為科學、衛生教 訓期間至少
參 

究至少有一名主治 

育、執業管理、及常見疾病之臨 與一項與家
庭 

醫師負責督導。 

床研究。 醫師有關之
調 2.研究方法與醫學資訊學訓練。 查研究。 

 (三)其他    
1.住院醫師輪調各科訓練時，應參 

與該科各項研討活動，並有評估 

制度。 

2.提供院內、院外之繼續教育。 

註：各科輪訓期間均包括家庭醫學科門診醫療工作訓練：第 1 年住院醫師每週一個半天，第 2 年住院醫師每週二個半天，

第 3 年住院醫師每週三個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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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三軍總醫院與松山分院聯訓計劃 
  

主要訓練機構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 (以下簡稱松山分院) 

對外聯絡單位: 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訓練計畫負責人: 林祖佑醫師 

行政負責人: 林祖佑醫師 

對外聯絡方式(02)2764-2151 ext2239; wildvocal@yahoo.com.tw 

 

合作訓練機構 

三軍總醫院(以下簡稱三總) 

對外聯絡單位: 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訓練計畫負責人: 高東煒主任 

行政負責人: 教育訓練官方文輝主任 

對外聯絡方式: 02-87923311 ext16556; a_fam@ndmctsgh.edu.tw 
 

壹、聯合訓練的目的 
 

    松山分院前身為國軍松山總醫院，自民國 38 年起於台北市松山區現址營運，深耕社區醫療

及協助北區官兵之軍陣醫學六十餘年，並曾肩負 SARS 責任醫院之重任，為頗具特色、通過評鑑

之區域教學醫院。分院之家醫科已成立 30 餘年，具署定專科訓練資格，已有培養近 30 位專科醫

師之經驗，並致力於社區醫學之推動及配合政府政策，如家庭醫師整合試辦計畫、醫學教

育改革（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醫院社區化（醫院的經營管理與評鑑需求 )、整合

性照護的制度與觀念建立（預防醫學、健康促進推展與長期照護的多角化與永續經

營之特色建立）與相關社區資源的整合（與社區鄰里、健康服務中心、機關學校與

基層醫療診所等）。  

  三軍總醫院為因應現代醫學之發展，配合政府籌建醫療網之計畫及群體醫療執業中心之開

辦，培育家庭醫學人才與師資，推廣家庭醫師制度，以提昇基層醫療水準。為因應現代醫學發

展，配合政府及國防部推動軍事及職業醫學工作，培育職業醫學人才與師資，推動職場保健、勞

工保護、軍人職場保健，以提昇基層醫療水準，自九十六年七月起成立軍陣暨職業醫學科，肩負

起國軍之職業醫學臨床診療、教學與研究等任務。此外，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之來臨，配合政府政

策，培育老年醫學人才與師資，自九十六年七月起成立老年醫學科，直隸於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肩負起老年醫學臨床診療、教學與研究之任務。三總家庭暨社區醫學部組成包括家庭醫學科、軍

陣暨職業醫學科、老年醫學科、社區營造組、社區護理組、國際醫療中心及健康管理中心等七大

科組，以順利執行三段五級預防醫學工作，給予住院醫師完善的全人醫療健康照護訓練。 

 

  三總本院與國軍松山總醫院於 102 年 1 月 1 日整併，行政、教學、醫療資源之交流將更為方

便及彈性，有必要規劃兩院之家庭暨社區醫學部住院醫師聯合訓練機制，互補兩院之資源差異及

訓練特色。家庭醫學專科醫師需至不同科別接受訓練，三總本院各專科醫師充足，因為醫療人力

充足，且各專科可在分為較精細部門分科，針對病患之各種病症診斷及處理，可以有更佳的教學

成效，讓家庭醫學各專科訓練更加充足。三總本院可以強化分院之不足，例如安寧緩和醫療、老

年醫學、職業醫學等，可以提供分院受訓住院醫師選擇。三總本院自九十六年成立老年醫學科及

軍陣暨職業醫學科，已近六個年頭，為國軍醫院相關科別之指標，分院住院醫師若完成家醫專科

訓練，有意願者也可接受相關專科訓練。對於家醫專科必修科別包含社區內科、社區兒科、及社

區醫學、家庭醫學等，松山分院可以加強三總本院對於社區醫院的訓練廣度及基層醫療運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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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期透過結合三總本院與松山分院訓練，讓家醫科住院醫師的專科訓練更加紮實與充足。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一、訓練宗旨： 

1.本部依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標準」(附件一) 及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附件二) 等相關規範訂定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

訓練計畫。 

2.家庭醫學之教育訓練對象主要以住院醫師為主，使其充份瞭解家庭醫學涵蓋的範圍，熟

悉以個人為中心，以家庭為單位，以社區為範疇之可近性、連續性、周全性、協調性與

責任性照顧，遂行初級醫療照顧的效果。 

二、訓練目標：使完成訓練之住院醫師具備下列核心能力 

1.目的為瞭解家庭醫學涵蓋的範圍，係以家庭為其單位，探究家庭、個人與疾病三者的相

互影響，學習以生理、心理與社會等不同面向來看待問題。 

2.基本工作包括與病患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並參與家庭檔案之建檔工作。 

3.在主治醫師之指導下，和住院醫師同時參與門診診療工作。 

4.參加本科所舉行之各種學術討論會，並負責紀錄。期中每人需負責至少一次之常見疾病

報告與一次個案討論報告。 

5.社區醫學：實際參與由本部主治醫師指導居家照護或機構照護訪視。 

6.出院準備計劃服務內容實習：由本部社區護理組之護理師負責。 

7.健康檢查實習：實際參與健康檢查之問診、身體檢查與結果衛教等環節，並負責 2 例報

告之完整書寫。 

8.核心課程學習：核心課程資料庫，內容包括家庭醫學類、社區醫學類、預防保健類、安

寧緩和醫療、醫療倫理與法律、門診常見疾病教學等。 

 

參、聯合訓練期程規劃: 
        

一、三總至松山分院輪訓 

訓練醫院 三總本院 松山分院 

訓練課程/期程 合計 2 年 8 個月 合計 4 個月 

家醫科 3 個月  

內科 3-7 個月 1 個月 

外科 1 個月  

婦產科 2-4 個月  

小兒科 3-5 個月  

精神科 2-3 個月  

社區醫學 3-6 個月 3 個月 

復健科 1 個月  

急診醫學科 2-3 個月  

耳鼻喉科 1 個月  

皮膚科 1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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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 1 個月  

老年醫學科 1-6 個月  

安寧緩和醫學科 1-3 個月  

放射診斷科 1 個月  

選修科 至少 2-9 個月  

 

 

肆、訓練內容 (師資、課程方式、項目、時間、評量) 

松山分院部分 
一、師資與教學資源 
@師資：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共計6人。 

(一)科主任一位（訓練計畫主持人）： 

1.專任，以負責住院醫師訓練計畫。 

2.具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 

3.具三年以上家庭醫學主治醫師工作經驗。 

4.積極參與各項家庭醫學之活動。 

(二)專任主治醫師4位： 

1.專任，以協助住院醫師之訓練。 

2.具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 

3.積極參與各項家庭醫學之活動。 

(三)其他專業人員： 

含營養及其他專業兼任醫事人員(護理師、營養師、藥劑師、社工師、復健師) 

 (四)內科部專科醫師： 

感染科：紀泓偉、林信安 

腎臟科：魏廷恩 

新陳代謝科：吳令怡、邱勝博、陳瑞鴻、洪乙仁 

腸胃科：周華康、林容安 

心臟科：汪文斌、曾今坤、焦錫孝、劉崢偉 

神經內科：羅文傑、林冠宇 

胸腔內科：李建中 

 

@訓練設施： 

(一)醫院 

1.為衛生署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共具內、外、婦產、小兒科、影像診斷、皮膚、耳鼻喉科

及眼科等科。 

2.具門診、急診及病房、護理之家等服務。 

3.院內圖書館（內含書籍及其他視聽教材）。 

(二)家庭醫學科之場所與設備 

1.獨立的家庭醫學門診，每週共16次門診。 

2.具二間獨立而相連家庭醫學門診診間。 

3.診間具備有完整的電子化病歷系統及影像系統(PACS)，聽診器、血壓器。 

4.結合軍醫局聯合數位圖書館長期訂閱家庭醫學科期刊十種以上(包含電子期刊)及豐富家庭

醫學科相關書籍數十本。 

(三)社區訓練場所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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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教學功能之基層醫療保健單位(社區健服中心、社區基層診所) 

 

二、訓練內容 
1.訓練目標： 

經由至基層醫療單位學習各類社區資源整合之社區實務訓練課程，期望建立受訓學員”以社

區為導向的健康照護”模式(COPC)之整體運用，落實全人健康照護的理念。以更寬廣之宏觀

角度，激發住院醫師關懷社區的情懷，培養了解社區健康議題及擬定策略、結合團隊行動之

能力。 

 

2.訓練場所及課程： 

    @具教學功能之基層醫療單位:為實際參與及系統性之完整學習，為期兩個月之社區醫學規劃

至健服中心代訓。 

    @核心課程： 

(1)社區健康評估。 

(2)社區導向之基層保健醫療。 

(3)社區基層醫療及執業管理。 

(4)社區衛生資源的利用。 

(5)社區醫療照護網絡的組識及運作。 

(6)社區疫病防治。 

(7)環境職業衛生。 

(8)認識衛生所組織及各職員所司職務。 

(9)瞭解衛症與社政資源之結合運用。 

(10)體認醫療團隊運作情形。 

 

3.評量方式： 

    (1)雙向回饋暨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表 

    (2)學習檔案完成率 

    (3)健服中心導師交流座談(每季一次) 

 

四、臨床工作要點 

 (一)住院病人之診療 

值班住院醫師在科主任授權下，由總醫師指派，負責診療住院之病例。住院醫師在主

治醫師(包括主治醫師及總醫師)指導下，由住院醫師，負責病人之診斷、處方及必要

之治療。 

(二)處方原則 

1.醫師開醫囑需內容清楚，文字整齊，並簽字(劑量以單位表示)，無簽字之醫囑視為

無效。 

2.各病房醫囑儘量於新病患入院後一小時內開出。 

3.所有醫囑不論新開、取消或停止，均視為新醫囑，每開立醫囑時將醫囑以明顯標

記，以利護理人員醫矚執行。 

4.醫囑不可塗改，如已開出而欲取消時，以紅筆在原醫囑上寫取消(Cancel 或 D.C.)並

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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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緊急之臨時醫囑醫師可以口頭告知護士，再補醫囑。治療醫囑及照會。 

（三)病歷記載 

1.住院醫師應對其所負責的病患，每日記錄其病情演進及治療情形，並按規定作成詳

盡之病歷記載。 

2.出院病例，應按規定完成病歷整理。病名診斷不得使用簡寫。 

3.病人出院後，應於最短時間內（72 小時內），完成病歷摘要。 

      （四)值班 

1.住院醫師應依總醫師之指派，輪流負責夜間及例假日之值班工作。 

2.病房值班分為兩線：第一線值班由第一、二、三年住院醫師與總醫師或研究醫師負

責。第二線值班主治醫師輪流擔任。若未來人力不足則由全體主治醫師分配合理值班

時間。 

3.值班醫師除負責各種例行及突發事件外，並應切實回報相關病情完成份內工作並完

成病房日誌之記載。 

 

五、評量方式： 

    （1）每個月的雙向考核表(含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住院醫師對主治醫師)之教學回饋評 

量方法，進行對住院醫師學習的教學評估。 

    （2）每半年至一年實施「同儕評量」包括醫師對醫師、護理同仁對醫師），考核項目包 

括 ACGME 醫師六大核心能力:病人照護、醫學知識、從操作執業中學習改進、溝 

通技巧、專業人道素養、能考量環境資源做醫療決策；並有結果分析，以利科內 

外來教學計畫修正依據。 

    （3）每半年至一年一次的 Mini-CEX 門診教學，考核項目包括面談技巧、身體檢查、人 

道素養、臨床判斷、諮商技巧、組織效能和整體能力，經病患同意可進行錄音影 

紀錄留存。 

六、反映問題與溝通管道： 

    （1）每季定期一至兩次與住院醫師召開會談，討論教學成效和意見回饋。 

    （2）學員隨時若有問題，可用不記名方式，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即時反應意見給教學計畫主 

持人和教學負責人。 

七、學習成效不佳之受訓學員輔導機制及辦法： 

  （1）由教學計畫主持人和教學負責人成立輔導小組，必要時得尋求院內外資深教師、心理 

師或教育專家之協助。惟應給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2）輔導小組針對其知識、技能與學習態度等缺失進行輔導，共同規劃輔導方案。內容可 

以包括安排補課、會談當事人、訪談執行教學之教師、分析該學員之身心困境。輔導 

過程應有書面或其他資料（如照片、影帶）等紀錄。 

   （3）輔導期程以兩個月為原則，並得視輔導對象個案情形或參酌專家建議予以延長，惟最 

多以四個月為限。於輔導期程屆滿之前，輔導小組須對被輔導之當事人，加以筆試或 

口試評鑑，並作成輔導成效之書面報告。               

    (4) 經輔導仍未改善之學員，應停止受訓，呈報醫療部，提報醫教會審議。 

 

八、教師教學評核方式： 

   1.教師教學表現評估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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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個月的雙向考核表(含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住院醫師對主治醫師)，學員以不記名 

         方式回饋教師的教學表現，包括臨床技能、表達溝通能力、人文精神、全人醫療學 

         習、醫病關係和社區導向照護。 

    （2）教學計畫主持人和教學負責人須審閱教師編撰之教材及講義，是否適合學員程度與需 

         求。 

    （3）教學計畫主持人和教學負責人審閱教師有無批改學員之學習護照、學習心得與課程內 

         容記錄。 

    （4）教師每年參加院內外教學提升之活動（如研討會、工作坊（workshop）及演講等）， 

         須達成醫教會規定之時數（每年至少 8 小時）。 

    （5）每半年至一年實施「同儕評量」（包括醫師對醫師、護理同仁對醫師），考核項目包括 

         病人照護、醫學知識、從操作執業中學習改進、溝通技巧、專業人道素養、能考量環 

         境資源做醫療決策；並有結果分析，以利科內外來教學計畫修正依據。 

    （6）教學成效列入考績和升等參考資料。 

 

三總本院部分 

一、師資 

(一)本部由家庭醫學科主任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具有豐富臨床教學經驗，負責綜管計畫相

關事務。 

(二)本部教師皆具有教學資格，於住院醫師訓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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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人數比例約 2：1 

二、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 

    (一)到職訓練 

1.新進員工教育訓練：由醫院統一辦理，含消防安全、勞工安全、病人安全、感染控制

等，共計 16.5 小時。 

2.職前教育及安全規定教育訓練：由本科於住院醫師到職三日內實施，包含基本環境及逃

生路線介紹，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規定，相關防護設備使用方式及時機。(附

件四) 

    (二)各訓練科別課程及訓練方式： 

1. 家庭醫學： 

(1)門診訓練(含教學門診及住院醫師獨立門診) 

A. 課程目標 

 學習以病人為中心的診療模式並落實以人為本位、家庭為取向、社區為範疇之醫療

照顧模式。 

 落實全人醫療照護精神。 

 學習 LEARN、LET’S HEAR 等問診技巧。 

 學習以問題為導向之方式診療家庭醫學科門診常見疾病。 

 學習醫病關係及溝通技巧。 

 學習評估及處置身心病人問題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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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整合預防醫學於臨床診療(含癌症篩檢、疫苗注射等相關知識)。 

 學習處理醫療不良事件。 

 學習擔任基層醫療(Primary care)，強調以問題為基礎之學習方式，提供連續性、

周全性、協調性的這顧，及於健保制度下之門診診療作業。 

B. 訓練場所 

 教學門診：教學門診區。 

 住院醫師獨立門診：與同時段看診之主治醫師相鄰之家庭醫學科診間。 

C. 訓練方式 

 教學門診：住院醫師於主治醫師在場監督下，先行診療病人再由主治醫師即時回饋

並完成病人診察，並完成教學門診紀錄(詳見本院教學門診實施規定)。 

 住院醫師獨立門診：由住院醫師獨立完成看診，主治醫師於相鄰診間隨時督導及協

助住院醫師，並於當次門診結束時針對住院醫師看診之診斷處置及病歷給予指導並

回饋。 

 門診訓練中由主治醫師指導住院醫師考慮病人生理、心裡、靈性及社會層面之議

題，並探討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D. 訓練時數 

 教學門診：每月一診次 

 住院醫師獨立門診：第一年住院醫師：每週一診次 

                    第二年住院醫師：每週兩診次 

                    第三年住院醫師：每週三診次 

(2)病歷寫作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以問題取向及 SOAP 模式完整記錄門住診病歷。 

 學習合理並具邏輯的針對病程變化記錄病歷。 

 學習正確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文書之能力。 

 了解病歷寫作之意義與重要性。 

 學習寫作包含關於病人的生理、心裡、靈性及社會，及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的紀錄。 

B. 訓練場所： 

 三樓病歷室。 

 門診診間。 

 老年醫學病房。 

C. 訓練方式： 

 課堂授課：由主治醫師講授包含門診病歷、入院病摘、病程紀錄、每週摘記、處置

記錄、交接班記錄及出院病摘的繕寫，並讓住院醫師了解病歷寫作之意義與重要

性。 

 門診實際操作：住院醫師於門診系統、病程紀錄系統及病摘系統繕打病歷，並由主

治醫師給予回饋。 

D. 訓練時數： 

 每月一次課堂授課 

 每次門診訓練後：第一年住院醫師：每週一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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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住院醫師：每週兩診次 

                 第三年住院醫師：每週三診次 

 

(3)預防醫學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三段五級之預防概念並落實於臨床診療。 

 學習衛生教育及營養諮詢相關知識與技能。 

 學習國際旅遊醫學知識及技能。 

 學習各項健康檢查判讀及異常處理。 

 學習各種預防醫學措施之知識及運用。 

B. 訓練場所： 

 健康檢查診。 

 旅遊醫學門診。 

 各式衛教場合。 

 流感疫苗特別門診。 

C. 訓練方式： 

 課堂授課。 

 於主治醫師監督下，實際操作各式健康檢查診(含一般勞工體檢、成人健檢、老人

健檢等) 旅遊醫學門診及流感特別門診。 

 於主治醫師監督下，實際參與各式衛教場合。 

D. 訓練時數： 

 課堂授課：每月 1 次 

 健康檢查診：每週 1-2 次 

 旅遊醫學門診：每月 1 次 

 各式衛教場合：每月至少 1 次 

 流感疫苗特別門診：配合院內規劃時程統一於每年十月辦理，每位住院醫師 2 診次 

 

(4)行為科學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評估及處置身心問題之技能，並導引良好的健康行為。 

 學習醫病關係建立及溝通技巧。 

B. 訓練場所： 

 家庭醫學科門診 

 討論會 

C. 訓練方式： 

 課堂授課 

 錄影教學討論會：住院醫師於門診訓練時經病人同意後將看診過程錄影，於錄影教

學討論會時撥放，由主治醫師指導看診時應注意之溝通技巧。 

 巴林小組討論會：以小組討論方式，提供住院醫師隨時反省、改進臨床之醫病關係

及遇困難處理病人之心理支持。 

 戒菸實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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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訓練時數：  

 課堂授課：每月一次 

 錄影教學討論會：每 2 個月一次 

 巴林小組討論會：每季一次 

 戒菸實務學習：每月 1 次 

(5)研究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家庭醫學相關研究方法。 

 學習醫學相關資訊技術。 

B. 訓練方式： 

 住院醫師研讀家庭醫學相關研究論文並於學術討論會中報告，由評讀中學習醫學研

究之技巧及論文寫作方式。 

 於主治醫師指導下學習寫作中文回顧性文獻或案例分析報告。 

C. 訓練時數： 

 每位住院醫師每月研讀 1-2 篇學術論文。 

(6)病房值班訓練 

A. 課程目標： 

 學習以病人為中心及兼顧病人生理、心理、社會及靈性的照護模式。 

 落實全人醫療照護精神。 

 學習住院病人夜間突發狀況處置方式。 

 學習安寧緩和醫療的知識與技能。 

 學習老年醫學的知識與技能。 

 學習於病房擔任第一線醫療提供連續性、周全性、協調性的照顧能力。 

 學習跨領域團隊合作溝通及照顧模式。 

 Resident as teacher 訓練，使住院醫師具備教學及指導 PGY 及實習醫學生之能

力。 

B. 訓練場所：62 病房 

C. 訓練方式：於主治醫師及資深住院醫師督導下夜間於病房值班，以照顧家醫科收治

之病人為限，並協助主治醫師對輪訓之 PGY 及實習醫學生進行教學及指導；每人每

日照護床位 10 床為限。 

D. 訓練時數：每周不超過 80 小時為原則，且連續值勤時數不超過 28 小時，兩次值勤

中間至少有 10 小時完整休息時間，以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為原則。 

E. 教學住診：每周一次，主治醫師教學包括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住院醫師瞭解病

人病情，並適時教導住院醫師考慮病人生理、心裡、靈性及社會層面之議題，並探

討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並完成紀錄。 

2. 社區醫學：依聯訓計畫至松山分院聯合訓練，使其於該場域有實務操作。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亦請見三軍總醫院與松山分院聯訓計劃社區部分，附件

三） 

 (1)社區健康評估與促進。 

 (2)社區導向之基層保健醫療。 

 (3)社區基層醫療及執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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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社區衛生資源整合與利用。 

 (5)社區醫療照護網絡的組識及運作。 

 (6)社區疫病防治。 

 (7)社區整合性篩檢。 

 (8)社區長期照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9)環境危害與職業醫學。 

3.  內科：依聯訓計畫其中一個月至松山分院訓練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內科訓練計畫，附件五) 

(1)學習病史問診和理學檢查。 

(2)學習內科常見問題之病程及處置，含病房(以次專科訓練病房為原則)及門診病人

之照護。 

(3)學習常見內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4)學習一般臨床檢驗(尿、糞、血液、痰、分泌液等)及其結果判讀。 

(5)學習影像檢查及心電圖之判讀。 

4. 兒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兒科訓練計畫，附件六) 

(1)學習嬰幼兒和兒童之問診及理學檢查。  

(2)學習兒童生長與發展評估。  

(3)學習兒童營養相關知識(含母乳哺餵及副食品添加)。  

(4)嬰幼兒之預防注射及健康諮詢(含口腔清潔與乳牙照護)。  

(5)學習小兒科常見問題之認識與處置。  

(6)學習小兒科急症之第一線處置。  

(7)學習小兒科臨床檢驗結果之判讀。  

(8)學習兒童藥物之使用。  

(9)學習兒童事故及虐待處理能力(含嬰兒猝死症候群)。  

5.  外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外科訓練計畫，附件七) 

(1)常見外科病症實務訓練，含病房(以不重複到 PGY 訓練病房為原則)及門診病人之

照護。 

(2)OSCE 中心模擬訓練。 

6. 婦產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婦產科訓練計畫，附件八) 

(1)學習婦科常見問題之處理與諮詢方式。  

(2)學習婦科一般檢查技巧。  

(3)學習產前、產後檢查及產婦之指導。  

(4)學習家庭計劃之指導。  

(5)學習正常和異常分娩之鑑別診斷。  

(6)學習婦產科急症之處理和判斷。 

7. 精神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精神科訓練計畫，附件九） 

(1)學習常見精神問題之認識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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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瞭解個人心理與家庭和社會的關係的能力及技巧。  

(3)學習常見藥物濫用問題之認識與處置。  

(4)學習社區心理衛生資源之利用。 

8. 急診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急診科訓練計畫，附件十） 

 (1)學習急診醫學科常見問題之處理。 

 (2)落實全人醫療照護 

  (3)學習骨折病患之處理。 

 (4)學習重大創傷之處理。 

 (5)了解緊急醫療救護系統。 

9.  耳鼻喉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耳鼻喉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一） 

 (1)學習耳鼻喉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學習耳鼻喉急症之認識與第一線處置。 

 (3)耳鼻喉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10. 皮膚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皮膚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二） 

 (1)學習皮膚科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學習皮膚科常用藥物適應性與規範。 

 (3)常見皮膚疾病門診診斷方法之認識與實務操作。 

11. 復健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皮膚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三） 

(1)學習神經學及肌肉骨骼理學檢查及其應用。 

(2)學習復健科常見問題之診斷、功能評估及處置。 

(3)學習復健科常見問題之復建治療。 

(4)學習輔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12. 眼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眼科訓練計畫，附件十四） 

(1)學習眼科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認識眼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3)學習眼科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13. 老年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老年醫學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五） 

(1)學習老年醫學的知識與技能。 

(2)學習老年周全性評估之實務操作。 

(3)學習老年照護團隊服務模式。 

14. 安寧緩和醫療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安寧緩和醫療訓練計畫，附件十六） 

(1)學習安寧緩和醫療之理論與實務。 

(2)學習安寧諮詢門診、共照或居家常見問題之評估與處置。 

(3)學習安寧緩和照護團隊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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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影像醫學科： 

 訓練目標：（詳細訓練內容請見影像醫學科訓練計畫，附件十七） 

(1)學習影像之判讀與診斷。 

(2)超音波之實務操作(含腹部超音波及甲狀腺超音波等)。 

16. 選修科(詳細訓練內容請見職業醫學科訓練計畫，附件十八)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核定之西醫專科(如職業醫學科、神經科、泌尿科、骨科…)及家庭

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基準特定專業學科(如安寧緩和醫學科、老年醫學科)等科別，

常見問題之認識與第一線處置。 

三、教學活動 

(一)家庭醫學研討會 

研討會的內容，涵蓋家庭醫學科醫師應具備之行為科學、社會科學、預防醫學、家庭動態

學、環境及職業衛生、生命統計、醫學資訊學、實證醫學、研究法等學科。本部所有住院

醫師應均須定期參與晨會、臨床研討會、學術期刊討論會等會議，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

並針對會議內容與住院醫師討論。指定之科部教學演說及學術討論會，其時間內容及地點

詳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由住院總醫師安排）。在此類會議中，住院醫師應注意主治醫

師主持會議之內容，並利用機會自行練習主持此類會議。 

(二)研究訓練  

1.流行病學、行為科學、衛生教育、執業管理、及常見疾病之臨床研究。 

2.行為科學（含錄影教學討論，巴林小組）之訓練。  

3.臨床預防醫學之門診訓練。  

4.研究方法與醫學資訊學訓練。 

(三)其他  

1. 住院醫師輪調各科訓練時，應參與該科各項研討活動，並有評估制度。  

2. 住院醫師須參與院內、院外之繼續教育課程，內容包含全人醫療、病人安全、醫療品

質、醫學倫理、醫事法規、感染控制、實證醫學及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等課程，每年需

完成之學習時數須符合教學室規定。 

 

四、核心課程安排: 

(一)全人照護： 

由主治醫師帶領，在平日的門診及住院病人巡診當中，學習以 Bio-psycho-social 模式

在基層醫療的運用，藉由社區常見的健康問題的討論，來提供提供接近性、周全性、

整合性、持續性及可負擔性醫療服務 

(二)社區導向醫療服務（COPC) 

透過平日社區健康營造活動的參與，學習如何運用健康傳銷的觀念，使民眾了解健康的

資訊，並使社區民眾參與社區之健康議題，進而了解公私立基層醫療院所之角色與功

能。 

(三)整合性健康照護體系（IDS)  

住院醫師每季定期舉辦社區醫療群會議，藉由與基層社區醫師們的討論，學習如何結合

基層醫療至重症醫療的各級醫療服務，來提供不同階段，不同層次的服務，以達到連續

性完整性的健康照護。 

(四)居家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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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住院醫師每月定期至長期養護機構(護理之家)以及居家照護的個案進行家庭訪視。

與居家護理師配合，在主治醫師的指導下，提供技術性的醫護措施，使個案獲得持續性

照顧。並給予個別性、需要性的醫療照護，期能恢復，增進或維持個案的健康，減少疾

病的擴展，最終達到提供整合式服務模式的目標。 

五、教學資源 

  (一)醫院 

1.本院為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具內、外、婦產、小兒科、急診、精神科、影像

診斷、皮膚及耳鼻喉科等各專科訓練資格。 

2.本院具門診、急診及病房等服務。 

3.本院內圖書館（內含豐富館藏書籍、電子資料庫及多項視聽教材）。 

  (二)家庭醫學科專用之場所與設備 

1.獨立且相連具教學功能家庭醫學門診：8間。 

2.診間設備：完整的電子化病歷系統及影像系統(PACS)，聽診器、血壓器耳鏡、眼底鏡、婦

檢台等設備。 

3.專用學術討論室及圖書室：1 間。 

4.專用參考書籍及期刊豐富達數十餘本。 

 

  (三)社區訓練場所及設施 

具教學功能之基層醫療保健單位（三軍總醫院基隆院區、國軍台北門診中心） 

六、考評機制 

(一)督導機制： 

每位住院醫師由一位主治醫師擔任導師，負責指導，每月座談乙次並留紀錄備查。 

(二)考核方式： 

1. 多元方式定期進行教學成效評估 

A.配合醫院規定，每月至少實施乙次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CEX）、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表【包括：病人照護（patient care）、醫

學知識（medical knowledge）、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practice 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專業素養（ professionalism）及制度下之臨床工作（ system based 

practice）】、簡易同儕評估測試工具 Mini-PAT (peer assessment tool)。 

B.評分重點：以日常工作效率、主動學習精神、醫學倫理認知及核心能力熟悉度等指標

為依據進行考核；另針對下列核心能力作為考核評分依據，其評量不合格者需列入輔

導： 

 全人照護 

 社區導向醫療服務 

 整合性健康照護體系 

 居家照護 

 提供連續性、周全性、協調性的照顧之基層醫療（Primary care） 

 家庭醫學年會口頭論文發表狀況 

 家庭醫學科相關雜誌文章發表狀況 

2. 評分人員：由住院總醫師或主治醫師擔任初考，訓練官或科部主任進行複考，並給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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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者建議以修正訓練方向或工作重點，做到訓為所用之原則；其考核資料送教學室登錄

並存查備用。 

3. 雙向回饋機制：本院各種評估方式及表單皆已包括雙向回饋內容，住院醫師除可瞭解授

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對其表現之評價或相闗改善建議，對教學內容或品質有任何建議

亦可透過此機制回饋予授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同時教師亦可據以對訓練課程或計劃

之實施提出修訂建議，若科內無法解決，則再向上級反應或提議至每季之「教育訓練官

委員會」討論。每季並召開一次導生會議，由指導主治醫師或導師對訓練成果不佳，需

要協助之住院醫師，個別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 

4. 輔導補強機制： 

   對學習成果不佳(考評成績低於 80 分者)，進行面談瞭解，協助面對學習所遇到之困

難，並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由訓練官確認住院醫師學習進度，並針對學習困難及不足

之處，協調科內具相關領域專長之主治醫師，安排特定之學習時段，予以加強訓練及輔

導。此學習時段將受到保護，而不被臨床任務所干擾。 

5. 住院醫師之養成訓練訂為四年，每年由部(科)主任召集資深主治醫師或訓練官進行考評

以作為是否可晉升下一階住院醫師訓練之依據。完成四年住院醫師（包括住院總醫師一

年）訓練後，經學會甄試若未取得家庭醫學專科醫師資格者，即便完成住院總醫師之訓

練，亦不同意晉升主治醫師。 

6. 本計畫得根據住院醫師訓練評估結果及每年度專科醫師考照及格率，適時修正教學計

畫。 

7. 訓練其間有嚴重不良紀錄或重大違紀失職者，經考核屬實，則按照部法規辦理。 

8. 第三年住院醫師晉升總醫師必須完成專科醫師考試必備訓練課程(參考學會規範之「家

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以命令修改之。 

七、每週教學課程表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晨   間 

0730-0900 

晨間會議 臨床研討會 晨間會議 晨間會議 臨床研討會 

上   午 

0900-1200 

體檢、門診實務教學 

居家護理實務教學 

中   午 

1230-1330 

家庭醫學學術

討論會 

實習醫師 

臨床教學 

老年醫學研討

會及跨領討論

會 

職業醫學研討

會 

住院醫師自主

學習讀書會 

下   午 

1330-1700 

體檢、門診實務教學 

居家護理實務教學 

八、參考書籍及期刊 

(一)必讀書目 

1.Taylor RB et al. (eds): Family Medicin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7th ed. New 

York: springer-Verkay, 2017. 

