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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之延續性，乃是奠定訓練成效的基礎，牽涉

鉅大資源的投入，並造成深遠的影響。每個醫學

教育課程之變革，總是循待解決問題的脈絡，留

存優點而力圖改善。台灣自SARS疫情侵襲後，

已經歷一系列醫學教育變革，此時探討攸關醫療

品質與病人安全之醫學教育制度變化別具意義。

一、台灣傳統醫學教育

  傳統醫學系課程安排乃分科分系進行，後期

才接觸到病人、欠缺人文素養與社會之歷練。基

礎醫學學習未與臨床應用鏈結，單向的知識傳講

(演講)居多，欠缺傳授順序的設計，而使學生學

習效果欠佳，又有許多臨床技術、深入思考、自

主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不足。在醫學知識

爆炸又不斷更新之世代，前述學習成效問題益形

擴大。在Flexner’s report一百年後，國際間醫

學教育課程改革進入了以教育成果為導向的時

代。2010年由Cook等三位醫師揭櫫了醫學教育

的四大趨勢：(1)學習成果標準化及學習過程個別

化，(2)鼓勵多元的課程整合模式，(3)融入自省

與自我精進習，(4)著重醫師之專業素養培育。

1998年AAMC啟動了能力導向計劃(competen-

cy-based project)，就是依據學生在訓練結束時

應該具備的能力(也就是將擔任的任務)，往前規

劃課程、教學與評量。醫師的核心能力被定位為

六大面向:1.病人照護、2.醫學知、3.人際關係及

溝通技巧、4.專業素養、5.執業中自主學習與改; 

6.制度下之臨床工作。一個好醫師不再只是具備

醫學知識與技術，更應貼近民眾與社會的需求，

應該具備專業素養、以病人為中心的全人照護能

力、分享決策(SDM, shared decision mak-

ing)，跨團隊合作及自主學習、批判性思考、資

訊運用能力及復原力(resilience)等。國際間這股

「以終為始」的醫學教育風潮逐漸影響到台灣，

這二十餘年來，台灣的醫學教育經歷了系列重要

變革。

二、台灣醫學系課程學制與畢業後教育

之改變

 一  一般醫學教育制度

  台灣近代第一波醫學教育變革始於SARS疫

情後，疫情暴露出台灣醫師太早進入專科而一般

醫學訓練不足，為提升醫師全人照護之一般醫學

跨專科能力，台大醫學院謝博生教授領導畢業後

一般醫學PGY制度之實現，這畢業後的PGY第

一年以各科輪訓方式加強臨床實作以及跨科思辨

能力。2003年由 3 個月訓練計畫做起，接著半

年期、至100年再延長為一年期。102年起在醫

‧表一 . 兩年期 PGY 的第一年 (PGY1) 和第二年 (PGY2) 課程安排 / 出處 : 醫策會 https://www.jct.org.tw/cp-171-4644-c6ce4-1.html

臨床輪訓（internship）實作訓練放在畢

業取得醫師執照後，以安全地進行指導下

獨立執業之目標。全國醫學系與跨教育

部、考選部及衛生署歷經五年之研討，

2012年初12所醫學系完成新制醫學系6年

制課程之規劃，醫學院校長會議決定於

2013年起將醫學系改制為6年，加上2年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的訓練。各

校對醫學系課程規劃有了共識，對醫學生

畢業時應具備的能力應予標準化，而予各

校執行過程之個別化彈性。

  由此醫學學制改制帶動了醫學系課程

改革，各校啟動了課程整合(基礎醫學與臨

床整合，人文與臨床整合)、融入醫學人文

社會元素、注重課程安排的邏輯順序、刪

減不必要的課程重疊、給予學生自主學習

的空間，提早醫病經驗與實作訓練，朝向

以成果導向的醫學教育目標(CBME, com-

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近

年在EPA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

tivities)架構(註)之輔助下，正朝向落實執

行中。

2019年底疫情爆發至今，世界各地仍壟罩

在新變種病毒之威脅中，民生、經濟、交
自
通、教育及醫療等環境一夕丕變而再也回不去

「從前」，這段期間醫療面對巨大危機與轉型，

數位科技扮演了關鍵角色，醫師人才培育趨勢也

引起眾人關注。影響醫學系畢業生素質的關鍵因

素，包括:課程/學制、教學法、師資、學校資源與

醫學生招生等，其中課程/學制的規劃需貫穿畢業

台灣醫學教育制度的變革
與未來面對的挑戰

學系改制為6年(後醫系則自2015年改制為4年制)後，PGY的制度就改為畢業後兩年之訓練。兩年期的

PGY第一年為不分科訓練，第二年則進入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不分科等五分組訓練，以期順

