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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華華民民國國骨骨科科醫醫學學會會  

110077 年年度度「「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醫醫院院認認定定計計畫畫」」  

壹壹、、  依依據據  

專專科科醫醫師師分分科科及及甄甄審審辦辦法法第第五五、、六六、、七七條條及及骨骨科科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計計畫畫認認定定標標準準

及及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課課程程基基準準。。  

貳貳、、  目目的的  
        為為建建立立健健全全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制制度度，，以以提提昇昇醫醫療療水水準準，，維維護護病病人人權權益益。。  

參參、、  實實施施期期間間  

自自決決標標日日起起至至 110077 年年 1111 月月 3300 日日止止。。  

肆肆、、  認認定定對對象象  

11..  第第一一次次新新申申請請評評鑑鑑之之醫醫院院。。  

22..  在在效效期期內內醫醫院院。。  

33..  喪喪失失資資格格再再申申請請評評鑑鑑之之醫醫院院。。  

44..  合合作作訓訓練練醫醫院院。。  

55..  申申請請時時間間：：110077 年年 66 月月 0011 日日起起至至 77 月月 0011 日日止止。。  

66..  申申請請方方式式：：書書面面資資料料及及電電子子檔檔案案並並存存郵郵寄寄本本會會會會址址申申請請。。  

伍伍、、  執執行行方方式式及及內內容容  

11..  本本年年度度依依衛衛福福部部規規定定採採新新制制評評鑑鑑。。  

22..  不不論論骨骨科科訓訓練練醫醫院院是是否否仍仍在在效效期期內內，，一一律律需需參參加加本本年年度度評評鑑鑑，，以以書書面面審審查查

為為主主，，須須通通過過書書面面審審查查後後，，再再視視個個別別情情況況進進行行實實地地訪訪視視，，需需進進行行實實地地訪訪視視

的的對對象象為為：：  

((11))  第第一一次次新新申申請請評評鑑鑑之之醫醫院院。。  

((22))  在在效效期期內內評評鑑鑑醫醫院院。。  

((33))  喪喪失失資資格格再再申申請請評評鑑鑑之之醫醫院院。。  

33..  預計召開專家審查認定會議 3次，每場次預定 50人。  

44..  評評鑑鑑標標準準表表((請請參參考考附附件件一一：：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計計畫畫認認定定基基準準、、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

計計畫畫認認定定基基準準實實地地訪訪視視評評核核表表評評核核標標準準、、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課課程程基基準準))及及申申請請表表格格((請請

參參考考附附件件二二：：自自評評表表及及附附件件表表格格電電子子檔檔))  

55..  訪訪視視委委員員  

    ((11))書書面面審審查查委委員員：：每每家家醫醫院院 33 名名。。  

    ((22))實實地地訪訪視視委委員員︰︰每每家家醫醫院院 33 名名。。  

    ((33))採採分分區區交交叉叉評評鑑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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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  評評分分標標準準((請請參參考考附附件件三三))  

                依依照照「「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計計劃劃評評核核表表」」及及「「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計計劃劃評評核核表表附附件件」」  

                計計算算分分數數。。  

柒柒、、  訓訓練練容容額額需需求求及及分分配配  

11..  師師資資與與住住院院醫醫師師容容額額比比 55::11((五五位位骨骨科科合合格格師師資資訓訓練練一一名名骨骨科科住住院院醫醫師師))。。  

22..  排排序序依依成成績績高高低低排排列列((以以 110066 年年度度評評鑑鑑容容額額 5566 名名為為例例))，，前前 1177 名名依依照照 55::11

