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名稱 

104.12.26 【年會徵稿】2015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年會  

103.12.20 【開放報名】OSCE實務工作坊：(Ⅰ) OSCE實作總論  ~高雄場~ 

104.12.05 【開放報名】OSCE實務工作坊： (Ⅱ) OSCE考題撰寫  ~台中場~ 

最新消息 

翻轉中的醫學教育 

 

蔡淳娟 教授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理事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小兒科主治醫師 

 

資訊科技大躍進今日，稱為 Y 世代(Generation Y)的年輕人即將進入醫療志業。這群生於 1982-2005 年間年輕人的生活，

深度倚賴網路資源、頗有創意、偏好自由工作型態，他/她們喜歡做中學、在教學活動有參與並互動，無法安座於教室中聽說

教。接受傳統教育的醫學教育者於是面對了很大的挫折與挑戰。 

如同許多先進國家，台灣的醫療人員要求人性化的勤務時間，在緊縮的學習時段中要兼顧人力素質，並彌補人力不足的缺

口，掌握醫師的臨床能力以為訓練及評核之指標，就非常重要。於是，教與學的有效策略正在劇烈翻轉中。 

本期的 newsletter 特別報導了擬真在麻醉科專科醫師認證上之應用，急診科在臨床能力里程碑及可信賴的專業行為(EPAs)

之制定，以及各種運用科技教具及標準化病人的教育策略。 

12 月 26 日(週六)於高雄醫學大學舉行擬真醫學教育學會年會，為使擬真醫學在各機構得到支持而可發揮提升臨床教育之效

果，將以「 擬真教育之機構支持體系」為主題，邀請醫策會副執行長演講及醫療機構分享，另有四場 Workshops，並將進行理

監事選舉。詳細議程請見本刊最後一頁，活動詳情也將公布於學會網站，敬請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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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願成真．圓夢計畫  

 

圓夢日期： 104 年 10 月 13 日 

劉艾苓 小姐 

本學會很榮幸能受邀於喜願協會共同舉辦一場「喜願成真．圓夢計畫」，為病童小玲(化名)實現當醫生的夢想。蔡理事長

親自為小玲規劃一天的流程，並也同時於圓夢當日當起小玲醫師的助手，原本擔心小玲體力無法負擔多項的『實作活動』，但

一場下來，身著衣師袍的小玲儘管戴著口罩，眼角還是看得出心中的雀躍，每完成一個階段，她都迫不及待的想前往下一個項

目，全身散發的是一種當醫生的快樂。 

 

以下為當日所規劃之圓夢流程： 

 3:20pm『歡迎儀式』：所有的工作人員已就定位，擬真大講堂的黑板貼著歡迎布條，兩側裝飾繽紛的氣球彩帶與生趣

盎然的蘭花盆栽，前台桌面上備妥五件雪白醫師袍、聽診器與『醫師就職宣言』，等待迎接小玲與小玲媽媽的出現。 

 

 3:30pm『贈袍儀式』：在蔡理事長的帶領下，進行『白袍儀式』，當我們跟小玲披上醫師白袍宣讀『醫師就職宣言』

時，再次感受到白袍所象徵的濟世救人、無私奉獻的意義是何等的崇高與任重道遠，相信小玲也有所體會。 

 

 3:45pm『實作活動』：蔡理事長解說完整的做法後再指導小玲實作。實作的進行為打靜脈點滴、抽藥打肌肉注射、插

氣管內管、插鼻胃管、插導尿管腹部超音波等。 

 

『迴響』 

人因夢想而偉大，也因追夢成真的喜悅，不斷努力前行，祝福小玲追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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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就職宣言 手套穿戴   

實作講解 實作：鼻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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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全球化，行動在地化」的台灣急診專科醫師訓練改革 

Glocalization of Emergency Medicine Residency Training in Taiwan 

周致丞 1 2 3 

1 台灣急診醫學會核心能力里程推動小組 TEMM 召集人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教學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3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勝任能力導向醫學教育(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不斷加溫的醫學教育改革運動，它承

接之前成果導向訓練的理念，奠基在世界各地區已高度發展的核心能力架構上（例如美國 ACGME 的六大核心能力架構、加拿大

的 CanMEDS 架構），用創新、明確的模式來描述核心能力的展現，建構出達成這些核心能力的軌跡與評估方式，而目前國際

間最受重視的兩種模式便是里程碑（milestones）與可信賴專業活動（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EPAs）兩種模式，