利連結實習訓練與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安排說明請見表一。 台灣23個部定專科之住院醫師訓練也因著

PGY訓練期程的增加做了調整，PGY2選組對各不同專科受訓之影響，請見圖二說明。

(二)醫學系6年制課程之改制

  基於上述傳統醫學教育所出現之問題，需要招收多元特質、習醫志向穩定而成熟之醫學生，亦需

提供不適性醫學生有退場機制，而開始探討醫學系學制的改變，評估存在學士後醫學系學制的需要

性。我國其實於1982-1991 年間已有五所學校曾實施學士後醫學系學制，除了高雄醫學大學外，其餘

各醫學院均已停止辦理，八零年代台灣建立後醫學系學校的年代表請見表二.

  

  2008年起，在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在賴其萬主委

與林其和教授領導下開始「臺灣醫學院醫學系學制改制計

畫」，核心小組委員如圖三所示，整個學制改變歷經三階

段。第一期先對教育現場做評估，進行全國性意見調查，

對象涵蓋教師/主管及學生/家長，共1658份意見回復，當

時對後醫學系學制之可行性仍有疑慮，認為改為六年制較

容易進行，又能夠與世界醫師教育制度(6年)接軌，也讓

台灣醫學教育制度萌專題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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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之延續性，乃是奠定訓練成效的基礎，牽涉

鉅大資源的投入，並造成深遠的影響。每個醫學

教育課程之變革，總是循待解決問題的脈絡，留

存優點而力圖改善。台灣自SARS疫情侵襲後，

已經歷一系列醫學教育變革，此時探討攸關醫療

品質與病人安全之醫學教育制度變化別具意義。

一、台灣傳統醫學教育

  傳統醫學系課程安排乃分科分系進行，後期

才接觸到病人、欠缺人文素養與社會之歷練。基

礎醫學學習未與臨床應用鏈結，單向的知識傳講

(演講)居多，欠缺傳授順序的設計，而使學生學

習效果欠佳，又有許多臨床技術、深入思考、自

主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不足。在醫學知識

爆炸又不斷更新之世代，前述學習成效問題益形

擴大。在Flexner’s report一百年後，國際間醫

學教育課程改革進入了以教育成果為導向的時

代。2010年由Cook等三位醫師揭櫫了醫學教育

的四大趨勢：(1)學習成果標準化及學習過程個別

化，(2)鼓勵多元的課程整合模式，(3)融入自省

與自我精進習，(4)著重醫師之專業素養培育。

1998年AAMC啟動了能力導向計劃(competen-

cy-based project)，就是依據學生在訓練結束時

應該具備的能力(也就是將擔任的任務)，往前規

劃課程、教學與評量。醫師的核心能力被定位為

六大面向:1.病人照護、2.醫學知、3.人際關係及

溝通技巧、4.專業素養、5.執業中自主學習與改; 

6.制度下之臨床工作。一個好醫師不再只是具備

醫學知識與技術，更應貼近民眾與社會的需求，

應該具備專業素養、以病人為中心的全人照護能

力、分享決策(SDM, shared decision mak-

ing)，跨團隊合作及自主學習、批判性思考、資

訊運用能力及復原力(resilience)等。國際間這股

「以終為始」的醫學教育風潮逐漸影響到台灣，

這二十餘年來，台灣的醫學教育經歷了系列重要

變革。

二、台灣醫學系課程學制與畢業後教育

之改變

 一  一般醫學教育制度

  台灣近代第一波醫學教育變革始於SARS疫

情後，疫情暴露出台灣醫師太早進入專科而一般

醫學訓練不足，為提升醫師全人照護之一般醫學

跨專科能力，台大醫學院謝博生教授領導畢業後

一般醫學PGY制度之實現，這畢業後的PGY第

一年以各科輪訓方式加強臨床實作以及跨科思辨

能力。2003年由 3 個月訓練計畫做起，接著半

年期、至100年再延長為一年期。102年起在醫

‧表一 . 兩年期 PGY 的第一年 (PGY1) 和第二年 (PGY2) 課程安排 / 出處 : 醫策會 https://www.jct.org.tw/cp-171-4644-c6ce4-1.html

