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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訓練宗旨與目標 

一、訓練宗旨： 

以全人照護教育為核心，依病人安全、醫療品質、醫病溝通、醫學倫理與法律、

實證醫學等基本原則，達成學習觀摹新陳代謝科病人之相關處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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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訓本科之實習醫學生每

梯為期兩周，學員輪訓期間之教學訓練內容、與訓練結束後應具備之專業素養，係

根據美國ACGME 所訂定之六大核心能力訓練目標。 

二、訓練目標： 

(一) 共同訓練目標：訓練六大核心能力 

1. 臨床照護病人能力 (Patient care & Clinical skills; PC): 培養新陳代謝科實習

醫學生在照顧病人時，能展現愛心、關懷與同理心，提供病人適切有效的照

護，處理病人及家屬醫療問題，並促進其健康。 

2. 醫療專業知識（Medical knowledge）: 能理解與應用生物、心理、社會、種

族、文化等與健康相關知識，並懂得運用專業相關的基礎與臨床醫學知識處

理、分析與研究病人問題。 

3. 實作為基礎之終身、自我學習與改進  (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PBLI)：能具備評估現行醫療照護內容，經過終身、自我學習，

吸收科學實證資料並評判資料之可靠性與在病人的適用性，從而改善病人照

護；追求醫療品質改善。 

4. 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CS)：能有良好

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能以便與病人、家屬、同儕及醫療團隊進行醫療資訊交

換與溝通，建立團隊合作及良好的傾聽、表達與同理心。 

5. 優質的專業精神及倫理 (Professionalism; P):能展現負責任、尊重、紀律、與

愛心之專業態度,堅守醫學倫理原則及對各種病人能包容跨文化間差異;對病

人年齡、性別、種族、宗教差異具一定的理解與敏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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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度與體系下之醫療工作 (System-based practice; SBP)：能夠認知健康照護

制度與體系之運作及緣由;有效整合所有資源以提供適切醫療照護;著重病

人安全並避免系統性錯誤，檢討各項醫療決策及操作內容，評估系統資源內

容減少系統性錯誤。 

(二) 個別訓練目標:學習新陳代謝科疾病一般性病史及症狀探問，嘗試鑑別診斷，

在上級醫師指導下參與病歷書寫、訂定治療計畫及追蹤治療成效。使六年

級實習醫學生在學習新陳代謝科臨床實際操作課程之後，得以學以致用，

期使醫學生能銜接並勝任將來實際臨床醫療之工作。養成實習醫學生能對

內科有基礎醫學教育而深入畢業後醫學教育之認識，進而熟悉醫療專業必

須具備之基本知識、技能與態度。訓練獨立自主、並能隨時充實自我、自

我學習與提升自我之全人照護之現代化醫師，並培養實習醫學生六大核心

能力。讓學生有進行深度學習研究的機會。規劃讓學生進行策略性思考、

省思所學、規劃學習歷程的時間，並且讓他們在學習事項上與同儕、朋友、

以及導師互動。學習回饋，其目的是在於協助學生提升將來表現；在評量

時，以鼓勵其建立「效力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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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架構與教學師資 

一、 執行架構 

(一)本科六年級實習醫學生訓練計劃課程負責人為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主

任劉鳳炫醫師-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院內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二)訓練計畫負責人：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主任指定之六年級實習醫學生負

責主治醫師及總醫師 

(三)本科隸屬於內科部醫學教育委員會成員：協助擬訂、檢討與修改計畫並

妥善協調各教學單位，使計畫順利進行。 

二、 教學師資： 

⚫ 本科臨床教師 

部門名稱 醫師名稱 院內職級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莊峻鍠 顧問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黃禹堯 副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陳思達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孫瑞鴻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張宏猷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劉妙真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劉鳳炫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盧文聰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黃兆山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林嘉鴻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黃瓊慧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蔡松昇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林承緯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李晏榮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陳正友 講師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黃朝俊 講師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王誌慶 一般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蔡之祐 講師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洪士淵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陳怡文 講師級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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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陳維健 一般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周威宇 講師級主治醫師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林怡瑄 講師級主治醫師 

 

科別 

院內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講師 ㄧ般級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1 1 13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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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資源 

一、 全院及科內教學資源 

(一) 本院圖書館有豐富及完整之醫學人文藏書及電子期刊，影音教學檔案可供

查閱。 

(二) 本院擁有設備先進的臨床技能中心及內容豐富的臨床技能訓練教材及師資，

定期舉辦如 ACLS 訓練認證，OSCE 訓練教學及評估測驗，EBM 競賽等。 

(三) 訓練環境規劃 

1.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專科教學病房(12F 病房) 

