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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影診部第二年一般醫學不分科住院醫師 

教育訓練及考核制度總則 

一、訓練對象： 

 PGY 學員：選修影診部受訓 1 個月或 2 個月一般醫學選修課程。  

二、教學方式： 

 在訓練時程內，經臨床教師指示實際參與病人檢查及判讀，熟習一般醫學的影診

核心課程內容，熟習與醫療團隊成員之溝通技巧及維繫良好人際關係，了解正確

的影診報告解讀，能夠理解影像檢查的結果及臨床意義，並能於教學評核會議中

進行清晰完整且具鑑別診斷能力的病例報告。教學方式包括：檢查過程及報告判

讀見實習、教學會議、考評及雙向回饋、學習歷程登錄及回饋。 

三、訓練項目和內容： 

 需完成之核心課程項目：神經影像診斷學、小兒影像診斷學、顯影劑、肝膽腸胃

影像診斷學、頭頸部影像診斷學、肌肉骨骼影像診斷學、胸腔影像診斷學、泌尿

影像診斷學、急診影像診斷學、介入性治療。在訓練時程內，學員應重點學習急

重症及癌症分期影像判讀的訓練影像診療相關之放射線檢查訓練及其結果之判

讀。並且將專科選修和影像診療科住院醫師訓練制度做適度的結合，使得將來非

放射診療科的 PGY 學員能夠對於影像診療科的訓練領域有大致的了解，並能將病

人安全與工作安全的觀念加入學員日常的醫療訓練中。 

四、訓練的書面報告要求、考核方式及合理負荷： 

  （一）案例報告：臨床教師應對學員 case presentation 給予回饋，並登錄於電子護照。 

  （二）考評及雙向回饋：臨床教師應協助學員進行考評，並回饋。包括 

        Mini-CEX 評估 2 次；CbD 評估 1 次；360 度評量評估 1 次。 

  （三）合理的學習、訓練及工作負荷： 

     （1）教育訓練中學員授權項目的督導分級、勝任能力要求及督導層級：見 PGY

住院醫師訓練計劃之 5.1。 

     （2）接受訓練時間及一般工作時間的劃分：見 PGY 住院醫師訓練計劃之 4.1.1。 

     （3）PGY 學員日間直接參與檢查病人數上限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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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PGY 住院醫師訓練計劃 

一、訓練目標： 

（一）共同宗旨 

根據美國ACGME所建議之六大核心能力為以下幾點： 

1、 培養具臨床照護病人能力 (patient care)的好醫師。 

2、培養具完整與優質的專業醫學知識 (Medical knowledge)的全人

照護醫師。 

3、培養具良好的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的好醫師。 

4、培養具優質的專業精神及倫理 (Professionalism) 的好醫師。 

5、培養以實作為基礎之終身、自我學習與改進 (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的好醫師。 

6、培養在制度與體系下為醫療工作 (System-based practice)的好

醫師。 

（二）訓練目標 

根據 ACGME 六大核心能力及健康照護矩陣的執行理念設計課

程，教導學員醫學知識(MK)、如何照顧病人(PC)、人際關係及溝通技

巧(CS)、培養其專業素養(P)、訓練以實際操作為基礎的學習及教導如

何持續進步(PLI)，最後指導其具有系統性執行醫療業務的能力(SBP)。 

藉著實際參與檢查室的檢查，讓學員感受到照護病人應以愛與關

懷為出發點，好的醫療是以病人為中心(Patient-centered)、平等

(Equitable)的、與注重安全(Safety)的照護。讓學員體認診療對象是人，

而不是器官、疾病、或某一項不正常的檢驗數據。灌輸一般醫學的影

診科整體醫療概念，教導學員在建立六大核心稱職能力的同時，如何

及時的服務病患(Timely)、進行有用的處置(Effective)，並且能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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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Efficient)。 