臨床輪訓（internship）實作訓練放在畢

業取得醫師執照後，以安全地進行指導下

獨立執業之目標。全國醫學系與跨教育

部、考選部及衛生署歷經五年之研討，

2012年初12所醫學系完成新制醫學系6年

制課程之規劃，醫學院校長會議決定於

2013年起將醫學系改制為6年，加上2年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的訓練。各

校對醫學系課程規劃有了共識，對醫學生

畢業時應具備的能力應予標準化，而予各

校執行過程之個別化彈性。

  由此醫學學制改制帶動了醫學系課程

改革，各校啟動了課程整合(基礎醫學與臨

床整合，人文與臨床整合)、融入醫學人文

社會元素、注重課程安排的邏輯順序、刪

減不必要的課程重疊、給予學生自主學習

的空間，提早醫病經驗與實作訓練，朝向

以成果導向的醫學教育目標(CBME, com-

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近

年在EPA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

tivities)架構(註)之輔助下，正朝向落實執

行中。

2019年底疫情爆發至今，世界各地仍壟罩

在新變種病毒之威脅中，民生、經濟、交
自
通、教育及醫療等環境一夕丕變而再也回不去

「從前」，這段期間醫療面對巨大危機與轉型，

數位科技扮演了關鍵角色，醫師人才培育趨勢也

引起眾人關注。影響醫學系畢業生素質的關鍵因

素，包括:課程/學制、教學法、師資、學校資源與

醫學生招生等，其中課程/學制的規劃需貫穿畢業

台灣醫學教育制度的變革
與未來面對的挑戰

學系改制為6年(後醫系則自2015年改制為4年制)後，PGY的制度就改為畢業後兩年之訓練。兩年期的

PGY第一年為不分科訓練，第二年則進入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不分科等五分組訓練，以期順

利連結實習訓練與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安排說明請見表一。 台灣23個部定專科之住院醫師訓練也因著

PGY訓練期程的增加做了調整，PGY2選組對各不同專科受訓之影響，請見圖二說明。

(二)醫學系6年制課程之改制

  基於上述傳統醫學教育所出現之問題，需要招收多元特質、習醫志向穩定而成熟之醫學生，亦需

提供不適性醫學生有退場機制，而開始探討醫學系學制的改變，評估存在學士後醫學系學制的需要

性。我國其實於1982-1991 年間已有五所學校曾實施學士後醫學系學制，除了高雄醫學大學外，其餘

各醫學院均已停止辦理，八零年代台灣建立後醫學系學校的年代表請見表二.

  

  2008年起，在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在賴其萬主委

與林其和教授領導下開始「臺灣醫學院醫學系學制改制計

畫」，核心小組委員如圖三所示，整個學制改變歷經三階

段。第一期先對教育現場做評估，進行全國性意見調查，

對象涵蓋教師/主管及學生/家長，共1658份意見回復，當

時對後醫學系學制之可行性仍有疑慮，認為改為六年制較

容易進行，又能夠與世界醫師教育制度(6年)接軌，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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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近代第一波醫學教育變革始於SARS疫

情後，疫情暴露出台灣醫師太早進入專科而一般

醫學訓練不足，為提升醫師全人照護之一般醫學

跨專科能力，台大醫學院謝博生教授領導畢業後

一般醫學PGY制度之實現，這畢業後的PGY第

一年以各科輪訓方式加強臨床實作以及跨科思辨

能力。2003年由 3 個月訓練計畫做起，接著半

年期、至100年再延長為一年期。102年起在醫

  向來課程學制改革是一艱鉅的任務，

台灣此階段齊力推動的變革運動，包括 :

