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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導

精進系統性中醫訓練，拓展中醫多元發展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第一面向-推動系統性訓練

洪小幸技正 蔡素玲科長 黃純英副司長 黃怡超司長

師訓練計畫」，主要訓

畫」，多數中醫師對於

練機構由 10 家擴增至

推動專科醫師訓練制

服務品質，朝向客觀、

65 家，受訓醫師從

度，趨於正向支持；遂

結構化且具傳統中醫醫

32 位擴增至 403 位，

於 105 年起逐年補助 5-

測驗中心，作為臺灣北、

療特色的訓練制度，進

亦同時擴增醫院附設中

6 家教學醫院建置中醫臨

中、南、東 區中醫臨床教

而建立標準化的中醫照

醫部門家數，從 81 家

床技能測驗中心，作為

學示範中心，並選出 1 家

護模式與療效評估，本

擴增至 113 家，醫學

未來中醫專科醫師初審

教學醫院作為審視教案中

部自 103 年開始朝

中心附設中醫部門家

口試場所，更於 106-

心及 1 家教學醫院作為研

「培育優質中醫人

數，從 5 家增至 15

108 年辦理「中醫專科

才」、「促進特色多元

家，朝全額納訓目標邁

醫師制度建構計畫」，

發展」、「確保優質醫

進。

研訂專科醫師之訓練課

為強化中醫實證
研究、臨床教學量能與

療服務」及「充實中醫
服務量能」等四大面向
(如附圖) 推動，以精進
中醫優質發展。四大面
向重要執行情形臚列於
下：

二、提升臨床指導師資
教學： 104 年函頒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
師訓練師資認證要
點」，明定指導師資培

程及機構認定基準等配

四、建置臨床技能測驗模
式： 106 年輔導 5 家教
學醫院建立中醫臨床技能

訂規範中心。其中，1 家
設置「審視教案中心」進
行教案審視及題庫分析，
提升考題品質及信效度；
1 家設置「研訂規範中

套措施，辦理專科醫師

心」研訂臨床技能測驗相

訓練試辦計畫，完備專

關規範，建立標準化臨床

科法制作業，朝建立中

技能測驗，齊一受訓醫師

醫專科醫師制度邁進。

床技能測驗方式。

訓資格、培訓課程內容
第一面向推動系

及合格條件，供培育指

統性訓練，實施中醫負

導師資遵循，目前領有

責醫師訓練制度、推動

合格臨床醫學指導教師

中醫專科醫師制度、培

數計 617 人、中藥學

訓中醫臨床師資及建置

指導教師數計 266

中醫臨床技能中心，培

人，以保障中醫師臨床

育優質中醫人才，辦理

訓練教學品質。

情形及成果分述如下：

三、建構中醫專科醫師

一、落實中醫負責醫師

制度： 104、105 年

訓練：自 98 年起辦理

辦理「建立中醫專科醫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

師訓練制度共識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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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面向-發展多元特色
第二面向發展多元特色，建構中西醫合作照護模式、中醫日間照護模式、中醫參與長期照顧制度模式及中醫參
與戒癮治療模式等，以促進中西醫整合，累積中西醫療效實證，提供民眾多元服務模式，辦理情形及成果分述
如下：
一、促進中西醫合作交流： 102 年起逐年辦理「中西醫合作照護模式計畫」，建立 8 種病種之中西醫合作照
護模式，並輔導 6 家教學醫院設置中西醫實證研究團隊；在場域部分，由中西醫聯合門診擴展至病房中醫會
診，近年更推廣至急診會診，並促成「中醫急症處置」自 107 年起納入健保試辦計畫，有助於紓緩急性症狀，
改善急診壅塞之情形。
二、建立中醫日間照護模式： 102 年起逐年辦理「建立中醫日間照護模式計畫」，建立 11 種病種之中西醫合
作照護模式，由於中醫介入成效良好，本模式促成「中醫門診延長照護」自 107 年起納入健保試辦計畫，有助
於緩解癌症患者接受化療及放療所造成之副作用。
三、促進中醫參與長期照護： 104 年起推動「中醫參與長期照護服務模式計畫」，建立 2 種不同場域(護理之
家及老人之家)之中醫參與長期照護模式，共同面對高齡社會所帶來之衝擊。成果顯示，經「坐式太極拳」與
「坐式八段錦」鍛鍊的失能長輩，失眠和憂鬱等評量皆有顯著進步。
四、促進中醫參與戒癮治療： 105 年起推動「中醫參與戒癮治療模式計畫」，完成中醫(耳穴貼壓及雷射針灸)
參與戒癮治療模式及標準作業流程，成果顯示中醫參與戒癮治療模式可有效改善病人睡眠品質，亦可降低病人
海洛因渴藥程度。