而美國的 ACGME 已於 2012 導入里程碑模式於含急診、兒科、內科等七個主專科的住院醫師訓練，並預試其規劃的「下一代評

鑑系統」（Next Accreditation System, NAS）以達成勝任能力導向住院醫師訓練的目標，目前預試成果陸續發表，ACGME 並

於今年全面實施 Milestones 模式於所有專科的住院醫師訓練中。 

在 AMEE 2011，國際間推動 CBME 的重量級學者共同組成的 International CBME Collaborators 於會中發表幾個關鍵的演

講與工作坊，當下感受到這必然是未來醫學教育的重要努力方向，回台後與台灣急診醫學會幾位教育委員討論，夥伴們一致覺得

急診醫學要走這條「社會當責」之路，用更有系統的教育模式來確保每位急診醫師能勝任社會與病人的需求。或許是上天的安排，

同一時期某位醫界大老於報紙投書，言之：欲解決急診暴力…當廢除急診專科醫師制度…，這番不知所云的言論更堅定我們急診

醫學夥伴扛起社會當責的信念，於是一個四階段的五年期急診醫學 CBME 推動進程已初步成型，一開始便進行長程規劃，背後

的理念就是“Glocalization”「思考全球化，行動在地化」，我們深知在駕馭全球化趨勢同時也需要生根在地化，做到為台灣急

診醫學教育最佳化的目標，這四個時期分別是概念導入期（Introduction Stage）、效度建立期（Validation Stage）、預試期

（Pilot Stage）、全面實施期（Implementation Stage），今年是我們預試期的尾聲，幾家機構的預試成果良好，鼓舞著我們

持續前行。 

四個階段五年的努力我們用大型研究計劃般的精神執行著，其背後更隱藏著、反覆應用著 John P. Kotter 文化變革的八個策

略（圖一），例如轉化對偏見投書的憤怒為改變的急迫感，系列的溝通共識出 2012 急診醫學會年會的主題設定（圖二）： Refine 

EM Specialty through Excelling Medical Education，會中邀來 ACGME 資深副總裁 Dr. Louis Ling 與加拿大 Royal College

專科評鑑主席 Dr. Glen Bendiera，除了年會的主題演講更有深度工作坊，參加的都是各機構主任與訓練計劃負責人，這個年會

溝通了更多的 vision 也同時是推動小組的 short-term win。隨後在 2013 年正式成立台灣急診醫學會核心能力里程推動小組

TEMM（圖三），達到了 Kotter 所說的建立核心團隊，順利進入效度建立期，而此推動團隊於 2014 經由系列的 consensus 

methods 完成了台灣急診醫學里程碑計劃的在地效度化，於 2015 進入預試期，迄今仍依照規劃持續邁向勝任能力導向急診醫

學專科醫師訓練推動之路。 

這次急診醫學會於 11 月 7 日與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合辦「住院醫師訓練的未來、挑戰與契機」國際醫學教育研討會，

在會中分享推動勝任能力導向住院醫師訓練的初步成果，希望能夠提供與會各位醫學教育先進與各專科醫師訓練相關的醫師教

師一個經驗參考，希望未來藉由台灣醫學教育夥伴們彼此的分享與合作，讓台灣在醫學教育的發展上，不僅做到全球化引領醫學

教育學術發展，更能做到在地化，為台灣這個寶島提供最佳的醫療專業訓練，堅實的支撐起台灣人民的健康。 

圖二：2012急診醫學年會主題設

定 

圖一：kotter文化變革於急診醫學

推動勝任能力導訓練的應用 

以快速的知識分享、建立施行醫學擬真的能力來提升擬真醫學教育品質 

圖三：台灣急診醫學會核心

能力里程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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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專科醫師擬真情境考試之發展現況  

徐永偉  

馬偕紀念醫院麻醉科 

 

住院醫師的臨床技能評估，在麻醉專科醫師的訓練過程扮演重要的腳色，這些評估包括了形成式評估(formative assess-

ment)以及總結式的評估(summative assessment)。而許多證據顯示在評估住院醫師的臨床能力上，傳統的筆試與口試只能

測得”Knows” 和”Knows how”，亦即筆口試只能測量學員在知識面向的程度，然而在”Shows how”臨床技能的評估

上，擬真情境考試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方向。 

  參考國外的經驗，以色列於 2003 年開始使用擬真考試於麻醉專科醫師考試，參與

考試的考生普遍認為這種考試比傳統口試更公平，同時亦可藉由分析考生的表現，作為

改善個別訓練醫院訓練課程的參考。台灣麻醉醫學會於 2011 年開始於專科醫師甄審考

試中導入試辦性質的擬真情境考試(Simulation-based examination)，而後於 2012 年

麻醉理監事會通過，自 2016 年起擬真情境考試的成績，將正式納入麻醉專科醫師甄審

考試。 

  擬真情境考試的規劃與施行，是由麻醉醫學會的模擬醫學委員會與專科甄審委員會

負責，模擬醫學委員會負責擬定考官認證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後開始培訓考官，基本