醫學生的招生機制，醫師執照考試制度以

臨床輪訓（internship）實作訓練放在畢

業取得醫師執照後，以安全地進行指導下

獨立執業之目標。全國醫學系與跨教育

部、考選部及衛生署歷經五年之研討，

2012年初12所醫學系完成新制醫學系6年

制課程之規劃，醫學院校長會議決定於

2013年起將醫學系改制為6年，加上2年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的訓練。各

校對醫學系課程規劃有了共識，對醫學生

畢業時應具備的能力應予標準化，而予各

校執行過程之個別化彈性。

  由此醫學學制改制帶動了醫學系課程

改革，各校啟動了課程整合(基礎醫學與臨

床整合，人文與臨床整合)、融入醫學人文

社會元素、注重課程安排的邏輯順序、刪

減不必要的課程重疊、給予學生自主學習

的空間，提早醫病經驗與實作訓練，朝向

以成果導向的醫學教育目標(CBME, com-

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近

年在EPA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

tivities)架構(註)之輔助下，正朝向落實執

行中。

圖三 . 臺灣醫學院醫學系學制改制計畫核心小組委員 ( 左起，省略敬稱 ): 賴其萬 , 劉克明 , 蔡淳娟 , 林其和 , 楊泮池 

學系改制為6年(後醫系則自2015年改制為4年制)後，PGY的制度就改為畢業後兩年之訓練。兩年期的

PGY第一年為不分科訓練，第二年則進入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不分科等五分組訓練，以期順

利連結實習訓練與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安排說明請見表一。 台灣23個部定專科之住院醫師訓練也因著

PGY訓練期程的增加做了調整，PGY2選組對各不同專科受訓之影響，請見圖二說明。

(二)醫學系6年制課程之改制

  基於上述傳統醫學教育所出現之問題，需要招收多元特質、習醫志向穩定而成熟之醫學生，亦需

提供不適性醫學生有退場機制，而開始探討醫學系學制的改變，評估存在學士後醫學系學制的需要

性。我國其實於1982-1991 年間已有五所學校曾實施學士後醫學系學制，除了高雄醫學大學外，其餘

各醫學院均已停止辦理，八零年代台灣建立後醫學系學校的年代表請見表二.

  

  2008年起，在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在賴其萬主委

與林其和教授領導下開始「臺灣醫學院醫學系學制改制計

畫」，核心小組委員如圖三所示，整個學制改變歷經三階

段。第一期先對教育現場做評估，進行全國性意見調查，

對象涵蓋教師/主管及學生/家長，共1658份意見回復，當

時對後醫學系學制之可行性仍有疑慮，認為改為六年制較

容易進行，又能夠與世界醫師教育制度(6年)接軌，也讓

圖二 . PGY2 選組對未來專科訓練之影響

表二 .八零年代台灣後醫學系存在的年代表

台大醫學院後醫學系

陽明大學後醫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後醫學系

成功大學後醫學系

長庚醫學院後醫學系

1982-1984

1982-1986

1982 至今

1983-1995

1987-1991

及積極的教師培育活動等。戮力合作的單位，除了各醫學院系外，還包括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TMAC)、醫策會、教育部、考選部、衛生署 ( 現為衛福部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及全國公私立院長會

議等重要機構。六年醫學課程新制於焉順利開展，新型課程的啟動並非醫學教育發展的休止符，而是

另一段教育邁向優化進程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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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近代第一波醫學教育變革始於SARS疫

情後，疫情暴露出台灣醫師太早進入專科而一般

醫學訓練不足，為提升醫師全人照護之一般醫學

跨專科能力，台大醫學院謝博生教授領導畢業後

一般醫學PGY制度之實現，這畢業後的PGY第

一年以各科輪訓方式加強臨床實作以及跨科思辨

能力。2003年由 3 個月訓練計畫做起，接著半

年期、至100年再延長為一年期。102年起在醫

  向來課程學制改革是一艱鉅的任務，

台灣此階段齊力推動的變革運動，包括 :