2.Rakel RE (ed): Textbook of Family Practice. Philadelphia, 9th ed.  W. R. 

Saunder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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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GS: Geriatric Review Syllabus. Ed. Cobbs. Sixth Edition, Kendall-Hunt, 2006 

4.台灣家庭醫學會：家庭醫學 第四版 

5.台灣家庭醫學會：預防醫學 2008 

6.台灣家庭醫學會：家庭醫師臨床手冊 第四版 

7.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編印：社區醫學訓練手冊。 

 (二)參考書籍 

1.Rakel RE et al., (eds): The Year Book of Family Practice, Chicago: Year Book 

Med Publishers Inc. 2007. 

2.Driscoll CE et al.: Handbook of Family Practice, Chicago，2nd edition: Year Book 

Med Publishers Inc, 1991. 

3.Brown JH & Chrictensen DN: Family Theory and Practice, Monterey: Brooks /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4.Berry & Jawad ASM (eds): Management of Common Disease in Family Practice: 

Rheumatology, Singapore: PG Publishing 1985. 

5.Smith MJL & Chapman C (eds): Management of Common Disease in Family Practice: 

Gastroenterology, Singapore: PG Publishing 1985. 

6.Fowler TJ & May RW (eds): Management of Common Disease in Family Practice: 

Neurology Singapore: PG Publishing 1985. 

7.Jariwalla G & Fry J (eds): Management of Common Disease in Family Practice: 

Respiratory Disease, Singapore: PG Publishing 1985. 

8.Fry L & Cernell MNP (eds): Management of Common Disease in Family Practice: 

Dermatology, Singapore: PG Publishing 1985. 

(三)期刊 

1.Ann Int Med 

2.Am J Med 

3.Br J Med 

4.JAMA 

5.Lancet 

6.N Engl J Med 

7.Disease-A-Month 

8.American Family Physiciam 

9.Family Medicine 

10.Hospital Practice 

11.J Family Practice 

12.Postgraduate Medicine 

13.基層醫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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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院聯合訓練互補整合 

 
 

 三總本院 松山分院 

醫院類型 

醫學中心 

疾病複雜度高 

轉診最後一線 

區域醫院 

疾病複雜度低 

可轉診 

位置 

都會區 

急性病重症為主 

也有多數慢性病症 

都會區 

慢性病輕症為主 

分科程度 

高 

跨部門合作程度高 

可提供訓練科別多 

可提供老年醫學及職業醫學次

專科訓練 

低 

個人主導醫療程度高 

可提供訓練科別少 

社區醫學與健康中心合作可提

供基層預防醫學保健 

醫療人力資源 
充沛 

跨部門合作程度高 

不若醫學中心充沛 

個人主導醫療程度高 

醫療設備 倚重高科技的醫療訓練 非依賴高科技為主的醫療訓練 

總床數目 較多 較少 

病患特性 

都會區居民為主 

病患為中老年有多重併發症之

患者為主 

社區住民及航空相關疾病診療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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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職前教育及安全規定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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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內科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科部簡介 

教學醫院醫師的水準，常肇基於內科教學訓練之是否紮實，蓋內科實為其他各科訓練之基

礎，根基深穩，自然枝繁葉茂，院方各級長官對此瞭解至深，因此對內科之要求尤其嚴格。國防

醫學院與三軍總醫院徹底合併後，醫院有鑒於提高國軍醫師素質，必自重振三軍總醫院內科部各

級醫事人員之研究、教學與服務精神，故歷年來為培訓師資，有計劃的遴選優秀青年醫師在國內

外深造，同時更不遺餘力的加強醫學倫理教育。 

制度化是現代經營管理的基本理念，要成就一名醫術救人，醫德濟世的醫生，除了臨床知識

技能的訓練，更將注重品德修養的培育和團隊精神的養成。為配合推行「以病人為中心」之一般

醫學教育，特成立一般醫學內科暨一般內科示範中心；教導醫學倫理與法律、實證醫學、醫療品

質及感染控制，並將這些基本課程精神應用於臨床病人照顧。我們也將以病人為中心之全人醫療

的精神與教學方法，普及於各次專科。為事權統一，指揮靈活、醫療服務與臨床教學配合無間，

建制上由國防醫學院內科學系主任兼領三軍總醫院內科部;積極激勵同仁從事研究工作及論文發

表，以厚植師資為因應醫學之快速發展及一級教學醫院之需求，重新規劃臨床教學計劃。內科部

之訓練計畫乃參酌本院教學室訓練計畫原則、內科醫學會制定之內科專科醫師訓練學習護照內

容、畢業前及畢業後一般醫學學習護照內容、各次專科訓練內容及規定、各次專科技術員訓練內

容及規定(如呼吸治療師、透析護理師等)及國內外著名大學訓練計畫之優點而制定，而家醫科為

屬內科系性質的科別，至內科部輪訓更為重要。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1.本部依台灣家庭醫學科公告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相關規範訂定訓練計

畫。 

2.訓練宗旨為培養具內科醫學診療能力及積極創新思維之醫師。 

3.訓練目標: 使完成訓練之住院醫師具備下列核心能力：包括 

(1) 熟悉一般內科疾病之診斷及治療，養成具有獨立判斷及協調作業能力之臨床醫師。 

(2) 鼓勵自我進修，主動思考、增進教學研究能力，作為臨床教師之儲備訓練。 

(3) 養成責任感、嚴謹的醫療態度、教導醫病溝通，實踐醫學倫理之崇高精神。 

(4) 除臨床實務外，培養學術論文寫作能力。 

參、師資 
1.本部由部主任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具有豐富臨床教學經驗，負責綜管計畫相關事務。 

2.本部教師皆具有教學資格，於住院醫師訓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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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師名單如下 

專任教師 

 

科別 姓名 職稱 

（教職） 

學歷 專長 

腎臟內科 朱柏齡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畢業 

美國肯塔基大學毒理學研究

急慢性腎衰竭、腎絲球

腎炎、腎骨病變與鈣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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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博士 異常 

腎臟內科 林石化 三軍總醫院院長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電解質與酸鹼異常 

遺傳性腎小管疾病 

腎臟內科 陳金順 腎 臟 內 科 主 任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科所博士 腎絲球腎炎與免疫性

腎病變 

腎臟內科 吳家兆 腎 功 能 室 主 任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科所博士 腎絲球腎炎與免疫性

腎病變 

腎臟內科 楊松昇 主治醫師 

(副教授） 

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醫齒

科綜合研究所博士 
電解質與酸鹼異常 

遺傳性腎小管疾病 

腎臟內科 許育瑞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荷蘭奈梅亨羅德堡大學生理

所博士 

電解質異常與鈣磷代

謝 

腎臟內科 
鄭智仁 

主治醫師 

(專任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電解質與酸鹼異常 

腎臟內科 宋志建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進修 

內科學、腎臟學臨床

教學指導 

風濕免疫

過敏科 

朱士傑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研究

員 

國防醫學院風濕免疫學科 

教授 

風濕免疫過敏學 

一般內科性疾病 

急診醫學 

 

風濕免疫

過敏科 
郭三元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畢業 

美國克里夫蘭大學進修 

風濕免疫過敏學 

退化性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下背痛 

風濕免疫

過敏科 

陳相成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畢業 

美國杜克大學(Duke)病理哲

學博士 

 

風濕免疫學 

退化性關節炎 

自體免疫疾病 

全身性紅斑狼瘡 

類風濕性關節炎 

風濕免疫

過敏科 

劉峰誠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畢業 

國防醫學院醫科所博士畢

業。 

兼任一般醫學內科主治醫師 

風濕免疫學 

自體免疫疾病 

全身性紅斑狼瘡 

類風濕性關節炎 

僵直性脊椎炎 

胸腔內科 彭萬誠 
重症醫學部主任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研究員 

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訪問學

者 

重症病人照護及呼吸

治療、呼吸機脫離、

慢性阻塞性肺病、氣

喘、肺結核、肺炎、

肺癌、肋膜積水之診

斷與治療 

胸腔內科 簡志峰 胸腔內科主任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肺癌之診斷、分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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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修 相關治療、慢性阻塞

性肺病、氣喘、肺結

核、肺炎、肋膜積水

之診斷與治療、重症

病人照護及呼吸治

療、呼吸機脫離 

胸腔內科 黃坤崙 高壓氧中心主任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美國夏威夷大學潛水生理學

博士 

 

潛水減壓病之防治、

一氧化碳中毒之治

療、高壓氧治療之相

關運用、呼吸衰竭病

人於高壓氧艙內之呼

吸治療 

 

胸腔內科 彭忠衎 胸腔內科病房主

任(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 

慢性阻塞性肺病、氣

喘、肺結核、肺炎、

肋膜積水之診斷與治

療、重症病人照護及

呼吸治療 

胸腔內科 蔡鎮良 胸腔內科主治醫

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班（進修中） 

 

慢性阻塞性肺病、氣

喘、肺結核、肺炎、

肋膜積水之診斷與治

療、重症病人照護及

呼吸治療 

胸腔內科 吳世偉 胸腔內科主治醫

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慢性阻塞性肺病、氣

喘、肺結核、肺炎、

肋膜積水之診斷與治

療、重症病人照護及

呼吸治療 

胸腔內科 唐士恩 胸腔內科主治醫

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國防醫

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進修中） 

 

慢性阻塞性肺病、氣

喘、肺結核、肺炎、

肋膜積水之診斷與治

療、重症病人照護及

呼吸治療 

胸腔內科 沈志浩 胸腔內科主治醫

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慢性阻塞性肺病、氣

喘、肺結核、肺炎、

肋膜積水之診斷與治

療、重症病人照護及

呼吸治療 

胸腔內科 
張山岳 專任主治醫師 

三軍總醫院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 

內科學及呼吸學臨床

教學指導 

血液腫瘤 陳宇欽 腫瘤科主任（助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血液學、腫瘤學、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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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理教授） 美國梅約醫學中心進修 學、血友病防治及研

究、安寧療護 

血液腫瘤

科 

何景良 主 治 醫 師 （ 教

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梅約醫學中心進修 

血液學、腫瘤學、內科

學、骨髓移植、安寧療

護 

血液腫瘤

科 

戴明燊 主治醫師（助理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英國倫敦大學皇后瑪麗學院

癌症研究中心 博士畢業 

血液學、腫瘤學、腫瘤

免疫、內科學、安寧療

護 

血液腫瘤

科 

張平穎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血液學、腫瘤學、內科

學、安寧療護 

血液腫瘤

科 

黃子權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血液學、腫瘤學、內科

學、安寧療護 

血液腫瘤

科 陳佳宏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血液學、腫瘤學、內科

學、安寧療護、骨髓移

植 

心臟內科 

鄭書孟 
內科部主任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哲學博士  

心臟血管疾病之診斷

與治療 介入性心臟學 

心 臟 節 律 器 置 放            

心臟科重症照護 

心臟內科 

林維祥 
科主任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心臟

內科電生理研究室研究員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

修 

心律不整學                

心臟電生理檢查及射頻

燒灼術  

心臟血管疾病之診斷與

治療                

心臟科重症照護 

心臟內科 
許志雄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哲學博士 

心衰竭之評估及復健   

心臟重症加護  

心臟內科 

劉俊廷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高血壓性及瓣膜性心臟

病 

介入性心臟學  

心臟重症加護  

週邊動脈疾病  

心臟內科 

鄭正忠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成人心臟學  

介入性心臟學  

心臟重症加護   

週邊動脈疾病 

心臟內科 

楊世平 
主治醫師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

部生理研究所醫學哲學博士 

成人心臟學  

介入性心臟學  

心臟重症加護  

心臟內科 

朱凱民 
主治醫師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醫學博士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臨床

藥理研究員 

心臟超音波  

臨床藥理                  

心臟重症加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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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內科 

吳俊賢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成人心臟學  

介入性心臟學  

心臟重症加護 

心臟內科 

蔡宗能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哲學

博士 

成人心臟學  

心臟重症加護 

心臟內科 

林錦生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 

成人心臟學  

介入性心臟學  

心臟重症加護 

感染及熱

帶醫學科 

張峰義 主治醫師(教授) 國防醫學院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美國匹茲堡大學研究員 

肺炎克雷白氏桿菌致病

機轉 

感染症學  

院內感染  

醫療品質 

感染及熱

帶醫學科 

林永崇 科主任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克雷伯氏肝膿瘍研究 

潛伏性肺結核病 

感染及熱

帶醫學科 

王甯祺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美國洛克菲勒大學亞倫戴蒙愛

滋病研究中心研究 

HIV病毒及 AIDS 研究 

院內感控 

感染及熱

帶醫學科 

葉國明 主治醫師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克雷伯氏肝膿瘍研究 

感染及熱

帶醫學科 

邱勝康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MRSA 

盤尼西林過敏原研究 

感染及熱

帶醫學科 

林德宇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HIV病毒及 AIDS 研究 

免疫不全患者伺機性感

染 

感染及熱

帶醫學科 

楊雅頌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多重抗藥性菌株研究 

胃腸肝膽

科 

謝財源 內科部主任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美國南加大病毒及分子生物

學博士  

肝炎研究 

胃腸肝膽

科 

張維國 胃腸科內視鏡室

主任兼任一般醫

學內科病房和示

範中心主任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醫學博士 

美 國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博士後研究 

腸道營養學研究 

胃腸肝膽

科 

施宇隆 胃腸科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醫學博士 

肝臟細胞學基礎研究 

 

胃腸肝膽

科 

 

黃天祐 

 

胃腸科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醫學博士  

 

肝臟細胞學基礎研究 

胃腸肝膽

科 

陳鵬仁 胃腸科主治醫師 

(副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台灣大學法律學分班 

日本國立癌病中心及北里大

臨床內視鏡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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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 

胃腸肝膽

科 

黃信閎 胃腸科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胃腸肝膽

科 

林煊淮 胃腸科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肝炎研究 

新陳代謝

科 

洪乙仁 科主任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糖尿病，高血脂症，甲

狀腺等內分泌疾 

新陳代謝

科 

謝昌勳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糖尿病，高血脂症，甲

狀腺等內分泌疾病 

新陳代謝

科 

李建興 主治醫師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 

糖尿病，高血脂症，甲

狀腺等內分泌疾病 

 

肆、訓練課程及訓練方式 

訓練項目（課程） 

(1)學習病史問診和理學檢查。 

(2)學習內科常見問題之病程及處置，含病房(以次專科訓練病房為原

則)及門診病人之照護。 

(3)學習常見內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4)學習一般臨床檢驗(尿、糞、血液、痰、分泌液等)及其結果判讀。 

(5)學習影像檢查及心電圖之判讀。 

*訓練內容： 

(1) 內容包含全人醫療、病人安全、醫療品質、醫病溝通、醫學倫理、醫事法規、感染控

制、實證醫學及病歷寫作等及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 

(2) 標準作業規定： 

A. 先由醫院統一辦理新進住院醫師之安全防護含疫苗接種、火災逃生、針扎意外事故處

理，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境及安全防護。 

B. 本部並舉辦實務操作前說明，使其瞭解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規定，且提供

相關防護設備供其使用，並經由演練獲得相關操作經驗。 

(3) 本部落實由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組成的團隊教學訓練，明訂於每月本部

「工作分配表」，並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監督。  

(4) 每日臨床工作要點： 

普通病房：住院醫師應在主治醫師之指導下，從事病房病人之診斷及治療工作。此外，

應參加各次專科之例行訓練及教學活動，包括晨會、主任迴診、主治醫師迴診、主治醫

師之教學迴診、病例討論會及文獻研讀會等。如在病人診療上有疑問或遭遇困難時，必

須即刻與資深住院醫師商討共同處理，如無法解決問題時，應及早向有關主治醫師報

告，安排處理對策。住院醫師也負有教學實習醫學生之責任。住院醫師如安排有侵入性

檢查或治療項目，實施前先病人與家屬充分說明並獲其簽署同意書。取得同意書後護理

人員核對醫囑，依照檢驗(查)排程時間，逐項為病人進行各項檢驗(查)之準備。 

(5) 照護床數及值班訓練規定：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 15 床，值班訓練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不超時值班。 

(6) 教學住診 : 每週安排住院醫師接受住診教學（teaching round）(團隊教學訓練)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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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醫師於病房教學時，會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住院醫師瞭解病人病情，並適時教導

住院醫師考慮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7) 教學門診 : 每月一次，於各次專科教學門診實施。 

(8) 病歷寫作規定： 

A. 病歷紀錄時，應注意需符合病人實際情形，其內容如主訴、病史、身體檢查、實驗室

及影像檢查、診斷與診療計畫等，應呈現合理邏輯（病歷紀錄如僅複製前次內容，

且完全未針對病程變化加以修改者，視為不符合病人實際情形）。 

B. 病歷紀錄時，應視情況需要紀錄下列事項： 

i. 病人在身、心、社會層面的問題。 

ii. 醫師對診療過程之修正及改進。 

iii. 尊重病人自主，做好知情同意。 

C. 病歷紀錄時，身體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或器官系統檢查（ system 

review）之結果，如以查檢表方式勾選者，對於陽性結果（positive findings）

或有意義的陰性結果（negative findings）應加註說明。 

D. 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製作之病歷或診斷書會給予核閱並簽名，並給予必要之指正或評

論。 

E. 除需參加醫院安排之病歷教學活動外，本部另有病歷寫作教學課程(每週三下午五點

鐘於內科部，由訓練官主持)，以提升住院醫師寫作病歷及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

文書之能力。 

伍、教學資源 

1. 內科部所屬各次專科門診 

2. 內科部所屬各次專科安排功能檢查室 

3. 內科部教學圖書室 

4. 內科部會議室 

5. 內科部 e 化教學網路網 

6. 國防醫學院圖書館  

陸、考評機制 

1.多元方式定期進行教學成效評估： 

A. 配合醫院規定，每月至少實施乙次迷你臨床演練評量（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mini-CEX）及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表 [包括：病人照護

（ patient care）、醫學知識（ medical knowledge）、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

（ practice 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 人 際 關 係 及 溝 通 技 巧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

及制度下之臨床工作（system based practice） 

B. 評分重點：以日常工作效率、主動學習精神、醫學倫理認知及核心能力熟悉度等

指標為依據進行考核；另針對下列核心能力作為考核評分依據，其評量不合格者

需列入輔導。 

C. 評分人員：由住院總醫師或主治醫師擔任初考，訓練官或科部主任進行複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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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受評者建議以修正訓練方向或工作重點，做到訓為所用之原則；其考核資料

送教學室登錄並存查備用。 

D. 本部每月會有固定之 Grand Round 考試； 以及每季實施一次住院醫師大會考，

考試內容以內專考試相關內容為主；考試成績列入住院醫師總成績計算，成績未

達標準者由導師及訓練官介入輔導。 

E. 完成三年住院醫師訓練後，經各科科務會議考量其品德、服務態度與研究能力及

教學熱忱後，得晉升各次專科之第四年及第五年住院醫師。 

2.雙向回饋機制：本院各種評估方式及表單皆已包括雙向回饋內容，住院醫師除可瞭解授課

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對其表現之評價或相闗改善建議，對教學內容或品質有任何建議亦可

透過此機制回饋予授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同時教師亦可據以對訓練課程或計劃之實施

提出修訂建議，若科內無法解決，則再向上級反應或提議至每季之「教育訓練官委員會」

討論。每季並召開一次導生會議，由指導主治醫師或導師對訓練成果不佳，需要協助之住

院醫師，個別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 

柒、每週教學活動表 

1.週一至週五下午四點三十分至五點，為住院總醫師主持交班及教學，除一般事項宣導外，

著重於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病歷之查考教導。 

2.週二及週四下午五時至六時為內科臨床暨 UGY 教學講座，臨床教學講座講授有關內科基本

知識訓練。另每週三下午五點，由訓練官審查病歷並進行病歷及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

文書寫作教學。 

3.每週二上午七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為內科學術演講會。每週五上午七時三十分至八時三

十分則分別有臨床病理討論會、醫學研究分享討論會、死亡病例討論會、及部務會議。 

內科部住院醫師每週活動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

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07:30 

｜ 

08:30 

 內
科
學
術
演
講
會 

  第一週： 

臨床病理討論會 

第二週： 

醫學研究討論會或 

傑 出 研 究 共 享 

(Share with you) 

第三週： 

死亡病例討論會 

第四週： 

部務會議 

第五週: 

實證醫學討論 

08:00AM

各 科 特

殊 病 人

交班 

08:00AM 假

日 各 科 病

人交班 

(Grand 

Round) 

08:30 

| 

12:00 

     

  

12:00 

|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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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 

17:00 

每 日 各

科 特 殊

病 人 交

班 

每 日 各

科 特 殊

病 人 交

班 

每 日

各 科

特 殊

病 人

交班 

每 日 各

科 特 殊

病 人 交

班 

每日各科特殊病人

交班 

 

17:00 

| 

18:00 

 

內 科 臨

床 教 學

講座 

訓 練

官 教

學 及

病 歷

審查 

內 科 臨

床 教 學

講座 

 

附註: 此教學活動表適用所有內科部住院醫師 

捌、參考書籍及期刊 

為期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能獲得輪訓至該科之必要知識，除必讀之 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 教科書外，特於各次專科的訓練計畫規定條陳其他必讀書

籍；此外專業醫師、科總醫師及專科（主治）醫師為不斷汲取新知亦訂定參考書籍及期刊以增進

該科學識造福病患。本部圖書室則提供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Lancet 等醫學雜

誌，及其他涵蓋一般醫學、運動、音樂、傳記、文學、醫學倫理及法律等各類非醫學書籍及雜誌

等近百冊圖書供使用或借閱。 

 

一、必讀書目 

1. 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8th edition (Kasper/McGraw-Hill, 

2011) 

2. The Washington Manual of Medical Therapeutics, 33st edition (Green/Lippincott, 

2010) 

3.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andbook of Internal Medicine, 4th ediction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10) 

4. Cecil Textbook of Internal Medicine, 24th edition (Goodman/Saunders, 2011) 

5. User’s Guided to the Medical Literature: Essentials of Evidence-Based 

Clinical Practice. (Guyatt/AMA press, 2002) 

6. Laboratory Tests and Diagnostic Procedures (Chernecky/Saunders, 2004) 

7. 圖解住院醫師臨床基本技術 (黃永彥, 2003) 

8. 臨床醫學核心教材 (三軍總醫院) 

9. 常見疾病診斷流程 (三軍總醫院內科部) 

 

二、期刊 

1.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 

2. The Lancet 

3.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4.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 

5.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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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小兒科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簡介 

一、沿革 

本院小兒科創立於民國四十一年，原隸屬於內科部，初期僅病床十張，醫師五人。隨歲月

之增長，小兒科亦逐年充實茁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小兒科擴大為小兒部與內科部分開

之後，經歷多年之努力經營，不僅設備與人員更加充實，且由於小兒專業分科之設立，在

民國七十四年開始設立小兒加護中心，使醫療、教學與研究之水準，均有大幅度之提高。

民國七十七年本部人員編制二十五人，民國八十四年全民健保實施後，兒科民眾與軍眷病

床合併，本部人員編制縮減至二十四人，仍維持四科之編制。民國八十五年軍眷民眾門診

合併看診，夜診時間延長，加護病房擴充床位至 12 床，並開始實施新生兒院外轉送作業。

民國八十六年本部因任務編組再次縮編至二十二人。民國八十八年兒科看診年齡放寬至十

八歲並於八十九年十月底搬遷至內湖國醫中心現址。 

二、現況： 

（一）人員編制： 

在八十四年度整編後，本部分為 4 個科：一般兒科、新生兒及小兒加護科、小兒心臟科、

及小兒感染免疫科。一般兒科包括血液腫瘤學組、小兒神經學組、小兒腸胃學組、小兒腎

臟學組、及小兒內分泌及遺傳學組等次專科；新生兒及小兒加護科設新生兒學組、小兒急

救加護學組、及新生兒加護學組；小兒感染免疫科分小兒感染學組及小兒免疫過敏學組等

次專科，在整編後包括專科護理師一名，共十九人。 

（二）床位編制： 

民國八十四年全民健保實施，加上八十五年之加護病房擴床案後，一般病房的床位數，19

病房 34 張床，35 病房 2 張床，加護病房包括 8 張重症床及 4 張中重度床，急診室有留觀

床位 9 張，嬰兒房總床數為 80 張，其中包含 7 張病嬰床。目前國醫中心，兒科一般病房

19 張床；新生兒加護病房 8 張床，小兒加護病房 6 張床，另有 12 張中重度床；此外嬰兒

房總床數為 68 張，其中包含 16 張寄養床及 16 張病嬰床；急診室(包含內湖及汀州)共有

10 張留觀床。 

（三）現行作業範圍包括下列項目： 

1.一般兒科門診及各種專科特別門診。 

2.健兒門診及預防注射門診以及早療門診。 

3.兒科急診作業。 

4.病房醫療。 

5.嬰兒室作業。 

6.加護病房作業。 

7.院外新生兒轉送作業。 

8.各級醫師之教學與研究工作。 

9.小兒超音波檢查(含腦部、心臟及腎臟)。 

貳、教學任務 

一、使住院醫師以上之各級醫師具有足夠之小兒醫學專業知識，不僅能提供病患最佳之臨床服



38  

務，且能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擔負醫學界承先啟後之責任。 

參、教學訓練種類、資格與目標 

教 學 種 類 最 低 資 格 訓 練 目 標 

一般兒科住院醫師

(含家醫科輪訓醫

師) 

國防醫學院畢業生奉派至

本部服務之醫師 

培養成為能獨立照顧兒科病患之醫生。 

(1)學習嬰幼兒和兒童之問診及理學檢查。  

(2)學習兒童生長與發展評估。  

(3)學習兒童營養相關知識(含母乳哺餵及

副食品添加)。  

(4)嬰幼兒之預防注射及健康諮詢(含口腔

清潔與乳牙照護)。  

(5)學習小兒科常見問題之認識與處置。  

(6)學習小兒科急症之第一線處置。  

(7)學習小兒科臨床檢驗結果之判讀。  

(8)學習兒童藥物之使用。  

(9)學習兒童事故及虐待處理能力(含嬰兒

猝死症候群)。 

師資 

1. 本部由部主任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具有豐富臨床教學經驗，負責綜管計畫相關事務。 

2. 本部教師皆具有教學資格，於住院醫師訓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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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專任教師（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人數比例約 1：1，名單如下  

 

姓 名 學 經 歷 專 長 年 資 

陳錫洲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小兒學科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博士 

中華民國小兒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小兒神經科專科醫師 

台灣兒童急診專科醫師 

台灣兒童重症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專科醫師 

現任：三軍總醫院小兒科部主任 

      病歷審查小組主任委員 

小兒感染科 

兒童急診 

兒童重症 

27 

王志堅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小兒學科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博士 

中華民國小兒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小兒感染專科醫師 

台灣兒童急診專科醫師 

台灣兒童重症專科醫師 

小兒感染科 

兒童急診 

兒童重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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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專科醫師 

現任：三軍總醫院小兒感染科主治醫師 

      病歷審查小組主任委員 

田炯璽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中華民國小兒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兒童氣喘過敏免疫次專科醫師 

現任：三軍總醫院兒童氣喘過敏免疫科主治醫

師兼任小兒急診專責主治醫師 

兒 童 氣 喘 過

敏免疫科 

14 

呂瑩純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中華民國小兒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新生兒科專科醫師 

現任：三軍總醫院新生兒科主治醫師 

新生兒科 

 

4 

另分臨床診療、會議討論等兩種方式同時進行。 

(一)臨床診療：此分病房、嬰兒房、急診室、值班等方面進行： 

1.病房： 

(1)時間之分配，約占全部訓練時間之半數，視科務情況，可略作增減。 

(2)床位分配，每人約分配 10-15床病人為原則。 

(3)每日清晨七時，巡視病房，七時半出席晨會，報告新住院病人及重症病患病情變化，上

午及下午隨伴主任或主治醫巡視病房。 

(4)新收病人入院後，廿四小時內，必須完成病史，物理檢查，實驗室常規檢查。擬定必須

之診斷步驟計畫、開列處方、繕打住院病歷摘要（Admission Note），並作各種必要之診

療手術。 

(5)特殊檢查或特殊藥品，須徵求上級同意，方可使用。 

(6)負責指導實習醫學生之臨床實習，按實習醫學生教學訓練計劃施行，對臨床各種細節，

包括探詢病史、物理檢查、實驗室常規、各種診療技術等，應以講解、討論示範等方法，

使其徹底了解，或在督導下，擔任操作。對實習醫學生品德之訓練，尤重以身作則。 

(7)負責病歷之完整，對分配實習醫學生所做之病歷，負指導核正、副署簽名之責。 

(8)要熟悉各種專科之基本知識和技術，如： 

甲、過敏皮膚試驗，肺功能之測定及減過敏療法。 

乙、細菌、病毒、檢體之送法及判讀。 

丙、血液抹片之判讀，輸血及化學療法。 

丁、小兒神經學之檢查，腦電波、腦部超音波之判讀。 

(9)密切注意情變及實驗室檢查結果，遇疑難時提出與上級醫師討論，遵從上級指示，適切

回答家屬問題，與工作同仁合作無間。 

2.嬰兒房： 

(1)每名住院醫師，以分配廿名新生兒為原則，視實際情況增減。 

(2)指導實習醫學生工作。經由講解及示範，達成實習醫學生訓練計畫內嬰兒房訓練之各項

規定，並負考核責任，遇事以身作則。 

(3)巡視嬰兒房，出席晨會，報告新收之新生兒，伴隨主任、主治醫師巡視病房，晚間巡視

病房等規定與病房同，但尤應注重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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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熟悉小兒人工呼吸器，換血技術之知識及技術。 