上考官需接受 4 小時基本課程，2 小時擬真情境考試評分訓練課程，並參與擬真情境考

試實際評分至少 3 小時，認證有效期限為五年，目前已培訓接近 50 名考官。同時麻醉

理監事會通過專科甄審委員提出的擬真情境考試的要點，規定考生需通過擬真情境考試

後，才有資格報考專科醫師筆試與口試。在兼顧考生的權益與考生訓練時程的情況下，

理監事會也決議考生經過 30 個月的專科訓練，即具備擬真情境考試的資格，如此一來

考生在報考專科醫師筆試與口試之前，將有 2 次報考擬真情境考試的機會，希望藉由兼

顧考生的權益來減少紛擾，讓新的制度能夠順利推行。 

  為了順利推展擬真情境考試，麻醉醫學會同時成立擬真情境考試工作小組，工作小

組負責訂定考試的主軸，以及命題與審題。考試的主軸經過工作小組成員以德爾菲法

（Delphi method），反復判定各項討論中主軸的重要性，最終結果有 5 大主軸獲得較

多工作小組成員的認可。麻醉擬真情境考試即將於 2016 年正式上路，目前的規劃是 5

月以及 8 月各舉辦 1 次考試，期待這個重要的考試能順利舉辦，並且獲得考生以及各訓

練醫院的認同。 

 

護理人員運用 OSCE 評量之經驗分享  

葉蕙芳 副部長 

義大醫院護理部教研部 

 

  在護理人力短缺的時代，對護理教育的期待更高，醫策會辦理很多師資培育的課程，

各醫院也會承辦臨床老師核心與進階課程，目的皆是希望透過一致性的訓練，讓臨床老師

了解多元評量及各種教學法，但是要如何評量老師教學成果是一大問題。在義大醫院裡護

理臨床老師將近 380 位，這麼龐大的師資群，無法一一確認每位老師的教學過程及結果都

是對的。OSCE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是測驗臨床技能的工具之

一，期望使用此評量工具能反映新進護理人員的工作能力，也協助我們了解老師的教學方

式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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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園地 

2015年麻醉醫學會擬真情境考試 

考生讀題後，準備進入測驗站  

2015年麻醉醫學會擬真情境考試 

考生於測驗站中處理擬真情境   

VOL.2, ISSU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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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2015.10.30義大醫院臨床技

能中心 請接續下一頁 



 

 

我們考題設計構想以一位新進護理人員滿一個月的基本工作能力，包含給藥、測量生命徵象、靜脈注射，共 3 站。從教導

護理長們教案撰寫、修改教案、測試教案、再更改教案到正式測試，這期間歷經 3 個多月的努力，尤其帶著一群第一次接觸

OSCE 的護理長們從零開始，剛開始她們不明白我為何那麼嚴肅，精細到連擔任考官手機要先被工作人員保管、準時報到、考

試結束後進行回饋的重要等細節，不斷的說明”我們為何要辦 OSCE 的目的”，參與過的護理長越來越明白，客觀的評量對一

位考生的影響，站在老師的立場都期待學生要好，但站在學生的立場是要遇到會教的老師，站在主管的立場卻是老師和學生共

好雙贏。 

經過一年多的 OSCE 洗禮，每月例行的考官標準病人共識、考生說明會、確認考生名單、成績單通知等流程，老師們已漸

漸知道 OSCE 是什麼，所賦予老師們及學生的責任是什麼………久而久之教與學的氛圍就此發芽，希望教育的種子開花結果。 

 

 

2015 年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擬真教育之機構支持體系 

活動日期： 104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高雄醫學大學－臨床技能中心(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3 樓(階梯教室 IR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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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講者 主持人 

09:20-09:30 10 報到 

09:30-09:40 10 開幕嘉賓致詞 
蔡淳娟 

TSSH理事長 
  

09:40-10:20 40 醫策會以擬真推動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之作為 
廖薰香 

醫策會副執行長 

吳永隆 

國泰綜合醫院 

急診醫學科主任 

10:20-10:30 10 Break + Photo 

10:30-11:20 50 
擬真教育之機構支持體系 

各院的擬真教育何以維繫? 

楊志偉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王拔群 

國泰綜合醫院 

徐永偉 

馬偕紀念醫院 

黃煜為 

義大醫院 

張永裕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王志中 

奇美醫院副院長 

11:20-11:30 10 Q&A 

11:30-12:00 30 
會員大會、海報論文頒獎典禮 

第二屆理監事選舉開票 

沈靜茹 

TSSH秘書長 

黃國巡 

TSSH出版委員會主席 

12:00-13:00 60 
午餐 海報論文展、廠商儀器展 

第二屆第1次理監事會議 

擬真教育工作坊 

13:00-14:50 110 A 

模擬醫療實境 

吳永隆 醫師、王晨旭 醫師 

國泰綜合醫院 

B 

擬真教案撰寫 

陳品堂 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14:50-15:10 20 Break 

15:10-17:00 110 C 

模擬醫療實境 

程廣義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麻醉科 

D 

擬真回饋技巧 

周致丞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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