醫學生的招生機制，醫師執照考試制度以

臨床輪訓（internship）實作訓練放在畢

業取得醫師執照後，以安全地進行指導下

獨立執業之目標。全國醫學系與跨教育

部、考選部及衛生署歷經五年之研討，

2012年初12所醫學系完成新制醫學系6年

制課程之規劃，醫學院校長會議決定於

2013年起將醫學系改制為6年，加上2年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的訓練。各

校對醫學系課程規劃有了共識，對醫學生

畢業時應具備的能力應予標準化，而予各

校執行過程之個別化彈性。

  由此醫學學制改制帶動了醫學系課程

改革，各校啟動了課程整合(基礎醫學與臨

床整合，人文與臨床整合)、融入醫學人文

社會元素、注重課程安排的邏輯順序、刪

減不必要的課程重疊、給予學生自主學習

的空間，提早醫病經驗與實作訓練，朝向

以成果導向的醫學教育目標(CBME, com-

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近

年在EPA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

tivities)架構(註)之輔助下，正朝向落實執

行中。

圖三 . 臺灣醫學院醫學系學制改制計畫核心小組委員 ( 左起，省略敬稱 ): 賴其萬 , 劉克明 , 蔡淳娟 , 林其和 , 楊泮池 

學系改制為6年(後醫系則自2015年改制為4年制)後，PGY的制度就改為畢業後兩年之訓練。兩年期的

PGY第一年為不分科訓練，第二年則進入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不分科等五分組訓練，以期順

利連結實習訓練與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安排說明請見表一。 台灣23個部定專科之住院醫師訓練也因著

PGY訓練期程的增加做了調整，PGY2選組對各不同專科受訓之影響，請見圖二說明。

(二)醫學系6年制課程之改制

  基於上述傳統醫學教育所出現之問題，需要招收多元特質、習醫志向穩定而成熟之醫學生，亦需

提供不適性醫學生有退場機制，而開始探討醫學系學制的改變，評估存在學士後醫學系學制的需要

性。我國其實於1982-1991 年間已有五所學校曾實施學士後醫學系學制，除了高雄醫學大學外，其餘

各醫學院均已停止辦理，八零年代台灣建立後醫學系學校的年代表請見表二.

  

  2008年起，在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在賴其萬主委

與林其和教授領導下開始「臺灣醫學院醫學系學制改制計

畫」，核心小組委員如圖三所示，整個學制改變歷經三階

段。第一期先對教育現場做評估，進行全國性意見調查，

對象涵蓋教師/主管及學生/家長，共1658份意見回復，當

時對後醫學系學制之可行性仍有疑慮，認為改為六年制較

容易進行，又能夠與世界醫師教育制度(6年)接軌，也讓

圖二 . PGY2 選組對未來專科訓練之影響

表二 .八零年代台灣後醫學系存在的年代表

台大醫學院後醫學系

陽明大學後醫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後醫學系

成功大學後醫學系

長庚醫學院後醫學系

1982-1984

1982-1986

1982 至今

1983-1995

1987-1991

及積極的教師培育活動等。戮力合作的單位，除了各醫學院系外，還包括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TMAC)、醫策會、教育部、考選部、衛生署 ( 現為衛福部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及全國公私立院長會

議等重要機構。六年醫學課程新制於焉順利開展，新型課程的啟動並非醫學教育發展的休止符，而是

另一段教育邁向優化進程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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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專科醫師認證與住院醫師訓練

  向來課程學制改革是一艱鉅的任務，

台灣此階段齊力推動的變革運動，包括 :

醫學生的招生機制，醫師執照考試制度以

Author Resume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教授附設醫院兒科主治醫師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創會理事長現任理事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中醫醫學教育學會亞洲華人醫務管理交流學會理事

中華醫藥促進基金會董事

台灣醫策會教學醫院評鑑及醫學院評鑑TMAC訪視委員

作者蔡淳娟

  住院醫師是未來醫療任務的主要執行者，需兼顧其學習與服務的平衡，給予充分監督與指導。

2012年衛福部成立住院醫師計劃認定委員會(RRC, Residency Review Committee)，在台灣23個

部定專科各自主掌專科醫師認證之際，衛福部開始統籌部定專科醫師的訓練與認證準則，目標是在

督導各專科醫師訓練有明確的訓練目標，強調訓練機構的支持與教育品質，訂定住院醫師完訓時所

應具備的能力，在受訓過程中要求依據學生的能力給予適當而必要的監督指導，也達成醫師人力規

劃下各專科容額分配，期待住院醫師完訓後能成為民眾可信賴的醫師。

  醫師向來工作血汗，繼多位住院醫師在超時工作中倒下後，各界意識到醫師過勞影響到的不只是

醫師個人健康也影響醫療品質，106年起衛福部正式公告實施「住院醫師工時限制」，規範住院醫師

總工時每四周320小時為上限等。此舉產生對大醫院中的醫師人力缺口與醫師人才素質的影響。衛福

部因此採下列配套措施：落實分級醫療以分散住院需求、增加專科護理師等醫療輔助人力、擴大試辦

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制度以提升住院照護效能，以分擔專科主治醫師負荷、推動開放醫院模式增加醫師