2.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之門診 

3. 甲狀腺超音波室 

4. 眼底，體脂肪，周邊動脈血流，經皮氧分壓檢查及溫度感覺閥值測試

檢查室 

5. 糖尿病衛教教室 

6. 糖尿病足治療室 

(四) 訓練場所之特色與設備 

1.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專科病房約 52 床，提供充沛的醫療資源讓學員學

習。 

2. 本科設有一間討論室及一間衛教室各可供 20-40 人使用。 

3.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有眼底，體脂肪，周邊動脈血流，經皮氧分壓檢查

及溫度感覺閥值測試檢查室進行教學訓練。 

4. 本科於甲狀腺超音波檢查室設有教學型顯微鏡，可供甲狀腺細針抽吸細

胞學判讀訓練之用。 

5. 專屬討論室及衛教室教室設有教學用電腦，投影機，可供教學會議討論，

醫學文獻查詢。並提供受訓醫師與主治醫師進行病例討論。 

6. 本科 12F 討論室內有空間給予醫學生置物使用。 

7. 病理大樓有值班室可供醫學生使用。 

(五) 其他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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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院圖書館有豐富及完整之醫學資源，影音教學檔案可供查閱。提供完

整職前訓練、包括醫院工作環境及安全防護訓練、臨床相關技能訓練..

等等。 

2. 病房及臨床使用電腦皆可作為病歷寫作教學及影像教學等。 

3. 病房及臨床使用電腦皆可隨時上線使用各式醫學資料庫(如 uptodate) 或

圖書館資料庫(如 EBMR—Cochrane, Medline 等)即時查詢最新的資料及

實證醫學資料。 

肆、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一、訓練內容 

(一) 職前訓練： 

1. 全院性職前訓練：至本院受訓之七年級實習醫學生會先接受全院每年例

行辦理的職前訓練，包含全人醫療、病人安全、醫療品質、醫病溝通、

醫學倫理（含性別議題）、醫事法規、感染管制、實證醫學、病歷寫作

及其他各項院內必修職前課程。 

2. 科內之 Orientation: 包括科內工作環境介紹及輻射安全防護訓練課程、

臨床相關技能訓練 (靜脈留置針放置)，新陳代謝科病人安全講習、護照

使用及評核方式等。 

(二) 訓練時間：依訓練規劃內容選擇次專科，每半個月輪訓一個次專科。 

(三) 教學及訓練活動： 

1. 內科部定期舉辦教學研討會，例如:臨床研討會、Grand round 專題討論: 

Image workshop、教育櫥窗、EBM、併發症及死亡病例討論會、臨床病

理討論會及或內科及性別平等等會議 。 

2. 全院性演講：週三或週五上午 7:30 於第一會議廳舉行，內容包括CPC

及法律、醫學人文、醫學倫理、醫病關係等演講。 

3. Grand Rounds 及 Mortality, Morbidity & Improvement (M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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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每週二或四上午 7:30於第二會議廳舉行。Grand Rounds

內容以內科最新之醫學進展及系統性之回顧為主。MMIconference

以內科病房具教學意義的重症或死亡病例為主，由各領域專家提出

看法，全體醫師討論。 

4. Morning Meeting: 每天上午 7:30 於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病房舉行。 

5. Education window 及實證醫學: 由內科提供每月有教育意義之病例於佈

告欄，出題主治醫師於每月底負責講解。 

6. 六大核心能力訓練: 於每週四或五中午 12:00-13:00 安排六大核心課程，

輔佐以各科標準教案及全體醫師臨床照護示範，進而培養六大核心能

力。 

7. Health care matrix 照護: 輔佐以各科標準教案及全體醫師臨床照護示範，

進而熟捻Health care matrix 照護方式。 

8. 性別平等課程：於科會、全院性演講或線上學習課程安排醫學倫理、性

別平等等相關教學活動，促進受訓學員人文素養及醫徳之養成。 

9. 甲狀腺癌跨領域團隊會議 

本科每個月舉辦糖甲狀腺癌團隊會議兩次。實習醫學生一個 course 至少

需參與甲狀腺癌團隊會議或糖尿病足團隊會議(如下)一次。本活動的目

的在於訓練實習醫學生了解甲狀腺疾病之病史問診及理學檢查的能

力。 

10. 糖尿病足跨領域團隊會議 

本科每個月舉辦糖尿病足團隊會議兩次。實習醫學生一個 course 至少需

參與一次糖尿病足團隊會議或甲狀腺癌團隊會議。 

11. 腎上腺腫瘤團隊會議：每個月一次 

12. Chart round 

每週於病理大樓 12F 討論室或衛教課室舉行，時間由負責主治醫師決定。

學生準備病人詳細的病史資料，由學生報告。主治醫師針對病歷寫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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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並給予討論及指導．必要的時候做床邊教學。 