(5)學習小兒超音波之檢查技巧。 

3.急診室：  

(1)對求診病兒、探詢病史、物理檢查，及作必須之實驗室檢查，並作診斷、治療、及記

錄。 

(2)上述步驟之先後因病情而定，急救處理優先。 

(3)隨時注意病情輕重及變化，細心判斷，了解並同情家屬焦慮之心理，與工作同仁及家屬

合作。 

(4)負責指導實習醫學生工作。 

(5)伴隨主治醫師查房。 

4.值班任務之分配： 

(1)值班任務之分配：採分組輪流值勤。 

(2)值班時負責加護中心、病房、嬰兒房、急診室之醫療工作，及危險生產之產科徵召。 

(3)年資最資深者為值班領導人，負責教學、指導、交接班及工作分配，值班時應發掘問題

及解決問題，處理突發事故。 

(4)次日晨會時，提出新收病人及重病者情況、及突發事故報告。 

（二）會議討論：分臨床病例討論會、臨床病理討論會、醫學新知討論會、專題演講，科務

會議和死亡病例討論會、地區醫學會及專科醫學會、放射科兒科聯合討論會、婦幼聯合病

例討論會。 

1.臨床病例討論會： 

(1)每週至少一次。 

(2)整理病歷記錄，做成摘要、收集、研讀有關文獻，尤重醫學新知，對該病例異於一般常

例處，應細求解答，提出討論。 

(3)對討論會中，有關診斷治療之意見，親自或指導實習醫學生，記錄病歷內，並加核對。 

2.臨床病理討論會： 

(1)每月一次。 

(2)整理個案資料，印發病歷摘要。 

(3)在會議時，提出自己意見，聽取他人意見，經由病理診斷結果，檢討診療得失，藉以練

習自己正確之診斷能力。 

3.醫學新知討論會： 

(1)每週一次。 

(2)閱讀上級指定或自己選定之醫學文獻，提出報告。 

(3)注意醫學新知及醫學發展之方向。 

4.專題演講： 

(1)專題演講由總醫師或各次專科醫師主持，鍛練其教學能力。時間為定時定點之教學時

間，對象以住院醫師為主，若實習醫學生於臨床之餘也可參予。  

5.科務會議及死亡病例討論會： 

(1)每月一次。 

(2)整理個案資料，印發摘要，並提出報告。 

(3)整理死亡病例之資料，在會議中提出自己意見，檢討治療之得失，以改進診斷治療之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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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部地區兒科聯合病例醫學會及各次專科醫學會： 

(1)不定期。 

(2)整理病例，尋找醫學新知，提出報告。 

(3)增加與其他各級醫院的知識交流。 

7.放射科兒科及小兒外科聯合討論會： 

(1)每週一次。 

(2)整理病歷資料，會中提出報告，學習小兒放射學及小兒外科學之有關知識。 

(3)將會議中意見作成記錄。 

8.婦幼聯合病例討論會： 

(1)每月一次。 

(2)整理病歷資料，尋找醫學文獻，會中提出報告。 

(3)將會議中意見作記錄。 

肆、每週教學活動表 

一、住院醫師每週教學活動表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 
 
 
 
 

午 

07:30晨報 
09:00 
主治醫師 
查房教學 
 
小兒感染科定時
定點教學 
（王志堅 羅文
聰，每月二次） 
 

07:30晨報 
07:45 
醫學雜誌 
研討會 
09:00 
教學門診 
09:30 
主治醫師 
查房教學 
11:00 
 

07:30晨報 
09:00 
主治醫師 
查房教學 
 

07:30晨報 
07:45 
臨床研討會 
09:30 
主治醫師 
查房教學 
 
 

07:30晨報 
09:00 
教學門診 
09:30 
主治醫師 
查房教學 
11:00 
小兒神經科定時
定點教學(陳錫
洲，每月二次) 
 

07:30晨報 
交班及教學(總
醫師) 
 

下 
 
 
 
 
 

午 

12:30 
小兒、婦產科 
聯合討論會 
（每月一次） 
15:00 
主治醫師 
查房教學 
 

14:00 
小兒腹部超音波
實作(周定遠，
每月兩次) 
15:00 
主治醫師 
查房教學 
小兒神經科 
教學(張開屏，
每月二次) 

13:00 
小兒科醫學會 
北區聯合病例討
論會 
14:00 
四院聯合 
病例討論會 
（每三個月一
次） 
14:00 
教學門診 
15:30 
主治醫師 
查房教學 

13:00 
死亡病例 
討論會 
（每月一次） 
17:00  
主治醫師 
查房教學 
 

13:00 
小兒腸胃科 
教學 
15:30 
主治醫師 
查房教學 
 

 

伍、考核 

一、住院醫師考評方式： 

1.每月住院醫師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表：其內容包括醫療、教學、研究及基本素質四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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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結果佔總分百分之六十。 

     2.演講考評：住院醫師受訓期間 Journal Meeting 一次，演講表現成績列入考核。 

二、辦法未盡事宜，得隨時以命令修改之。 

陸、必讀書目、參考書籍及期刊 

一、必讀書目： 

1. Behrman RE: Nelson Textbook of Pediatrics, 19th ed. Philadephia W. B. 

Sausers Company, 2011. 

2. Lange :Neonatology, 7th ed. M.Douglas Cunningham and Fabien G.Eyal,2013 

二、參考書籍： 

1. Slobody LB: Survey of Clinical Pediatrics, 7th ed. MC Graw Hill Inc, 1981. 

2. Gellis SS and Kanan BM: Current pediatric therapy, 18th ed. W. B. Saunders, 

2006. 

3. Moss and Adams: Heart Disease in infants, childven, and Adolescents, a 

Waverly Company, 1995. 

4. Feigin RD and cherry JD: Textbook of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 5th ed. 

Vol. I and II, W. B. Company, 2004. 

5. Wylliel Hyams: Pediatric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 W. B. Saunders Company, 

1993. 

6. Hilman BC: Pediatric respiratory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 B. 

Saundevsrs Company, 1993. 

7. Rogers MC: Texbook of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2nd ed. Williams & Wilkins, 

1992. 

8. Swaiman KF: Pediatirc neurology-principle and practice, Vol. I & II, 2nd ed. 

Mosby Company, 1994. 

9. David RB: Pediatric Neurology for the Clinician, Appleton & Lange, 1992. 

10.Daniel Bergsma: Birth defects compendium. 2nd ed. Alan & Liss Inc, 1979. 

11.Laurence Finberg: Water and electrolytes in pediatrics, 1982. 

12.E. Richard Stiehm: Immunologic Disorders in infants & Children. 4th ed. W. B. 

Saunders Company, 1996. 

13.Goldamith JP: Assisted ventilation of the neonate, 3rd 1996. 

14.Arthur Garson, Jr: The electrocardiogram in infant and Children. Lea and 

Febiger, 1983. 

15.Nathan DG: Hematology of infancy and childhood, 4th ed. W. B. Saunders 

Company, 1993. 

16.Bertrand J. Rappaport R, izonenko PC: Pediatric endocrinology-physiology, 

pathophysiology, and clinical aspects, 2nd ed. Williams & Wilkins, 1993. 

17.Hilman BC: Pediatric respiratory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 B. 

Saunders Company, 1993. 

18.Pizzo PA, Polack D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pediatric oncology. 2n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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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93. 

19.Reisdorff EJ, Roberts MR, Weigenstein JG: Pediatric emergency medicine. W. B. 

Saundevs Cowpany, 1993. 

三、期刊： 

1. Journal of Pediatrics. 

2. Pediatrics. 

3.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4.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5. Ped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n. 

6. Pediatri Research. 

7. Am Journal of Perinatology. 

8. The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 Journal. 

9. 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10.Pediatrics in Review. 

11.Pediatric Cardiology. 

12.Pediatric Neurology. 

13.Journal of Pediatric Gastroenterology and Nutrition. 

14.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ediatric Hematology/Oncology. 

 

 

 

 

 



44  

附件七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外科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科部簡介 

目前外科部編制內有十一個次專科，分別為一般外科、小兒外科、大腸直腸外科、整形外

科、燒傷中心、泌尿外科、胸腔外科、心臟血管外科、創傷科、內視鏡微創外科及實驗外科。歷

任部主任於任內推動了住院醫師訓練、完成臨床核心教材、制定住院醫師逐年考評辦法、外科醫

療品質委員會及外科部同仁論文研究之獎勵辦法等各項措施。另外，設有實驗外科並成立縫合訓

練班，供有興趣之同仁實驗研究與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縫合手術之訓練。本院外科部自民國三

十八年，張先林先生創部以來，即在全國外科發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歷任部主任亦秉持優良傳

統，鼓勵同仁積極從事論文寫作、醫學之研究及教學服務。尤其在民國九十五年時十一月率先引

進機械手臂，更開啟國內微創手術新的里程碑。民國一百零二年由胸腔外科主任張宏醫師接任國

防醫學院醫學系外科學科主任及外科部主任，任內持續秉持歷屆部主任優良傳統並加以發揚光

大，課程教授學員含括基礎學生至臨床醫師(醫學院學生、見習生、實習生、PGY 學員、住院醫

師、總醫師及資深住院醫師)等，共同教育訓練。此外戮力於教學、研究、服務三大目標，積極

發展各細分科專長及優勢，培育臨床教師，成果卓越。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1. 本部依台灣家庭醫學科公告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相關規範訂定訓練計

畫。 

2. 訓練宗旨為培養具基本外科學診療能力及積極創新思維之家醫科醫師。 

3. 訓練目標: 使完成訓練之住院醫師具備下列核心能力： 

（1）常見外科病症實務訓練，含病房(以不重複到 PGY 訓練病房為原則)及門診病人之照護 

（2）OSCE 中心模擬訓練 

參、師資 
1.本部由部主任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具有豐富臨床教學經驗，負責綜管計畫相關事務。 

2.本部教師皆具有教學資格，於住院醫師訓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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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專任教師（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人數比例約 2：1，詳細名單請見各分科資料。 

專任主治教師： 

科別 姓名 職稱（教職） 學歷 專長 

一般外科 

俞志誠 

三軍總醫院主

治醫師（教

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醫學院臨床進

修 

乳房外科、內視鏡外科、消化外科 

一般外科 

詹德全 
科主任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日本東京國立癌症中心中央病院肝

膽胰胃外科進修 

腹腔鏡及機械手臂手術、胃、膽

囊、總膽管、胰、肝手術 

一般外科 

陳登偉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Dumont 移

植中心臨床研究員 

肝臟移植、肝癌治療、疝氣手術、

內視鏡膽囊切除手術、乳房、甲狀

腺、胃、腸手術 

大腸直腸外科 
吳昌杰 

代理科主任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大腸直腸癌診斷及治療 

肛門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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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直腸外科 
饒樹文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杜蘭大學醫務管理碩士 

大腸直腸癌診斷及治療 

肛門疾患 

整形外科 

陳錫根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台灣大學醫務管理碩士 

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中心 

乳房重建、顯微手術、頭頸部及肢

體重建、手外科 

整形外科 
陳天牧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杜克大學研究員 
顱顏外科、美容外科 

整形外科 
戴念梓 

科主任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英國伯明罕艾士頓大學博士 
燒燙傷治療、皮膚組織工程 

心臟血管外科 

林致源 
科主任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班進修中 

心臟及大血管手術、先天性心臟病 

心臟血管外科 
蔡宜廷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心臟大血管手術、血管腔內手術 

泌尿外科 

查岱龍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安德森癌症中心分子細胞腫瘤

學系哲學博士 

1. General urology 

2. Uro-oncology 

泌尿外科 

于大雄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科所博士                       

美國杜蘭大學公共衛生及熱帶醫學

院醫療管理研究所碩士 

1. General urology 

2. Uro-oncology 

3. Tumor immunology 

4.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泌尿外科 

孫光煥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科所博士 

1. General urology 

2. Male infertility 

3.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泌尿外科 
蒙恩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英國牛津大學藥理學系進修博士 

1. General urology 

2. Female urology 

肆、訓練課程及訓練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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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法規、感染

控制、實證醫學及病歷寫作等及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目前除落實於每日臨床照護工

作中，另配合衛生福利部及醫策會政策，於專科訓練期間加強相關訓練。 

2. 住院醫師標準作業規定： 

(1) 先由醫院統一辦理新進住院醫師之安全防護，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境及安全防護

（含疫苗接種）。 

(2) 本部並舉辦實務操作前說明，使其瞭解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規定，且

提供相關防護設備供其使用，並經由演練獲得相關操作經驗。 

3. 住院醫師照護之疾病類型依本部所訂之核心項目安排，以期住院醫師能充分掌握核心技

能。 

4. 本部落實由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組成的團隊教學訓練，明訂於每月「工作

分配表」，並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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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照護床數及值班訓練規定：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 15 床，值班訓練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不超時值班，值班照顧床數上限亦為 15 床。 

6. 每週安排住院醫師接受住診教學（teaching round）(團隊教學訓練) 。主治醫師教學

時，會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住院醫師瞭解病人病情，並適時教導住院醫師考慮醫學

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7. 病歷寫作規定： 

(1) 病歷紀錄時，應注意需符合病人實際情形，其內容如主訴、病史、身體檢查、實

驗室及影像檢查、診斷與診療計畫等，應呈現合理邏輯（病歷紀錄如僅複製前次

內容，且完全未針對病程變化加以修改者，視為不符合病人實際情形）。 

(2) 病歷紀錄時，應視情況需要紀錄下列事項： 

A. 病人在身、心、社會層面的問題。 

B. 醫師對診療過程之修正及改進。 

C. 尊重病人自主，做好知情同意。 

(3) 病歷紀錄時，身體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或器官系統檢查（ system 

review ） 之 結 果 ， 如 以 查 檢 表 方 式 勾 選 者 ， 對 於 陽 性 結 果 （ positive 

findings）或有意義的陰性結果（negative findings）應加註說明。 

(4) 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製作之病歷或診斷書會給予核閱並簽名，並給予必要之指正

或評論。 

(5) 除需參加醫院安排之病歷教學活動外，本部另有病歷寫作教學課程(時間內容及

地點詳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以提升住院醫師寫作病歷及開立診斷書等醫

療證明文書之能力。 

8. 教學演講與學術討論會：本部所有住院醫師應均須定期參與晨會、臨床研討會、學術期

刊討論會等會議，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並針對會議內容與住院醫師討論。指定之科部

教學演說及學術討論會，其時間內容及地點詳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由住院總醫師安

排）。在此類會議中，住院醫師應注意主治醫師主持會議之內容，並利用機會自行練習主

持此類會議。 

9. 病歷寫作訓練：住院醫師病歷寫作完整且品質適當。 

(1) 病歷紀錄時，應注意需符合病人實際情形，其內容如主訴、病史、身體檢查、實

驗室及影像檢查、診斷與診療計畫等，應呈現合理邏輯（病歷紀錄如僅複製前次

內容，且完全未針對病程變化加以修改者，視為不符合病人實際情形）。 

(2) 病歷紀錄時，應視情況需要紀錄下列事項：病人在身、心、社會層面的問題、醫

師對診療過程之修正及改進、尊重病人自主，做好知情同意、身體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或器官系統檢查（system review）之結果，如以查

檢表方式勾選者，對於陽性結果（positive findings）或有意義的陰性結果

（negative findings）應加註說明。 

(3) 住院醫師除需參加醫院安排之病歷教學活動外，訓練中心另有病歷寫作教學課程

（時間內容及地點詳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以提升住院醫師寫作病歷及開立

診斷書等醫療證明文書之能力。 

10. 每日臨床工作要點： 

(1) 住院醫師需參與本部所有檢查及治療作業，並以身作則指導督促在校醫學生及

五、六、七年級實習醫學生，擔負起本部各項檢查，並接受專科醫師及住院總醫



47  

師之指導。 

(2) 確實執行病患之理學檢查與簡要病歷之記錄與追蹤登記，並協助蒐集教學資料與

處理分析。 

11. 核心課程安排: 

(1) 傳統外科之外科技能操作（包括檢查過程緊急狀況處置）及臨床判讀能力：每日

上午檢查操作過程中，由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操作過程給予指導，並利用住院醫

師學習保護時間進行深入討論。 

(2) 外科影象判讀能力 

(3) 臨床教學之能力 

(4) 從事研究計畫及論文寫作之能力、教學資源 

陸、教學資源 
(1)  外科門診 

(2)  外科各科檢查室 

柒、考評機制 

1.多元方式定期進行教學成效評估： 

A.配合醫院規定，每月至少實施乙次迷你臨床演練評量（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CEX）、及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表[包括：病人照護（patient care）、醫學

知識（ medical knowledge）、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 practice 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專

業素養（professionalism）及制度下之臨床工作（system based practice）] 

B.評分重點：以日常工作效率、主動學習精神、醫學倫理認知及核心能力熟悉度等指標為

依據進行考核 

C.評分人員：由各科住院總醫師或主治醫師擔任初考，訓練官或科部主任進行複考，並給

予受評者建議以修正訓練方向或工作重點，做到訓為所用之原則；其考核資料送教學室

登錄並存查備用。 

2.雙向回饋機制：本院各種評估方式及表單皆已包括雙向回饋內容，住院醫師除可瞭解授課

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對其表現之評價或相闗改善建議，對教學內容或品質有任何建議亦可

透過此機制回饋予授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同時教師亦可據以對訓練課程或計劃之實施

提出修訂建議，若科內無法解決，則再向上級反應或提議至每季之「教育訓練官委員會」

討論。每季並召開一次導生會議，由指導主治醫師或導師對訓練成果不佳，需要協助之住

院醫師，個別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 

捌、每週教學活動表 

除各科每週教學活動外，外科部另定有住院醫師學習保護時間，為每週二(或週四)下午 1700-

1800，於 105 會議室由主治醫師講課。 

玖、參考書籍及期刊 

1. Schwartz's Principles of Surgery, 9e 

2. Trauma, 6e 

3. Maingot's Abdominal Operations, 1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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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婦產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簡介 

婦產部訓練計劃在培養各階層婦產專家及所屬次專科如周產期醫學、產前遺傳學、婦女泌

尿、婦癌及生殖內分泌等醫師人員，以照顧女性軍人、軍眷及一般婦女病患，進而提昇婦產科學

之研究與教學以提高婦產科醫師之素質。本部每年平均門診人數為五萬七千人次，手術一千五百

人次，生產一千人次，現有人員編制：部主任一人、科主任三人、主治醫師九人、住院總醫師二

人、住院醫師七人、秘書一人、實驗室技術員三人、諮詢員一人及專科護理員一人。現有具專科

醫師資格者共十四人。具教授資格二人、副教授資格者二人、助理教授資格者二人、臨床講師三

人。本部主治醫師學經歷完整，且有多位專科及次專科學會理監事與秘書長。教師教學訓練以基

礎醫學和臨床婦產科學相配合，深入淺出，以培育各階層婦產科學優秀醫師，並提高醫療水準為

目的。進一步希望百年樹人，以培養婦產醫學各次專科領域人才與優良師資為己任。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1. 本部依台灣家庭醫學科公告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相關規範訂定訓練計

畫。 

2. 訓練宗旨為培養具婦產醫學診療能力及積極創新思維之醫師。 

3. 訓練目標: 使完成訓練之住院醫師具備下列核心能力：包括 

(1)學習婦科常見問題之處理與諮詢方式。  

(2)學習婦科一般檢查技巧。  

(3)學習產前、產後檢查及產婦之指導。  

(4)學習家庭計劃之指導。  

(5)學習正常和異常分娩之鑑別診斷。  

(6)學習婦產科急症之處理和判斷。 

 

三、師資介紹 

本學系目前師資人力尚能維持，且有多位兼任教師；目前仍鼓勵各級醫師積極從事研究及發表論

文，以取得教師送審資格。 

訓練計畫主持人：武國璋部主任 

 

專任教師 

姓 名 部定教資 最 高 學 歷 現 任 職 務 專 長 

余慕賢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

究所博士 

婦產部 

部主任 
婦科、癌症 

劉嘉燿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校

區生殖內分泌學博士 

婦產部 

婦科主任 

婦科、內分泌及生殖

生理學 

武國璋 教授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 

區博士 

婦產部 

主治醫師 
內分泌及生殖生理學 

張正昌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

究所博士 

婦產部 

主治醫師 

產科、產前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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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對象、資格及訓練目標 

教 學 對 象 最 低 資 格 訓 練 目 標 

輪訓住院醫師 國防醫學院或教育部認定之醫學

院畢業生，成績優良，或具備醫

學相關科系助教資格，領有醫師

執照者。 

婦科常見問題之處理與諮詢。 

婦科一般檢查。 

產前、產後檢查及產婦之指導。 

家庭計劃之指導。 

正常和異常分娩之鑑別診斷。 

婦產科急症之處理和判斷。 
 

五、訓練內容 

1.臨床診療方面： 

(A)病房： 

(1)負責新住院病患之一切醫囑，並予以適當之診療。對有危險性之病人，應立即與住院總

醫師主動聯繫，接受指導。並在上級醫師教導之下進行各項檢查。 

(2)對新入院病人之臨床病史，物理檢查與一般檢查結果應在入院後二十四時內依規定書寫

妥當。 

(3)隨伴專科醫師巡視病人，並督導實習醫學生報告病情。 

(4)在上級醫師指導下行各種診療技術，如超音波檢查、陰道鏡檢、子宮頸切片、子宮內膜

擴刮術等，並適時為實習醫學生作床邊示教。 

(5)負責病人死亡記錄、轉科、出入院病歷摘要之書寫。 

(6)早晚率領實習醫學生作病房巡視，以瞭解病況，並加以適當處理。如無能力處理時應即

刻報告上級醫師。對於夜間值勤護理人員之召喚亦應隨時受理，不推諉。 

(B)門診： 

(1)學習及協助門診病人之診治，學習初、複訪病人之問診，理學檢查，諮詢與治療。如有

疑問，則商詢上級醫師協助解決。病人需住院診治時必須商詢主治醫師處置。 

(2)在主治醫師指導下，簽發一般處方，但遇貴重或特殊之藥品應請當日值勤之專科醫師核

可副署。 

(3)在主治醫師指導下，簽發一般檢驗申請單之簽發，如遇特殊檢查，應請當日值勤之專科

醫師核可副署。 

 (C)急診： 

(1)住院醫師每三日輪急診值勤二十四小時，在主治醫師指導下，負責急診病人之病歷記

錄，並決定臆斷與適當之緊急處理。如有困難，則應立即與住院總醫師、當日值勤主治醫

師主動聯繫協助處理。 

(2)對於判定不能在一小時內處理妥當之急症病人或不宜於門診診治之病況，應勸告病人在

急診室觀察或收容住院，並報請主治醫師，決定收容與否，以及簽定床位。 

(3)在處理急症病人過程中，應適時指導實習醫學生，為患者擔任若干規定工作，並講解何

以如此處理病患之原則。 

(D)產房： 

(1)學習一般待產婦產前照顧、產程進行及難產之研判、接生技巧之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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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無痛生產技術、臀位生產、孿生生產、重度會陰裂傷縫合等技能。 

(3)學習照顧高度危險產婦，如：子癲症之治療、胎音監測儀之使用、羊水穿刺、催產素刺

激試驗等技能。 

(4)適時指導在校醫學生及實習醫學生各種一般接生技能。 

(5)如有無法處理之疑難產婦，應即時通知住院總醫師及當值專科醫師會同處理。 

(6)學習判讀胎兒健康評估的各種方法。 

(E)生殖內分泌工作： 

(1)學習並從事不孕症之研究及治療。 

(2)學習及從事精子銀行之各項工作。 

(3)學習內分泌之檢查及診治。 

(F)家計訓練： 

(1)學習各種有效之避孕方法。 

(2)學習如何教育軍眷及一般民眾實施家庭計劃，以促進人口量的控制。 

2.醫學人文方面：適時加入全人醫療、病人安全、醫療品質、醫病溝通、醫學倫理、醫事  

  法規、感染管制、實証醫學、病歷寫作、及學習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藉由臨床遇到  

  的問題，或醫療相關活動的討論，學習相關知識。 

3.學術活動： 

(1) 晨會：週一~週六，0700~0730 於產房交班室。 

(2) 臨床病例討論：週一~週五，1700~1730於產房交班室。 

(3) EBM 雜誌研討會：每月第一週星期一，0800~0900 於 503 會議室。 

(4) 醫學倫理與法律研討會：每月第二週星期一，0800~0900 於 503 會議室。 

(5) Grand round：每月第三週星期一，0800~0900 於 503 會議室。 

(6) 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每月第四週星期一，0800~0900 於 503 會議室。 

(7) 婦女泌尿讀書會：每月第三週星期五，0700~0800 於 503 會議室。 

(8) 超音波讀書會或罕見案例報告：每月底週三 0800~0900 於產房交班室。 

(9) 不孕症病患引卵療程討論會：毎週一，1230~1330 於 503 會議室。 

(10) 剖腹產案例討論會：每週四，0800~0830於503會議室。 

(11) 婦科癌症治療前跨科部討論會：每週五，1600~1700 於 503 會議室。 

4.標準作業規定： 

(1)先由醫院統一辦理新進住院醫師之安全防護，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境及安全防護（含疫

苗接種）。 

(2)本部並舉辦實務操作前說明，使其瞭解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規定，且提供相

關防護設備供其使用，並經由演練獲得相關操作經驗。 
 

主治醫師教學住診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張芳維 

11:30-12:30 

55 病房第三護理站 

劉嘉燿 

08:00~09:00 

55 病房第二護理站 

張正昌 

14:00-15:00 

產房交班室 

賴鴻政 

0900-10:00 

55 病房第二護理站 

 

黃貴帥 

09:30-10:30 

產房超音波室 

蘇河仰 

08:00~08:30 

產房交班室 

武國璋 

12:3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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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會議室 

六、督導及考核 

住院醫師: 

1. 其內容包括醫療、教學、研究及基本素質四部份。住院醫師之督導考核由本科住院總醫

師、主治醫師與主任及部主任，依三軍總醫院住院醫師訓練考核表辦理。考核由主治醫

師或總醫師依其病歷寫作，病房工作態度及實習心得初評，主治醫師及主任複評，將評

分記錄完整後，送教學組彙整。 

2. Mini-CEX：每月實施乙次，評量不合格者列入輔導，並列入考評成績參考。 

3. 直接操作觀察(DOPS) 

4. 案例導向討論(Case-based Discussion) 

5. 具體考評方式: 由本科住院總醫師、專科醫師與主任於交班及會議中，經由住院醫師的

報告中， 予以考核及口試，藉此達到臨床教學的目的。 

七、教學資源 

(一) 婦產部門診、門診超音波室 

(二) 婦產部急診 

(三) 婦產部病房 

(四) 產房、產房教學圖書設備 

(五) 婦產部會議室 

(六) 手術室 

(七) 生殖、染色體實驗室。 

 

八、必讀書目、參考書籍及期刊 

(一)必讀及參考書籍之類： 

A. Obstetrics 

 1. Williams Obstetrics 

 2. Maternal-Fetal Medicine 

3. High Risk Pregnancy. 

4. Drugs in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5. Magagement of High-risk pregnancy 

6. Greenhill obstetrics 

7. Medical Complication During Pregnacy 

8. Clinical Pharmacology in Obstetrics 

9. Perinatal Medicine 

10. Manual of Obstetrics Diagnosis and Therapy 

11. The Developing Human: Clinically Oriented 

Embryology 

B. Gynecology 

 1. NOVAK’S Textbbok of Gynecology 

 2. Telinde’s Operative Gynecology 

3. Gynecology & Obstetrics 

4. Greenhill’s Office Gynecology 

 

Cunningham et. al. 

Creasy & Resnik 

D. K. James 

G. G. Briggs 

Queenan 

Saunders 

Burrow & Ferris 

Peter LewisJames W. Goodwin 

James W. Goodwin 

Kenneth R. Niswander 

Keith L. Moor 

 

 

Novak/Jones 

John. Thompson 

Sciarra 

Johann H. Duenhoe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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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perative Gynecology 

6. Practical Gynecology Oncology 

7. Clinical Gynecology Oncology 

8. Endoscopic Surgery for Gynecologists 

9. Controversy in Onstetrics and Oncology 

10. Integrated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for Post 

Graduates 

11. Gynecologic & Obstetric Urology 

12. Management of Common Problems in Obstetric 

and Gynecology 

13. Clinical Problems, Injuries and 

Complications of Gynecologic Surgery 

14.Textbook of Gynecology 

15. Diagnostic Cytology 

16. Pathology of the Female Genital Tract 

17. Atlas of Colposcopy 

18.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Clinical Gynecology 

19. Gynecology 

20. Laparoscopy 

21. Gynecologic Oncology 

 Fundamental Principles & Clinical Practice 

22. Gynecologic Disorder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Therapy 

23. Female Transcervical Sterilization 

24. Advances in Chinical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 Endocrinology 

 1. Clinical Gynecological Endocrinology and 

Infertility 

 2. Mishell’s Textbook of Infertility,  

Contraception & Reproductive endocriology 

3. Reproductive Endocrinology 

4. Hormonal Disorders in Gynecology 

5. The Menopause 

6. Microsurgery in Femal Infertility 

7. Clinical In Vitro Fertilization 

8. Immunological Aspects of Infertility and 

Fertiliry 

9. Modern Trends in Infertility and Conception 

Control 

10. Dysmenorrhea 

11. Aspects of Male Infertility 

Richard F. Mattingly 

Berek, Hacker 

Disaia, Creasman 

Saunders 

Zuspan Christian 

C. J. Dewhurst 

 

Buchsbaum Schmidt 

Mishell J. Brenner 

 

Nichols Anderson 

 

Alvaoz 

Koss 

Ancel Blausten 

 

Kase Weingold 

Parsons Sommers 

Phillips 

Malcolm Coppleson 

 

Carl J. Pauerstein 

 

Garald I. Zatuchni 

Howard J. Osofsky 

 

Speroff, Glass, Kase 

 

Lobo, Mishell 

 

Y, Yen, Jaff Te Linde’s 

Keller, paul J. 