人力運用彈性等。在醫學教育方面，因為實做經驗量減少，主治醫師教師工作量增加使住院醫師被直

接觀察指導機會不足，應以何種訓練有效補強其學習成效，還有待追蹤。

  這期間，醫學教育評鑑對台灣醫學教育品質提升，也產生重大的影響。在台灣對畢業前與畢業後

醫學教育進行評鑑的機構主要是: TMAC(對全國醫學院評鑑)與醫策會(對教學醫院評鑑)。

三、疫情下的醫學教育

  疫情加速了醫療環境的大變化，通訊診療成為必要，許多疫情中第一現場的教育經驗來自於國外。

在 COVID-19 重創全球醫療體系之際，台灣醫療及公衛體系的優異表現，讓疫病阻擋於邊境。雖有

2021 年 5 月的疫病爆發，醫院裡病患降載 ( 停止非緊急醫療 )、醫療人員分艙分流進行臨床工作，學

結語

  危機總會帶來珍貴的轉機，許多過去難以跨越的困難，在此疫情中被看到立時實現，通訊診療、

送藥到家、無遠弗屆的醫療照護諮詢，甚至在即將崩壞的醫療體系中看到解決的曙光，這當然需要許

多配套解決的相關作為，例如 : 法規、倫理、政策與給付設計等問題。醫療環境即將大轉型，如今「以

成果導向的醫學教育」顯現是最真實的指導原則，再再提醒我們，醫療人才培育方向必須立時滾動式

調整，好為明天做超前部署。

( 註 ) 可信賴專業活動（EPAs）架構 : 指學員在執業現場，先被判斷能達到勝任的臨床能力程度，再依據此可信賴的能力給予授權，

對學員不足以獨立執行的臨床任務就要予以監督指導（supervision）。

未來的醫療照護趨勢朝向以人為中心與個人化，醫師應努力串接各地醫療資源，

充分分工跨域合作，與病人互為夥伴共同決策，促成醫療之可近性與可行性。 

醫師「是跨域通才也是專才」：能處理多重共病、全人全程照護，能快速學

習，面對緊急狀況下變化角色任務，能面對更多不確定性狀況而能保持自我身

心堅韌性。

需在全程照護中分工:醫療由急性病照護擴展涵蓋健康促進、疾病預防，以及

急性病後之康復、與邁向臨終照護，此後慢性病與老年長照議題特別重要。

「應用科技」:即便疫情過後，醫療與教育數位科技化將成為醫療品質提升的

轉機，甚至成為未來的醫療主流模式，醫者應熟練科技通訊應用。

1 .

2 .

3 .

4 .

Medical  Education

及積極的教師培育活動等。戮力合作的單位，除了各醫學院系外，還包括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TMAC)、醫策會、教育部、考選部、衛生署 ( 現為衛福部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及全國公私立院長會

議等重要機構。六年醫學課程新制於焉順利開展，新型課程的啟動並非醫學教育發展的休止符，而是

另一段教育邁向優化進程的起點。

生轉而在教室或甚至線上做臨床學習，此時的醫學教育幾乎都著眼於防疫措施與防疫訓練，鮮有機會

處理一般臨床病人 ( 遑論 COVID 病人 )。這些衝擊帶給我們許多對醫學教育的省思，未來的醫師除了

上述應具備之核心能力外，還應具備下列特質以面對未來難以預測的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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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專科醫師認證與住院醫師訓練

  向來課程學制改革是一艱鉅的任務，

台灣此階段齊力推動的變革運動，包括 :

醫學生的招生機制，醫師執照考試制度以

Author Resume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教授附設醫院兒科主治醫師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創會理事長現任理事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中醫醫學教育學會亞洲華人醫務管理交流學會理事