第三面向-確保中醫醫療品質

第四面向-充實中醫醫療專業團隊知能

第三面向為確保中醫醫療品質，透過中醫

第四面向為充實中醫醫療專業團隊知能，持續辦理中藥學指導

醫院評鑑、中醫師職類教學醫院評鑑及提

師資培育與認證，中醫護理七科九學分訓練及規劃「進階訓練

升中醫醫事人員執業素質，提供民眾中醫

課程」，培育優質中藥及中醫護理人才，提升中醫醫療團隊素

優質醫療服務，辦理情形及成果分述如

質，辦理情形及成果分述如下：

下：

一、辦理中藥學指導師資培訓：為落實「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

一、辦理中醫醫院暨中醫部門評鑑：自

師訓練制度」，培育中藥學訓練之臨床指導藥師，爰規劃中藥

95 年辦理「中醫醫院暨醫院附設中醫部門

臨床教學實務訓練課程，並逐年辦理中藥學指導教師培訓營，

評鑑」，持續滾動檢討，為中醫服務品質

以強化中藥局藥師專業人才及培育中藥指導師資。

把關，至今已辦理 5 次，106 年已重新研
修評鑑基準，並於 107 年辦理實地評鑑，
合格醫院計有 5 家。

二、辦理中醫護理專業培訓：為配合中醫醫院、診所護理業務
之實際需要，訂定「中醫護理訓練」選修課程，作為培訓中醫
護理人才依循。自 91 年起，每年輔導護理團體辦理中醫護理

二、研訂中醫師職類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訓練，截至目前共有 2,572 位護理人員完成 7 科 9 學分培訓

教學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自 100 年納入教學

認證。又為配合未來中醫專科醫師訓練，擬訂中醫護理進階訓

醫院評鑑，中醫評鑑條文包含第 5.7 節實

練課程(草案)及中醫護理技術標準作業。

習中醫學生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第 5.8
節新進中醫師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目前
合格中醫師職類教學醫院有 43 家。

期望透過中醫優質發展四大面向之推展，提升中醫健康照
護品質、精進中醫師臨床訓練制度、強化中醫醫療團隊及發展
中西醫整合醫療，為中醫專業奠定厚實的基礎與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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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擬真醫學教育期刊 徵求稿件中~~~
擬真教育現在已經蔚為

凡與擬真醫學教育相關論著，

醫學教育的主流，[台灣擬真

歡迎來函投稿，此祈望踴躍賜

醫學教育期刊] 為台灣擬真醫

稿充實，不勝感荷!!!

“本期刊是屬於同儕審查
(peer-review)的科學性期刊

學教育學會的官方刊物 !!
為了使雜誌的內容更為
豐富、提供擬真教育同好發
表自己教學成果的園地
敬邀各位先進投稿本期刊，

(ISSN 2409-7551)”

期望大家共同來繼續推廣
擬真醫學教育~~~

來稿請以word電子檔寄至e-mail: jtssh2014@gmail.com
編輯助理：陳雅惠
連絡電話：02-27082121轉3333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Line 官方群組......
為了提供您更即時的服務與最新活動訊息
本學會Line官方群組已正式成立!!!
歡迎各位掃描或者點選連結加入~~~

“歡迎掃描加入”

http://nav.cx/a3fk64b
期待您的加入喔.........

詳細入會申請:

熱烈招募會員中!!!

www.tssh.org.tw

【加入本會之益處】
●

有機會貢獻台灣擬真醫學教育

●

獲得參加擬真教育之資訊，優先/優惠參加受訓。

●

提升自己的臨床、團隊或管理能力(保障醫 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

提升自己的擬真教育能力。

●

邁向全國公認的擬真品質基準

●

藉擬真教育同好之網絡交流分享，加入分享平台、訓練會、學術
活動，研討會、研究合作機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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