訓練內容強調共同參與放射科臨床工作，在各項檢查與治療中，

學習各項檢查治療的進行方式，適應症，禁忌症，影像表現，鑑別診

斷，並進一步了解放射科在醫療上扮演的角色。為強化一般醫學學員

對於放射科的認識，並以各次專科之教師作最佳的後援，安排相關之

課程，使得來本科受訓之學員熟悉各項放射科檢查及治療，並對常見

疾病在影像學上的表現更深入的認識。教導學員在受訓過程中遵守並

實踐本院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的相關政策，這些訓練包括： 

 病患照護能力－每週五日，每日 5-8 小時，於每日排定之負責醫師

指導下，受訓醫師需負責學習事項： 

1. 特殊檢查(Esophagography, UGI, LGI, PICC)之操作見習及影像判

讀。 

2. 靜脈注射尿路攝影（IVU）影像判讀。 

3. 病患發生顯影劑過敏反應或其他情形之急救處理。 

4. 夜間值班學習中，教導學員如何搜集病人各種正確且必要的資訊？

如何選擇診斷性的檢查處置？如何在基於臨床判斷、科學證據及病人

自我選擇下提供醫療影像上的建議？並充分告知病人。如何完整地執

行影像檢查，如電腦斷層相關的檢查程序。 

 專業知識－在配合科內定期的晨會病例討論、核心課程討論、醫學

倫理及法律個案討論、臨床病理討論及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Conference（每月）等討論會議，讓每位學員除了能夠學習到技巧外，

更能吸收到不同之領域知識，以期每位受訓醫師均具有良好的醫德及

專業技能的好醫師上。 

 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在病患檢查過程、醫病關係及溝通技巧討論

會中，教導學員發展與維持醫病間良好關係，能在醫療團體有效發揮

團隊合作精神，懂得使用傾聽技巧及非語言技巧去詢問病史與提供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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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專業素養－在病患檢查過程過程、醫學倫理及法律個案討論會中教

導學員如何以尊重、關懷與整合方式幫忙病人及同事？對病人的年

齡、性別、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經背景及殘疾，能有專業敏感度

與處置能力，並達到堅守保密、知情同意等的醫療倫理要求。 

 臨床實作導向之學習與改進－在病患檢查過程過程、晨會病例討

論、Mortality and Morbidity Conference、夜間值班課程中教導學員如

何分析評估現行之臨床工作經驗，再擬定改進執業臨床工作之策略？

保持「從錯誤中學習」的學習意願，並利用現行錯誤經驗來改善執業

中的照護品質及終生學習。 

 制度下之醫療工作－在病患檢查過程過程過程、醫學倫理與法律討

論會、跨科聯合討論會中教導學員瞭解個人執業與其他醫療專業及團

體的關係及在整個醫療體系中的角色，並瞭解其優缺點、可能的機會

與限制，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執業策略，並能與其他醫療人員一同協助

病人處理醫療體系中的相關問題。 

二、執行架構與教學師資： 

 （一）執行架構： 

PGY 住院醫師訓練計劃由課程負責人主持： 

姓 名 

現    職 主治醫師 

年資(年) 
專業背景 

科 別 職 稱 

課程負責人 

顧逸康 影診部 主治醫師 11 放射線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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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師資： 

主治醫師一覽表： 

科 別 姓 名 本院職級 部定教職 

神經影像診療科 萬永亮 主治醫師 教授 

神經影像診療科 黃浩輝 主治醫師 副教授 

神經影像診療科 杜振豐 科主任 助理教授 

神經影像診療科 吳逸民 主治醫師  

一般影像診療科 吳樹鏗 副部主任 教授 

一般影像診療科 張潤忠 科主任 副教授 

一般影像診療科 譚芷峰 主治醫師 講師 

一般影像診療科 呂嘉偉 主治醫師 講師 

一般影像診療科 林吉晉 主治醫師 講師 

一般影像診療科 黃培青 主治醫師  

一般影像診療科 吳恩顥 主治醫師  

一般影像診療科 阮昱翔 主治醫師  

胃腸影像診療科 洪建福 主治醫師  

胃腸影像診療科 饒啟明 主治醫師 副教授 

胃腸影像診療科 曾振輝 科主任 講師 

胃腸影像診療科 潘廣澤 科主任 助理教授 

胃腸影像診療科 朱崧毓 主治醫師  

胃腸影像診療科 蘇奕豪 主治醫師  

胃腸影像診療科 劉原彰 主治醫師  

胃腸影像診療科 謝任富 主治醫師  

胃腸影像診療科 許銘益 主治醫師  

胃腸影像診療科 陳建銘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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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腸影像診療科 林洋鈺 主治醫師  

胃腸影像診療科 黃彥綾 主治醫師  

胃腸影像診療科 林勝彥 主治醫師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黃耀祥 部長 副教授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王俐人 主治醫師 副教授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秦嗣騏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王超然 科主任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勞允澤 主治醫師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傅真如 主治醫師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吳政賢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陳煥武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顧逸康 主治醫師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黃成之 主治醫師 講師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吳振德 主治醫師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陳建誠 主治醫師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沈鼎文 主治醫師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林彥伶 主治醫師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張志丞 主治醫師  