中華醫藥促進基金會董事

台灣醫策會教學醫院評鑑及醫學院評鑑TMAC訪視委員

作者蔡淳娟

  住院醫師是未來醫療任務的主要執行者，需兼顧其學習與服務的平衡，給予充分監督與指導。

2012年衛福部成立住院醫師計劃認定委員會(RRC, Residency Review Committee)，在台灣23個

部定專科各自主掌專科醫師認證之際，衛福部開始統籌部定專科醫師的訓練與認證準則，目標是在

督導各專科醫師訓練有明確的訓練目標，強調訓練機構的支持與教育品質，訂定住院醫師完訓時所

應具備的能力，在受訓過程中要求依據學生的能力給予適當而必要的監督指導，也達成醫師人力規

劃下各專科容額分配，期待住院醫師完訓後能成為民眾可信賴的醫師。

  醫師向來工作血汗，繼多位住院醫師在超時工作中倒下後，各界意識到醫師過勞影響到的不只是

醫師個人健康也影響醫療品質，106年起衛福部正式公告實施「住院醫師工時限制」，規範住院醫師

總工時每四周320小時為上限等。此舉產生對大醫院中的醫師人力缺口與醫師人才素質的影響。衛福

部因此採下列配套措施：落實分級醫療以分散住院需求、增加專科護理師等醫療輔助人力、擴大試辦

醫院整合醫學照護制度以提升住院照護效能，以分擔專科主治醫師負荷、推動開放醫院模式增加醫師

人力運用彈性等。在醫學教育方面，因為實做經驗量減少，主治醫師教師工作量增加使住院醫師被直

接觀察指導機會不足，應以何種訓練有效補強其學習成效，還有待追蹤。

  這期間，醫學教育評鑑對台灣醫學教育品質提升，也產生重大的影響。在台灣對畢業前與畢業後

醫學教育進行評鑑的機構主要是: TMAC(對全國醫學院評鑑)與醫策會(對教學醫院評鑑)。

三、疫情下的醫學教育

  疫情加速了醫療環境的大變化，通訊診療成為必要，許多疫情中第一現場的教育經驗來自於國外。

在 COVID-19 重創全球醫療體系之際，台灣醫療及公衛體系的優異表現，讓疫病阻擋於邊境。雖有

2021 年 5 月的疫病爆發，醫院裡病患降載 ( 停止非緊急醫療 )、醫療人員分艙分流進行臨床工作，學

結語

  危機總會帶來珍貴的轉機，許多過去難以跨越的困難，在此疫情中被看到立時實現，通訊診療、

送藥到家、無遠弗屆的醫療照護諮詢，甚至在即將崩壞的醫療體系中看到解決的曙光，這當然需要許

多配套解決的相關作為，例如 : 法規、倫理、政策與給付設計等問題。醫療環境即將大轉型，如今「以

成果導向的醫學教育」顯現是最真實的指導原則，再再提醒我們，醫療人才培育方向必須立時滾動式

調整，好為明天做超前部署。

( 註 ) 可信賴專業活動（EPAs）架構 : 指學員在執業現場，先被判斷能達到勝任的臨床能力程度，再依據此可信賴的能力給予授權，

對學員不足以獨立執行的臨床任務就要予以監督指導（supervision）。

未來的醫療照護趨勢朝向以人為中心與個人化，醫師應努力串接各地醫療資源，

充分分工跨域合作，與病人互為夥伴共同決策，促成醫療之可近性與可行性。 

醫師「是跨域通才也是專才」：能處理多重共病、全人全程照護，能快速學

習，面對緊急狀況下變化角色任務，能面對更多不確定性狀況而能保持自我身

心堅韌性。

需在全程照護中分工:醫療由急性病照護擴展涵蓋健康促進、疾病預防，以及

急性病後之康復、與邁向臨終照護，此後慢性病與老年長照議題特別重要。

「應用科技」:即便疫情過後，醫療與教育數位科技化將成為醫療品質提升的

轉機，甚至成為未來的醫療主流模式，醫者應熟練科技通訊應用。

1 .

2 .

3 .

4 .

Medical  Education

及積極的教師培育活動等。戮力合作的單位，除了各醫學院系外，還包括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TMAC)、醫策會、教育部、考選部、衛生署 ( 現為衛福部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及全國公私立院長會

議等重要機構。六年醫學課程新制於焉順利開展，新型課程的啟動並非醫學教育發展的休止符，而是

另一段教育邁向優化進程的起點。

生轉而在教室或甚至線上做臨床學習，此時的醫學教育幾乎都著眼於防疫措施與防疫訓練，鮮有機會

處理一般臨床病人 ( 遑論 COVID 病人 )。這些衝擊帶給我們許多對醫學教育的省思，未來的醫師除了

上述應具備之核心能力外，還應具備下列特質以面對未來難以預測的挑戰 :

萌專題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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