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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訓練宗旨與目標 

學習一般醫學常見疾病的病史詢問，理學檢查、實驗室檢查、影像判讀、鑑別診斷、臨床處

置和操作技能，經由團隊學習模式，實現全人醫療和終身學習的理念。 

以 ACGME 六大核心能力為核心課程，強調以病人為中心，床邊醫療和科技醫療並重，鼓

勵學習者的社區和醫院學習並重。 

1. 病人照護：指導實習醫學生(UGY)學習 

 表現關懷與尊重 

 精確收集病史資料 

 臨床判斷和處置決定 

 擬定治療計畫 

 合宜諮商和衛教 

 運用現在資訊技術 

 充足能力執行醫療行為 

 提供疾病的預防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照護 

2. 醫學知識：指導實習醫學生(UGY)學習 

具備已確立和發展中的生物醫學、臨床醫學、流行醫學和社會行為科學，並且能充分應

用在照護病人身心。 

3. 工作中學習及成長：指導實習醫學生(UGY)學習 

 尋找、詳讀和運用文獻記錄 

 設計研究及統計分析臨床照護品質 

 自我反思、反省的能力 

 持續不斷的終身學習 

4. 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指導實習醫學生(UGY)學習 

 確定溝通問題 

 建構溝通場景 

 展現溝通能力，維持醫病關係 

 尊重不同文化、風土人情、社會地位、不同疾病與不同年齡層的病人 

5. 專業素養：指導實習醫學生(UGY)學習 

 執行醫療時要利他及尊重他人 



 執行醫療時符合醫學倫理 

 對不同文化、風土人情、社會地位與不同疾病的敏感度 

6. 制度下之臨床工作：指導實習醫學生(UGY)學習 

 醫療行為的成敗與好壞對個人、家庭、機構及國家劭會的影響 

 各種醫療行為和制度的不同 

 醫療資源適當分配 

 利用各種制度與團隊合作提高病人照護品質 

 團隊照護(TRM)的建構 

 

貳、執行架構與教學師資 

科教學訓練負責人：李韋辛醫師 

一般內科訓練師資： 

姓名 職稱 部訂教職 主治醫師年資 

王銘崇 科主任 - 18 

陳志弘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11 

黃民評 一般級主治醫師 - 6 

陳怡君 一般級主治醫師 - 6 

李韋辛 一般級主治醫師 - 3 

 

参、教學資源 

1. 一般內科病房 10B、內科部 9B 教學病房，共約 70 床病床。 

2. 病房均設有醫療電腦，提供實習醫學生與臨床教師、PGY 及總醫師進行病歷及影像討

論。 

3. 一般內科病房有一般醫學教室、討論室及教師辦公室設有教學用電腦、投影機，可供教

學會議討論，醫學文獻查詢，並提供實習醫學生與主治醫師進行討論。 

4. 教師辦公室設有實習醫學生個人置物櫃。 

5. 科部網頁：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4/c81100/index.asp 

 



肆、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在主治醫師、總醫師和資深住院醫師指導下，學習病歷寫作、操作技能、病人照護及參與各

種教學課程。 

1. 門診教學 

在主治醫師指導下進行門診學習： 

(1) 病歷書寫：門診病人的主訴、病史整理、理學檢查、檢驗數據分析、影像判讀和疾病

的綜合分析與治療計畫。 

(2) 操作技能：包含鼻胃管和導尿管的留置或移除、動靜血的抽取和痰意的收集、門診進

行的手術安排與執行、和病人與家屬的衛教等。 

2. 住診教學 

在主治醫師指導下學習以 ACGME 六大核心能力為主軸的住診學習。 

(1) 病歷書寫：住院病人的主訴、病史整理、理學檢查判讀、檢驗數據分析、影像檢查判

讀、疾病的鑑別診斷和治療計畫，並每日計載住院病人的病情變化，合宜呈現思路訓

練和病人的診治教學。 

(2) 操作技能：包含鼻胃管和導尿管的留置或移除、各種體液和動靜血的收集，緊急氣管

內插管和各種緊急急救技能的操作等，除了指導學習者獲有良好的學習成果，並保護

受診治病人的安全。 

3. 值班教學 

在主治醫師指導下完成值班時的學習，內容包括新住院病人的病歷完成和診療計畫，值班時

住院病人緊急狀況處置的學習和跨科間緊急照會的學習等。 

4. 教學評量 

在主治醫師指導下完成案例報告和接受 Mini-CEX、CbD 和 360 度評量。 

5. 教學活動 

(1) 病房晨會：每週一至三早上 7:40-8:30 為一般內科病房晨會，以病例為主的討論方式

進行，由病房總醫師挑選前日新進住院病例或特殊案例進行討論，並安排主治醫師指

導。目的在於讓學員學習需針對病案狀況提出報告與分析，藉由討論增進照護病患能

力，並加強口頭報告能力及病歷書寫，訓練有反思、解決問題、及表達能力的實習醫

學生。 

(2) 案例導向討論評量討論會(Case based Discussion ,CbD)：每月舉行二次，由實習醫學



生選擇目前所照護之住院病歷，與主治醫師討論並報告，進行報告病歷的同時，臨床

教師及總醫師指導病歷書寫、EBM 等不足處。讓學員學習需針對病案狀況提出報告

與分析，藉由討論增進照護病患能力，並加強口頭報告能力。 

(3) 醫護聯合討論會：每月舉行一次，由護理人員挑選困難照護個案，並和主治醫師、住

院醫師討論病人照護上的特殊問題、照護方式、改善方針等，以建立良好的醫護溝通

和治療模式。 

(4) Journal reading&醫學新知：每月舉行二次，由總醫師選擇文獻，讓 PGY 或實習醫學

生在該時段報告並討論，訓練醫師表達及報告能力。目的在於讓學員學習需針對病案

狀況提出報告與分析，藉由討論增進照護病患能力，並加強口頭報告能力。 

(5) Mortality&morbidity：每月舉行一次，由該月負責之主治醫師挑選治療上有困難、併

發症或死亡之個案，針對其治療是否有缺失、延誤等進行跨科別討論，同時利用健康

照護矩陣評討論病人照護石的缺失之處，以利減少或改善下次照護之問題。 

 