急重症影像診療科 張鈞弼 主治醫師  

三、教學資源： 

     （一）PGY 住院醫師住診教學訓練環境規劃： 

檢查室 教學特點 主要可獲得訓練之核心課程項目 

急診電腦斷

層檢查室 

急診影像診斷學 急診影像、神經影像、肝膽腸胃影像、肌肉

骨骼影像、胸腔影像、頭頸部影像、小兒影

像、顯影劑。 

小兒攝影檢 小兒影像診斷學 小兒影像、泌尿影像、顯影劑、肝膽腸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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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室 像。 

血管攝影室

Room 23 

介入性治療 介入性治療、肝膽腸胃影像、顯影劑、急診

影像。 

特殊攝影室 

Room 10 

肝膽腸胃影像診斷

學、泌尿影像診斷學 

肝膽腸胃影像、泌尿影像、介入性治療、顯

影劑、急診影像。 

 

     （二）本院各訓練科之其它檢查室。 

     （三）其他教學資源： 

1、圖書室 

2、放射診療學及技術學圖書及期刊 

3、教學影像檔案 

4、解剖模型 

5、超音波檢查假體模擬訓練 

6、侵襲性超音波導引切片檢查假體模擬訓練 

7、各次專科之相關教學網站 

四、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一) 接受訓練時間及一般工作時間的劃分： 

1、接受訓練時間： 

（1） 必須參與影像診療科部的學術活動，包括晨會、醫學倫理及

法律個案討論會、臨床病理討論會及 M&M 討論會（每月）：

每日 1 至 2 個小時。 

（2）共同組成核心學習團隊，參與科內核心課程的教學：每日 1 至

2 個小時。 

（3） 與科內住院醫生一同，參與本科所進行之病患檢查照護及閱

片教學等：4-6 個小時。 

（4） 由臨床教師所進行之評核與回饋：每週 1 至 2 個小時。 

2、一般工作時間： 

（1） 白天參與臨床實務，包括訪視病人、觀摩醫療檢查程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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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初步的紀錄等等。 

 (二) 學習內容： 

1、職前訓練： 

（1）全院性職前訓練：至本科部受訓之 PGY 住院醫師皆須接受全

院每年例行辦理的職前訓練，包含醫療品質與病患安全課程、感

染管制課程、用藥安全課程、國際病患安全目標、醫院工作環境

及安全防護訓練及其他各項院內必修職前課程。 

（2）影像診療科部 Orientation course：對於每梯次新輪訓學員皆進

行 PGY 訓練層級職前訓練，包括在本科部所執行教育訓練項目

的授權督導分級說明、勝任能力的要求及督導層級的設定，並說

明本科部執行教育訓練時對於病患安全、醫療品質及醫療檢查紀

錄書寫的要求。 

2、實際參與病人的檢查照護： 

（1） 受訓學員白天參與本科住院醫師對病人的實做檢查，並負責

紀錄病人的初步的檢查結果。 

（2） 病人檢查紀錄以每日平均 7-8 位病人為原則。 

（3） 每日確實紀錄並與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完成病人的檢查報告。 

（4） 受訓學員需參加本科部學術活動包括：晨會、醫學倫理及法

律個案討論會、臨床病理討論會及 M&M 討論會。 

（6） 受訓學員應會同團隊將對病人的檢查觀摩及紀錄，登錄於 PGY 

學習歷程系統 (http://www.cgmh.org.tw/rhpnpgy/Index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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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訓練督導分級 

依據本院 MPE4.1 學員所需的訓練督導層級管理政策，本計劃涵括相

關如下： 

1、 學員教育訓練層級為： 

PGY 住院醫師 (PGY physician) 

2、 學員的勝任能力分五級: 

1 
學員有基礎的科學/臨床醫學知識，能夠在小組討論、講堂或

醫院中展現(說、寫、或做) 這些基礎的能力。 
能瞭解知識 

2 

學員有夠將科學/臨床醫學知識融入臨床議題以及應用在“各

式各樣的臨床情境中”。在小組討論、講堂或醫院中能展現

(說、寫、或做)上述能力。 

能展現能力 

3 
學員能夠在“目標清楚的模擬臨床訓練環境中＂  (例如：

OSCE，Mini-CEX)，展現其執行能力。 
能模擬執行 

4 

學員能夠在“幾近/或臨床實境中”，展現其執行能力(在臨床

實境中學生被直接督導，所以不是獨立的執行醫療行為)。執

行任務前，教師會給予明確指導，整個過程都需要充分提供

監督與指導。 

督導下能做 

5 

學員能夠在“臨床實境中”，展現其執行能力。這是幾近獨立

執行業務，能夠與教師同時並行的執行業務，教師在附近支

援，在需要時教師及時協助，並在學生完成任務後給予回饋。 

支援下能做 

3、 學員的對應的督導分級可分為下列四級: 