容容額額分分配配發發放放，，排排序序第第 1188 名名開開始始每每家家分分配配一一名名住住院院醫醫師師至至容容額額分分配配完完畢畢，，

((若若當當年年度度分分配配的的容容額額數數少少於於前前 1177 名名 55::11 分分配配總總額額，，當當年年度度再再提提請請理理監監事事

會會討討論論))。。  

33..  評評分分結結果果依依高高低低排排序序，，為為容容額額排排序序之之依依據據，，按按師師資資人人數數比比例例分分配配容容額額，，依依

序序發發放放至至容容額額完完畢畢，，未未分分配配到到容容額額之之醫醫院院仍仍保保有有訓訓練練醫醫院院資資格格。。  

捌捌、、  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計計畫畫認認定定小小組組委委員員  

11..委委員員資資格格：：評評鑑鑑委委員員均均符符合合衛衛福福部部 110044 年年度度規規定定並並通通過過審審查查，，並並依依新新制制評評  

                        鑑鑑完完成成 RRRRCC 共共識識訓訓練練及及骨骨科科醫醫學學會會之之實實地地訪訪視視委委員員共共識識會會訓訓練練。。  

22..委委員員名名單單：：110077 年年度度評評鑑鑑委委員員從從委委員員名名單單中中委委任任，，請請參參考考附附件件四四。。  

玖玖、、  經經費費明明細細表表::請請參參考考附附件件五五。。  

拾拾、、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醫醫院院認認定定工工作作時時程程，，請請參參考考附附件件六六。。  

壹壹拾拾壹壹、、附附註註  

        附附件件一一﹕﹕評評鑑鑑標標準準表表((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計計畫畫認認定定基基準準、、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計計畫畫  

                        認認定定基基準準實實地地訪訪視視評評核核表表評評核核標標準準、、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課課程程基基準準))，，共共  

                        2244 頁頁。。  

附附件件二二﹕﹕申申請請表表格格((自自評評表表表表格格--電電子子檔檔))，，共共 3300 頁頁。。  

附附件件三三﹕﹕評評分分表表及及附附件件說說明明((電電子子檔檔))、、共共  2200  頁頁。。  

附附件件四四﹕﹕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共共  1111  頁頁。。  

附附件件五五﹕﹕110077 年年度度「「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醫醫院院認認定定計計畫畫」」經經費費明明細細表表，，共共  11 頁頁。。  

附附件件六六﹕﹕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計計畫畫認認定定工工作作時時程程(甘甘特特圖圖))，，共共  11 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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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一一  

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基準 

((22001177..0077..3311 衛衛部部醫醫字字第第 11006611666655660088 號號函函文文公公告告在在案案))  

A. 1.訓練計畫名稱 

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 

 

B. 2.宗旨與目標 

2.1訓練宗旨與目標： 

2.1.1 宗旨在於訓練住院醫師成為具備全人醫療及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與態度的骨科專科醫

師。 

2.1.2 目標在完成專科醫師訓練後能夠： 

2.1.2.1具備專業醫療知識與技能，執行具有責任感、人文關懷、憐憫心與同理心之骨科病人的照顧。 

2.1.2.2具備良好之人際關係、溝通技巧與團隊合作之技能，建立良好之醫病關係、維持病人與醫療團隊間的和諧。 

2.1.2.3依循醫療專業倫理規範，除了服務病人，還須持續學習專業新知與改進醫療技術，以維持醫療品質與增進病人

福祉。 

2.1.2.4具備在社會與醫療體系下的執業能力，依照相關法規、健保制度及合於經濟效益的處置，執行、管理與發展骨

科的業務。 

2.2訓練計畫執行架構 

2.2.1 科部主管、訓練計畫主持人、臨床導師、主治醫師、教學行政人員以及住院醫師等都清

楚訓練宗旨與目標，不但認同訓練計畫的精神與內容、也了解本身任務及職掌。 

2.2.2 科部內設立醫學教育委員會，依據衛生福利部認可之訓練計畫，妥善協調各教學單位、

督導與討論訓練事宜、使計畫順利執行。 

 

C. 3.專科醫師訓練教學醫院條件 

教學醫院須對醫學教育有深切的認識及參與，保證優越的教育品質及病人照顧。教學醫院

須要具備領導人才及資源，包括建立符合教育訓練需要的課程及學術活動必備的環境，定時檢

討及評估教育活動的成果。 

3.1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資格 

3.1.1 經衛生福利部公告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且可收訓職類包含住院醫師者。 

3.1.2 骨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 

3.1.2.1至少須要骨科專任主治醫師五位（含）以上。 

3.1.2.2須為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含）以上，且骨科獨立分科，並具從事骨科各項手術能力之醫院。 

3.1.2.3骨科病床至少三十二床（含）以上。 

3.1.2.4病歷及手術紀錄完整。 

3.2合作訓練醫院資格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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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住院醫師訓練得於不同醫院聯合訓練方式為之。 