Herbert J. Buchsbasum 

Victor Gome 

Carl Wood and Alan 

Trounson Dharams 

 

Edward E. Wallach 

 

M. Yusoff Dawood 

DeVere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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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mmunological Fertility Regulation 

D. Gynecologic Oncology: 

 1. Practical Gynecologic Oncology 

 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3. Cancer of the Ovary 

4. Lower Genital Tract Precancer, Colposcopy, 

Puthology And Treatment 

E. Prenatal Diagnosis: 

1. Genetics in Medicine 

2. The Unborn Patient, Prenat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3. Geretics in Obstetrics & Gynecology 

4. Human Chromosomes, Structure, Behavior and 

Effect 

5.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and Genetic 

Counselling 

Alan R. Liss 

 

J. S. Berek, NF Hacker 

W. J. Hoskins, C. A. 

 

M. Marcman, W. J. 

A. Singer, J. M. 

 

 

M. W. Thompson, 

M. R. Harrison 

 

L. Simpson 

E. Therman, 

 

R. J. M Gwdner, 

 

(二)臨床醫學雜誌、期刊之類： 

1. American Journal of OBS & GYN 

2. Acta Obstet Gynecol Scand 

3. Gynecoological Oncology 

4.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5. OBS & GYN 

6. Clinical OBS & GYN 

7. Fertility & Sterility 

8. Lacent 

9. Br J. Obstet Gynecol. 

10.Nature. 

11.Science. 

12.Int. J. Gyncol Obstet. 

13.Int. J. of Gynecol Oncology. 

14.Human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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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精神醫學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科部簡介 

三軍總醫院於民國三十五年創辦之初，內科部設有「神經精神科」，因缺少專用精神病房，當

時精神病患僅能收容在陸軍 831 醫院（即目前之三總北投分院）。民國六十三年元月精神科成

立，並籌建專用病房收療軍、民之精神疾病患者。此後精神科編制員額逐步擴大，除主治醫師與

住院醫師外，有專業之臨床心理、社工師及職能治療師等完整的工作團隊，進行教學、研究與臨

床服務活動。七十六年度擴大編制為精神醫學部，下設「一般及軍陣精神科」、「生物精神科」及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社區精神科」等四大科。為應社會之需求，老年精神醫學、身心精神

醫學、成癮精神醫學、心理治療及司法精神醫學等亦是我們發展的重點。尤其民國八十九年底醫

院搬遷國醫中心現址後，全新的精神醫學大樓內空間硬體設施充足，更為住院、實習醫師提供了

一個完善的學習環境。 

精神醫學部工作團隊皆以全人照護為目標，除了在門診、急性病房的診療之外，更以病人為

中心，提供家族治療、後續精神復健、職能復健、就業輔導等服務，除了改善病人症狀之外，也

提升病人的職業、社會功能，增進病人及家屬的病識感及改善照護態度，達到病人最終能回歸社

區的目標。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1. 本部依台灣家庭醫學科公告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相關規範訂定訓練計

畫。 

2. 訓練宗旨為培養具精神醫學診療能力及積極創新思維之醫師。 

3. 訓練目標: 使完成訓練之住院醫師具備下列核心能力：包括 

(1)學習常見精神問題之認識與處理。  

(2)學習瞭解個人心理與家庭和社會的關係的能力及技巧。  

(3)學習常見藥物濫用問題之認識與處置。  

(4)學習社區心理衛生資源之利用。 

參、師資 

(一) 本部由部主任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具有豐富臨床教學經驗，負責綜管計畫相關事務。 

(二) 本部教師皆具有教學資格，於住院醫師訓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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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教師（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人數比例約 2：1，名單如下 

 

專任教師名單: 

姓名 職稱（教職） 學歷  年資 專長 

葉啟斌  部主任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哲學博士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研究員 

20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 

老年精神醫學 

黃三原 科主任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哲學博士 
19 

生物精神醫學 

成癮醫學(藥酒癮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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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福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耶魯大學細胞生物學哲學博士 
15 生物精神醫學 

毛衛中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睡眠及時間生 

物學實驗室研究員 

12 

睡眠精神醫學 

身心醫學 

心理治療學 

曾念生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國家衛生院國家科環境衛生科學 

研究院神經藥理研究員 

18 

老年精神醫學 

身心醫學 

司法精神醫學 

張傳佳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12 

生物精神醫學 

社區精神醫學 

張勳安 主治醫師(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11 
災難精神醫學 

身心醫學 

萬芳榮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神經科 

學博士 

16 
生物精神醫學 

成癮醫學 

劉亞平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23 

生物精神醫學 

成癮醫學 

葉奕緯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哲學博士 
10 

生物精神醫學 

老年精神醫學 

郭欣昌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哲學博士生 
9 

生物精神醫學 

老年精神醫學 

陳俊延 主治醫師(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哲學博士生 
8 

生物精神醫學 

老年精神醫學 

陳田育 資深住院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5 
生物精神醫學 

老年精神醫學 

肆、訓練課程及訓練方式 

 

 

 

 

 

 

 

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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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法規、感染

控制、實證醫學及病歷寫作等及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目前除落實於每日臨床照護工

作中，另配合衛生署及醫策會政策，於 PGY 訓練期間加強相闗訓練。 

2. 須參與由教學副院長主持之跨領域討論會（每年至少 2 次），並積極參加各類跨領域團隊

合作照護訓練課程，包含醫療團隊資源管理（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聯合

教 學 種 類 最 低 資 格 訓 練 目 標 

家醫科輪訓醫師 本院家醫科專科住院醫

師輪訓至本科接受為期

2 個月的精神醫學科訓

練者。 

    1.常見精神問題之認識與處理。  

    2.瞭解個人心理與家庭和社會的關係。  

    3.常見藥物濫用問題之認識與處置。  

    4.社區心理衛生資源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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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案例討論會（combined conference）、共同照顧（combined care）、出院準備服

務、團隊治療、安寧療護、病人安全等。 

3. 住院醫師院到職訓練： 

(1)先由醫院統一辦理新進住院醫師之安全防護，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境及安全防護（含

疫苗接種）。 

(2)本部並舉辦實務操作前說明，使其瞭解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規定，且提供

相關防護設備供其使用，並經由演練獲得相關操作經驗。 

4. 住院醫師照護之疾病類型依本部所訂之核心項目安排，以期住院醫師能充分掌握核心技

能。 

5. 本部落實由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組成的團隊教學訓練，明訂於每月「工作

分配表」，其中住院醫師負責病患照顧及相關衛教，及擔負指導監督實習醫學生臨床學習

之任務，並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監督。  

6. 照護床數及值班訓練規定：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 15 床，值班訓練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符合教學醫院評鑑條文 1.6.1「住院醫師職勤時數安排適當」。 

(1) 每週正常值勤時間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88 小時。 

(2) 每日正常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時，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32 小時。 

(3) 兩次值勤時間中間至少應有 10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4) 每 7 日中至少應有完整 24 小時之休息，作為例假。 

7. 每週安排住院醫師接受住診教學（teaching round）(團隊教學訓練) 。主治醫師教學

時，會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住院醫師瞭解病人病情，並適時教導住院醫師考慮醫學

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8. 病歷寫作規定： 

(1)病歷紀錄時，應注意需符合病人實際情形，其內容如主訴、病史、身體檢查、實驗

室及影像檢查、診斷與診療計畫等，應呈現合理邏輯（病歷紀錄如僅複製前次內

容，且完全未針對病程變化加以修改者，視為不符合病人實際情形）。 

(2)病歷紀錄時，應視情況需要紀錄下列事項： 

A.病人在身、心、社會層面的問題。 

B.醫師對診療過程之修正及改進。 

C.尊重病人自主，做好知情同意。 

(3)病歷紀錄時，身體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或器官系統檢查（ system 

review）之結果，如以查檢表方式勾選者，對於陽性結果（positive findings）

或有意義的陰性結果（negative findings）應加註說明。 

(4)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製作之病歷或診斷書會給予核閱並簽名，並給予必要之指正或

評論。 

(5)除需參加醫院安排之病歷教學活動外，本部另有病歷寫作教學課程(時間內容及地點

詳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以提升住院醫師寫作病歷及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

文書之能力。 

9. 教學演講與學術討論會：本部所有住院醫師應均須定期參與晨會、臨床研討會、學術期

刊討論會等會議，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並針對會議內容與住院醫師討論。指定之科部

教學演說及學術討論會，其時間內容及地點詳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由住院總醫師安

排）。在此類會議中，住院醫師應注意主治醫師主持會議之內容，並利用機會自行練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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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類會議。 

10. 實證醫學教學：除了在平日臨床照護病人時落實實證醫學的應用，並每月安排實證醫學

報告訓練，每季參加醫院舉行之實證醫學競賽觀摩，每年依規定參與院內競賽。 

11. 研究相闗規定：需在專科醫師之指導下撰寫論文及研究報告，住院醫師訓練期間需完成

至少一篇原著發表於國內、外正式醫學雜誌，方得參加專科醫師考試。 

12. 第四年進行住院總醫師訓練，除上述訓練內容外，另針對下列內容加強訓練： 

(1)行政訓練：門診作業安排、實習醫學生值班工作安排、行政會議訓練及學術會議籌

備工作。 

(2)教學訓練：協調在校醫學生及五、六、七年級實習醫學生教學，並協助訓練官及部

主任進行考核工作。 

(3)全般精神醫學臨床訓練：在專科醫師指導下，負責精神科緊急診療之第ㄧ線工作，

並指導住院醫師ㄧ般精神醫學醫療作業。 

13. 每日臨床工作要點： 

(1) 住院醫師需參與本部所有病房(包括日間病房)及門急診之檢查及治療作業，並以

身作則指導督促在校醫學生及五、六、七年級實習醫學生，擔負起本部各項檢

查、治療步驟之進行，並接受專科醫師及住院總醫師之指導。 

(2) 定期在主治醫師的指導下參與司法精神鑑定。 

(3) 確實執行病患之精神狀態及理學檢查與簡要病歷之記錄與追蹤登記，並協助蒐集

教學資料與處理分析。 

14. 核心課程安排:  

(1) 門急診及住院病人照護級會談技巧訓練(包括藥酒癮門診及日間病房、復健醫

學)：由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給予指導，主治醫師帶領住院醫師實際進行個案診

療及病歷書寫，主治醫師並進行指正與評論，並利用住診教學時機深入討論當週

特殊個案，並由主治醫師評核及回饋。也包括各職類專業人員間之團隊討論會

議。 

(2) 司法精神鑑定、老年、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及神經學訓練：利用門急診臨床個案

討論方式，讓住院醫師實際進行資料收集及相關臨床會談技巧練習，並由主治醫

師進行指正與評論。特殊個案並提至晨報會或聯合討論會深入探討。 

(3) 心理治療：針對不同性質之病患選擇合適的個案個別安排由住院醫師進行心理治

療，並和主治醫師就治療成效做深入探討。 

 

 

 

伍、工作職掌 

住院醫師： 

(一)臨床工作 

 1. 本部落實由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組成的團隊教學訓練，明訂於 

  每月「工作分配表」，其中住院醫師負責病患照顧及相關衛教，及擔負指導監 

  督實習醫學生臨床學習之任務，並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監督。  

2. 病歷寫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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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歷紀錄時，應注意需符合病人實際情形，其內容如主訴、病史、身體檢 

查、實驗室及影像檢查、診斷與診療計畫等，應呈現合理邏輯（病歷紀錄 

如僅複製前次內容，且完全未針對病程變化加以修改者，視為不符合病人 

實際情形）。 

(2)病歷紀錄時，應視情況需要紀錄下列事項： 

A. 病人在身、心、社會層面的問題。 

B. 醫師對診療過程之修正及改進。 

C. 尊重病人自主，做好知情同意。 

(3)病歷紀錄時，身體檢查（physical examination）或器官系統檢查（system  

review）之結果，如以查檢表方式勾選者，對於陽性結果（positive  

findings）或有意義的陰性結果（negative findings）應加註說明。 

(4)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製作之病歷或診斷書會給予核閱並簽名，並給予必要 

之指正或評論。 

(5)除需參加醫院安排之病歷教學活動外，本部另有病歷寫作教學課程(時間內 

容及地點詳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以提升住院醫師寫作病歷及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

明文書之能力。 

3. 住院醫師需參與本部所有病房(包括日間病房)及門急診之檢查及治療作業， 

並以身作則指導督促在校醫學生及五、六、七年級實習醫學生，擔負起本部 

各項檢查、治療步驟之進行，並接受專科醫師之指導。 

4. 確實執行病患之精神狀態及理學檢查與簡要病歷之記錄與追蹤登記，並協助 

蒐集教學資料與處理分析。 

 

(二)教學工作 

 負責治療團隊中五、六、七年級實習醫學生教學。 

 

陸、 教學活動 

 

星 期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名 稱 主 持 人 

每週一至五 0730-0800 視聽教室 晨報會急診討論 值班總醫師 

每週一至五 0800-0900 視聽教室 

晨間會議 (臨床個案討論會) 

週一：葉啟斌/曾念生醫師 

週二：黃三原/毛衛中醫師 

週三：陳俊延醫師 

週四：張勳安醫師 

週五：陳志剛/張傳佳醫師 

主治醫師 

每週一至五 1650-1720 視聽教室 總醫師交班 值班總醫師 

每週二 0800-0900 會談室 日間病房團隊會議 陳俊延醫師 

每週二 0900-1000 視聽教室 主治醫師暨藥物治療特殊治療品質

會議/service meeting (第一週)  
葉啟斌主任 



59  

每週二 1000-1200 視聽教室  

外賓演講 (專題演講)     (第一

週) 

科會                   (第二

週) 

外賓演講 (專題演講)     (第三

週) 

外賓演講  (專題演講)    (第四

週) 

葉啟斌主任 

不定時舉行  視聽教室 併發症討論會 葉啟斌主任 

          主治醫師教學住診（Teaching round）(於各主治醫師所任病房討論室) 

葉啟斌主任（每週五 1100-1200）、曾念生醫師（每週四 1430-1530） 

黃三原主任（每週五 1600-1700）、毛衛中醫師（每週二 1330-1430） 

陳志剛醫師（每週一 1500-1600）、張傳佳醫師（每週五 1100-1200） 

張勳安醫師（每週四 0900-1000）、陳俊延醫師（每週三 0900-1000） 

 

 

星 期 時 間 地 點 單 元 主 題 指 導 老 師 

每月第一週週一  13:00~14:00 視聽教室 DSM 5中文化討論會(R1-CR) 曾念生主任 

每週三 11:30~13:00 家族會談室 心理治療讀書會 毛衛中主任 

隔週三 11:00~12:00 視聽教室 
老年精神醫學讀書會 (R1-老年

精神醫學次專受訓Fellow、NP) 
曾念生主任 

每週三 1230~1330 2F讀書室 司法精神醫學教學(R2以上為主) 曾念生主任 

每週四 0930-1200 視聽教室 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讀書會(R3) 葉啟斌主任 

每週四 16:00~17:00 藥酒癮中心 
老年精神醫學個案討論 

(老年精神醫學次專受訓Fellow) 
曾念生主任 

每週五 1100-1200 視聽教室 Psychopharmacology(R1+R2) 張傳佳醫師 

每月第四週週三 0800-0900 視聽教室 EBM教學 
曾念生主任/ 

陳俊延醫師 

每週五 09:30~10:30 視聽教室 
精神科會診訓練督導與討論會

(受訓醫師) 

曾念生主任/毛

衛中主任/張勳

安 

每週一 13:00~14:00 藥酒癮中心 司法精神醫學個案討論 曾念生主任 

每週五 14:00~15:00 視聽教室 Synopsis讀書會 陳俊延醫師 

每週六 1000-1200 視聽教室 研究討論會 (R1-CR) 

黃三原主任/ 

何佩駪/郭欣昌/ 

陳田育 

 

柒、督考及考核 

1.多元方式定期進行教學成效評估： 

A.配合醫院規定，每月至少實施兩次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mini-CEX）、口試及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表 [包括：病人照護（ patient 

care）、醫學知識（ medical knowledge）、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 practice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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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 人 際 關 係 及 溝 通 技 巧 （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及制度下之臨床工作（system 

based practice）] 

B.評分重點：以日常工作效率、主動學習精神、醫學倫理認知及核心能力熟悉度等指標為

依據進行考核；另針對下列核心能力作為考核評分依據，其評量不合格者需列入輔導： 

 一般處理病房及急診緊事故之能力 

 各類精神疾患診斷能力 

 各類病歷書寫能力 

 病例討論會報告表現 

 精神醫學年會口頭論文發表狀況 

 精神醫學相關雜誌文章發表狀況 

C.評分人員：由住院總醫師或主治醫師擔任初考，訓練官或科部主任進行複考，並給予受

評者建議以修正訓練方向或工作重點，做到訓為所用之原則；其考核資料送教學室登錄

並存查備用。 

2.雙向回饋機制：本院各種評估方式及表單皆已包括雙向回饋內容，住院醫師除可瞭解授課

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對其表現之評價或相闗改善建議，對教學內容或品質有任何建議亦可

透過此機制回饋予授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同時教師亦可據以對訓練課程或計劃之實施

提出修訂建議，若科內無法解決，則再向上級反應或提議至每季之「教育訓練官委員會」

討論。每季並召開一次導生會議，由指導主治醫師或導師對訓練成果不佳，需要協助之住

院醫師，個別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 

3.住院醫師之養成訓練訂為四年（包括住院總醫師一年），每年由部(科)主任召集資深主治醫

師或訓練官進行考評以作為是否可晉升下一階住院醫師訓練之依據。經學會甄試若未取得

精神醫學專科醫師資格者，即便完成住院總醫師之訓練，亦不同意晉升主治醫師。 

4.本計畫得根據住院醫師訓練評估結果及每年度專科醫師考照及格率，適時修正教學計畫。 

 

捌、教學資源 

    一、精神科門診 

二、精神科急診 

三、精神科部會議室 

四、精神科部日間病房 (兒童青少年遊戲治療室、團體治療室) 

五、精神科部病房 (電痙攣治療機) 

六、精神科部心理治療室 (神經心理測驗相關儀器及量表) 

七、精神科部職能治療室 (職能復健手工藝器具、復健器材) 

八、精神科部社工室  

九、精神科部心理回饋治療室 (心理回饋治療儀器) 

十、精神科部實驗室 (實驗儀器) 

十一、精神科部 e 化教學網路網 

十二、精神科教學圖書設備 (專科醫師考試指定教科書，詳見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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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計畫檢討改善機制 

一、每月召開教育及訓練檢討改善會議，由部主任主持，討論前一月各級學生之 

    教學、學習及工作上狀況及改進方式、各個學生學習成果並予以評分。同時 

    提供主治醫師反應訓練課程之建議。 

二、各項課程之訂定由各主治醫師與訓練官、部主任討論後訂定。 

三、導師每季固定與住院醫師面談，提供住院醫師管道反應學習及工作上問題。  

四、根據住院醫師訓練評估結果及每年度專科醫師考照及格率，適時修正教學計 

    畫。 

五、補救教學措施：每月經「教育及訓練檢討改善會議」認定需加強輔導之住院 

    醫師，由導師擬定補救教學計畫，加強輔導之，並由部主任追蹤該住院醫師 

    改善進步情形。 

 

 

拾、參考書籍及期刊 

一、綜合性書目 

1.Cowen P, Harrison P, Burns T: Shorter Oxford Textbook of Psychiatry, 6th Edition. OUP, 2012. 

2.Sadock BJ, Sadock VA, Ruiz P: Kaplan and Sadock's Synopsis of Psychiatry: Behavioral  

Sciences/Clinical Psychiatry, 11th Edition.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14. 

3.Sadock BJ, Sadock VA, Ruiz P (eds):Kaplan & Sadock’s Comprehensive Textbook of Psychiatry, 9th 

Edition.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14. 

4.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DSM-5, 2013. 

 

二、學會出版品 

1.台灣精神醫學雜誌 

2.司法精神醫學手冊 

3.DSM-5, DSM-IV-TR, ICD-10 及 ICD-9 中英文精神疾病診斷分類詞彙對照表」 

4.「DSM-5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5.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臨床參考指引 

 

三、身心醫學 

1.李明濱：醫學的人性面－情緒與疾病。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出版，金名圖書公司印行，2003。 

2.Levenson JL, Wulsin L: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Textbook of Psychosomatic Medicine: 

Psychiatric Care of the Medically III, 2nd Edi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 2010. 

3.李明濱（編）：實用精神醫學。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出版，金名圖書公司印行，2011。 

4.Amos JJ, Robinson RG: Psychosomatic Medicine: An Introduction of Consultation-Liaison Psychiatry, 

1st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Stern TA: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andbook of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6th Edition. 

Saunder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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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精神醫學 

1.Simon RI, Gold LH (eds):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Textbook of Forensic Psychiatry, 

2nd Edi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 2010. 

2.Appelbaum PS, Gutheil TG: Clinical Handbook of Psychiatry & the Law, 4th Editio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07. 

3.Gunn J, Taylor P: Forensic Psychiatry: Clinical,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2nd Edition. Boca 

Raton: CRC Press, 2014. 

4.Rosner R (e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Forensic Psychiatry, 2nd Edition. London: Arnold, 

2003. 

5.張麗卿：司法精神醫學—刑事法學與精神醫學之整合。元照出版公司，2011。 

6.周煌智、文榮光（編）：性侵害犯罪防治學，1 版 2 刷。五南文化事業，2011。 

 

五、生物精神醫學 

1.Stahl SM: Stahl's Essential Psychopharmacology: Neuro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4th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Moore DP, Puri BK: Textbook of Clinical Neuro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3rd Edition. 

CRC Press, 2012. 

3.沈武典：21 世紀臨床精神藥物學，第 3 版。合記圖書出版社，2011。 

4.台灣生物精神醫學會雙極疾患小組（蘇東平等）：雙極疾患新知：診斷、病理機制、共病症及治療新趨勢。合

記圖書出版社，2014。 

5.台灣生物精神醫學會（楊延光編）：焦慮症新知:診斷、病理機制及治療新趨勢。合記圖書出版社，2014。 

 

六、心理治療 

1.李宇宙等（譯）：動力取向精神醫學-臨床應用與實務。心靈工坊，2007。 

2.陳登義（譯）：長期精神動力取向心理治療：基本入門。心靈工坊，2006。 

3.陳錫中等（譯）：學習認知行為治療。心靈工坊，2009。 

4.林玉華/樊雪梅（譯）：當代精神分析導論理論與實務，第 3 版。五南圖書，2004。 

5.Gabbard GO: Textbook of 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s in Psychiatry, 1st Edi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08. 

6.Ogden TH: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Psychotherapeutic Technique. Jason Aronson Inc, 1991. 

7.Roth S: Psychotherapy: The Art of Wooing Nature. Jason Aronson Inc, 2000. 

8.周立修等（譯）：支持性心理治療入門。心靈工坊，2005。 

9.周佑達（譯）：藥物與心理治療。心靈工坊，2006。 

10.楊淑智等（譯）：愛的功課【治療師、病人及家屬的故事】。心靈工坊，2003。 

 

七、老年精神醫學 

1.黃正平：臨床老年精神醫學，第 2 版。合記圖書出版社，2011。 

2.Weiner RD: Essentials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nd Edi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12. 

 

八、社區精神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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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ratt CW, Gill KJ, Barrett NB, Roberts MM: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3rd Edition.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2013. 

2.Liberman RP: Recovery from Disability: Manuel Of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 2008. 

3.Stoddard FJ, Pandya A, Katz CL: Disaster Psychiatry: Readiness,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1st 

Edi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 2011. 

4.Simon RI, Hales RE (eds): Suicid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2nd Edi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 2012. 

5.O'Connor RC, Platt S, Gordon J: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uicide Prevention: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Wiley-Blackwell, 2011. 

 

九、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 

1.Martin A, Volkmar FR (eds): Lewis's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4th Edition. Wolters Kluwer Health, 2007. 

2.IACAPAP Textbook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online book). 

 

十、團體心理治療 

1.Yalom ID, Leszcz 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5th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2.Yalom ID: Inpatient Group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陳登義（譯）：人際互動團體心理治療—住院病人模式。桂冠出版社，2001。) 

3.Minuchin S: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 1s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劉瓊瑛（譯）：結構派家族治療入門。心理出版社，2007。) 

4.Satir V: Conjoint Family Therapy. 3rd Edition,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1983.  

5.Vinogradov S, Yalom ID: Concise Guide to Group Psychotherapy.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 1989. (鄧惠泉、湯華盛（譯）：團體心理治療，第 2 版。五南文化事業，2007。) 

6.Rutan JS, Stone WN: Psychodynamic group Psychotherapy, 5th Editio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4. (唐子俊、唐慧芳等（譯）：心理動力團體治療。五南文化事業，2004。) 

 

十一、成癮防治 

1.Galanter M, Kleber HD, Brady KT (eds):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Textbook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5th Edi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14. 

2.Kranzler HR, Ciraulo DA, Zindel LR: Clinical Manual of Addiction Psychopharmacology, 2nd Editi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13. 

3.Frances RJ, Miller SI, Mack AH (eds): Clinical Textbook of Addictive Disorders, 3rd Editio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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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急診醫學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簡介 

急診為本院對外重要的醫療單位，動見觀瞻，也常有對各臨床科部對急診部處置無法認同

或不熟悉而衍生醫療紛爭的狀況，而且這些狀況常起因為 彼此不了解，為減少不必要紛爭，從

年輕醫師的培訓，加強人際溝通，注重病人安全、醫療品質及全人就顯得格外重要。而各臨床

科部在住院醫訓練計畫也有將急診列為輪訓的科別，為使各臨床科住院醫師熟悉急診診療作

業，避免可能的錯誤發生，特定此訓練計劃。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一、訓練宗旨： 

目前輪訓至急診部接受輪訓住院醫師訓練的臨床科部有口腔外科及家 庭醫學科，本部

之輪訓住院醫師訓練計畫依衛生署公告之各專科醫師訓練醫 院認定標準、各專科住院醫師訓

練課程綱要、基準與相關規範訂定，提供急 診處理之基本技能及知識的教育。為提高責任感

及運用這些經驗原則來處理 臨床問題，住院醫師得有足夠的機會在專責專職主治醫師指導下

培養良好及 成熟之臨床判斷力及技術，以提供良好的急診醫療照顧與服務。 

二、訓練資格目標： 

(1)學習急診醫學科常見問題之處理。 

(2)落實全人醫療照護。 

 (3)學習骨折病患之處理。 

(4)學習重大創傷之處理。 

(5)了解緊急醫療救護系統。 
 
參、訓練計畫負責人及師資 

一、主持人  

(一)、訓練計畫主持人需具備教育部部定講師以上資格，具有豐富臨床 教學經驗，參與住

院醫師遴選，負責綜管計畫相關事務。 

(二)、訓練計畫主持人，由部(科)主任以外人員擔任。每月上班時數不 可超過 156 小時，

且不得擔任與教學無關之行政工作。  

(三)、督導教師及學科其他的工作人員。對病人照顧分層負責；制定對實習醫學生知識、

技能及態度等表現之評估制度。  

(四)、定期評估訓練計畫成果。學員有義務記錄自己的學習內容與過 程，主持人則須監

督整個學程中病例數與疾病種類之適當性。  

(五)、訓練計畫主持人需注意實習醫學生因情緒及精神上的壓力，或藥 物、酒精成癮對工

作執行及學習程序上的負面影響。主持人應提供輔導，並協助其面對問題。 

二、設有急診醫學教育委員會，定期針對訓練計畫提出評估及修訂。  

三、本部教師皆具有教學品質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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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一位教師至多指 導 4 名實習醫學生(目前本部

以一位臨床教師指導一位實習醫學生為原則)，以維持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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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院內教師： 

姓名 現任職務 最高學歷 
教學 

年資 
專長 部定教職 

蔡適鴻 部主任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9 急診醫學 副教授 

 
藍國徵 

 
科主任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台灣大學毒理學研究所博士 
17 急診醫學 副教授 

陳思州 科主任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台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所碩士 
11 急診醫學 臨床講師 

陳穎信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慈濟大學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17 急診醫學 助理教授 

廖文翊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6 急診醫學 講師 

何政軒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3 急診醫學 臨床講師 

李凌遠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3 急診醫學 臨床講師 

王仁君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2 急診醫學 臨床講師 

陳伯銓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2 急診醫學 臨床講師 

陳一心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9 小兒外科專
科 

臨床講師 

劉偉修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7 神經外科 助理教授 

陳進利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2 泌尿外科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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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院外教師： 

姓名 部定教職 最高學歷 專長 

胡勝川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急診醫學 

顏鴻章 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急重症研究所 急診醫學 

楊久滕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慈濟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急診醫學 

周志中 副教授 
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部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急診醫學 

林宏榮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高階管理碩士 急診醫學 

石富元 助理教授 
國立台大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立台灣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博士 

急診醫學 

災難醫學 

許金旺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台灣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公共衛生碩士 
急診醫學 

陳建生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急診醫學 

林健盛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 
急診醫學 

王立敏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芝加哥大學急診醫學醫師研究 
急診醫學 

鍾鴻春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急診醫學 
 

臨床助教：總醫師（含）以下之各級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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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訓練課程及訓練方式 

急診醫學部教學活動時間如下表： 
 

時間\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8:00 

∣ 

9:00 

 
急診部晨會 暨

急診教學 

 
急診部晨會 暨

急診教學 

 
急診部晨會 暨

急診教學 

 
急診部晨會 暨

急診教學 

 

 
部務會議 

9:00 

∣ 

10:00 

 
 
 
 
 
 
 
 
 
 
 
 
 
 
 
臨床實際案例學習 

 
 
 
 
 
 
 
 
 
 
 
 
 
 
 
臨床實際案例學習 

 

 
臨床實際案例學習 

 

 
 
 
 
 
 
 
 
 
 
 
 
臨床實際案例學習 

臨床討論會(含死 

亡、及病例討論會) 

10:00 

∣ 

10:30 

 
 
 
 
 
緊急醫療救護系統 

急診品質指標 

研討會(每月一次) 