13. 晨會病例討論 

週一至週五早上 7:30-8:30 於病理大樓 12 樓會議室舉行(除全院及內科

部會議時間)。以病例為主的討論方式進行，由病房總醫師挑選近日新

進住院病例或特殊案例進行討論，並安排主治醫師指導。本會議之目的

在於讓學員學習報告住院病人之病史，檢查情形及病情討論。針對病案

狀況提出報告與分析，藉由討論增進照護病人能力，並加強口頭報告能

力。 

(四) 訓練六年級實習醫學生以下之診療禮儀： 

1. 實習醫學生於初次診療患者時，先作自我介紹，面帶微笑。 

2. 診察每位患者前須先洗手，以減少患者遭受傳染之機會。 

3. 在為患者作裸露性診察時，必須將門關上或拉上床簾，以重視其隱私。 

4. 親切的向患者解說病情。 

5. 診察結束前，記得問患者：「還有什麼問題嗎？」。 

(五) 訓練六年級實習醫學生熟悉以下實證醫學之五大步驟，使其具備個人終身學

習之能力： 

1. 明確分析所面臨問題的臨床意義。 

2. 有效搜尋相關文獻。 

3. 評估文獻的可信度。 

4. 利用臨床研究結果實際照顧病人。 

5. 評估及改進。 

二、教學方式： 

(一) 住診教學: 

1. 落實直接照顧病人（primary care）之精神，強化實習醫學生負責任之

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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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掌握並處理住院病人的病情變化。 

3. 學習醫病關係之建立與維繫。 

4. 學習病歷記載的能力與建立合理思路。 

5. 學習對於照護病人病情的整理彙總與交班能力。 

6. 執行基本規範： 

(1) 本科以醫療團隊的模式，由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實習醫學生組

成照護團隊，實施小組教學。 

(2) 利用 12F 病房實施床邊教學，每日臨床教師定時帶領實習醫學生

於床邊施行住診教學，除一般理學檢查及問診外，並會根據本科

病人特性，教導實習醫學生核心課程，並強調病人安全、醫病溝

通及醫學倫理。 

(3) 醫學檢驗: 實施床邊教學時，臨床教師帶領實習醫學生討論檢驗

報告，根據病人特性，教導實習醫學生 (如糖化血色素、尿液檢

驗、各項內分泌檢驗、血脂分析檢驗等之臨床意義)。 

(4) 醫學影像:臨床教師帶領實習醫學生於病房討論醫學影像檢查結

果，教導實習醫學生本科核心課程，如眼底攝影、甲狀腺超音波、

電腦斷層攝影等。 

(二) 門診教學: 

每週一次，安排年資五年以上的主治醫師或是助理教授級以上之師資門診

教學，事先經過病人之同意，帶領實習醫學生於門診行門診教學，除一般

門診問診外，以內科常見門診病人及核心課程疾病融入內科系病人特性，

給予實習醫學生教導以全人醫療為出發、注重醫病溝通、醫學倫理的教導。 

(三) 病歷寫作指導教學： 

利用住診教學、門診教學及過夜學習時，由臨床教師或總醫師帶領實習醫學

生於教學後，教導實習醫學生病歷寫作。內容包含門診病歷，入院紀錄，病

程紀錄，每週摘記，Duty Note，處置紀錄，交接紀錄及出院病歷摘要，並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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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核閱並視需要給予必要之指正或評論。 

(四) 臨床學習： 

1. 六年級實習醫學生每日跟隨主治醫師查房，學習病人內科相關疾病的治

療及預後照護。運用新進並有效之知識於臨床內科相關疾病之照護，而

每位實習醫學生照護為 2-6 床。 

2. 過夜學習每週 1 次，過夜學習時接新住院病人數最多 2 位(紀錄 on duty 

note)，需堅守崗位，和住院醫師共同從事醫療行為及照護病人。過夜學

習時於六年級實習醫學生所使用的過夜學習室休息。過夜學習無故不到

或怠忽職守時視同實習曠課，如有重大原因無法值勤需事先向上級醫師，

實習醫學生總醫師及內科部告知，經同意後辦理調班或補班。若符合教

學部規範申請婚、傷、病及公假者得減免過夜學習。而未經同意或未請

假者不得由他人代值或私下換班，並嚴禁以金錢交易過夜學習時數，有

違反規定者需補足過夜學習時數、接受輔導並送教學部懲處。 

3. 過夜學習隔天 PM Off，但如果過夜學習為星期五則不再補假。 

三、訓練場所 

藉由病房、門診、檢查室、衛教室、過夜學習等，實際參與，寓學習於服務。 

四、核心課程 

(一)核心課程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訓練核心課程之疾病:糖尿病、甲狀腺機能亢進、甲狀