3.2.2 主訓練醫院應具 3.1.1 及 3.1.2 之資格，合作訓練醫院應至少具 3.1.1 之資格。 

3.2.3 聯合訓練計畫由主訓練醫院提出，其內容須符合專科訓練之要求。合作訓練醫院不得超

過 3 家。 

 

4.住院醫師訓練政策 

4.1督導： 

住院醫師的臨床作業應有教師督導，訓練計畫主持人(以下稱主持人)有示範此政策及與教師溝通以達完美教

學的責任。所有督導作為都要有紀錄。 

4.2工作及學習環境： 

主持人須負全責，使住院醫師能在合理工作條件下，有效的工作及學習。 

4.3責任分層及漸進： 

住院醫師需要有直接的臨床經驗及責任分層；隨著年資增加而責任漸增，能力漸進。訓練專科有責任讓訓練

完成的住院醫師在督導下有獨當一面的能力，適當的照顧病人，且具備充分的團隊領導，以及對其他住院醫師及醫

學生的教學能力。 

4.4公平處理住院醫師之抱怨及申訴： 

設有住院醫師導師制度，建立申訴公平處理的機制及流程。設有醫學教育委員會或小組，定期和住院醫師開

會。 

 

5.師資資格及責任 

主持人以及該科教師要負責該科的住院醫師行政及教育責任。這些活動包括：住院醫師遴

選、教育、監督、商議、評估及升級等，並且對這些活動以及學術成果要保持完整的紀錄。 

5.1主持人 

5.1.1 資格：主持人是對整個住院醫師訓練的負責人，必須對臨床教育以及行政有足夠經驗。

主持人更須具備領導才能，能夠用足夠的時間以及盡力為專科醫師訓練而努力，盡責完

成訓練學科的目標。主持人須具骨科專科醫師資格五年(含)以上，並在其專科領域內有

好評。 

5.1.2 責任： 

5.1.2.1主導及擬訂專科對住院醫師的教育目標，包括專科知識、一般治療技術，並且制定住院醫師在每一年進展的標

準，以及定期的訓練成果評估。 

5.1.2.2負責規劃住院醫師遴選。 

5.1.2.3督導教師及學科其他的工作人員協力達成訓練目標。 

5.1.2.4制定並督導住院醫師對病人照顧分層負責的原則。 

5.1.2.5制定住院醫師的知識、技能及態度等表現之評估制度。 

5.1.2.6注意住院醫師因情緒及精神上的壓力，或藥物、酒精成癮對工作執行及學習程序上的負面影響。主持人有責任

在必要時提供輔導，以協助該住院醫師面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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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提供正確的書面報告呈現衛生福利部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會(以下稱RRC)所要求的規定工作，包括學科的統

計描述，以及每位住院醫師經過各專科輪訓學習的時間統計。 

5.1.2.8對RRC報告任何有關住院醫師訓練的改變，包括主持人人選更換、重大教師變更、主訓練醫院以及合作訓練醫

院的合約變動。 

5.2教師 

5.2.1 資格： 

5.2.1.1每個專科醫師訓練學科需要有適量數目的教師，骨科專任主治醫師五人以上（含主任），每滿五名教學師資得

申請訓練一名住院醫師。衛生福利部部定專科之主治醫師人數與每年招收之住院醫師之比例應合理，不得低於5︰1

。教師應具備專科醫師資格及適當的學術成就，並能做適當的督導及教學，且能結合臨床醫學及適當有關基礎醫學

來完成住院醫師的教育。 

5.2.1.2教學師資至少5名(含)以上，均為專任專職。骨科主任取得骨科專科醫師資格滿5年(含)以上,骨科主治醫師師

資取得骨科專科醫師資格滿3年(含)以上。醫院一年內教學師資空缺不得超過三個月。 

5.2.1.3教師應從事學術及研究活動，每位教學師資至少加入一個次專科醫學會成為活動會員。 

5.2.2 責任： 

5.2.2.1教師必須對訓練住院醫師付出足夠的時間，並展現對教學的濃厚興趣。教師應具備臨床教學的能力，支持訓練

住院醫師的目標。 

5.2.2.2教師在臨床治療方面不但要有優良的醫術，並且在對病人的愛心及倫理方面也要力求完美，以作住院醫師的身

教。教師要遵守終身學習的原則，隨時更進步。 

5.2.2.3教師們需要參與科內定期的檢討會，檢討教學目標、執行及教學效果。 

5.2.3 合作訓練醫院教師：合作訓練醫院的教師有和主訓練醫院的教師同樣的責任、義務及原

則。 

5.3其他人員： 

5.3.1 具適當的教學研究行政支援人力：骨科有負責協助管理及教學之行政人員。行政人員素

質良好及行政資源充足，除管理專科資料及有關住院醫師的事務，且幫助教學活動執

行。 

5.3.2 骨科相關護理人員、專科護理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依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制定規