10:30 

∣ 

11:00 

病歷寫作、醫學倫 

理、法律教學 
及大量傷患處置 

(PGY，每月一次) 

11:00 
 

 
ITE(PGY) ∣ 

12:00 

 
13:00 

∣ 

15:00 

 
 
 
 
 
臨床實際案例學習 

核心課程案例小組 

教學、學員座談 

技術實做測驗 

(PGY，不定期) 

18:00 急診專科住院醫師  

∣ 核心能力課程 

19:00 暨雜誌研討會 

18:30 

∣ 

19:00 

實習醫學生臨床教 

學習保護時間 

實習醫學生臨床教 

學習保護時間 

實習醫學生臨床教 

學習保護時間 

實習醫學生臨床教 

學習保護時間 

實習醫學生臨床教 

學習保護時間 

19:00 

∣ 

19:30 

PGY，住院醫師臨床 

教學習保護時間 

PGY，住院醫師臨床 

教學習保護時間 

PGY，住院醫師臨床 

教學習保護時間 

PGY，住院醫師臨床 

教學習保護時間 

PGY，住院醫師臨床 

教學習保護時間 



 

一、基本核心能力課程 

(一) 檢傷分類 (Triage of patients)  

1. 課程目標 

判斷病人到急診就診時，傷病嚴重程度，並根據病史與生命徵象，判定 適當的級數。 

2. 訓練授課方式及教學時數安排 

(1) 臨床教師及檢傷護理人員示範。 

(2) 約 2-3 小時。 

(二) 死亡確認 (Confirmation of death)  

1. 課程目標 

(1) 說明死亡的定義。 

(2) 判定病患無意識、無呼吸、無心跳、瞳孔無光反射。 

(3) 判定病患心電圖之心律為無收縮 (asystole) 

2. 訓練授課方式及教學時數安排 

(1) 教師示範，住院醫師實際操作。 

(2) 約 1-2 小時。 

(三) 基本的急救 (Basic life support, BLS) 

1. 課程目標 

(1) 說明生存鏈的意義(Chain of Survival)。 

(2) 能依照最新版心肺復甦術(CPR)流程實施 CPR。 

(3) 呼吸道的基本處置(包括呼吸道異物梗塞的排除)。 

(4) 體外自動電擊器的操作，並能因應不同情境以適當順序，整合操作 上述急救動作。 

2. 訓練授課方式及教學時數安排 

(1) 教師示範，住院醫師實際操作。 

(2) 約 2-4 小時。 

(四) 高階的急救 (Advanced cardiac life support, ACLS)  

1. 課程目標 

(1) 熟悉各種危急狀況心電圖（諸如：心跳停止之心律、各種頻脈/緩 脈心律、急性心

肌梗塞心電圖等）。 

(2) 說明去顫電擊術 (Defibrillation)與同步整流術(Synchronized cardioversion) 

的意義及使用時機。 

(3) 熟悉各種急救藥物及設備之使用。 

(4) 熟悉各種高級心臟救命術處理流程。 

2. 訓練授課方式及教學時數安排 

(1) 教師示範及小組教學，住院醫師實際操作。 

(2) 約 6-8 小時。 

(五) 呼吸道的基本處置 (Basic airway management)  

1. 課程目標 

(1) 呼吸道異物梗塞的排除。 

(2) 以壓額抬下顎法打開呼吸道。 



 

(3) 袋瓣罩輔助呼吸的操作。 

2. 訓練授課方式及教學時數安排 

(1) 教師示範，住院醫師實際操作。 

(2) 約 1 小時。 

(六) 氣管內管的插入 (Perform endotracheal tube intubation)  

1. 課程目標 

(1) 說明插管適應症。 

(2) 說明插氣管內管前應準備的相關器材與藥物。 

(3) 依據病患選擇適當喉頭鏡與氣管內管。 

(4) 操作使用喉頭鏡。 

(5) 置放氣管內管於正確與適當的位置。 

(6) 於 30 秒內完成一次氣管內管置放。 

(7) 氣管內管置放後，能正確評估與確認。 

2. 訓練授課方式及教學時數安排 

(1) 教師示範及小組教學，住院醫師實際操作。 

(2) 約 1-2 小時。 

(七) 緊急處置 (Give first aid)  

1. 課程目標 

(1) 確認病患需要緊急處置。 

(2) 執行正確的緊急處置。 

2. 訓練授課方式及教學時數安排 

(1) 教師示範及小組教學，住院醫師實際操作。 

(2) 約 1-2 小時。  

二、臨床訓練： 

(一). 臨床診療方面： 

(1) 負責協助主治醫師處理急診病患，並指導實習醫學生一般急診處理原則及技巧。 

(2) 對重大傷患或大量傷患之處理須報告上級醫師，及接受急診指揮官之指揮。 

(3) 在上級醫師指導下執行緊急具侵襲性之診療步驟。 

(4) 檢視急診病歷，並指導實習醫學生寫作，隨時照顧留觀病人，以 利用機會對實習

醫師施予臨床教學。 

(5) 住院病人，獨立完成病人交班作業。 

(二). 學術活動方面： 

(1) 參與晨會、臨床病例報告，雜誌研討會，部務會議。 

(2) 每日向急診總醫師報告，留觀或診間區病人狀況。 

(3) 每月選一例臨床病例報告於部務會議報告，由主治醫師評量。  

(三). 其他方面： 

配合各送訓科別之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所需，進行臨床訓練。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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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證醫學、病歷寫作及學習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等項目於 課程訓練內涵中不需獨立成

為一堂課。 

 
三、教學活動 

(一) 晨會：每週一至每週四 08:00~09:00  

1. 課程目標：各項急診常見疾病及處置 

2. 訓練場所：103 會議室。 

3. 訓練時數安排：每周四次。 

(二) 臨床討論會：每週五 09:00~10:00 

1. 課程目標：學習急診常見案例之分析與報告 

2. 訓練場所：103 會議室。 

3. 訓練時數安排：每周一次。 

(三) 雜誌研討會：每週四 19:00~20:00  

1. 課程目標：學習急診雜誌新知討論 

2. 訓練場所：103 會議室。 

3. 訓練時數安排：每周一次。 

（四）到院前死亡及院內死亡病例報告：每月第一週週五 09:00~10:00  

1. 課程目標：討論急救程序及處置是否適當 

2. 訓練場所：103 會議室。 

3. 訓練時數安排：每月一次。 

(五) 醫學倫理及法律研討會：每週五 10:30~11:00  

1. 課程目標：學習急診醫學倫理及醫療糾紛個案 

2. 訓練場所：103 會議室。 

3. 訓練時數安排：每月一次。 

(六) 急診病例寫作：每週五 10:30~11:00  

1. 課程目標：學習急診病例寫作 

2. 訓練場所：103 會議室。 

3. 訓練時數安排：每月一次。 

(七) 臨床學習保護時間：本部訂有 1900~1930 為輪訓住院醫師臨床教學學習保護時間於內科

二診間，由內科二診主治醫師指導，進行個案臨床 教學與急診病歷修改。 

(八)   住院醫師須參與由教學副院長主持之跨領域討論會（每年至少 2 次）， 並積極參加各類跨領

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課程，包含醫療團隊資源管 理（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聯

合照護案例討論會（combined conference）、共同照顧（combined care）、出院準備服務、團隊

治療、 安寧療護、病人安全等。 

伍、教學資源 

一、急診醫學科內科急診區 二、急診醫學科外科

急診區 三、檢傷分類站 四、急診醫學部會議室 

五、教學圖書設備 六、急診住院醫師辦公室 



 

七、各式模擬醫學教具(如插管安妮、半身安妮、電擊安妮等) 八、臨床技能測

驗中心(OSCE center) 

 
 
陸、考評機制 

一、督導機制：  

(一)每位見輪訓住院醫師由一位主治醫師擔任臨床教師，負責指導監督。  

(二)各臨床教師負責核心課程教授，總醫師（含）以下資深住院醫師擔任臨 

床助教。  

二、考核方式： 

(一) 輪訓的考核表：初考作業由總醫師進行考評，考核內容如三軍總醫院 住院醫師訓練考

核表，複考官可對初評結果進行修正，內容涵蓋 有下列內容三項以上： 

1. 病患照顧 

2. 醫療知識 

3. 執行業務學習及改善 

4. 人際溝通 

5. 職業技術與道德 

6. 系統下執業 
 

 
(二) 由臨床教師針對住院醫師每月進行一次 Mini-CEX 評估。 

柒、輔導及補強機制： 

一、依據 

(一) 1.100 年 01 月 14 日醫策會公佈『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100 年度署定 版』條文 5.3.7：「對於學

習成效不佳之學生，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 

(二) 101 年 03 月 02 日急診部部務會議決議。  

(三) 

二、目的  

(一)對於因故無法接受訓練學員，訂有補課措施。  

(二)訂定相關明確補課措施，避免學員學習權益受損。 

(三)訂定相關明確補強措施，協助學員瞭解課程內容和自己不足之處。  

三、實施辦法 

(一)補課及補強標準： 

1. 學員於受訓期間請婚假、病假、喪假、公假、產假及事假，無 法如期上課。 

2. 學員於受訓期間因公務或急救病患，無法如期上課。 

3. 考試成績不及格者。  

(二)補課及補強措施： 

1. 自我學習： 

2. 學員因故請假期間由總醫師給予電話或電子郵件關懷，並將所缺課程進度等告知



 

請假學員，並適當提供講義等資料，協助學 員在家自行學習。 

3. 授課教師補課：請假學員復課後，主動與授課教師聯繫，在受訓期間利用課餘時

間進行補課教學，授課教師協助學員跟上學習進度。 

4. 進行 Mini-CEX：臨床教師可以直接對學員進行指導與回饋，使學員能及時補

強。 

5. 導生面談：每季 1 次的導生面談，使導師瞭解學員學習狀況，針對不熟悉的課

程，導師主動與授課教師聯繫，利用課餘時間 進行補強教學，協助學員瞭解自

己不足之處。 

6. 考試成績不及格者：總醫師主動與授課教師聯繫，受訓學員於受訓期間利用課餘

時間進行補救教學和課後複測。 

7. 補考措施：請假期間筆試測驗缺考，總醫師告知補考時間與測驗地點，進行補

考。 

(三)補強機制流程圖： 

 

 
 
四、 溝通輔導及意見反映管道： 

本院主要透過「住院醫師座談」、「導生面談」、「學員輔導訪談」及「學習 成效建議回饋」、

「員工意見信箱」等五項，來加強導師、臨床教師與受訓 學員的互動。平時即可向

臨床教師反應生活與學習上的問題，亦可在每日 交班時與總醫師反應來達到雙向回

饋互動。在導生面談部份，由導師與其 負責之學員自行安排時間進行面對面溝通，

每季一次。另外，在學員座談 部份，於每月底召集當月受訓學員與急診醫學部部主

任進行集體座談，並 表揚當月表現優良之學員，藉由主任與學員間面對面的溝通，

瞭解學生的 學習情形，並給予學員及時的回應及鼓勵。所有面談（座談）均製成書

面 紀錄送至教學組彙整，作為計畫持續改進的參考。 輔導專業人員：由醫院之臨床

心理師擔任，提供住院醫師情緒或精神上壓 力之專業輔導。 

捌、計畫檢討改善機制 

急診醫學部每雙數月召開急診醫學教育委員會，由訓練計畫主持人擔任會議主 持，列席人員除計

畫主持人外，包含有急診部(科)主任，住院總醫師，主治醫師 及住院醫師代表可針對訓練計畫提出



 

評估及修訂。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計 畫主持人隨時召開會議，並針對條文內容修訂。 

玖、參考書籍、期刊  

一、 參考書籍 

書名 出版 
年份 

作者 版數 出版社 

1. Rosen's Emergency 

Medicine: Concepts and 

Clinical Practice 

 
 
2013 

John & Robert 

 
 
8th 

 
 
Saunders 

2. Clinical Procedures in 

Emergency Medicine 
2009 

James R. 

Roberts 
5th Custalow 

3. Emergency Radiology - Case 

Review Series 
2009 

Stuart E. 

Mirvis 
1st MOSBY 

4. The ICU Book 2013 Paul L Marino 4th 
Williams & 

Wilkins 

5. Emergency Medicine An 

Approach to Clinical 

Problem-Solving 

 
 
2003 

 
 

Hamiton 

 
 
2nd 

 
 
WB Saunder 

6. Emergency Medicine: A 

Comprehensive Study Guide 
2015 Tintinalli 8th 

MC Graw Hill 

 
 
7.Advanced trauma life 

support 

 

 
2013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committee 

 

 
9th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8.ACLS 精華 2010 胡勝川 4th 
金銘出版社 

 
 

二、 參考期刊 
 

編號 刊名 代理商/出版公司 

1 Resuscitation ScienceDirect(SDOL) 

2 Critical care medicine MDConsult 

3 Critical care PubMed 

4 An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MDConsult 

5 Journal of trauma- injury infection & 

critical care 

Lippincott 

6 Americ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MDConsult 

7 Prehospital emergency care ProQuest 



 

附件十一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耳鼻喉科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簡介 

耳鼻喉隸屬於國防醫學院「醫學系耳鼻喉學科」，負責醫學系「耳鼻喉頭頸外科學」課程之講授、醫

學生醫院見、實習之教學，以及進修軍醫與民間醫學院畢業之住院醫師耳鼻喉科專科醫師訓練工

作。 耳鼻喉科學課程內容包括：耳鼻喉及頭頸部之解剖及生理；各種耳鼻喉與頭頸疾病之病理成

因；聽覺生理及臨床聽力學與聽力檢查;前庭生理與功能檢查; 外耳、中耳、內耳之疾病；咽喉、唾

液腺之疾病；鼻、鼻竇之疾病；頭頸部腫瘤之診斷及治療；耳鼻喉科急診處理等。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1. 本部依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耳鼻喉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標準」及「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訓練課程基準」等相關規範訂定耳鼻喉科住院醫師訓練計畫。 

2. 訓練宗旨：培訓具全般性耳鼻喉頭頸腫瘤醫學診療能力及積極創新思維之耳鼻喉科醫學專科

醫師。 

3. 訓練目標：如下  

 

 

 

參、師資 

1.本部由部主任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具有豐富臨床教學經驗，負責綜管計畫相關事務。 

2.本部教師皆具有教學資格，於住院醫師訓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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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專任及兼任教師（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人數比例約 2：1 

名單如下： 

姓 名 
現    職 主治醫師 

年資（年） 

學歷及專業背景 

（教學專長或經歷） 職 稱 部定教職 

王智弘 
陸軍軍醫處處長

兼任主治醫師 
教授 20 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 

耳鼻喉專科醫師 

顏面整形重建專科醫師 

耳科學、神經耳科學及聽力學專長 

教 學 種 類 最 低 資 格 訓 練 目 標 

輪訓醫師 家醫科住院醫師輪訓至耳鼻喉

科接受為期 1 個月的耳鼻喉科

醫學訓練者。 

1.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急症之認識與第一線處置。  

3.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朱永祥 
喉及頭頸外科主

任 
助理教授 15 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 

耳鼻喉專科醫師 

顏面整形重建專科醫師 

鼻科、喉及頭頸科專長 

李日清 

訓練計畫主持人 

鼻科主任兼代理

部主任 

助理教授 14 年 

國立交通大學生命科學所博士 

耳鼻喉專科醫師 

顏面整形重建專科醫師 

鼻科、喉及頭頸科、鼻整形專長 

陳信傑 耳科主任 助理教授 11 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 

耳鼻喉專科醫師 

顏面整形重建專科醫師 

耳科學、顱底手術專長 

一般耳鼻喉專長 

施政坪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7 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 

耳鼻喉專科醫師 

顏面整形重建專科醫師 

耳科學、一般耳鼻喉專長 

鄭立享 
教育訓練官 

主治醫師 
講師 5 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耳鼻喉專科醫師 

顏面整形重建專科醫師 

睡眠醫學及一般耳鼻喉專長 

劉紹正 主治醫師 講師 4 年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耳鼻喉專科醫師 

顏面整形重建專科醫師 

鼻科、鼻整形及一般耳鼻喉專長 

邱逢翔 主治醫師 講師 4 年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耳鼻喉專科醫師 

顏面整形重建專科醫師 

鼻科、鼻整形及一般耳鼻喉專長 

林原永 主治醫師 講師 3 年 

國防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耳鼻喉專科醫師 

顏面整形重建專科醫師 

鼻科、鼻整形及一般耳鼻喉專長 

臨床助教：總醫師（含）以下之各級住院醫師 



 

肆、訓練課程及訓練方式 

一、住院醫師  

(1)照顧住院病人及急診病人。 

(2) 接受各項床邊指導及新知識訓練。 

(3) 寫作各項病歷。 

(4) 從事急診、門診等作業。 

(5)指導實習醫師及學生。  

二、住院醫師須參與由教學副院長主持之跨領域討論會（每年至少 2 次），並積極參加各類跨領

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課程，包含醫療團隊資源管理（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聯合

照護案例討論會（combined conference）、共同照顧（combined care）、出院準備服務、團隊

治療、安寧療護、病人安全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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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法規、感染控制、

實證醫學及病歷寫作等及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目前除落實於每日臨床照護工作中，另配合衛

生署及醫策會政策，於 PGY 訓練期間加強相闗訓練。 

2.住院醫師院到職訓練： 

(1)先由醫院統一辦理新進住院醫師之安全防護，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境及安全防護（含疫苗

接種）。 

(2)本部並舉辦實務操作前說明，使其瞭解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規定，且提供相關

防護設備供其使用，並經由演練獲得相關操作經驗。 

3. 住院醫師照護之疾病類型依本部所訂之核心項目安排，如耳鼻喉各類疾病及頭頸癌症病人，

以期住院醫師能充分掌握核心技能。 

4. 本部落實由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組成的團隊教學訓練，明訂 

於每月「工作分配表」，其中住院醫師負責定期報告雜誌新知、 

晨報會呈現急診病患及住院病人交班，及擔負指導監督實習醫學生臨床學 

習之任務，並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監督。  

5. 照護床數及值班訓練規定：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 15 床，值班訓練平均 

不超過 3 天 1 班，不超時值班，值班照顧床數上限亦為 15 床。 

6. 每週安排住院醫師接受住診教學（teaching round）(團隊教學訓練)。 

   主治醫師教學時，會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住院醫師瞭解病人病情，並適時教導住院醫師

考慮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7. 病歷寫作規定： 

(1) 病歷紀錄時，應注意需符合病人實際情形，其內容如主訴、病史、身體檢查、實驗室及

影像檢查、診斷與診療計畫等，應呈現合理邏輯（病歷紀錄如僅複製前次內容，且完全未針

對病程變化加以修改者，視為不符合病人實際情形）。 

(2) 病歷紀錄時，應視情況需要紀錄下列事項： 

A. 病人在身、心、社會層面的問題。 

B. 醫師對診療過程之修正及改進。 



 

C. 尊重病人自主，做好知情同意。 

(3) 病歷紀錄時，身體檢查（physical examination）或器官系統檢查（system review）

之結果，如以查檢表方式勾選者，對於陽性結果（positive findings）或有意義的陰

性結果（negative findings）應加註說明。 

(4)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製作之病歷或診斷書會給予核閱並簽名，並給予必要之指正或評

論。 

(5)除需參加醫院安排之病歷教學活動外，本部另有病歷寫作教學課程(時間內容及地點詳 

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以提升住院醫師寫作病歷及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文書之能 

力。 

8. 教學演講與學術討論會：本部所有住院醫師應均須定期參 

與晨會、臨床研討會、學術期刊討論會等會議，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 

並針對會議內容與住院醫師討論。指定之科部教學演說及學術討論 

會，其時間內容及地點詳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由住院總醫師安 

排）。在此類會議中，住院醫師應注意主治醫師主持會議之內容，並 

利用機會自行練習主持此類會議。 

9. 研究相闗規定：需在專科醫師之指導下撰寫論文及研究報告，住院醫 

師訓練期間需完成（1）至少一篇年會口頭論文發表及（2）一篇病例報告發表於國內、外 SCI 醫

學雜誌，方得參加專科醫師考試。 

10. 家醫、急診住院醫師至本部輪訓之訓練計畫及目標： 

(1)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於本部門診之跟診教學中，熟悉耳鼻喉科門診病患常見之

疾病與適當處置。 

(2)急症之認識與第一線處置：在本科部輪訓期間參與一線值班，值班訓練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且於上級醫師指導下完成耳鼻喉科急診病患之診斷與處置。 

(3)住院及術後病患之照護與常見處置：安排輪訓醫師參與住院病患之病房工作與病歷寫

作，以熟悉耳鼻喉科住院患者常見之臨床問題和術後照顧。 

11. 每日臨床工作要點： 

(1)住院醫師需參與本部所有檢查及治療作業，並以身作則指導督促 

在校醫學生及五、六、七年級實習醫學生，擔負起本部各項檢查、 

治療步驟之進行，並接受專科醫師及住院總醫師之指導。 

(2)確實執行病患之理學檢查與簡要病歷之記錄與追蹤登記，並協助 

蒐集教學資料與處理分析。 

12. 核心課程安排: 

(1)門診器械內視鏡之檢查操作（包括檢查過程緊急狀況處置）及判讀能力：門診過程

中，由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操作過程給予指導，並利用住院醫師學習保護時間進行深入

討論。 

(2)影像學之判讀能力：利用個案討論方式，讓住院醫師實際進行影像判讀，並由主治醫

師進行指正與評論。特殊個案並提至晨報會或聯合討論會深入探討。 

(3) 住院收療病人之臨床照護：針對收療之耳鼻喉科個案，主治醫師帶領住院醫師實際進

行個案診療及病歷書寫，主治醫師並進行指正與評論，並利用住診教學時機深入討論特



 

殊個案。治療前評估及治療後追蹤部分則利用教學住診時機，讓住院醫師能實際參與診

療，並由主治醫師評核及回饋。特殊、困難個案並提至晨報會或聯合討論會深入探討。 

伍、教學資源 

一、耳鼻喉科門診 

二、醫學美容中心門診 

三、耳鼻喉科教學門診 

四、聽力暨平衡功能檢查室 

五、音聲治療檢查室 

六、耳鼻喉部顳骨解剖實驗室 

七、每年度三總耳鼻喉部顳骨手術研習課程 

八、每年度三總耳鼻喉部鼻整形課程 

九、耳鼻喉部基礎研究實驗室 

(國防醫學院 耳及聽力研究室-主持人:王智弘博士) 

(國防醫學院 鼻生理實驗室-主持人:朱永祥博士) 

十、教學圖書設備 

陸、考評機制 

多元方式定期進行教學成效評估： 

1.每月至少實施乙次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CEX）

及乙次六大核心能力考核，包括：病人照護（ patient care）、醫學知識（ medical 

knowledge）、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practice 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人際

關 係 及 溝 通 技 巧 （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 專 業 素 養

（professionalism）及制度下之臨床工作（system based practice） 

2.每月住院醫師考核表：其內容包括醫療、教學、研究及基本素質四部份，考評結果佔總分

百分之四十。 

3.住院醫師訓練重要參考教材及各級訓練醫師評核表（Check List）（如本院臨床訓練計畫第

六版內容）：住院醫師在訓練十二個月後，即遵照參考教材及評核表（Check List）予以評

審，考評結果佔總分之百分之四十。 

4.參加學術活動、講座及學術成果展現考評：其考評結果佔總分之百分之二十。 

上述三種考試成績於耳鼻喉部加總計算出總分後，於耳鼻喉科評會依考評結果討論完成年度住

院醫師晉升及遴選住院總醫師。 

雙向回饋機制： 

本院各種評估方式及表單皆已包括雙向回饋內容，住院醫師除可瞭解授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 

師對其表現之評價或相關改善建議，對教學內容或品質有任何建議亦可透過此機制回饋予授

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同時教師亦可據以對訓練課程或計劃之實施提出修訂建議，若科內

無法解決，則再向上級反應或提議至每季之「教育訓練官委員會」討論。每季並召開一次導

生會議，由指導主治醫師或導師對訓練成果不佳，需要協助之住院醫師，個別提供輔導與補



 

強訓練。 

本計畫得根據住院醫師訓練評估結果及每年度專科醫師考照及格率，適時修正教學計畫。 

 

柒、每週教學課程表 

住院醫師活動分配表： 

 

學術討論會： 

1. 學術期刊討論會：每二週一次（各一小時）。 

W1 W2 W3 W4 W5 W6 

0730-0800 

晨會 

邱逢翔 

  (部會議室)           

0730-0800 

晨會/ 

雜誌研討會 

林原永 

 (部會議室) 

0730-0800 

晨會/ 

雜誌研討會 

施政坪 

  (部會議室) 

0730-0800 

晨會/ 

雜誌研討會 

鄭立享 

 (部會議室) 

0730-1800 

晨會 

劉紹正 

 (部會議室) 

0730-0800 

總醫師總查房 

(22 病房) 

  0800-0900 

教學住診 

/小班教學 

陳信傑 

(22 病房) 

0800-0900 

小班教學 

鄭立享 

(部會議室) 

0800-0900 

小班教學 

朱永祥 

(部會議室) 

 

 

1230-1330 

病歷寫作教學 

施政坪 

(22 病房) 

1300-1400 

巡診教學 

朱永祥 

 (22 病房) 

 1230-1330 

 影像研討會 /

病理研討會/死

亡及併發症討

論會/EBM 研討

會/教學服務成

效討論會 

 (部會議室) 

0900-1200 

教學門診 

黃柏榮 

(286 診間) 

  

1330-1430 

小班教學 

施政坪 

(部會議室) 

1600-1700 

小班教學 

邱逢翔 

(部會議室) 

1530-1630 

小班教學 

李日清 

 (部會議室) 

1600-1700 

小班教學 

劉紹正 

 (部會議室) 

1300-1400 

小班教學 

林原永 

 (部會議室) 

 

1700-1800 

學習保護時間 

1730-1800 

核心課程 

鄭立享 

  (285 診間) 

1700-1800 

學習保護時間 

1700-1800 

學習保護時間 

精熟課程 

1700-1800 

學習保護時間 

 



 

2. 主治醫師教學專題報告：每個月一次（一小時）。 

3. 臨床病理討論會：每個月一次（二小時）。 

4. 影像診療討論會：每周一次（一小時）。 

5. 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每個月一次（一小時）。 

6. 部務會議：每週一次（一小時）。 

7. 耳鼻喉部教育訓練檢討會：每季(三個月)一次（一小時）。 

8. 住院醫師專題報告: 每個月一次（一小時）。 

9. 實證醫學報告: 每個月一次（一小時）。 

10.上述第 2 至 9 項於每週四部務會議時實施。 

11.各類醫事人員討論會: 每個月一次（一小時）。 

12.教學研究服務成效檢討會議(Service Meeting):每個月一次（一小時）。 

13.參與多科聯合跨領域病例討論會。 

捌、參考書籍期刊 

   書籍： 

1. Bailey: Head & Neck Surgery: Otolaryngology, 2006, ISBN: 0-7817-2908-4. 

2. Ballenger: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 Neck Surgery, 2003, ISBN: 1-55009-197-2. 

3. Lee: Essential Otolaryngology, 2003, ISBN: 0-07-137322-5. 

4. Thomas: Otolaryngology : Basic Science and Clinical Review, 2005, ISBN 0-86577-901-5. 

5. Naumann: Head & Neck Surgery, 2005, ISBN: 0-7216-7319-8. 

6. Wilson and Nadol: The clinical Handbook of Ear, Nose & Throat disorders, 1999, ISBN: 1-85070-

605-0. 

7. David Deweese: Otolaryngology: Head & Neck Surgery, 1994, ISBN: 0-8016-6842-5. 

8. English: Otolaryngology, 2nd ed, 1993, ISBN: 0-397-57244-1. 

9. Scott-Brown: Otolaryngology, 1996, ISBN: 0-7506-1935-X. 

10. Wilson and Nadol: The clinical Handbook of Ear, Nose & Throat disorders, 1999, ISBN: 1-

85070-605-0. 

11. Paparella: Otolaryngology, 1990, ISBN: 0-7216-1504-X. 

12. Schuknecht: Pathology of the Ear, 1993, ISBN: 0-8121-1562-7. 

13. Montgomery of the Upper Respiratory System, 1996, ISBN: 0-683-06121-6. 

14.  Lore’s: An Atlas of Head & Neck Surgery, 1988, ISBN: 0-7216-5816-4. 

15.  Myers: Cancer of the Head & Neck, 1996, ISBN: 1-7216-5550-5. 

  期刊： 

1. Acta Otolaryngology 

2.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tology. 