腺機能不足、甲狀腺結節、肢端肥大症、糖尿病足、糖尿病腎病變、糖尿

病神經病變、糖尿病眼底病變、周邊血管病變、高血脂症等 

1. 了解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症狀及徵候 

2. 學習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疾病之診斷及治療 

(二)臨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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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學檢查技巧:全身觀察、生命徵象（含血壓、體溫、脈搏、呼吸速率）、

身高及體重的測量、意識狀態的評量、皮膚檢查、腹部檢查、直腸指

診、神經學檢查、精神狀態檢查、認知評量、甲狀腺觸診、monofilament 

test之操作、半定量音叉神經學檢測、周邊動脈觸診。 

2. 心電圖、X光、電腦斷層、超音波等檢查判讀。 

3. 實驗診斷技巧與判讀:血液、生化、電解質、血糖機檢查結果判讀。 

4. 見習操作技巧及治療技巧:基本急救及心肺復甦術、氣管內管插入、無

菌操作技術、鼻胃管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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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考核標準及回饋輔導方式 

本科明訂六年級實習醫學生於內科部之評估考核項目、內容、考核時機與方式。

考核包含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與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assessment)，目的

在於培養實習醫學生能根據實證和經驗養成慎思明辨的能力，並能運用醫學原則和

技能以解決人類健康和疾病的問題。 

一、 考核方式及內容 

(一) 評估考核內容： 

1. 教師(主治)醫師評量 (25%) 

2. 住院醫師評量 (25%) 

3. 學習護照填寫內容及時效(20%) 

4. 臨床技能測驗(10%) 

5. 筆試 (20%) 

  

項目 

內科六年級實習醫學生臨床實習成績的組成 

教師(主治)醫師 

評量 
住院醫師評量 學習護照 臨床技能測驗 筆試 

配分 25% 25% 20% 10% 20% 

(二) 評估考核時機： 

1. 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評分：每 2 週於次專科結束前依臨床實習表現進行

回饋評核。 

2. 學習護照：輪訓後依據學生護照填寫內容由科內醫師完成評核。 

3. 筆試：於兩個月內科結訓前進行筆試考核。 

二、 回饋方式 

1. 實習醫學生之雙向回饋機制： 

1. 行前說明會、科會(學術晨會)、教學門診、床邊教學、每日的巡房及教學

作雙向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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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習醫學生於內科夜間或過夜學習時，隨時可以與總醫師及主治醫師溝

通及雙向回饋。 

3. 實習醫學生訓練結束前皆有實習醫學生對主治醫師評核回饋機制及面對

面溝通之座談會。 

4. 筆試、影像學判讀、OSCE 學習評估及核心課程實際操作中也有回饋意見

反應機制。 

5. 科內無記名之問卷調查，了解意見反應及加以改善。 

三、 輔導機制 

(一)  學習成果不佳之定義： 

1. 評分低於 70 分 

2. 行為態度不符合規範 

3. 學生自行反應有學習問題者 

4. 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反應有嚴重學習問題者 

(二)  輔導與補強機制： 

針對表現不佳之學生，由科內同仁提報實習醫學生負責人，於實習課程結束前

即進行個別輔導與加強訓練，以期能協助輔正其學習態度或方式。對於情節嚴

重或勸導無效者，將由課程負責人通知教學部及本院學員輔導中心，進行危險

評估與密切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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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對訓練計畫之定期評估及分析檢討 

一、 每年 3月針對去年之訓練成效及相關規範於內科部醫學教育委員會進行訓練計

畫書之修訂檢討，依據內容為： 

(一)  實質課程及實習醫學生的教育目標是否達成 

(二)  依實習醫學生之學習成果評估進行分析檢討，適時修正教學訓練 

(三)  對學習成果不佳之學生，提供輔導與補強訓練 

(四)  依訓練計畫內容定期評估教師教學成效 

二、 計畫之修訂經內科部醫學教育委員會核可，送院區醫學教育委員會審查核可後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