範。 

 

6.訓練計畫、課程及執行方式 

訓練項目、訓練時間及評核標準內容詳如「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6.1訓練項目 

主持人及教師須準備教育目標的書面報告，所有教育項目應符合教育目標。所有教育項目

計畫及組織須經過 RRC 的評估程序。 

6.2核心課程 

按照 RRC 的規定制定學科的核心課程，包括完成訓練成為一位骨科專科醫師所需的教育背

景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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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臨床訓練課程設計： 

住院醫師訓練計畫應完整具體可行。訓練課程依據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編列核心

課程，依課程內容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規範住院醫師於訓練年限之內，在主治醫師指導下

必須完成各科之訓練內容及指標數量。 

6.4臨床訓練項目： 

6.4.1 具有各不同年級住院醫師之課程表及核心能力之要求，並有住院醫師個人之學習護照，

以記錄其學習狀況。 

6.4.2 門診、急診、住院輪訓時間之配置及執行。病人的直接診療照顧、臨床討論會及病歷寫

作。 

6.4.3 訓練學科要有足夠的病人及各種不同的病況以作充足的住院醫師臨床教學。技術層面及

開刀房之教學安排及執行。且住院醫師有延續及完整性的病人照顧責任，此責任應隨住

院醫師的年資而提升。 

6.4.4 教學計畫均衡發展，包含社區醫學相關訓練、全人醫療、病人安全、醫療品質、醫病溝

通、醫學倫理與法律、感染管制、實證醫學及病歷寫作等。 

6.4.5 學習如何在醫療糾紛事件善後處理情形。 

6.4.6 加強住院醫師對特殊或新興傳染病之認知、特殊或新興傳染病訓練課程之設計與規劃。 

6.4.7 合作訓練醫院應遵守主訓練計畫核定之準則，實質進行住院醫師訓練，並有專人負責。

主訓練醫院之訓練時間應超過 50%以上。 

6.5臨床訓練執行方式： 

6.5.1 住院醫師接受訓練之紀錄：制定學習護照用以記錄病房、門診、急診及會診教學訓練過

程，以及接受骨科手術訓練之手術案例。 

6.5.2 病歷寫作訓練：住院醫師之病歷寫作須確實完整，主治醫師對病歷記載(包含入院病歷、

住院過程病歷紀錄、門診紀錄、手術紀錄及出院病歷摘要)必須予以指正並複簽。 

6.5.3 病房基本訓練(含時數、內容、紀錄)：規定住院醫師適當的病房訓練時數、內容、照顧病

人數目及值班數。並依照不同次專科的訓練計畫來執行訓練。 

6.5.4 門診訓練(含時數、內容、紀錄)：住院醫生跟隨主治醫師看診，學習問診、理學檢查、影

像或檢驗結果判讀及病人回診的複查。也學習簡易的治療處置及門診手術。  

6.5.5 急診或重症加護訓練(含時數、內容、紀錄)：在主治醫師或總醫師的監督指導下，住院醫

師須定期在第一線面對處理急、重症病人。學習診斷、緊急醫療處置及後續治療照顧。 

6.5.6 會診訓練(含時數、內容、紀錄)：在主治醫師監督指導下接受他科照會診療服務，詳細紀

錄會診過程、結果並且追蹤案例。 

6.5.7 醫學模擬訓練：科部內另設有骨科專業技術訓練設施以提供手術模擬訓練。例如關節鏡

或內視鏡手術訓練、顯微手術的訓練、植入人工假體與骨材的器械操作訓練。 

 

7.學術活動 

住院醫師的訓練需要在主持人及教師們建立及維持的濃厚學術環境下進行，在此環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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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住院醫師要勤於參加學術討論才能繼續進步，學習新的知識，更進一步要學習評估研究結