3. Annals of Otology, Rhinology and Laryngology. 

4. Archieves of Otolaryngology. 

5. Clinical Otolaryngology. 

6. Journal of Laryngology and Otology. 



 

附件十二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皮膚科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簡介】 

    民國六十八年，時三軍總醫院奉令改隸為國防醫學院之直屬教學醫院，為配合教學醫院醫療作

業形態，乃由原屬內科學系之皮膚學科獨立為「皮膚科學系」。民國七十二年又奉令各教學單位之學

系改稱為學科，自此稱「皮膚學科」。臨床單位亦由內科部獨立出來，改稱為「皮膚科部」。 

    皮膚科部由王偉銘主任擔任此訓練計畫主持人，共有主治醫師 3位，擔任除擔任教學、研究及

臨床服務工作外，並作有計劃的訓練皮膚科專科醫師，使基礎與臨床醫學相互配合應用，培養專業

人材。實習醫學生依各年級及各階段學生之需求，設計務實可行之教學訓練計畫，有具體目標訓

練，並訂有核心能力要求，以培養基本臨床技能及全人照護能力。 

 

一、訓練宗旨 

培育以病人為中心、施行全人照護、具備皮膚科診療能力，提供軍人、軍眷與民眾最優質的醫療服

務。 

 

二、訓練目標 

1.本部依台灣家庭醫學科公告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相關規範訂定訓練計畫。 

2.使完成訓練之住院醫師具備下列核心能力：包括 

(1)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常用藥物適應性與規範之瞭解。  

(3)常見疾病門診診斷方法之認識與實務操作。 

 

三、訓練師資 

1. 主治醫師須負責實際臨床上住院醫師臨床教學工作及住院醫師訓練之學習成  

   效考評綜理科內住院醫師教育訓練事宜。  

2. 每月教學負責人必須檢查住院醫師護照及基本課程完成之情況及評量，參與住院醫師教學訓練

計劃之推動及相關教學訓練計劃執行成效及檢討會議。 

【專任主治醫師一覽表】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專科證

書號碼 
部定教職 任別 

皮膚部 

主任 

王偉銘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生化研

究所哲學博士  

皮專第 

419號 

教授 專任 

主治醫師 江建平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

所哲學博士 

皮專第

504號 

助理教授 專任 

主治醫師 洪誌聰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皮專第

966號 

無  

 

四、教學資源 

(一) 皮膚科科內教學場所： 

1. 皮膚科討論室：門診大樓二樓皮膚科部辦公室。  

2. 皮膚科專科診間：門診大樓二樓皮膚科部診間。  



 

3. 美容醫學中心：門診大樓一樓醫學美容中心。  

4. 門診手術室：門診大樓二樓皮膚科手術治療室。 

5. 皮膚科病床，西病房大樓二樓 22病房床位。 

 

(二) 皮膚科內備有下列儀器及教學資源：  

1. 五人觀察顯微鏡及數位照相系統。 

2. 皮膚鏡(Dermoscope)及數位照相系統。  

3. 數位相機。 

4. 全身與局部紫外線治療器。 

5. 低能量雷射治療儀。 

6. 高頻電燒機及煙霧過濾器。 

7. 門診手術台。 

8. 伍氏燈。 

9. 液態氮儲存桶與冷凍治療噴槍。 

10. 頭皮檢測鏡。 

11. 皮膚外科手術器械組。 

12.雷射機器 (飛梭、二氧化碳、鉺雅鉻、釹雅鉻、脈衝光、電波拉皮機及除毛雷射)。 

13. 完整保留皮膚病理切片。 

14. 皮膚科藏書書庫。 

15. 國防醫學院生化學科亦提供豐富的教學研究硬體設備，包括冷凍切片機、電泳槽、螢光顯微

鏡、細胞培養室等。  

 

(三) 國防醫學院圖書館電子資源含國內外皮膚專科雜誌電子全文， 如： American Journal of 

Dermatopathology, Archives of Dermatalogy, 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 Dermatologic 

Surgery,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Dermatology, Dermatologica Sinica 等...二十餘種。 

 

五、訓練對象  

 

 

 

 

 

 

 

 

六、訓練方式 

(一) 門診工作/門診手術室工作： 

1. 住院醫師負責協助主治醫師門診工作，(包括各種皮膚檢查)並學習一般皮膚 

   疾病的診斷治療可於資深醫師指導下進行一般門診治療工作。 

2. 第一、二年住院醫師可於資深醫師指導下看複診病患。 

3. 住院醫師共同或獨立執行門診切片及小型手術。 

4. 住院醫師於診療過程需隨時臨床指導見習醫師及實習醫師。 

(二) 病房工作： 

1. 住院醫師應儘快完成病史詢問，理學檢查及皮膚科一般檢查，並於病人住院  

教 學 種 類 最 低 資 格 訓 練 目 標 

家醫科輪訓醫師 本院家醫科專科住院醫

師輪訓至本科接受為期

1 個月的皮膚科訓練

者。 

(1)學習皮膚科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學習皮膚科常用藥物適應性與規範。 

(3)常見皮膚疾病門診診斷方法之認識與實務操作。 



 

   當天詳細完成 ADMISSION NOTE，寫下初步診斷。 

2. 負責住院病人的醫囑及照顧。 

3. 負責指導實習醫師照顧病人，填寫病歷。 

4. 伴隨主治醫師查房，報告病情，記下上級醫師對病人之診療意見，依此修改 

   醫囑、診斷及治療方法。 

5. 每位住院醫師照顧住院病人數每天最高不得超過三位病患。 

6. 值班要求：按醫院規定每位住院醫師每月值班總數不得多於 11 班，值班時 

   收到病房或急診電話需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處理，若 有特殊狀況須留院待命， 

   皮膚科值班室目前位於女醫師值班室。 

 

(三) 學術活動： 

1. 晨報會(Morning meeting)： 每週二次，由住院醫師指導實習醫學生報告，共 

   同討論及學習皮膚科新知，由主治醫師講評。 

2. 臨床病例討論會(Clinical case conference)：每週一次，討論前一週診療所見具   

   有教學意義之病例進行討論，並強調六大核心能力之訓練。 

3. 醫學雜誌研討會(Journal meeting)：每二週一次，研讀重要或更新之臨床或基 

   礎主題，著重住院醫師的基本皮膚科知識訓練。 

3. 臨床病理討論會(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conference)，每週一次，著重於特殊 

   病例臨床表現及病理切片實質討論，並訓練住院醫師 Clinical reasoning 與鑑 

   別診斷。若有精彩案例亦由主治醫師指導進行寫作，投稿國內與國際期刊。 

4. 跨科部臨床病理討論會：每月一次，除皮膚科醫師外，亦邀請病理科高鴻偉 

   主任(具有國際皮膚病理證照)參加並指導住院醫師閱片。 

5. 跨科部皮膚癌討論會：每月一次，除皮膚科醫師外，亦邀請整形外科、血液 

   腫瘤科、放射腫瘤科等專科醫師及癌症個管師，針對上個月新診斷及復發之 

   案例進行分期與治療等討論，由住院醫師報告與記錄，並強調臨床思辨與治 

   療流程。 

6. 固定於隔月進行住院醫師訓練課程，由主治醫師授課皮膚科專業知識技能課 

   程，並留有紀錄。 

7. 巡診教學，每週一次(若當週無住院病患則不舉行)，著重當週 住院病患診斷、 

   病情、治療之討論，必要時得不定期舉行跨科部共同照護會議，邀請相關專 

   科醫師、病房護理師、社工師、營養師與藥師等不同人員進行跨領域討論， 

   過程中由住院醫師進行案例報告與記錄，以達到全人照護之目標。 

8. 研究教學會議：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會議決定研究主題及方向，每月一次， 

   培養住院醫師對於基礎研究之興趣，同時指導查考相關文獻、研究計畫撰寫、  

   實驗設計、數據分析整理與文章寫作等過程，並鼓勵發表於國際期刊。 

9. 專題討論會(專題演講)及跨團隊/跨領域演講，不定期邀請院內或院外之學 

   有專精之專家演講特殊主題。 

10. 全院跨領域學術會議，每月最末週週四上午 7：30~8：30，內容包括各專科、  

    跨團隊、非醫學領域等同仁參加。 

11. 全院實證醫學競賽，每季舉辦一次，鼓勵住院醫師參與，並將所學於科內分 

   享與討論。 

12. 另住院醫師不定期有參與全院教育訓練課程，如針扎、感控、醫糾、專業倫理、醫病溝通、資

訊管理等等(線上或面授)。 

13. 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須參與由教學副院長主持之跨領域討論會（每年至少 2次），並積極參加

各類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課程，包含醫療團隊資源管理（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

聯合照護案例討論會（combined conference）、共同照顧（combined care）、出院準備服務、團隊



 

治療、安寧療護、病人安全等。 

 

(四) 課程教學： 

固定隔月由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進行主題式課程教學。 

 

七、訓練課程表 

（一）每週課程表(僅列每週均固定之課程活動)  

住院醫師教學課程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0800-0830 晨報會 巡診教學 全院專題/座談* 晨報會** 巡診教學 值 

班 

人 

員 

0830-1200 門診教學及治療室教學 

(包括病人診療、冷凍、電燒、手術、KOH…等) 

1200-1400            午餐休息  

 1300-1330 

科部會議 

1330-1400 

臨床病例討論會 

1400-1700 門診教學及治療室教學

(包括病人診療、冷凍、

電燒、手術、KOH…等) 

1400-1430 

雜誌研討會*** 

住院醫師教學 

1430-1500 

臨床病理討論會 

門診教學及治療室教學 

(包括病人診療、冷凍、電

燒、手術、KOH…等) 

 

 

*每月第三週為主治醫師專題講座與座談，每季最後一個月第三週為住院醫師座談。 

**每月最後一週週四 0730-0830為全院跨領域研討會 

***雜誌研討會每月二次；住院醫師教學為雙數月最後一週 

 

八、教學評估機制 

(一) 學習成果評估： 

1. 學習護照：住院醫師必須詳實將學習的過程記錄在學習護照之中，臨床教師 

   須給予住院醫師回饋，且將回饋內容記錄於學習護照之中。教師定時和住院    

   醫師討論他們的評估結果，並允許他們查閱自己的評估資料。 

2. 每月針對住院醫師整體表現進行考核，內容包括： 

(1) 平日於門診診視病人、治療、手術及雷射、醫學美容的工作表現。 

(2) 對於病房病人的醫療照護表現。 

(3) 科內討論會及皮膚科醫學會上報告的專業表現能力。 

3. 每個月應接受住院醫師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迷你臨床評量(Mini-  

   CEX)與案例導向討論評量 (CbD)。 

4. 主持人每學年度依據不同訓練年資之住院醫師進行年度學習成效評量，並填 

   寫皮膚科專科醫師訓練評量表。 

5. 實施導師制度，每季導師生舉行會談並留紀錄。 

 



 

(二) 教學成效評估： 

1. 教學評量表：住院醫師每月針對主治醫師之教學給予評估及回饋意見，如主 

   治醫師教學滿意度調查表。上述教學評量表結果由教學室每半年統 

   計一次，並於全院訓練官會議回饋結果給科內主治醫師與主持人。 

2. 科部主任每半年評核主治醫師之教學與研究能力，並至院部口頭報告，作為 

   主治醫師獎懲考核之憑據。 

3. 院方統一於每年評估主治醫師之臨床教學與研究能力(KPI)，與全院主治醫師 

   作評比排序，並將此結果做為是否續聘之依據。 

 

(三) 訓練成效評估及回饋補強機制： 

1. 每月之住院醫師訓練考核應達 70分以上。 

2. 若未達以上標準，由導師負責輔導並於一個月後進行補強教學。 



 

附件十三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復健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 科部簡介 

復健醫學部成立於民國 56 年，其作業主要為協助傷病之國軍官兵與社會大眾增進其身體機

能、心理狀態、社會適應與家庭生活之恢復，使傷殘官兵能早日康復，返回崗位，維持戰力，報

效國家，其不能完全恢復者，亦藉復健之訓練，使其能自我照顧，自力更生而達到殘而不廢的理

想；近年來，政府大力推行社會福利制度，更於民國 83 年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加以平均壽命的

提高與工業社會的轉型，使得機能障礙病患對復健醫療的需求迅速增加，復健醫療的層面亦由軍

中擴展至整個社會，復健醫師與治療師的養成乃更為迫切。為培養軍中優秀的復健專科醫師與治

療師，使軍中袍澤、眷屬以及社會大眾能有完整的復健服務，乃訂立下列復健醫學臨床訓練計

畫。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1. 本部依台灣家庭醫學科公告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相關規範訂定訓練計

畫。 

2. 訓練宗旨為培養具基本復健科學診療能力及積極創新思維之家醫科醫師。 

3. 訓練目標: 使完成訓練之住院醫師具備下列核心能力： 

(1)學習神經學及肌肉骨骼理學檢查及其應用。 

(2)學習復健科常見問題之診斷、功能評估及處置。 

(3)學習復健科常見問題之復建治療。 

(4)學習輔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參、師資 

(一)本部由部主任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具有豐富臨床教學經驗，負責綜管計畫相關事務。 

本部專任教師之年資： 

 

 

 

 

 

 

 

 

 

 

 

 

(二)本部教師皆具有教學資格，於住院醫師訓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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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現職 

資歷 
專科主治醫師 

科別 職稱 任職日 專字 

陳良成 復健科 主任 從事復健科教學 15 年 900801 0456 

楚恆毅 復健科 主治醫師 從事復健科教學 15 年 900801 0466 

蔣尚霖 復健科 主治醫師 從事復健科教學 10 年 950801 0665 

李宗穎 復健科 主治醫師 從事復健科教學 9 年 960801 0693 

張正強 復健科 主治醫師 從事復健科教學 7 年 980801 0759 

吳永燦 復健科 主治醫師 從事復健科教學 6 年 1000801 0880 

許高誌 復健科 主治醫師 從事復健科教學 3 年 1030101 0999 



 

(三)專任教師（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人數比例約 1：1，名單如下 

專任教師名單: 

姓名 
職稱 

（教職） 
學經歷 專長 

楚恆毅 

代理部主任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復健醫學專科醫師 

美國丹佛兒童醫院復健醫學部臨床

研究員 

兒童復健：發展遲緩、早期療育評估與治

療、腦性麻痺、兒童骨骼肌肉疾患、肌肉

神經病變、語言與構音口吃問題評估、感

覺統合障礙、早期療育、肉毒桿菌注射、

過動或自閉症之復健治療、脊髓裂、斜

頸、臂叢損傷 

蔣尚霖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陽明大學復健科技輔具研究所碩士 

中華民國航空醫學專科醫師 

針灸專科醫師 

復健醫學專科醫師 

國防醫學院臨床講師 

教育部部定講師 

一般復健、神經復健、骨科復健、運動傷

害、神經電生理檢查、心肺復健 

 

李宗穎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復健醫學專科醫師 

針灸專科醫師  

骨骼肌肉超音波專業醫師 

中華民國航空醫學專科醫師 

骨骼肌肉關節復健、運動傷害、骨骼關節

軟組織超音波檢查、中風復健、血友病關

節疾病 

張正強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中華民國針灸專科醫師 

復健醫學專科醫師 

教育部部定講師 

國軍台北門診中心兼任醫師 

國防醫學院兼任講師 

一般復健、中樞與周邊神經復健 

 

吳永燦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中華民國針灸專科醫師 

復健醫學專科醫師 

國軍台北門診中心兼任醫師 

骨骼肌肉復健、脊髓損傷復健、中風及神

經復健 骨骼肌肉超音波檢查、神經電生

理檢查 

 

許高誌 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大學中西醫學士 

復健醫學專科醫師 

針灸專科醫師  

骨骼肌肉關節復健、運動傷害、骨中風復

健 

兼任教師： 

姓名 教職 目前任職 

詹瑞琪 兼任副教授 台北榮民總醫院復健醫學部主任 

劉復康 兼任副教授 振興醫院復健醫學部主任 

蔡高宗 兼任副教授 義山復健科診所院長 



 

王志龍 兼任副教授 高雄榮民總醫院復健醫學部主任 

張幸初 兼任副教授 台中榮民總醫院復健醫學部主任 

陳良城 兼任副教授 國軍花蓮總醫院教研室主任 

黎桂珍 講師 三軍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王心宜 講師 三軍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陳淵琪 講師 三軍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吳韋緯 講師 三軍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劉欣玫 講師 三軍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蔡豪軒 講師 達仁診所負責醫師 

黃永琤 講師 振興醫院復健醫學部 

劉得榮 講師 桃園總醫院復健科 

林靜約 講師 三軍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張智雅 講師 三軍總醫院復健醫學部 

臨床助教：總醫師（含）以下之各級住院醫師                            

肆、訓練課程及訓練方式 

 

 

 

 

 

 

二、 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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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法規、感染控制、實證醫學及

病歷寫作等及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目前除落實於每日臨床照護工作中，另配合衛生署及醫策會政策，

於 PGY 訓練期間加強相闗訓練。 

2. 為使住院醫師訓練及工作條件更臻合理，衛生福利部已參考美國住院醫師工時及值班規定，於 102 年 5 

月 16 日訂定「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參考指引」，並於 102 年將住院醫師工時及休息的規定，納入教學醫

院評鑑試評項目。並每月由訓練官和部主任每月稽核，後續交由教學室統整。 

3. 住院醫師工作時數說明: 

平日/假日上班時間: 08:00-17:00 

值班時間: 17:00-08:00 

值班後可補休的時間: R 值班隔日 AM off 08:00-14:00 

科部內醫師之休假日期: 假日未值班，即為休假；且每 7 日中至少有完整 24 小時之休息，作為例假 

4. 住院醫師到院前由院方安排職前訓練： 

教 學 種 類 最 低 資 格 訓 練 目 標 

家醫科輪訓醫師 本院家醫科專科住院醫

師輪訓至本科接受為期

1 個月的復健醫學科訓

練者。 

(1)學習神經學及肌肉骨骼理學檢查及其應用。 

(2)學習復健科常見問題之診斷、功能評估及處

置。 

(3)學習復健科常見問題之復建治療。 

(4)學習輔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1)先由醫院統一辦理新進住院醫師之安全防護，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境及安全防護（含疫苗接種）。 

(2)本部並舉辦實務操作前說明，使其瞭解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規定，且提供相關防護設備供

其使用，並經由演練獲得相關操作經驗。 

5. 住院醫師照護之疾病類型依本部所訂之核心項目安排，包含：腦中風、創傷性腦傷、脊髓損傷、下背痛和

肌筋膜炎等常見病患之門急診與住院的相關臨床處置、檢查與復健療程，以期住院醫師能充分掌握核心技

能。 

6. 本部落實由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組成的團隊教學訓練，明訂於每月「工作分配表」，其中住

院醫師負責及擔負指導監督實習醫學生臨床學習之任務，並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監督。  

7. 照護床數及值班訓練規定：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 15 床，值班訓練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不超時值班，

值班照顧床數上限亦為 15 床。 

8. 每週安排住院醫師接受住診教學（teaching round）(團隊教學訓練) 。主治醫師教學時，會分析病情及

示範診療，使住院醫師瞭解病人病情，並適時教導住院醫師考慮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9. 病歷寫作規定： 

(1)病歷紀錄時，應注意需符合病人實際情形，其內容如主訴、病史、身體檢查、實驗室及影像檢查、診

斷與診療計畫等，應呈現合理邏輯（病歷紀錄如僅複製前次內容，且完全未針對病程變化加以修改者，視

為不符合病人實際情形）。 

(2)病歷紀錄時，應視情況需要紀錄下列事項： 

A. 病人在身、心、社會層面的問題。 

B. 醫師對診療過程之修正及改進。 

C. 尊重病人自主，做好知情同意。 

(3)病歷紀錄時，身體檢查（physical examination）或器官系統檢查（system review）之結果，如以查

檢表方式勾選者，對於陽性結果（positive findings）或有意義的陰性結果（negative findings）應加

註說明。 

(4)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製作之病歷或診斷書會給予核閱並簽名，並給予必要之指正或評論。 

(5)除需參加醫院安排之病歷教學活動外，本部另有病歷寫作教學課程(時間內容及地點詳見於「教育訓練

活動表」)，以提升住院醫師寫作病歷及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文書之能力。 

10. 教學演講與學術討論會：本部所有住院醫師應均須定期參與晨會、臨床研討會、學術期刊討論會等會議，

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並針對會議內容與住院醫師討論。指定之科部教學演說及學術討論會，其時間內容

及地點詳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由住院總醫師安排）。在此類會議中，住院醫師應注意主治醫師主持會

議之內容，並利用機會自行練習主持此類會議。 

11. 研究相闗規定：需在專科醫師之指導下撰寫論文及研究報告，住院醫師訓練期間需完成（1）至少一篇年

會口頭論文或壁報發表及（2）一篇原著發表於國內、外正式醫學雜誌或文章發表於 SCI，方得參加專科醫

師考試。 

12. 第四年進行住院總醫師訓練，除上述訓練內容外，另針對下列內容加強訓練： 

(1)行政訓練：門診作業安排、實習醫學生值班工作安排、行政會議訓練及學術會議籌備工作。 

(2)教學訓練：協調在校醫學生及五、六、七年級實習醫學生教學，並協助訓練官及部主任進行考核工

作。 

(3)復健醫學臨床訓練：在專科醫師指導下，負責復健科急診或緊急診療之第ㄧ線工作，並指導住院醫師

ㄧ般復健科檢查或住院醫療作業。 



 

13. 每日臨床工作要點： 

(1)住院醫師需參與本部所有檢查及治療作業，並以身作則指導督促在校醫學生及五、六、七年級見實習

醫學生，擔負起本部各項檢查、治療步驟之進行及掃描圖像之判讀，並接受專科醫師及住院總醫師之指

導。 

(2)每日督導櫃台工作人員安排受檢之種類、次序及時間。 

(3)確實執行病患之理學檢查與簡要病歷之記錄與追蹤登記，並協助蒐集教學資料與處理分析。 

14. 核心課程安排: 

1.復健醫學概論。 

2.復健分科訓練，包括： 

A.神經復健。 B.骨關節復健。各三個月，共計半年。 

3.病房巡視病人。 

4.研讀重要參考書籍並作讀書心得報告。 

5.門診跟診、看診訓練。 

6.定期參加繼續教育(包含社區醫學相關訓練、全人醫療、病人安全、醫療品質、醫病溝通、醫學倫理與

法律、感染管制、實證醫學及病歷寫作、如何在醫療不良事件善後處理情形及對特殊或新興傳染病之認

知等課程)，並舉辦或參與學術會議吸收醫學新知。 

7. 肌電圖神經傳導速度檢查之操作與判讀。 

8. 骨骼肌肉超音波的操作與判讀。 

        9. 重要文獻研讀報告。 

        10. 論文寫作訓練。 

11. 生物統計學之研習。 

12. 聯合訓練計畫: 本院和台大醫院有聯合訓練計畫，本部住院醫師在台大短期受訓期 

        間，有聯合訓練計畫改進會議以達雙向回饋並促進後續改善。 

伍、工作職掌 

   住院醫師: 

◆ 住院醫師需參與本部所有檢查及治療作業，並以身作則指導督促在校醫學生及五、六、七年級見實習

醫學生，擔負起本部各項檢查、治療步驟之進行及掃描圖像之判讀，並接受主治醫師及住院總醫師

之指導。 

◆ 確實執行病患之理學檢查與簡要病歷之記錄與追蹤登記，並協助蒐集教學資料與處理分析。 

六、教學資源 

一、復健醫學科門診 

二、復健醫學科病房 

三、復健醫學肌電圖室 

四、復健醫學部肌肉骨骼超音波室 

五、復健醫學部心肺功能檢查室 

六、復健醫學部會議室 



 

七、復健醫學部物理治療室 

八、復健醫學部職能治療室 

九、復健醫學部語言治療室 

 

陸、考評機制 

1.多元方式定期進行教學成效評估： 

A.配合醫院規定，每月至少實施乙次迷你臨床演練評量（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mini-CEX）及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表 [包括：病人照護（ patient care）、醫學知識（ medical 

knowledge）、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practice 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人際關係及溝

通技巧（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及制度下之

臨床工作（system based practice）]。 

B.評分重點：以日常工作效率、主動學習精神、醫學倫理認知及核心能力熟悉度等指標為依據進行考

核；另針對下列核心能力作為考核評分依據，其評量不合格者需列入輔導： 

 一般常規檢查操作，含處理緊事故及急診檢查之能力 

 各類肌電圖和骨骼肌肉超音波判讀能力 

 各類病例復健處方能力 

 每月病房聯合討論會病例報告表現 

 復健醫學年會口頭論文或壁報發表之狀況 

 復健醫學相關雜誌文章發表狀況 

C.評分人員：由住院總醫師或主治醫師擔任初考，訓練官或科部主任進行複考，並給予受評者建議以

修正訓練方向或工作重點，做到訓為所用之原則；其考核資料送教學室登錄並存查備用。 

2.雙向回饋機制：本院各種評估方式及表單皆已包括雙向回饋內容，住院醫師除可瞭解授課教師或指導主

治醫師對其表現之評價或相闗改善建議，對教學內容或品質有任何建議亦可透過此機制回饋予授課教師或

指導主治醫師。同時教師亦可據以對訓練課程或計劃之實施提出修訂建議，若科內無法解決，則再向上級

反應或提議至每季之「教育訓練官委員會」討論。每季並召開一次導生會議，由指導主治醫師或導師對訓

練成果不佳，需要協助之住院醫師，個別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 

3.住院醫師之養成訓練訂為四年，每年由部(科)主任召集資深主治醫師或訓練官進行考評以作為是否可晉

升下一階住院醫師訓練之依據。完成四年住院醫師（包括住院總醫師一年）訓練後，經學會甄試若未取得

復健醫學專科醫師資格者，即便完成住院總醫師之訓練，亦不同意晉升主治醫師。 

4.本計畫得根據住院醫師訓練評估結果及每年度專科醫師考照及格率，適時修正教學計畫。 

柒、每月教學活動表 

復健醫學部住院醫師每月教學活動表 

1.晨報會（每週二次）：每週三至週四，上午07:45-08:00。以會診病人及新住院病人  

  之病情討論為主。 

  晨會指導主治醫師輪值表 

 星期三 星期四 

 指導者 指導者 



 

第1,3,5週 李宗穎 楚恆毅 

第2,4週 蔣尚霖 吳永燦 

2.臨床研討會（每週一次）：每週三中午12:00-14:00，於復健部會議室舉行。由部主   

 任主持。前半段時間屬影像教學，住院醫師需要熟讀神經傳導的徑路，以期不假思 

 索、脫口而出。後半段屬醫師行政會議，討論臨床處置相關案件，含外賓演講。 

3.腦中風會議（每週一次）: 每週二上午09:00-09:30。 

4.雜誌研討會（每月二次）：每月雙週週二上午08:00-08:50。 

5.各類醫事人員討論會（每月一次）：每月第一週週四上午 0745-0850。 

 會中採用健康照護矩陣（Healthcare Matrix）與實證醫學(EBM)的討論方式。 

6.小班臨床教學： 

姓名 週數 時間 地點 對象 題目 

蔣尚霖 一、三、四 星期三 1500-1700 肌電圖室 R 神經復健、神經傳導與

肌電圖檢查 

一、三、五 星期四 1700-1800 101 會議室 R 心肺復健讀書會 

吳永燦 每週 星期四 1100-1200 肌電圖室 R 神經傳導與肌電圖檢查 

每週 星期三 1400-1600 超音室 R 骨骼肌肉超音波 

7.教學住診：本部每週安排住院醫師接受住診教學，教學時主治醫師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住

院醫師了解病人病情，並適時教導住院醫師考慮醫學倫理及法律等相關問題。 

地點: W61 第二護理站         時間:如下表所示 

 W1 W2 W3 W4 W5 

第一週  蔣尚霖 

1500-1700 

  陳良城主

任 

1600-1800 

第二週  蔣尚霖 

1500-1700 

李宗穎 

1430-1630 

  

第三週    楚恆毅 

1000-1200 

 

 

第四週   李宗穎 

1430-1630 

楚恆毅 

1000-1200 

 

第五週      

8.教學門診： 

姓名 週數 時間 地點 對象 題目 

楚恆毅 二 星期四上午 149 R 復健醫學及早



 

期療育 

蔣尚霖 二 星期三下午 148 R 復健醫學 

李宗穎 四 星期四上午 147 R 復健醫學 

 

捌、參考書籍及期刊 

1. DeLisa's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Two Volume Set, 

2010 

2.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Expert Consult- Online and Print, 4e, 2010 

3.    Guidelines for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rograms-4th Edition, 2010 

4.    Pediatric Rehabilitation: P & P, 4th Edition: Principles & Practices. 2010 

5.    Guidelines for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Programs-4th Edition, 2003 

 

 

 

 

 

 

 

 

 

 

 

 

 

 

 

 

 

 

 

 

 

 

 

 

 

 



 

附件十四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眼科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簡介 
    軍醫學校創立時期，眼科教官為日本人平賀氏，其後有本校畢業之王連仲、石錫祐、姜殊文、

潘作新等。抗戰時期眼科主任為陳任；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外科學系眼科主任為姜殊文。國防醫學

院成立之初，外科學系有眼科學組，編制人員共十員，學組主任郭秉寬。民國三十八年學院遷台，

在外科學系下設「神經及眼耳鼻喉科學組」，但主要人員並未隨同來台，實際從事眼科工作者僅有助

教趙澤宇及周道香二人。民國四十一年，外科學系設主任教官四員，林和鳴任主任教官並主持眼

科，周道香佐之，民國四十二年有畢業學生劉景鴻等留校加入眼科工作。   

    民國四十七年榮民總醫院開辦，林和鳴受聘兼該院眼科部主任。民國六十七年眼科自外科學系

獨立，設「眼耳鼻喉科學系」，周道香任系主任。民國六十八年，三軍總醫院改隸國防醫學院為其直

屬教學醫院，眼耳鼻喉科學系遂分立為眼科學系及耳鼻喉科學系，眼科學系主任為周道香，周主任

於七十年退伍，由文良彥接任。民國七十二年，國防部規定：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各臨床學科主任必

兼教學醫院相對之診療部科主任，以便人員統一運用，於是眼科學科與三軍總醫院眼科部合而為

一。   

    眼科部之主要教學任務有醫療服務、臨床教學及研究發展，由於眼科醫學日新月異，發展迅

速，分工趨於精細，本部進而有次專科( subspeciality )之分設，以提昇醫療水準，促進教學研究

之發展，次專科之設立包括眼光學科、角膜科、青光眼科、眼神經科、眼整形科、小兒眼科、眼病

理科及視網膜科，以培養眼科醫學人員及有關從業人員，使具有一般門診、特別門診、急診病房及

手術之醫療學識、行政經驗、教學及研究能力。本部為行政院衛生署公告，評鑑核可之眼科專科醫

師訓練培訓醫院。依眼科專科醫師訓練計劃，妥善規劃住院醫師於各階段之教學訓練方式，培養其

臨床六大核心技能、全人照護及臨床教學能力的醫師，培育國內優秀專業與創新思維兼備之眼科專

科醫師之薪傳醫院。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一、訓練宗旨： 

  (一) 熟悉眼科學的基本理論及核心臨床技能。 

  (二) 培養住院醫師具備眼科基本技能。 

  (三) 熟悉眼科儀器使用、報告判讀及疾病診斷。 

  (四) 具備眼科手術基本觀念及熟悉手術步驟技巧。 

(五) 訓練眼科臨床研究計劃與醫學論文寫作。 

(六) 落實雙向回饋考評機制。 

二、 訓練目標及核心能力要求： 

(1)學習眼科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認識眼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3)學習眼科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參、師資 
一、本部由部主任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具有豐富臨床教學經驗，負責綜管計畫相關 

事務，負責住院醫師之行政與教育責任，包括住院醫師遴選、教育、監督、商議、         

評估及升級等。 

  二、本部教師皆具眼科專科醫師資格及教學資格，於住院醫師訓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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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人數比例約 13：6，名單如下。 



 