代碼 督導分級 定  義 

1 
獨立作業 

Independent allowed 

允許獨立地執行醫療行為，與督導層級醫

師共同承擔醫療品質及病患安全的責任 

2 
師長支援 

Supervisor available 

執行醫療行為前給予明確指導，能夠與教

師同時並行的執行業務，教師能隨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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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師長督導 

Direct supervision 

執行醫療行為前給予明確指導，整個過程

都需要督導層級醫師在場提供監督與指

導 

4 
見習模擬 

Observation and simulation 

隨著督導層級醫師觀摩病人的照護，或是

在各式模型上進行侵入性操作的練習 

4、 指標性授權項目的督導分級、勝任能力要求及督導層級表列如下: 

訓練層級 督導分級 授權項目 勝任能力要求 督導層級 

PGY 住院

醫師 

獨立作業 病歷書寫 

5 主治醫師

or 

住院醫師 

獨立作業 身體診察 

師長支援 
Peripheral venous 

catheter insertion 

師長支援 Local anesthesia 

師長督導 Advanced Resusitation 4 

見習模擬 本科侵入性作業 3 主治醫師 

1、 上述 侵入性 的定義: 於醫療行為中，採用切割、移除或更動人

體組織，或將醫療器材置入人體來從事診斷或治療。 

2、 針對表中所標示需督導之分級，其 明如下： 

*等級 2 ：師長支援(Supervisor available：需要督導醫師在院內

cover，呼叫時立即可以到場，i.e. 30 分鐘內) 

*等級 3 ：師長督導(Under direct supervision：督導醫師全程在場) 學

員執行該 invasive skill 後，要寫 special procedure note，並包含督

導醫師姓名職級及督導分級。 

3、身體診察 包括：本計劃所列之非侵入性照護，如病史探問、身

體檢查、追蹤病患病況變化等項目。 

4、本計劃所列 病歷書寫 的訓練授權，依據本院 MPE4 實習醫學生

及住院醫師訓練督導管理政策與程序及病人照護紀錄審查程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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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六、考核標準及回饋輔導： 

為了解教學訓練成效與提升教學品質，將以下列方式進行考評及雙向

回饋： 

    (一)學員考評方式 

1、Mini-CEX 評估 

每個月兩次：每月受訓初期，由臨床教師針對一般科醫師進

行評核前測及回饋，將評核結果登錄於一般科醫師學習歷程上，

並由臨床教師簽章。另由受訓第四週之臨床教師進行評核後測及

回饋，將評核結果登錄於一般科醫師學習歷程上，並由臨床教師

簽章。 

2、CbD 評估  

每個月一次：每月受訓中期，由臨床教師針對一般科醫師進

行評核及回饋。將評核結果登錄於一般科醫師學習歷程上，並由

臨床教師簽章。 

3、360 度評估 

一個月一次：由訓練當月之臨床教師、總醫師與護理人員，

各自針對一般科醫師進行評核。 

    (二) 回饋方式 

1、Mini-CEX 評估、CbD 評估、360 度評估：評核完成時由臨床教師

回饋 PGY 學員。 

2、360 度評估：評核完成後，由教學部彙總 PGY 學員所屬導師予以

回饋。 

3、月末座談會： 

（1） 與會人員：包括臨床教師（主治醫師）與 PGY 學員。 

（2） 針對課程執行狀況與學員當月所受訓練之心得、缺失、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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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待改進處加以研討與彙整意見，並回饋。 

4、學員對教師回饋： 

   對於臨床教師的回饋評核及整體訓練的滿意度評核，學員於課

程結束後，登錄於一般科醫師學習歷程。  

    (三) 輔導機制  

1、訓練成果不佳學員之定義為符合以下任一項者： 

（1） 訓練期間表現整體成績不及格者。 

（2） 訓練期間曾接獲院長信箱負面投訴者。 

（3） 其他符合表現不佳情形，需要進一步輔導與加強訓練者。 

2、輔導辦法： 

（1） 教師遇到學員有【臨床適應問題】、【學習成效不佳】，必須立

即反映給訓練計劃負責人，並進行後續輔導與加強；若專科

輔導無效則進入院方學員輔導中心。 

（2）輔導過程應注重學員隱私，輔導內容應予以保密。 

3、不適任教師的處理模式：針對學員回饋評核及臨床教師教學能力評

核結果，不適任之教師暫時停止教學，並進入輔導流程。 

              