果，養成詢問的習慣，繼續提升臨床上的責任。教師需要參加住院醫師訓練相關之學術活動。 

7.1科內學術活動： 

7.1.1 學術活動內容：晨會、臨床個案討論會、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醫學雜誌討論會或研究

討論會；相關之專題演講及特殊的醫學專業知識課程；定期參加骨科醫學會及各次專科

的學術會議及訓練課程；學術研究及論文發表。 

7.1.2 學術活動課程執行方式：參加科內學術活動，並且促進及鼓勵住院醫師學術詢問討論的

精神。給住院醫師有機會能把他們所學習的知識以各種方式表達，包括：參與住院醫師

及醫學生臨床各項教學、演講、著作等，並養成表達的能力。 

7.1.3 參與學術及研究活動：住院醫師須有特定的時間參與學術及研究活動，包括發展及申請

研究基金，在學會發表研究結果，並在醫學雜誌發表論文。訓練住院醫師了解研究原

理、設計、進行、分析及報告，並讓住院醫師了解及參與基礎研究的機會。教師須協助

住院醫師發展研究計畫，指導分析研究結果。 

7.2跨專科及跨領域之學術研討活動 

7.3專業倫理、病人安全、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控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程 

 

8.專科醫師訓練特定教學資源 

8.1臨床訓練環境： 

須為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且骨科獨立分科，並具從事骨科各項手術能力之醫

院，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門診、手術、住院及急診訓練場所：提供良好及獨立的骨科門診、手術、住院及急診訓練

場所，並兼顧學習便利性、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 

8.2教材及教學設備：除確認硬體設備規格外，且應瞭解該設備是否充分發揮教學輔助之功能。 

8.2.1 空間及設備：提供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師訓練所需的值班室，討論室與相關設備以及主治

醫師專用辦公室。 

8.2.2 研究討論室：有足夠的共同或個別研究討論室，並有研究或教學討論的成果。 

8.2.3 圖書及期刊：5 年內骨科不同種類之書籍至少 60 本(含)，骨科雜誌至少 8 種(含)。 

8.2.4 其他教學資源：設有臨床技術訓練中心或其他類似教學設施。例如 Simulation Room, Skill 

Training Room, OSCE room。 

 

9.評估 

9.1住院醫師評估 

9.1.1 主持人及教師至少每半年評估一次住院醫師的專業知識、技術、溝通能力、團隊精神及

專業的目標。評估的標準及步驟要統一規定及公平。 

9.1.1.1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完成率、論文發表(包含口頭壁報及期刊論文發表)篇數、參與手術之記錄。 

9.1.1.2評估住院醫師骨科基本臨床技能、理學檢查、及影像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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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採用客觀的評估辦法以確保教學品質，例如OSCE、Mini-CEX、DOPS等。 

9.1.2 按時和住院醫師討論他們的評估結果。 

9.1.3 住院醫師的責任及年資升級以評估的結果來作決定。 

9.1.4 所有評估紀錄須要保存檔案以便將來 RRC 視察，並允許住院醫師審視自己的評估結果。 

9.1.5 住院醫師訓練完成時，主持人及教師須有最後書面的評估，並且判定他們的執業能力，

證明他們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而且能獨立的執業。 

9.2教師評估 

9.2.1 對教師的評估，應該採取多元性評量，包含住院醫師對教師的書面回饋、滿意度調查

表、網路票選優良教師、研究表現、服務病人指標、考評績效等。至少每年評量一次。 

9.2.2 計畫主持人與教師討論評估結果並做成紀錄，以充分反應教師的貢獻與教學能力。教師

評估結果應可反應連結到年度考績、年資升級或教職升等。 

9.3訓練計畫評估 

9.3.1 在實質課程方面：可以教學活動滿意度調查表或學習護照來評估。 

9.3.2 住院醫師的教育目標是否達成：可以師生滿意度調查表、病人滿意度調查表以及研究成

果、住院醫師招收成果、骨科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等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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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基準實地訪視評核表 

評核標準 

((22001177..0077..3311 衛衛部部醫醫字字第第 11006611666655660088 號號函函文文公公告告在在案案))  

 