專任教師（主治醫師）： 

姓名 
職稱 

（教職） 
學歷 專長 

教師證書 
及 

取得日期 

梁章敏 

部主任 

（副教

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

究所博士 

角結膜疾病、角膜移植、白內障

超音波晶體乳化手術、準分子雷

射屈光手術、視力保健及一般眼

疾診療 

副教授 

141503 

105/01 

呂大文 
科主任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

究所博士斑畢業 

美國費城 Wills 眼科醫

院青光眼研究員 

青光眼疾病、眼科藥理學、白內

障超音波晶體乳化手術、準分子

雷射屈光手術、眼部整形手術及

一般眼疾診療 

教授 

020517 

102/2 

陳建同 
主治醫師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

城分校博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附設

醫院眼科客座研究員 

視網膜及玻璃體手術、白內障超

音波晶體乳化手術、準分子雷射

屈光 手術、角膜塑型術及一般眼

疾診療 

教授 

019153 

100/8 

戴明正 
（副教

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費城 Wills 眼科醫

院角膜研究員 

角膜疾病及手術、白內障手術、

雷射屈光手術、角膜塑形術 

副教授 

044985 

102/12 

張雲翔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南加州大學 Doheny

眼科中心視網膜、白內

障及準分子雷射近視屈

光手術研究醫師 

視網膜與玻璃體之疾病及手術，

白內障晶體乳化術，準分子雷射

近視屈光手術，視力保健，以及

一般眼疾之診療 

眼專 0887 

85/10 

陳怡豪 

主治醫師 

（助理教

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

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青光眼疾病及手術，白內障超音

波晶體乳化術以及一般眼疾之診

療 

副教授 

143670 

106/02 

陳清龍 

主治醫師 

（助理教

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

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眼部發炎過敏免疫疾病、虹彩

炎、葡萄膜炎、網膜下與玻璃體

之疾病診斷及手術，以及一般眼

疾之診療 

助理教授 

039387 

103/02 

簡克鴻 

主治醫師 

(助理教

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美國加洲大學爾灣分校

小兒及眼整型科臨床研

究員 

陽明大學醫學院藥理學

研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眼整型、小切口白內障超音波晶

體乳化手術及一般眼疾診療 

助理教授 

145870 

106/08 

陳盈蓁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台北榮總神經眼科次專

科訓練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

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角結膜疾病、角膜移植、白內障

超音波晶體乳化手術、準分子雷

射屈光手術、視力保健及 

一般眼疾診療 

講師 

140041 

103/08 



 

林樂天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

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青光眼疾病及手術，白內障超音

波晶體乳化術以及一般眼疾之診

療 

眼專 

1396 

93/10 

梁怡珈 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附設

醫院眼科 高度近視臨床

研究員 

白內障超音波晶體乳化術，視網

膜與玻璃體之疾病及手術，一般

眼疾之診療，學童視力保健，高

度近視及視網膜疾病 

眼專 

1688 

99/9 

鮑淑怡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

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白內障超音波晶體乳化術，視網

膜與玻璃體之疾病及手術，以及

一般眼疾之診療 

眼專 1780 

102/10 

劉芳瑜 主治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

業 

眼周美容整形手術，眼部創傷重

建整形手術，眼窩疾病診斷及治

療(甲狀腺眼疾，眼窩腫瘤切除及

創傷後重建)淚囊鼻腔吻合術，鼻

淚管氣球擴張術及各式鼻淚管支

架置入術，視網膜，黃斑部及玻

璃體疾病診斷與治療，一般眼科

疾病診斷及治療，微創白內障超

音波晶體乳化手術，兒童及成人

視力保健 

眼專 

1935 

106/09 

 

肆、訓練課程及訓練方式 
一、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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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法規、感

染控制、實證醫學及病歷寫作等及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落實於每日臨床照護工作中，另配合

衛生署及醫策會政策，於 PGY訓練期間加強相關訓練。住院醫師院到職訓練：參加醫院統一辦理

之新進住院醫師安全防護課程，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境及安全防護（含疫苗接種、感染管制、如

消防滅火逃生設備與應變通報流程、針扎通報流程等）。本部安排實體實務操作課程，由總醫師

或資深住院醫師一對一說明，指導新進住院醫師，使其快速瞭解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

規定，且提供相關防護設備供其使用，從反覆練習獲得相關操作經驗。﹝如消防滅火逃生設備與

應變通報流程 (附件四)、針扎通報流程(附件五)及疫苗接種等﹞。 

(一) 本部安排實體實務操作課程，由總醫師或資深住院醫師一對一說明，指導新進住院醫

師，使其快速瞭解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安全規定，且提供相關防護設備供其使

用，從反覆練習獲得相關操作經驗。 

(二) 住院醫師照護之疾病類型依本部所訂之核心項目安排訓練，以期住院醫師掌握核心技

能。 

二、 本部落實由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組成的團隊教學訓練，明訂於科部每月「工作

分配表」，其中住院醫師負責當月受訓團隊臨床病患照顧及相關衛教，並擔負指導監督實習醫

學生臨床學習之任務，並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監督。針對實習醫學生之教學，以美國眼科醫

學會之要求標準，實習醫學生至眼科實習時能完成以下之核心目標: (1) 了解並可描述眼睛

及視覺傳導路徑之整體解剖構造 (2)可以完成基本之眼科學檢查 (3)評估急性無痛性視力喪

失之病人(4) 評估慢性視力喪失之病人(5) 評估紅眼及眼睛痛之病人 (6) 評估眼外傷之病人 

(7)評估 EOM 及複視之病人 (8)評估小兒之視力喪失原因(9) 評估眼睛表現和系統性疾病表現

之關係(10) 評估系統性藥物對眼睛造成之影響 (11) 了解常用之眼科用藥影響全身性之表現 

(12)了解何時需要及時轉介病人至眼科就診。  

(三) 照護床數及值班訓練規定：每人每日照護床數上限 15 床，值班訓練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不超時值班，值班照顧床數上限亦為 15 床。 

(四) 住院醫師職勤時數規定:  

1. 住院醫師每週正常值勤時間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88 小時。 

2. 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時，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32 小時。 

3. 住院醫師兩次值勤時間中間至少應有 10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4. 住院醫師每 7 日中至少應有完整 24 小時之休息，作為例假。 

二、 每週安排住院醫師接受住診教學（teaching round）(團隊教學訓練)。主治醫師教學

時，會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住院醫師瞭解病人病情，並適時教導住院醫師考慮醫

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三、 安排住院醫師參與院內社服室(專案專區)之臨床倫理委員會:包含本態度與原則有病人

自主原則（Autonomy） 包括：誠實（Truthfulness）、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尊重隱私及守密（Respect privacy、Confidentiality）等以及切勿傷害

原則（Non-maleficence）、 利益病人原則（Beneficence） 、 公平正義原則

（Justice）等。 本院醫學倫理政策及規範之研議及制定包促進醫學倫理教育之落實

及發展，醫療相關人員執業倫理之促進，提供醫療人員有關醫學倫理之諮詢。關於各

類涉及醫學倫理之臨床案例，對於其醫療行為及處置之妥適性與必要性作深入研討，

以供本院政策修訂之參考。原則上每季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四、 安排住院醫師參與院內 IRB 研究倫理委員會舉辦之教育訓練，並了解相關原則及指引:

臨床實務、病患權益、醫療法、人體試驗管理辦法、人體研究法、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等與醫學研究或受試者保護相關法規。讓住院醫師了解針對議題研擬政策或執業指引

提供參考並遵循，提升醫療品質保護病患權益。 

五、 病歷寫作規定： 

(一) 病歷紀錄時，應注意需符合病人實際情形，其內容如主訴、病史、身體檢查、實驗室及

影像檢查、診斷與診療計畫等，應呈現合理邏輯（病歷紀錄如僅複製前次內容，且完全

未針對病程變化加以修改者，視為不符合病人實際情形）。 

(二) 病歷紀錄時，應視情況需要紀錄下列事項： 

D. 病人在身、心、社會層面的問題。 

E. 醫師對診療過程之修正及改進。 

F. 尊重病人自主，做好知情同意。 

(三) 病歷紀錄時，身體檢查（physical examination）或器官系統檢查（system review）之

結果，如以查檢表方式勾選者，對於陽性結果（positive findings）或有意義的陰性結

果（negative findings）應加註說明。 

(四) 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之病歷紀錄或診斷書給予審閱並簽名，必要時給予指正或建議。 

(五) 除參加醫院安排之病歷教學活動外，本部另有安排病歷寫作教學課程，以提升住院醫師

寫作病歷及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文件之能力。 

六、 核心課程安排: 

(1)學習眼科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認識眼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3)學習眼科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住院醫師訓練計畫安排以一般性、基本常見之眼科疾病為主，並符合教學訓練計畫所訂

之核心能力項目之要求。 

 

七、 課程綱要及核心能力，訓練項目(課程)如下： 

    1.臨床訓練項目(課程) 

     (1)學習眼科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認識眼科急症與第一線處置。 

(3)學習眼科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2.教學 

 (1)具備教導 PGY 學員之能力，並知悉實習臨床學習課程與目的，並擔任協助畢業後一般

醫學訓練醫師之指導角色，使 PGY學員能了解眼科常見之急診疾病及處置，目的能達到使

非眼科醫師也能處理常見急診眼科疾病。 

 (2)教導醫學生簡單眼科疾，並和國考內容互相對應，幫助學習。 

 (3)教導醫學生簡單眼科儀器之操作及意義。 

 (4)教導醫學生一般住院病歷之書寫，及眼科常用之檢查名稱。 

 (5)教導護理人員眼科相關疾病，以及衛教一般及術後病人、回診病人之檢查等。 

   3.研究 

 (1)於主治醫師教導下，進行病歷報告之資料準備，並於第一年結束之前進行投稿完成。 

 (2)於主治醫師教導下，進行學會之年會地會海報之製作及準備發表。 

 (3)準備院際聯合病例討論會。 

   4.行政 

 (1)聽從主任、主治醫師、總醫師之教導，協助完成科部行政工作。 

 

  教學演講與學術討論會 

本部所有住院醫師應均須定期參與晨會、臨床研討會、學術期刊討論會等會議，由科部主

任醫師及主治醫師負責指導，並針對會議內容與住院醫師討論。時間內容及地點詳見於項

次柒「每週教學課程表」。 

(一) 晨會 

1. 課程目標：臨床個案病例及影像醫學討論，同時指導病歷寫作教學 

2. 訓練場所：眼科會議室。 

3. 訓練時數安排：每周 5次。 

(二) 失明及併發症討會: 每月一次。 

(三) 醫學雜誌研討會:每月 2次。 

(四) 跨領域討論會: 每半年 2次。 

(五) 教學門診 

1. 課程目標： 

(1) 學習 LEARN、LET’S HEAR 等問診技巧。 

(2) 學習身體檢查技巧。 

(3) 學習以 SOAP模式書寫門診病歷。 

2. 訓練場所：教學門診區。 

3. 訓練時數安排：每月 2次。 

4. 加強實際病人照護中能處理病人疾病以外之身心靈及醫學倫理與法律之相關 

    (五) 教學住診(迴診) 

1. 課程目標： 

(1) 學習 LEARN、LET’S HEAR等問診技巧。 

(2) 學習身體檢查技巧。 

(3) 學習以 SOAP模式書寫門診病歷。 

(4) 適時教導住院醫師考慮病人生理，心理，靈性及社會層面之議題，並探討醫學倫理及法

律等相關問題。 

(5) 落實團隊教學訓練。 

2. 訓練場所：教學住診區。 



 

3. 訓練時數安排：每週 1次。 

4. 主治醫師於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時，加強實際病人照護中能處理病人疾病以外之身心靈及

醫學倫理與法律之相關議題，並於撰寫之病例中記載。 

    (六) 研究討論會(學術研討會) 

    (七) 專題演講及核心課程教學 

    (八) 與病理部、放射診斷部或其他相關科別進行學術交流 

    (九) 學習成果評量及雙向回饋座談會 

八、 跨領域討論會 

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須參與由教學副院長主持之跨領域討論會，並積極參加各類跨領域團隊合

作照護訓練課程，包含醫療團隊資源管理（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聯合照護案例討論

會（combined conference）、共同照顧（combined care）、出院準備服務、團隊治療、安寧療護、

病人安全等。 

 

伍、教學資源 
  一、眼科門診專用診間(含細隙燈、眼底鏡、診間電腦系統) 

二、眼科急診檢查室(24小時眼科急診服務) 

三、眼科檢查室及病房眼科專屬檢查室 

四、眼科門急診及住院手術室 

五、眼科臨床技能訓練室 

六、眼科部會議室及病房眼科討論室 

七、眼科部教學圖書室(眼科藏書籍眼科期刊) 

八、眼科部 e化教學網路網(診間及手術室影像教學系統) 

九、眼科部 google classroom，每周四晚上定期舉辦住院醫師線上讀書會。 

十、半年舉辦一次 Wet Lab，給予住院醫師手術步驟模擬練習。 

 

陸、考評機制 
一、督導機制： 

(一) 每位住院醫師由一位主治醫師擔任導師，負責指導監督。 

(二) 總醫師及資深住院醫師擔任臨床助教，負責相關臨床課程教授。 

二、考核方式： 

(一) 每月每位住院醫師成績依狀況詳實填寫於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表[包括：病人照護（patient 

care）、醫學知識（ medical knowledge）、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 practice 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及制度下之臨床工作（system based practice）]

及 Mini-CEX評估。 

(二) 每年針對住院醫師進行考核(四月)，其項目包括:筆試(AAO course 教材)、口試(影像

判讀、臨床病例情境模擬測驗)、臨床技能檢定(儀器操作，處置及手術技巧)及研究成

果報告。 

(三) 每季於晨會時報告各住院醫師之臨床學習成效及手術技巧，並由住院總醫師或主治醫師

擔任初考，訓練官或科部主任進行複考，並給予受評者建議以修正訓練方向或工作重

點，做到訓為所用之原則；其考核資料送教學室登錄並存查備用。此外，每季晨會時會

呈現各住院醫師之研究論文進度，對於進度落後之住院醫師給予輔導。以多元且整體的

方式評估住院醫師是否達到本部之訓練目標，並作為期年資晉升之依據。 

(四)手術房直播影像平台: 手術防備有影像直播系統，由主治醫師指導，並直接評估住院醫



 

師之手術步驟，並給予分數。並由各次專科主治醫師修訂手術放刀步驟認証(附件九)，

確實認證住院醫師之學習步驟是否確實。 

(五)每月週五有兩次部長與住院醫師會談，住院醫師可適時反映回饋生活問題及學習上之問

題，並給予輔導，達到雙向回饋之機制。 

三、輔導補強機制： 

(一) 考評成績低於 70分者，臨床導師進行面談瞭解，協助面對學習所遇到之困難，並實施補強

教學。 

(二) 雙向回饋機制：本院各種評估方式及表單皆已包括雙向回饋內容，住院醫師除可瞭解授

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對其表現之評價或相闗改善建議，對教學內容或品質有任何建議

亦可透過此機制回饋予授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同時教師亦可據以對訓練課程或計劃

之實施提出修訂建議，若科內無法解決，則再向上級反應或提議至每季之「教育訓練官

委員會」討論。每季召開一次導生會議，由指導主治醫師或導師對訓練成果不佳，需要

協助之住院醫師，個別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 

(三) 住院醫師每年由部(科)主任召集住院醫師考核評估會議進行考評以作為是否可晉升下一

階住院醫師訓練之依據。完成四年住院醫師（包括住院總醫師一年）訓練後，經學會甄

試若未取得眼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即便完成住院總醫師之訓練，亦不同意晉升主治醫

師。 

(四) 本計畫得根據住院醫師訓練評估結果及每年度專科醫師考照及格率，適時修正教學計

畫。 

柒、每週教學課程表 
星期 時間 地點 主題 訓練類別 訓練對象 主講人 指導者 

一 08:30-12:00 
眼科部 

診間 

眼科跟診與臨

床教學 
門診跟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門診 

主治醫師 
梁章敏主任 

一 08:00-17:00 開刀房 
臨床技術訓練

課程 

臨床技術訓練課

程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開刀房 

主治醫師 
梁章敏主任 

一 13:30-14:00 
眼科部 

診間 

病例討論與教

學 
教學住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陳清龍醫師 梁章敏主任 

一 13:30-14:00 
眼科部 

診間 

病例討論與教

學 
教學住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鮑淑怡醫師 鮑淑怡醫師 

一 14:00-17:00 
眼科部 

診間 

眼科跟診與臨

床教學 
門診跟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門診 

主治醫師 
呂大文主任 

一 17:00-17:30 會議室 
交班暨特殊病

例討論 

特殊病例討論實

習醫學生教學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實習醫學生 住院總醫師 

二 07:30-08:30 會議室 
病例討論與 

讀書報告 
晨報會 全體同仁 住院總醫師 呂大文主任 

二 07:30-08:30 會議室 
教學研究服務

成效檢討會 

教研服務成效檢

討會(每月 1 次) 
全體同仁 陳盈蓁醫師 呂大文主任 

二 07:30-08:30 會議室 
病例討論與 

讀書報告 

臨床研討會 

(每月 2 次) 
全體同仁 住院總醫師 呂大文主任 

二 08:30-12:00 
眼科部 

診間 

眼科跟診與臨

床教學 
門診跟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門診 

主治醫師 
呂大文主任 

二 08:00-17:00 開刀房 
臨床技術訓練

課程 

臨床技術訓練課

程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開刀房 

主治醫師 
梁章敏主任 

二 14:00-17:00 
眼科部 

診間 

眼科跟診與臨

床教學 
門診跟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門診 

主治醫師 
呂大文主任 

二 15:00-16:00 眼科部 病例討論與教 教學住診 住院醫師 呂大文主任 呂大文主任 



 

診間 學 實習醫學生 

二 16:00-17:00 
眼科部 

診間 

病例討論與教

學 
教學住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陳怡豪醫師 陳怡豪醫師 

二 17:00-17:30 會議室 
交班暨特殊病

例討論 

特殊病例討論實

習醫學生教學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實習醫學生 住院總醫師 

三 08:00-08:30 
眼科部 

診間 

病例討論與教

學 
教學住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鮑淑怡醫師 鮑淑怡醫師 

三 08:30-12:00 
眼科部 

診間 

眼科跟診與臨

床教學 
門診跟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門診 

主治醫師 
呂大文主任 

三 08:00-17:00 開刀房 
臨床技術訓練

課程 

臨床技術訓練課

程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開刀房 

主治醫師 
梁章敏主任 

三 14:00-17:00 
眼科部 

診間 

眼科跟診與臨

床教學 
門診跟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門診 

主治醫師 
呂大文主任 

三 17:00-17:30 會議室 
交班暨特殊病

例討論 

特殊病例討論實

習醫學生教學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實習醫學生 住院總醫師 

四 07:30-08:30 會議室 
病例討論與 

讀書報告 
晨報會 全體同仁 住院總醫師 呂大文主任 

四 07:30-08:30 會議室 
讀書報告與 

討論 

雜誌研討會 

(每月 2 次) 
全體同仁 住院醫師 梁章敏主任 

四 07:30-08:30 會議室 主治醫師教學 
影像診療研討會

(每月 1 次) 
全體同仁 陳盈蓁醫師 呂大文主任 

四 08:00-08:30 會議室 醫事人員教學 
醫事人員 

研討會 
全體同仁 陳盈蓁醫師 呂大文主任 

四 08:00-17:00 開刀房 
眼科顯微手術

與觀摩 

臨床技術訓練課

程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開刀房 

主治醫師 
梁章敏主任 

四 08:30-09:00 
眼科部 

診間 

病例討論與教

學 
教學住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梁章敏醫師 梁章敏醫師 

四 08:30-12:00 
眼科部 

診間 

眼科跟診與臨

床教學 
門診跟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門診 

主治醫師 
呂大文主任 

四 14:00-17:00 
眼科部 

診間 

眼科跟診與臨

床教學 
門診跟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門診 

主治醫師 
呂大文主任 

四 17:00-17:30 會議室 
交班暨特殊病

例討論 

特殊病例討論實

習醫學生教學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實習醫學生 住院總醫師 

五 08:00-09:00 會議室 
如何看懂眼科

病歷 
實習醫師教學 實習醫學生 簡克鴻醫師 梁章敏主任 

五 08:30-12:00 
眼科部 

診間 

教學門診活動 

眼底鏡教學 
教學門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陳盈蓁醫師 鮑淑怡醫師 

五 08:30-12:00 
眼科部 

診間 

眼科跟診與臨

床教學 
門診跟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門診 

主治醫師 
呂大文主任 

五 08:00-17:00 開刀房 
眼科顯微手術

與觀摩 

臨床技術訓練課

程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開刀房 

主治醫師 
梁章敏主任 

五 13:30-14:00 
眼科部 

診間 

病例討論與教

學 
教學住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張雲翔醫師 張雲翔醫師 

五 14:00-17:00 
眼科部 

診間 

眼科跟診與臨

床教學 
門診跟診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門診 

主治醫師 
呂大文主任 

五 17:00-17:30 會議室 
交班暨特殊病

例討論 

特殊病例討論實

習醫學生教學 

住院醫師 

實習醫學生 
實習醫學生 住院總醫師 

捌、參考書籍、期刊 
4. The Retina Atlas, 2nd edition. 2017 

5. Ryan’s Retina, 6th edition, 2018. 

6. Glacucoma, Medical Diagnosis & Therapy 2nd edition, 2018 

7. Color Atlas of Ophthalmic plastic surgery, 4th edition, 2016 

8. Clinical opnthalmology, Kanski. 4th edition, 1999. 



 

附件十五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老年醫學科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簡介 

    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已於西元 1993 年 9 月達到 7%，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高齡化社

會』；西元 2003 年 7 月，老年人口比率已達 9.1%；預計於西元 2020 年，老年人口比率更將增至 

14%，由老化社會轉變為老年社會。相較於歐美社會，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相當快速，是全世界人口

老化最快的國家之一。老年人的醫療需求遠比成年人高，伴隨人口老化趨勢，老年病患將會愈來愈

多，且醫療人員將更常面臨罹患多種疾病的高齡病人，老年醫學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三軍總醫院為

因應高齡化社會之來臨，配合政府政策，培育老年醫學人才與師資，自西元 1997年 7月起成立老年

醫學科，直隸於家庭暨社區醫學部，肩負起老年醫學臨床診療、教學與研究之任務。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一、訓練對象及宗旨： 

(一) 老年醫學次專科訓練對象為完成三年以上教學醫院之內科或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訓練之醫

師，或完成三年以上教學醫院神經、精神或復健科住院醫師之訓練者且完成至少三個月的一般

內科醫學訓練證明。 

(二) 宗旨為訓練住院醫師熟悉老年醫學的理論與實際，並培養住院醫師成為具備全人照護能力

之老年醫學專科醫師。 

二、訓練目標： 

(1)學習老年醫學的知識與技能。 

(2)學習老年周全性評估之實務操作。 

(3)學習老年照護團隊服務模式。 

 

參、師資 

專任教師： 

姓名 
職稱 

（教職） 
學歷 專長 

陳韋良 
科主任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

所博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 

高東煒 
主治醫師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

醫學研究所碩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國衛院老年醫學研究員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 

張耀文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國衛院老年醫學研究員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 

謝嘉娟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 

吳立偉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

所博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 



 

廖芳藝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 

楊惠芳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 

 

兼任教師： 

姓名 教職 學歷 專長 

羅慶徽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美國杜蘭大學醫務管理學博士 

醫務管理、家庭醫學、職

業醫學、醫學倫理。 

周稚傑 助理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公共衛生碩

士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流

行病學研究。 

曾念生 助理教授 

美國國家衛生院國家環境衛生

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神經藥理學

研究員 

一般精神疾病（躁鬱症、

精神分裂症、憂鬱症、精

神官能症等）診療 

老年精神疾病（記憶門

診、失智症、老年憂鬱症

等診療） 

心身醫學（心身症、心理

腫瘤醫學、安寧緩和精神

醫學、腦傷與神經精神醫

學） 

李俊泰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美國華盛頓醫學中心進修  
老年醫學、神經內科學 

呂介華 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內科學、老年醫學 

楚恆毅 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士 

復健醫學科專科醫師 

復健醫學會會員 

美國丹佛兒童醫院復健醫學部

臨床研究員 

神經復健：腦中風後遺

症、脊髓損傷、頭部外

傷、周邊神經病變與壓

迫、顏面神經麻痺 

許佩蓉 講師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長期照護研

究所碩士 

老年醫學、長期照護、社 

區健康營造 

王志嘉 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博士 家庭醫學、醫療倫理與法

律 

張俊喜 講師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長期照護研

究所碩士 
長期照護、老人用藥 

 

肆、訓練內容及訓練方式 

一、訓練內容及方式： 

(一) 訓練課程： 

1. 老年醫學相關專科訓練：神經、精神、及復健相關之老年醫學訓練。 

2. 老年醫學急性病房照護訓練。 

3. 長期照護訓練（含機構式與非機構式）： 

4. 選修課程（各訓練科別期間之訓練內容及地點，得依受訓醫師之原有專科背景，彈性調整

符合不同專科背景之訓練內容）。 



 

5. 老年醫學門診訓練：訓練期間應接受老年醫學訓練單位的門診訓練。 

  (二) 訓練內容： 

       1.老化與長壽的科學新知。 

       2.老年人的預防保健及健康促進相關之知識。 

       3.適當使用病史詢問、理學檢查、心智功能評估及實驗室檢查等方法， 

         從身體、心理、社會及生活活動功能等層面施行周全性老年醫學評 

         估。 

       4.學習與各種不同領域專業人員合作之運作模式，包括：其他專科醫 

         師、護理人員、社工人員、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呼吸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營養師及藥師等。 

       5.學習與老年人、家屬、同仁、專業學會及社會人士溝通之技巧。 

       6.各種老年病患常見症候群之處置，包括：跌倒、尿失禁、認知功能 

         障礙、營養不良、譫妄、失眠等。 

       7.老年常見疾病或不同於年輕人表現之各種疾病或狀況的診治。 

       8.老年人之用藥問題。 

       9.老年人手術前之評估與術後照顧。 

       10.醫源性疾病與廢用性病況之預防與處置。 

       11.老年病患之照會及轉介。 

       12.老年病患的復健原則。 

       13.老年及長期照護體系相關資訊與連結。 

       14.長期照護機構內住民之處置。 

       15.非機構式長期照護個案之照顧。 

       16.老年人安寧緩和醫療照顧。 

       17.老年人及其家屬心理及社會問題之處置。 

       18.了解老年人及其家屬可獲得之社會支持系統。 

       19.老年醫學相關的倫理與法律問題。 

       20.老年及長期照護服務之財務層面考量。 

       21.老年醫學相關的研究方法。 

       22.老年醫學相關的教學與行政工作之執行。 

 

三、教學活動 

(一) 老年醫學團隊會議 

1. 課程目標： 

(1) 學習跨領域團隊照護的模式。 

(2) 學習與團隊成員溝通技巧。 

(3) 學習老年人的照護技巧。 

2. 訓練場所：63病房第二護理站。 

3. 訓練時數安排：每周 1次。 

(二) 老年醫學雜誌研討會 

1. 課程目標： 

(1) 學習最新的老年醫學知識及臨床應用。 

(2) 學習文獻評讀的方法與技巧。 

(3) 學習臨床研究的方法與技巧。 

2. 訓練場所：63病房第二護理站。 

3. 訓練時數安排：每周 1次。 

(三) 居家護理團隊會議 



 

1. 課程目標： 

(1) 學習居家護理個案照護實務與技巧。 

(2) 學習與團隊成員溝通技巧。 

2. 訓練場所：201會議室。 

3. 訓練時數安排：每月 1次。 

(四) 護理之家團隊會議 

1. 課程目標： 

(1) 學習機構個案照護的實務與技巧。 

(2) 學習與團隊成員溝通技巧。 

2. 訓練場所：護理之家會議室。 

3. 訓練時數安排：每月 1次。 

(五) 老年醫學門診教學 

1. 課程目標： 

(1) 適當使用病史詢問、理學檢查、心智功能評估及實驗室檢查等方法，從身體、心理、社

會及生活活動功能等層面施行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2) 學習老年症候群的診斷與處置。 

2. 訓練場所：老年醫學門診區。 

3. 訓練時數安排：每週 1次。 

(六) 教學住診 

1. 課程目標： 

(1) 適當使用病史詢問、理學檢查、心智功能評估及實驗室檢查等方法，從身體、心理、社

會及生活活動功能等層面施行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 

(2) 學習老年醫學病房或門診常見問題之處置。 

2. 訓練場所：老年醫學病房或門診區。 

3. 訓練時數安排：每週 1次。 

    (七) 其他 

      1. 住院醫師輪調各科訓練時，應參與該科各項研討活動，並有評估制度。  

      2. 住院醫師須參與院內、院外之繼續教育課程，內容包含全人醫療、病       

         人安全、醫療品質、醫學倫理、醫事法規、感染控制、實證醫學及如 

         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等課程，每年需完成之學習時數須符合教學室規 

         定。 

 

伍、教學資源 

一、老年醫學科門診： 

內湖門診：設置於 182、183診間，每週共有 2 診。 

二、老年醫學科病房： 

(一) 設置於 62病房，共有 10床。 

(二) 病房設置教學區，有專用電腦及看片設備。 

三、社區護理中心 

(一) 社區護理中心設有出院準備小組、居家護理小組。團隊成員包含家醫科及神經內科醫師、

居家護理師、藥師、營養師、復健師、社工師。 

(二) 社區護理對象為一般在宅個案、長期照護機構個案。每月訪視量約 180人次。 

四、家庭暨社區醫學部會議室 

(一) 設置於 201會議室，約可容納 25人。 

(二) 配備有會議桌椅、投影機、投影螢幕、白板、電腦等教學專用設備。 

五、教學圖書設備 



 

(一) 設置於 201會議室內。 

(二) 擁有家庭醫學、預防醫學、老年醫學、職業醫學等數十本教科書，及專業期刊。亦有醫學

倫理與法律、醫學人文、醫療品質及管理等豐富藏書。 

六、思源護理之家 

(一) 汀州院區附設思源護理之家，目前有共計 220張床位。四樓為衛生署委託辦理之失智症示

範中心，服務對象為中、重度失智長輩，五至七樓收療失能住民，包括中風、癱瘓等慢性疾病

及術後照顧。 

(二) 思源護理之家專業團隊有專科醫師、護理人員、照顧服務員、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營養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藥師、志工等成員，提供住民日常生活照護、物理及職能復健

治療、行為問題處理、門急診醫療服務、專科醫師定期迴診、管路護理、營養支持、休閒康樂

等，另外在不同節慶會舉辦各種慶祝活動及慶生會，提供住民豐富生活品質與生命歷程。 

 

陸、考評機制 

一、督導機制：每位住院醫師由一位主治醫師擔任導師，負責指導監督。 

二、考核方式： 

(一) 住院醫師成績依狀況詳實填寫於考核表。 

(二) 學識及技能方面以口試評估。  

(三) 住院醫師之訓練成果評估標準應符合訓練目標之要求，內容包含知  

     識、技能和態度，包括：病人照護、醫學知識、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 

     人際關系及溝通技巧、專業素養及制度下之臨床工作等能力評量。 

三、輔導補強機制： 

    考評成績不合格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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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每週教學課程表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晨   間 

0730-0900 

晨間會議 

 

臨床研討會 

內科部 

晨間會議 

 

臨床新知 

 

晨間會議 

 

上   午 

0900-1200 

 

門診或病房照護 

 

中   午 

1230-1330 

1300-1330 

臨床病例研討會 

 老年醫學研討

會 

  

 

下   午 

1330-1700 

 

門診或病房照護 

 

捌、參考書籍、期刊 

  一、Hazzard’s Geriatrics Medicine and Gerontology, 6ed, McGrawHill. 