伍、訓練督導分級 

依據本院 MPE4 學員所需的訓練督導層級管理政策，本計劃涵括 

1.學員教育訓練層級為： 

七年級實習醫學生 
UGY medical student (under graduate year, 7

th
 year 

medical students) 

2.學員的對應的督導分級可分為下列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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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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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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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wed operating independently with 

supervising physician is available to provide review of 

procedures/encounters with feedback provided after care is 

deli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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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院能隨時支援 The supervising physician is 

physically within the hospital or other site of patient care and is 

immediately available to provide direct supervision. 

3 

師長督導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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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upervising physician is physically 

present with the resident /trainee and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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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allowed performing procedures on patients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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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GY 實習醫學生 

允許獨立 病歷書寫 1 主治醫師 

師長支援 

身體診察 

傷口的換藥 

侵入性作業 (動脈穿

刺、靜脈注射管路、

導尿管、插鼻胃管) 

5 

住院醫師 

師長督導 

開 立 處 方 、 協 助

ACLS 和急救流程、

傷口評估 
4 

見習模擬 

氣管內管插管、放置

中心靜脈導管、操作

人工心肺復甦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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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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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計劃所列 病歷書寫 的訓練授權，依據本院實習醫學生及住院醫師病人照護紀錄審

查程序辦理。 

 

陸、考核標準及回饋輔導 

1. 根據本院考核評分標準，內容包括對疾病瞭解的程度、照護病人的態度、醫護關係的維

繫、科內教學活動的參與狀況、學習態度是否積極、病歷寫作是否完整等。 

2. 臨床教師以 Mini-CEX、CbD 及六大核心能力方式考核實習醫學生，並安排實習醫學生

於晨會進行 CbD 報告，指導口頭報告技巧 

3. 每月定期與實習醫學生座談，多向溝通，以瞭解該月各實習醫學生學員之學習實際情況。 

4. 實習醫學生填寫一般內科及臨床教師回饋表。 

 

柒、對訓練計畫之評估 

1. 每月舉辦科務會議，檢討實習醫學生學習狀況，實質課程及實習醫學生的教育目標是否

達成；住診、門診教學評估，了解訓練成果是否符合實習醫學生之專業要求。 

2. 依會議結果定期修改訓練計畫。 

3. 實習醫學生對於訓練計畫的意見與滿意度。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一般醫學內科訓練示範中心 

六大核心能力評量：□主治醫師  □資深住院醫師對受訓學員評估 

受訓學員  □PGY 學員  □UGY 學員 

訓練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     核     項    目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1 2 3 4 5 6 7 8 9 10 

病人

照護 

病史詢問及理學檢查之技巧（搜尋 
能力）。 

          

統整病人資訊，做出診療決定（統整
能力）。 
訂出診療計畫並能執行各項處置 
（執行能力）。 
針對疾病併發症與保健預防提出合宜
的醫療照護（監控能力）。 

醫學

知識 

一般醫學知識（高血壓、糖尿病、高
血糖、腎臟病等）、技能（EKG、CXR、
心音、肺音等）的了解。 

          
病歷之記載清楚並且能反映教學內
容，即時記載重要處置。 

具鑑別診斷能力，能對治療方針的優
劣進行分析。 

小組討論  / Morning meeting、CbD, 
Mini-CEX 的表現以及出席率。 

工作

中學 

習與

成長 

實證醫學的應用能力。 

          

能針對臨床上照顧的病人，提出改善
計畫。 
能適度與主動尋求專家的協助，並將
專家給予的知識技術吸收內化。 
學習過程中清楚表現學習的興趣，並
確實在該方面表現學習成效。 

人際

溝通 

態度親切，能與病人和家屬建立和諧
醫病關係。 

          

具備溝通技巧，能對病人或家屬的情
緒，表現同理心並給予適當回應。 
可以了解病人的感受，提供完整資
訊，讓病人與家屬參與醫療決定。 
與醫療團隊成員、如他科的醫師、護
理師、各職類醫事同儕順暢溝通， 

專業

素養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照護，並能表現
自我反思。 

          

能表現利他及尊重他人的言語及舉
止。 
符合醫學倫理四大原則的醫療行為 
（自主、不傷害、行善、公平原則）。 
對不同文化、年齡、性別、疾病的病
人，能有一定的敏感度，並且表達尊
重。 

制度

下之

臨床

工作 

知道哪些疾病可以使用重大傷病卡、
殘障手冊，以及相關的醫療資源。 

          
知道尋求其他醫療資源，如社會服務
部或是出院準備服務處，安排病人後
續治療事宜。 
學習合理公平的運用醫療資源，避免
醫療資源浪費以及無效醫療。 

評核

者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一般醫學內科訓練示範中心 

學員對指導教師回饋表 

一、基本資料                              日期：     年     月     日 

1.姓名：                    

2.職稱：□UGY □PGY □其他               

二、回饋表 

指導教師：        醫師 

項目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1 2 3 4 5 6 7 8 9 10 

1.課程研討內容充實度 
          

2.對你將來行醫的幫忙 
          

3.教學方法適當 
          

4.臨床教師授課態度 
          

5.臨床教師互動關係 
          

6.其他建議事項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