評核說明： 

1. 等級說明：1：沒做到(待改善)；2：差(less than average)；3：可（average）；4：好（better than average）；

5：完全符合(很好)（excellent）。評分 1 或 5 時，須填寫評分說明。 

2. 及格標準說明： 

(1) 必要項目：“必”代表必要項目，訓練計畫必須完全符合此項目要求，不具備即未符合申請資

格。 

(2) 除必要項目外，訪視項目均須評為等級 3 以上，但 4.3、5.1.2.2、5.3、7.1.2、7.1.3、9.2 及 9.3

等七個項目中得至多三個項目評為等級 2。 

(3) 如有任何一項評為等級 1 即未達最低及格標準，不得進入第二階段容額分配(排序)計算。 

(4) 未收訓住院醫師之訓練計畫，評核表中 4.3、6.4&6.5(含 3 小項)、7.1.3、9.2、9.3 項不予評分

(NA)，除此 7 個 NA 項目外，其餘項目均至少評為等級 3，始達最低及格標準，得進入第二

階段容額分配(排序)計算。 

3. 第二階段容額分配(排序)計算，以評分等級為分數者，應依該項佔分比例計算，加總後即為該計

畫之總分。至未收訓住院醫師之訓練計畫，評核表中 4.3、9.2、9.3 均評為等級 2，而 7.1.3、

6.4&6.5(含 3 小項)均評為等級 3，再依骨科對於該 7 個項目之配分計算後，加計非 NA 項目之評

分，即為該計畫之總分。 

 

1.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 

 

2.宗旨與目標 

2.1 訓練宗旨與目標 

對六大核心能力訓練之執行情形。 

說明： 

六大核心能力包含：1.病人照護(Patient care)、2.醫學知識(Medical knowledge)、3.臨床工作中的學

習與改善(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4.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5.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6.制度下的臨床工作(System-based practice)。 

 

骨科訓練宗旨在於訓練住院醫師成為具備全人醫療及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與態度的骨科專科醫

師。目標在完成專科醫師訓練後能夠： 

1.具備專業醫療知識與技能，執行具有責任感、人文關懷、憐憫心與同理心之骨科病人的照顧。 

2.具備良好之人際關係、溝通技巧與團隊合作之技能，建立良好之醫病關係、維持病人與醫療團隊

間的和諧。 

3.依循醫療專業倫理規範，除了服務病人，還須持續學習專業新知與改進醫療技術，以維持醫療品

質與增進病人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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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備在社會與醫療體系下的執業能力，依照相關法規、健保制度及合於經濟效益的處置，執行、

管理與發展骨科的業務。 

 

評分標準： 

由計畫書及執行者之訪談看出此計畫確以「六大核心能力養成」為宗旨與目標，並

且沒有違背此宗旨目標之嚴重事件。 

等級 1：未制定訓練計畫、或是訓練計畫未包含訓練宗旨與目標或是計畫書之訓練宗旨與目標未涵

蓋骨科專科特性之「六大核心能力」。 

等級 2：計畫書有明定骨科專科醫師訓練宗旨與目標 但是訓練宗旨與目標僅涵蓋部分「六大核心

能力」。 

等級 3：計畫書有明定骨科專科醫師訓練宗旨與目標且有完整具體地如何訓練「六大核心能力」之

內容。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且有計畫落實執行骨科專科特性之六大核心能力訓練，主持人與教師能明確了

解六大核心能力訓練的架構與精神，並融入臨床指導中且留有紀錄。 

等級 5：符合等級 4 且住院醫師具備全人醫療及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與態度。 

 

2.2 訓練計畫執行架構 

呈現機構執行架構、溝通機制與成效，包括：核心課程、師資、教學資源、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

考評機制、執行及檢討改進。 

說明： 

1. 科部主管、訓練計畫主持人、臨床導師、主治醫師、教學行政人員以及住院醫師等都清楚訓練

宗旨與目標，不但認同訓練計畫的精神與內容、也了解本身任務及職掌。 

2. 科部內設立醫學教育委員會，依據衛生福利部認可之訓練計畫，妥善協調各教學單位、督導與

討論訓練事宜、使計畫順利執行。 

 

評分標準： 

等級 1：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掌未能清楚呈現，或無檢討紀錄，或無成效指標。 

等級 2：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掌有清楚呈現，但無規則舉行檢討會議，或無建立成效指標及追

蹤。 

等級 3：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掌有清楚呈現、規則舉行檢討會議並留紀錄，有成效指標之追蹤。 