  二、Geriatrics at Your Fingertips, 13ed, 2011. 

三、老年醫學（一）老年照護與老化之一般原則，台灣老年醫學會。 

  四、周全性老年醫學評估的原則與技巧，台灣老年醫學會。 

  五、台灣老年醫學暨老年學雜誌。 

  六、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七、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八、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附件十六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安寧緩和醫學科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訓練目標 
協助安寧緩和醫療之教育、訓練及推廣，使接受訓練之醫師充分具備安寧緩和醫療知識、技術與能力，

使回歸所屬醫院有足夠能力照顧末期疾病（包括非癌症）病人，並充分利用各項資源，提昇病人醫療品

質，且能繼續安寧緩和醫療之教育、訓練及推廣。 

 

貳、訓練目標 

(1)學習安寧緩和醫療之理論與實務。 

(2)學習安寧諮詢門診、共照或居家常見問題之評估與處置。 

(3)學習安寧緩和照護團隊服務模式。 

 

一、 具備足夠學識可擬定治療方針，以避免過早或過晚採取安寧療護。 

二、 充實安寧療護理念及技術，將人性化之醫療措施應用到每位病人身上，以期解除病人及家屬之痛

苦。 

三、 具備癌症疼痛控制之基本知識，避免常犯之錯誤。 

四、 具備對癌末症狀之評估以及症狀控制能力。 

五、 學習配合其他團隊成員，共同協助病人及其家屬，解決社會、心理及靈性問題，並預防因悲慟或其

他情緒而導致之相關問題。 

六、 學習配合居家護理及其他團隊共同做好出院準備及居家服務。 

七、 關心同院或社區中之臨床同業，宣導安寧療護相關之治療及處理方式，並主動推廣安寧療護理念。 

 

參、訓練容量 
為嚴格品質保證每年四期每期最多以不超過五人為原則。 

 

肆、訓練師資 

本院目前計有 18 位安寧專科醫師(表 1)，現由血液腫瘤科與放射腫瘤科醫師擔任安寧緩和專科之指導醫

師(計 9員)。另有社工師、營養師、藥師、心理師、靈性關懷師、藝術治療師等。 

 



 

 

伍、訓練課程及內容 
藉由實際參與團隊運作，如一般會議、行政、家庭會議等，了解安寧緩和醫療。另外與各專業師資會

談、討論，可充實安寧緩和醫療之專業知識。 

一、安寧療護之基本理念介紹—使剛踏入安寧療護領域之醫師了解其基本理念 

二、瀕死前兆及善終準備—了解癌末病人在生命末期可能出現之症狀，使家屬及團隊能作充分準備。 

三、保守性放射與化學治療—了解緩和性放射與化學治療如何應用於癌末病人之症狀控制。 

四、癌末常見症狀之認識與處理—了解癌末病人常見之症狀及處置。 

五、疼痛控制--正確之疼痛處置及觀念。 

六、癌末病人憂鬱症狀之認識與處置—了解癌末病人憂鬱症狀之表現與其處置。 

七、臨終病人之靈性需求--對病人及家屬在生命末期靈性及宗教慰藉。 

八、癌末病人水分與營養需求—了解癌末病人之營養需求與倫理爭議。 

九、同理心、溝通技巧、病情告知—學習如何傾聽、同理、陪伴病人與家屬；學習如何與病人、家屬進

行溝通，以討論病情與後續治療。 

十、悲傷輔導--瞭解悲傷治療之過程，包括悲哀及失落感，疾病對病人自我身體形象及性之影響，病人

及家屬面對之心理問題，精神科醫師及心理治療師等同僚在照顧病人之角色，以及正常及異常之悲傷反

應。 

十一、 特殊傷口照顧，淋巴水腫處理—分享病人照護之經驗。 

十二、 家庭會議召開—了解家庭會議之重要性(特別是困難處理個案) 。 

十三、 醫事倫理與法令規章--醫療倫理議題討論與現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介紹。 

 

參考書目與雜誌： 

1.Handbook of Palliative Care --Christina Faull(Editor), et al; Hardcover 

2.Oxford Textbook of Palliative Medicine (Oxford Medical Publications)  

--Derek Doyle(Editor), et al; Hardcover 



 

3. Decision Making in Oncology :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Benjamin Djulbegovic (Editor),Daniel M. Sullivan(Editor), Benjamin  

C.Djulbegovi 

4.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upportive Oncology  

--Ann Berger(Editor), et al / Hardcover / Published 1998 

5.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journal) 

6. Journal of palliative care (journal) 

7. 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journal) 

 

 

 



 

 

陸、訓練場所 

以寧境病房為主。 

 

柒、考核制度 

考核表﹕附件二 

 

捌、訓練成果評估 

一、訓練課程 

安寧療護訓練： 

共計一個月（民國年月日至民國年月日） 

二、訓練課程： 

1.訓練課程詳如臨床訓練課程表 

2.臨床訓練： 

指導醫師：何景良、陳宇欽、戴明燊、張平穎、陳佳宏、葉人華、林群書、陳昌明、賴學緯 

訓練時間：三個月 

訓練內容：(1)住院： 

每月病人數：15-20 人 

病人疾病類別：請參閱表 3 

(2)會診及急診： 

平均每月：10 人 

病人疾病類別：請參閱表 3 

(3)共同照護病人訪視： 

平均每月：15-20 人 

病人疾病類別：請參閱表 3 

(4)居家出訪： 

平均每月：3-4 人 

病人疾病類別：請參閱表 3 

三、受訓期間學術活動及工作安排： 



 

(一)學術活動 

1. 晨會：交班及新進病例研討 

每週一至週五 AM0730 

2. 行政會議 

兩週 1 次，週三 AM1200 

3. 雜誌及讀書研討會 

每月 1 次，週三 PM1500 

4. 個案報告 

每月 1 次，週三 PM1500 

5. 善終評估研討會(安寧團隊會議) 

每週三 PM1330~1530 舉行 

6. 家庭會議 

依個案狀況不定期舉行 

7. 特殊病例研討會 

每週三 PM1330 舉行 

8. 團隊大查房 

每週三 PM1530 舉行。 

9. 例行查房 

早晚查房至少 1 次。 

10. 參與及協助見、實習醫師臨床教學活動。 

11. 遠距視訊會議﹕每月第 2，4 週週四 AM0730。 

12. 其他 

(二)安寧專科醫師訓練內容： 

1.依學會規定接受各種安寧緩和相關課程及臨床訓練。 

2.週一至五每天查房至少 1 次，負責處方調整及治療，並做病歷記錄，週六日由值班醫師查房。 

3.陪伴主治醫師及團隊查房。 

4.指導實習醫師醫療工作。 

5.參加行政會議不能出席時，請代理人出席。 

6.輪值病房與會診、與共同照護護理師訪視病人。 

7.參與各項學術活動。 

8.參與寧境病房舉辦之活動。 

9.不定期參加家庭會議。 

10.每月一篇讀書報告分享。 

 

 

 

 

 

 



 

附件十七 三軍總醫院家醫科至放射診斷部受訓臨床訓練計畫 

壹、科部簡介 

放射診斷部為本院一級診療單位，原設一般診斷與超音波診斷兩科，於民國七  十六

年擴編為一般診斷、神經系統診斷、心肺血管診斷與超音波診斷等四科，並於 民國九十

一年增設婦女保健中心，九十四年設立 3T 磁振造影中心，使各科專業專 精，更能發揮

精確的診療效率與熱忱的教學功能。 

放射診斷部現有主任及主治醫師共 15 位及住院醫師 5 位、醫事放射師 62 位、放射物理

師 1 位、品保專員 1 位、護理員 8 位、登記室人員 15 位，共計 107 位。現有檢查設備及儀器包括

各類機器為：一般診斷型 X 光機 8 台，移動式診斷型 X 光機 6 台，透視放射線機 3 台，血管攝

影機 2 台，全身電腦斷層掃描機 4 台，超音波 12台，磁振造影機 4 台(三部 1.5T 及一部 3.0T 

機器)，數位乳房攝影機 3 台，BMD1 台，PACS 一套，同時計畫逐年增加新型機種，以汰舊換

新，俾便各項作業能隨時配 合醫療發展需要，目前作業能量每月平均約檢查病人三萬九

千人次。同時為提供良好學習環境，培養放射診斷專業人才與提高醫療服務品質，本

部視需求及發展趨勢，逐年選派專科醫師赴美進修專業知識，並不斷自國外引進最新放

射線專業書籍 與雜誌，與購入各項最新教學資料供醫師閱讀學習，有機會時更鼓勵部內

醫師出席國際醫學會議，了解國外放射線診療發展趨勢，院本部每年更提供經費邀請國外

知名放射學者或早年科內傑出學長，返國講學，以達學術交流與學習目的。 

放射診斷部各項教學研討活動，除參加中華放射醫學會於北區每月舉辦之專題演講

與學術聯合討論會，參與研討各種疑難病歷診斷心得及各種特別診療技術經驗外，尚有

院內與院外各科際討論會，提供放射線診斷諮詢服務，以達最佳治療判斷。此外，每

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時間部內尚有例行之晨間教學活動，分請各專科以上資

深醫師、主任分別主持，期使每位住院醫師經完整之訓練後，能通過專科醫師資格甄

試，成為經驗豐富之放射線診斷學專家，並進而成為放射診斷學界承先啟後之教學人才。 

 

貳、訓練宗旨與目標  

一、訓練宗旨： 

(一) 培養對放射診斷學的興趣。 

(二) 培養具備放射診斷學的概念。 

(三) 熟悉放射診斷學的基本理論及核心臨床技能。 

(四) 熟悉放射診斷儀器的使用及疾病診斷。 

(五 ) 落實雙向回饋考評機

制。  

二、訓練目標及核心能力要求： 

     (1)學習影像之判讀與診斷。 

     (2)超音波之實務操作(含腹部超音波及甲狀腺超音波等)。 
 

參、師資 



 

一、 本部由部主任擔任訓練計畫主持人，具有豐富臨床教學經驗，負責綜管計畫相 關

事務。 

二、 本部教師皆具有教學資格，於實習醫學生訓練期間，適當安排教學訓練與其他 工

作（如臨床檢查）之比重，以維持教學品質。 

三、 專任教師（主治醫師）與實習醫學生人數比例約 3：2，名單如下(師：生比不 低

於 1：4)。 

（一） 專任主治醫師共十五位。 

（二） 教職計有教授一人、副教授二人、助理教授五人、講師三人。 

（三） 博士學位一人、碩士學位二人、醫學士學位十二人。 

（四）臨床助教：總醫師（含）以下之各級住院醫師 

（五）兼任主治醫師：陳震宇教授、周定遠副教授、陳復華醫師、李國維醫師、邱宏 

仁副教授、蕭海松醫師、羅兆寶副教授、許居誠助理教授、林文瓊講師。 

（六）兼任教師：李三剛教授、鐘孝文教授、周定遠副教授、邱宏仁副教授、羅兆寶 

副教授、許居誠助理教授、羅煥鉅助理教授、林文瓊講師。 
 
 

 
 
姓 名 

 
現任 

職務 

 
部定 

教資 

 
 

學歷 

 
專業背景 

（教學專長或經

歷） 

教學服 

務年 

資 
 
 
 
徐先和 

 
 
 
部主任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美國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UCSF)

研修一年 

放射線專科醫師 放射診斷

學科心肺血管診 斷科主任 

胸腔及乳房影像診斷 

超過 20 

年 

 
 
 
 
黃國書 

 
 
 
 
科主任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超過 25 

骨骼肌肉影像診斷 年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放射診斷學科主任 

(UCSD)研修一年 醫策會導師 

醫教會一般醫學教師 

 
 
阮春榮 

 
 
科主任 

 
 
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超過 15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神經影像診斷及介入性治 年 

博士 療 

 
吳清俊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美國賓州大學研修一年 

放射線專科醫師 泌尿生殖

影像診斷 

超過 30 

年 

 
 
 
 
余之泳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超過 25 

國防醫學院生理學研究所碩 腸胃影像診斷及介入性治 年 

士 療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CSD)研修一年 

 
 
劉昌憲 

 
 
科主任 

 
助理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腸胃影像

診斷及介入性治 

療 

超過 10 

年 

 
張尊厚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胸腔及乳房影像診斷 

超過 10 

年 

 
 
高鴻文 

 
 
主治醫師 

 
助理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神經影像

診斷及介入性治 

療 

超過 10 

年 

 
 
 
張維洲 

 
 
 
主治醫師 

 
 

助理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超過 10 

醫策會導師醫教會一般醫學

教師 

年 

 



 

 

 

 
 
姓 名 

 
現任 

職務 

 
部定 

教資 

 
 

學歷 

 
專業背景 

（教學專長或經

歷） 

教學服 

務年 

資 

 
許一智 

 
主治醫師 

助理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骨骼肌肉影像診斷 

超過 10 

年 

 
 
王志偉 

 
 
主治醫師 

 
 

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超過 5 

神經影像診斷及介入性治 年 

療 

 
 
柯凱雄 

 
 
主治醫師 

 
助理 

教授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神經影像

診斷及介入性治 

療 

超過 5 

年 

 
高浩倫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泌尿生殖影像診斷 

超過 5 

年 

 
張程光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胸腔及乳房影像診斷 

超過 5 

年 

 
 
李喬華 

 
 
主治醫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放射線專科醫師 超過 5 

神經影像診斷及介入性治 年 

療 

 
肆、訓練課程及訓練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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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 法

規、感染控制、實證醫學及病歷寫作等及如何處理醫療不良事件。目前除 落實

於每日臨床照護工作中，另配合衛生署及醫策會政策，於 PGY 訓練期 間加強相

闗訓練。 

2.  住院醫師院到職訓練： 

(1) 先由醫院統一辦理新進住院醫師之安全防護，使其瞭解醫院工作環 境

及安全防護（含疫苗接種）。 

(2) 本部並舉辦實務操作前說明，使其瞭解各項醫療處置及檢查操作之  安

全規定，且提供相關防護設備供其使用，並經由演練獲得相關操 作經

驗。 

教 學 種 類 最 低 資 格 訓 練 目 標 

家醫科輪訓醫師 本院家醫科專科住院醫

師輪訓至本科接受為期

1 個月的放射診斷科訓

練者。 

使其具備一般放射診斷科之初級診療能力，並認

識以病人為中心的全人醫療理念，更新與提昇放

射診斷醫學新知。 



 

 

3. 住院醫師照護之疾病類型依本部所訂之核心項目安排，如經動脈導管化學栓 

塞治療[Transarterial chmoembolization]及接受相闗影像學檢查之病人，以

期 住院醫師能充分掌握核心技能。 

4. 本部落實由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組成的團隊教學訓練，明訂於 

每月「工作分配表」，其中住院醫師負責經動脈導管化學栓塞治療之相關衛 

教，及擔負指導監督實習醫學生臨床學習之任務，並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監 

督。 

5.  照護床數及值班訓練規定：本部無住院病人，值班訓練平均不超過 3  天 1 

班，不超時值班。 

6. 每週安排住院醫師接受住診教學（teaching round）(團隊教學訓練) 。主

治 醫師教學時，會分析病情及示範診療，使住院醫師瞭解病人病情，並適時

教 導住院醫師考慮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7.  報告寫作規定： 

(1) 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製作之影像檢查報告給予核閱並電子簽章，並 給

予必要之指正或評論。 

(2) 除需參加醫院安排之病歷教學活動外，本部另有病歷寫作教學課程  

(時間內容及地點詳見於「教育訓練活動表」)，以提升住院醫師寫作 病

歷及開立診斷書等醫療證明文書之能力。 

8. 教學演講與學術討論會：本部所有住院醫師應均須定期參與晨會、臨床研討 

會、學術期刊討論會等會議，由主治醫師負責指導，並針對會議內容與住院 

醫師討論。指定之科部教學演說及學術討論會，其時間內容及地點詳見

於「教育訓練活動表」（由住院總醫師安排）。在此類會議中，住院醫師應注意

主治醫師主持會議之內容，並利用機會自行練習主持此類會議。 

9. 研究相闗規定：需在專科醫師之指導下撰寫論文及研究報告，住院醫師訓練 

期間需完成（1）至少一篇年會口頭論文發表及（2）一篇原著發表於國內、 

外正式醫學雜誌，方得參加專科醫師考試。 

10. 每日臨床工作要點： 

(1) 住院醫師需參與本部所有檢查及治療作業，並以身作則指導督促在  校

醫學生及五、六、七年級實習醫學生，擔負起本部各項檢查、治  療步

驟之進行及掃描圖像之判讀，並接受專科醫師及住院總醫師之 指導。 

(2) 每日督導櫃台工作人員安排受檢之種類、次序及時間，並接洽藥劑 

師，製備所需藥品。 

(3) 確實執行病患之理學檢查與簡要病歷之記錄與追蹤登記，並協助蒐  集

教學資料與處理分析。 

11. 核心課程安排: 

(1) 傳統透視影像之檢查操作（包括檢查過程緊急狀況處置）及判讀能 

力：每日上午檢查操作過程中，由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操作過程給  予

指導，並利用住院醫師學習保護時間進行深入討論。 



 

 

(2) 電 腦 斷 層 及 磁振 造影 與 功 能 性 影 像 之判 讀 能 力 ： 利用 個案 討 論 方 

式，讓住院醫師實際進行影像判讀及初步報告繕打，並由主治醫師 進

行指正與評論。特殊個案並提至晨報會或聯合討論會深入探討。 

(3) 介 入 性 影 像 檢查 操作 及 判 讀 能 力 之 操作 及 處 理 相 關醫 療事 件 之 能 

力：針對每日收療之 TACE 治療個案，主治醫師帶領住院醫師實際 進行

個案診療及病歷書寫，主治醫師並進行指正與評論，並利用住  診教學

時機深入討論當週特殊個案，讓住院醫師能實際參與診療，  並由主治

醫師評核及回饋。特殊、困難個案並提至晨報會或聯合討  論會深入探

討。 

伍、教學資源 

一、各式會議室共五間（含二樓部會議室、實習學生討論室、第三會議室、婦女  

保健中心衛教室及一樓影像教學室）。 

二、人體模型教具共 11 種(配置於一樓影像教學室)。  

三、參考書籍目前共計２５５冊正陸續增購中。N 字頭存於 MRI 報告間書櫃，B 字頭存

於 CT 圖書室。 

四、參考期刊目前共計 19 項分別存於 MRI 報告間書櫃及 CT 圖書 室。正陸續增訂

中。 

五 、本 院 圖 書 館 收 藏 之 放 射 影 像 期 刊 目 前 共 計 86 項 可 於 

http://210.60.119.10/cgi-bin/ej/browse.cgi，做線上查詢。 

六、自製電子影像教學片目前共計 592 份（本部 RIS 報告系統-教學檔案）。  

七、附掛於 RIS 上的影像輔助教學系統(AiMS 4.2v. Products)，及 A.C.R.教學 

檔案，共計有超過 10000 例以上的教學檔案。  

八、特殊影像討論個案，於 ris 電腦系統有詳例。  

九、本部自製教學光碟資料一套及 RSNA 教學光碟一套，存於教學總醫師處。 

十、PACS 影像擷取傳輸系統 （由 10.2.2.2 之資訊系統進入，點選”11. 放射資訊系

統） 

甲、RIS WEB (放射報告查詢)  

乙、PACS WEB（放射影像查詢）。 

   丙、PACS FAQ 及線上維護網。 

 
十一、本部教學網站，網址：http://10.200.6.7/Creamcake517/ 可上網查詢教學資

訊。 

十二、本部設有品質保證室（以下簡稱品保室），包含組長及專職品保人員各一名其業務為專

職管理醫師所有資料及庶務，包含住院醫師及主治醫師之發表文章 與學經歷證照等資

料、各相關學會會議之學術論文口頭及海報發表報告的紀 錄、院內外演講、研究計

畫、證照、得獎紀錄、接受參訪與訪問等紀錄均留存 於此辦公室，並監測與提醒住院

與主治醫師之繼續教育學分、文章發表數量及 相關證照換發日期。 

十三、住院醫師於工作環境與值班生活起居所需之相關事務皆有本部及醫院專責單 位負責

管理。例如醫師辦公室與值班室之環境清理(本部有專職清掃人員數員) 與起居室床單

更新(專職清掃人員及醫院總務室負責)、醫師工作服有專人清 洗、電腦網路與相關耗

材使用與申請(本部品保室、醫院資訊室與中央庫房)、 值班規定與人力遞補(教學室與

http://210.60.119.10/cgi-bin/ej/browse.cgi
http://10.200.6.7/Creamcake517/


 

 

人事室)、辦公室與宿舍水電空調需求(能設室) 

陸、考評機制 

1.  多元方式定期進行教學成效評估： 

(1)配合醫院規定，每月至少實施乙次迷你臨床演練評量（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REX）及六大核心能力考核表[包括：病人 照

護（patient care）、醫學知識（medical knowledge）、從工作中學習 及成長

（ practice 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人際關係及溝通  技  巧 

（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 專 業 素  養

（professionalism）及制度下之臨床工作（system based practice）]   

(2)評分重點：以日常工作效率、主動學習精神、醫學倫理認知及核心能力熟

悉度等指標為依據進行考核；另針對下列核心能力作為考核  評分依

據，其評量不合格者需列入輔導： 

(3)評分人員：由住院總醫師或主治醫師擔任初考，訓練官或科部主任  進行

複考，並給予受評者建議以修正訓練方向或工作重點，做到訓 為所用之

原則；其考核資料送教學室登錄並存查備用。 

(4)各階段評分辦法及內容如下： 

 
一、 平日由教育訓練官及住院總醫師負責督導住院醫師，由教育訓練 官及部

主任負責督導住院總醫師。 

二、 每月訓練考核表由總醫師負責平日考核之初評，教育訓練官負責 複評，

部主任核可後交教學室存查。 

三、 每月由各科輪動訓練之主治醫師負責 R1 及 R2 住院醫師 Mini-CEX 之考評一

次。 

四、 每月由各科輪訓之主治醫師，在住院醫師平日操作介入性檢查或 治療

時，對 R1 至 R3 住院醫師實施直接操作觀察（DOPS）之考評，藉以評估

住院醫師對於各項檢查之技能， 且適時給予受測住院醫師雙向回饋。 

五、對於各項評核(Mini-REX、直接操作觀察（DOPS）、影像判讀測 驗)表現

不佳之住院醫師，由指導主治醫師對於表現不佳之部分給予個別加強

輔導，並實施補測。 
 
 
 

2. 雙向回饋機制：本院各種評估方式及表單皆已包括雙向回饋內容，住院醫師除

可瞭解授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對其表現之評價或相闗改善建議，對教學內容或品

質有任何建議亦可透過此機制回饋予授課教師或指導主治醫師。同時教師亦可據以

對訓練課程或計劃之實施提出修訂建議，若科內無法解決，則再向上級反應或提議

至每季之「教育訓練官委員會」討論。每月並召開一次導生會議，由指導主治醫

師或導師對訓練成果不佳，需要協助之住院醫師，個別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 

3. 住院醫師之養成訓練訂為四年，每年由部(科)主任召集資深主治醫師或訓練官

進行考評以作為是否可晉升下一階住院醫師訓練之依據。完成四年住院醫師（包



 

 

括住院總醫師一年）訓練後，經學會甄試若未取得放射診斷專科醫師資格者，即

便完成住院總醫師之訓練，亦不同意晉升主治醫師。 

4. 本計畫得根據住院醫師訓練評估結果及每年度專科醫師考照及格率，適時修正

教學計畫。 

 

 
柒、每週教學課程表 

放 射 診 斷 部 住 院 醫 師 教 學 活 動 時 間 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07:30 

泌 尿 生 殖 系

統  

乳 房影像  教學  神 經系統  放射  最 新 期 刊 讀

書  

胸 腔放射  教學  兼 任 醫 師 教

學        
 

放 射 教 學 或
神  

或 肌肉骨  骼系  教學 報告 或 消化系  統放  或 一 般 放 射
教  │ 

    
 

經 系 統 放 射
教  

統放射教學 射教學 學 
08:30 

 學 

08:30 特 殊 檢 查 實

際  

特 殊檢查  實際  特 殊檢查  實際  特 殊 檢 查 實

際  

特 殊檢查  實際  實 習 醫 學 生

教  

│ 

12:00 

操作及教學 操作及教學 操作及教學 操作及教學 操作及教學 學或實際操作 

12:30    MRI 原理教學   

│ 

13:30 

13:30 特 殊 檢 查 實

際  

特 殊檢查  實際  特 殊檢查  實際  特 殊 檢 查 實

際  

特 殊檢查  實際   

│ 操作及教學 操作及教學 操作及教學 操作及教學 操作及教學 

17:00 

17:30 消 化 系 統 放

射  

小兒影像教學     

│ 教學 

19:00 

 

捌、參考書籍、期刊 

 
一、參考書籍目前共計 255 冊，正陸續增購中。 

二、參考期刊目前共計 19 項，正陸續增訂中。 

三 、 本 院 圖 書 館 收 藏 之 放 射 影 像 期 刊 目 前 共 計 86 項 ， 可 於 

http://210.60.119.10/cgi-bin/ej/browse.cgi，做線上查詢 

http://210.60.119.10/cgi-bin/ej/browse.cgi


 

 

附件十八 家庭暨社區醫學部職業醫學科住院醫師臨床教學訓練計畫 

一、簡介 

職業醫學科編制為家庭暨社區醫學部之次專科，為落實全人醫療及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與態 度，

關懷勞工與職業危害之預防的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特擬定此教學訓練計劃。 

二、訓練宗旨與目標 

本科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甄審辦法」規範訂定職業醫學科住院醫師訓

練計畫。 

本科規劃為次專科訓練，受訓醫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完成並取得部定專科醫師訓練後，方可參與訓練計畫。 

（2）選擇家醫與職業專科雙修者，則必須於前三年完成並取得家專資格後，方可進行職醫專 

科醫師訓練。 

三、訓練課程 

訓練課程 一、專科住院醫師: 

1. 臨床診療方面： 

(1)  門診工作： 

(a) 應參與及協助主治醫師執行門診工作，每週至少參與一次門診診療，其間不得少 於六個月，

且於二年受訓期間完成門診 100 次，並提出 10 個案例書面報告及職業病案例通報 10 例。 

(b) 職業病調查、一般處方及檢驗單之開立。 

(2)  體檢工作： 

每個工作日上午八時餘健康管理中心開始進行各項體檢業務，並於二年受訓期間完 成勞工健康檢

查門診至少 90例。 

(3)  特殊檢查學習： 

受訓醫師於二年受訓期間，需在各專科醫師指導下，完成職業醫學相關臨床訓練如 

下：塵肺症之 X光判讀至少 12小時、影像學(軟組織超音波) 4小時、MRI 4小時共 8小 時、肺

功能檢查之操作與判讀至少 4小時、聽力計檢查之操作與判讀至少 4小時，各項神經學特殊檢查

之技巧與結果判讀包括肌電圖與神經傳導速度檢查至少 4小時。所有資料均需有授課醫師簽章認

證。 

(4)  參與臨廠訪視工作： 依學會規定，在主治醫師指導下，以團隊合作的方式，提供以工廠公

司為單位的職 場健康服務(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包括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第七及第八條規定之事項，作為勞工、雇主、社會之間的橋樑，為預防職業傷病的發

生、促進健康職場、環境，與增進勞工的生產力。其間並完成作業環境測量 2 次。配工評估報告

2次；失能鑑定報告 2次；臨廠職業健康服務 2 次。參與公司或工廠防疫計劃 1次（設計規劃 1

家公司或工廠的防疫措施）。 



 

 

2. 專業學術課程：學術課程須修滿規定之 12 學分(192 小時)，內容包含：毒理學、環境病與 

職業病、工業衛生要論、生物統計學及其實際應用、環境與職業衛生專題討論，及流行病 學。上

述所有課程均可在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修習，且所有課程均需有授課老師簽署認證及評

分。 

3.  臨床教學及研究方面： 

(1) 參加職業醫學之所有教學及討論會。參與團隊的臨床或基礎的研究計畫，開始設計臨 床研

究，並實際操作基礎研究的技術，熟悉基礎研究的方法。並最少主持每週一次讀 書心得報告。 

(2) 參加醫院及職業醫學科舉辦有關社區醫學、全人醫療、病人安全、醫療品質、醫病溝 通、醫

學倫理與法律、感染管制、實證醫學、病歷寫作、特殊或新興傳染病、及醫療 不良事件之善後處

理相關課程。 

(3)文獻發表：學習撰寫臨床的研究原始論文，參加科內、國內或國際學會的發表。 (4)同時，在

二年受訓期間完需成研究或個案報告至少 4 次、職業醫學之講習推廣講師至少 1 次，及參與設

計或執行與職業病防治相關之調查研究至少 1 項。 

四、教學資源 

1、職業醫學科 113 診間、182 診間及 183 診間 

2、職業醫學科暫無固定病房，需要時與老人醫學科商借 62 病房 

3、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201 會議室(具電腦及投影設備) 

4、職業醫學科辦公室及圖書設備 

五、參考書籍、期刊 

1、必讀書目： 

(1). Occupational & Environmrntal Medicine. Current (2). 職業病概論.，華杏 

(3). Molecular Toxicology. Plant N 

(4). Basics of industrial hygiene. John Wiley & Sons (5). Fundamentals of 

Biostatistics. Rosner B  (6). Epidemiolgy: beyond the basic 

2、參考書籍： 

(1). 最新毒理學，合記 (2). 基礎毒理學，藝軒 

(3). 公共衛生學，巨流 (4). 心理與教育統計學，東華 

(5) SPSS 與應用分析，五男 

3、期刊： 

(1).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2). Occupational Health 

(3). Occupational Medicine                   (4). ENVIRON HEALTH PER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