七、對訓練計畫之評估 

(一) 每年檢討與修訂訓練計畫： 

1、依據內容： 

(1) 實質課程及教育目標是否達成。 

(2) 學員教學評估，了解訓練成果是否符合計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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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訓練學員對於訓練計畫的意見與滿意度。 

(4) 每月之本科教委會所提出對於訓練課程之建議。 

(5) 以學員「訓練計劃完成率」做為學員學習成效評估項目。 

(6) 以「學員訓練評核完成率」做為教師教學成效評估項目。 

(二) 計畫之修訂經本科部教育委員會核可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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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PGY 住院醫師訓練項目及基準 

一、學員的訓練項目 

訓練項目 教學基準 授課方式 地點 (訓練場所) 

胸腔影像診療 

1. 胸部 X光檢查 

2. 電腦斷層 

3. 判讀方式 

1.實務觀摩

2.課堂授課 

1. 會議室 

2. 檢查室 

消化道影像診療 

1. 消化道鋇劑檢查 

2. 腹部血管造影 

3. 腹部 X光檢查、電腦斷層 

4. 判讀方式 

1.實務觀摩

2.課堂授課 

1. 會議室 

2. 特殊攝影檢查

室 

神經影像診療 

1.  頭部脊椎 X 光檢查、電

腦斷層 

2.  脊髓攝影及血管攝影 

3.  判讀方式 

1. 實務觀摩 

2. 課堂授課 

1. 會議室 

2. 檢查室 

肌肉骨骼關節影像

診療 

1.  關節 X光檢查 

2.  判讀方式 

1. 實務觀摩 

2. 課堂授課 

1. 會議室 

2. 檢查室 

泌尿生殖影像診療 

1.  腹部 X 光檢查、靜脈尿

路攝影(IVU) 

2.  電腦斷層 

3.  判讀方式 

1. 實務觀摩 

2. 課堂授課 

1. 會議室 

2. 泌尿道攝影檢

查室 

小兒影像診療 

1. 常規檢查、電腦斷層 

2. 判讀方式 

1. 實務觀摩 

2. 課堂授課 

1. 會議室 

2. 小兒特殊攝影

檢查室 

 

急診影像診療 

1. 創傷檢查及影像判讀 

2. 創傷病患之介入性治療 

1. 實務觀摩 

2. 課堂授課 

1. 會議室 

2. 急診影像報告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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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通的課程內容 

病人照護（Patient care）：受訓學員應熟習病史詢問、特殊檢查

(Esophagography, UGI, LGI, PICC)之操作見習及影像判讀、病患發生

顯影劑過敏反應或其他情形之急救處理、靜脈注射尿路攝影（IVU）

影像判讀、衛教及併發症預防等技巧，並加強同理心的訓練。 

醫學知識（Medical knowledge）：在配合科內定期的晨會病例討論、

核心課程討論、論文期刊討論及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Conference

等討論會議，讓每位學員除了能夠學習到技巧外，更能吸收到不同之

領域知識，以期每位受訓醫師均具有良好的醫德及專業技能的好醫

師。 

人際與溝通技巧（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受訓學

員應熟習與病人、家屬及醫療團隊成員之人際與溝通技巧。 

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受

訓學員應學習自我反省、更訂學習目標及實證醫學的查詢與使用等。 

制度下之臨床工作（Systems-based practice）：受訓學員應學習的重

點包括了解在所工作的醫院和醫療體系中病人能得到哪些服務、了解

並遵守健保規範、法定傳染病的通報、幫助病人取得所需要的醫療資

源、懂得如何改變醫療系統以提昇病人的安全等。 

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受訓學員應學習的重點包括誠信正直、

尊重病人的隱私權、尊重病人的自主權、適當地保護同業、不接受紅

包、不與廠商發生利益衝突、病人的利益超越個人的利益、精益求精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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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影像診療科部 PGY 醫師臨床學習指引 
 

影診基礎知識學習期： 

 每月 1 日~15 日：原則 -- 每日需請 檢查室 住院醫師 簽名。 

  最優先：臨床教師一對一指導； 

  次優先：核心課程教學； 

   次次優先：急診電腦斷層室及小兒影像檢查室實作學習； 

 

影診臨床實作學習期： 

 每月 16 日~30/31 日：原則 -- 實際參與住院醫師平日的工作，每日需

請 住院醫師 簽名。 

  最優先：臨床教師一對一指導； 

  次優先： 

    第三(四)週：血管攝影室 room 23 住院醫師 

    第三(四)週：特殊攝影室 room 10 住院醫師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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