等級 4：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掌有清楚呈現、規則舉行檢討會議並留有紀錄，有建立成效指標

並追蹤改善。 

等級 5：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掌有清楚呈現、規則舉行檢討會議並留有紀錄，有建立成效指標

並追蹤改善，成效良好。 

 

3.專科醫師訓練教學醫院條件(必要項目) 

3.1 取得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資格主訓醫院之資格 

1.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5.3 西醫住院醫師訓練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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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骨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 

3.符合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基準之主訓醫院資格 

3.2 合作訓練醫院之資格 

符合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基準之合作醫院資格 

3.3 必要時有聯合訓練計畫 

符合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基準之聯合訓練規定 

主訓練醫院及合作訓練醫院的同意書有明確記載訓練政策。合作機構不得超過 3 家。主訓練醫院

之受訓時間應達總訓練時間 50%以上；合作訓練醫院應遵守主訓練計畫核定之委任訓練計畫。 

 

4.住院醫師政策 

4.1 接受教導 

有教師督導住院醫師政策、留有督導紀錄。計畫主持人有示範此政策，並與教師溝通。其抱怨及

申訴可得到合宜處理。 

 

評分標準： 

等級 1：沒有設置住院醫師導師。 

等級 2：有設置住院醫師導師 1 位，且有督導紀錄。但從住院醫師的訪談無感受有實質效益。 

等級 3：每層級住院醫師至少有一位導師督導住院醫師的臨床工作與生活，且有督導紀錄。從住院

醫師的訪談可感受有實質效益(書審免)。 

等級 4：符合等級 3，並設有住院醫師總導師(可以主持人兼)掌理住院醫師之間的協調，且有督導

與檢討記錄，從住院醫師的訪談可感受有實質效益。 

等級 5：符合等級 4，從與住院醫師及導師的訪談中可感受有實質效益。 

 

4.2.a 值班時間 

住院醫師之工作及學習比例分配合宜，值班時間符合衛生福利部規定。 

 

評分標準： 

等級 1：住院醫師每週正常值勤時間連同延長值勤時間超過 88 小時。或是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

時間超過 12 小時，或是連同延長值勤時間超過 32 小時。  

等級 2：住院醫師每週正常值勤時間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88 小時。但是住院醫師每日正常

值勤時間超過 12 小時，或是連同延長值勤時間超過 32 小時。 

等級 3：1.住院醫師每週正常值勤時間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88 小時。 

2.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時，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32 小時。 

3.住院醫師生理、精神狀況允許時，且符合下列情況，可以超時值勤繼續照護某特定病人。

但連續值勤時間仍不得超過 36 小時。 

(1)病人病情危急須持續照護； 

(2)當時事件有重要學術價值； 

(3)基於對病人或家屬之職責。 

4.住院醫師兩次值勤時間中間至少應有 10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5.住院醫師每 7 日中至少應有完整 24 小時之休息，作為例假，但因天災、事變、重大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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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或病人病情危急致住院醫師無法完整休息者，不在此限，惟醫療機構應於事後給予

補假休息。 

等級 4. 符合等級 3，且 1.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時，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

過 28 小時。2.住院醫師生理、精神狀況允許時，且符合下列情況，可以超時值勤繼續照護

某特定病人。但連續值勤時間仍不得超過 32 小時。 

(1)病人病情危急須持續照護； 

(2)當時事件有重要學術價值； 

(3)基於對病人或家屬之職責。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 1.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時，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

過 24 小時。2.住院醫師生理、精神狀況允許時，且符合下列情況，可以超時值勤繼續照護

某特定病人。但連續值勤時間仍不得超過 30 小時。 

(1)病人病情危急須持續照護； 

(2)當時事件有重要學術價值； 

(3)基於對病人或家屬之職責。 

(註：依據衛生福利部 101.05.16 發布之「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參考指引」，並隨規範異動得以同

步調整) 

4.2.b 工作環境 

工作環境：包括值班室、置物櫃、網路與參考書資源、照顧病床數(或其他替代指標)、生物安全性

(biosafety)。 

 

評分標準： 

等級 1：只有共用住院醫師辦公室、未有科部固定值班室、未有院或科圖書資訊可查閱。 

等級 2：有科部固定值班室 但照顧病床數超過上限 15 床。 

等級 3：有科部固定值班室、有院或科圖書資訊可查閱、住院醫師個人月住院人日平均照顧病床不

超過 15 床(含)。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且至少於職前訓練時做一次 biosafety 訓練。 

等級 5：有專用住院醫師辦公室、每人有固定桌椅及置物櫃、有科部固定值班室、有院或科圖書資

訊可查閱、住院醫師個人月住院人日平均照顧病床每日不超過 15 床(含) 至少於職前訓練

時做一次 biosafety 訓練。 

 

4.3 責任分層及漸進(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住院醫師責任與能力分層漸進，需呈現在照護病人中(如：確實交班、堅守工作崗位等)。訓練單位

有責任讓訓練完成的住院醫師在督導下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且具有對資淺住院醫師及醫學生的

教學能力。 

 

評分標準： 

等級 1 住院醫師並沒有每天診查住院患者並記錄病歷、對實習醫學生所記錄的病歷沒有修正，住

院醫師或總住院醫師也沒有對實習醫學生做專業課程的教學與記錄。主治醫師沒有完整簽

章。 

等級 2：住院醫師每天都有診查住院患者並記錄病歷、但對實習醫學生所記錄的病歷沒有修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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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醫師或總住院醫師也沒有對實習醫學生做專業教學的課程與記錄。主治醫師有完整簽章

但未做修正或評論。 

等級 3：住院醫師每天都有診查住院患者並記錄病歷、同時對實習醫學生所記錄的病歷有修正，住

院醫師或總住院醫師應有對實習醫學生專業教學的課程與記錄，主治醫師有完整簽章並修

正病歷記錄及教學紀錄。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且有明訂口頭或電子交班系統及記錄可查由住院醫師訪談及實際演練中可以證

實其交班系統執行確實。 

等級 5：符合等級 4 並對交班系統設有稽核及回饋制度。 

 

教師資格及責任 

5.1 主持人 

若有關於住院醫師訓練的改變(包括主持人人選更換、重大指導醫師變更、主訓練醫院以及合作訓

練醫院的合約變動)，有向 RRC 書面報告。 

5.1.1 資格 

(書面呈現專科醫師資格)、對臨床教育以及行政有足夠經驗、具領導才能。 

 

評分標準： 

等級 1：主持人骨科專科醫師資格不足 5 年。 

等級 2：主持人骨科專科醫師資格不足 5 年，但具教育部部定講師以上資格。 

等級 3：主持人具骨科專科醫師年資 5 年(含)以上資歷且具教育部部定講師以上資格。 

等級 4：主持人具骨科專科醫師年資 5 年(含)以上且具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或是骨科專

科醫師年資 10 年(含)以上，具有教學與行政經驗。 

等級 5：主持人骨科專科醫師年資 5 年(含)以上且具教育部部定副教授以上資格。或是骨科專科醫

師年資 15 年(含)以上，具有教學與行政經驗，督導住院醫師教學成效良好 

 

5.1.2 責任 

(一)主持人臨床教育及行政經驗足夠，主導及擬訂專科對住院醫師的教育目標並督導執行。規劃住

院醫師能力逐年進展。住院醫師遴選作業合宜。督導教師及學科其他的工作人員。對病人照顧分

層負責；制定對住院醫師知識、技能及態度等表現之評估制度。並定期評估訓練計畫成果。學員

有義務記錄自己的學習內容與過程，主持人則須監督整個學程中病例數與疾病種類之適當性。 

 

評分標準： 

等級 1：有規劃並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記錄(case log)，考核評估表，但沒有確實執行。 

等級 2：有規劃並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記錄 (case log)，考核評估表，並訂出考核評

估時程，但沒有確實執行。 

等級 3：有規劃並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記錄(case log)，考核評估表，並訂出考核評估

時程，有確實執行並有記錄。  

等級 4：有規劃並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記錄(case log)，考核評估表，並訂出考核評估

時程，有確實執行並有記錄，同時有監控住院醫師學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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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5：有規劃並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記錄(case log)，考核評估表，並訂出考核評估

時程，有確實執行並有記錄，同時有監控住院醫師學程進度並據以輔導。 

 

(二)注意住院醫師因情緒及精神上的壓力，或藥物、酒精成癮對工作執行及學習程序上的負面影

響。主持人應提供輔導，並協助其面對問題。 

 

評分標準： 

需涵蓋理念、作為、及制度三方面。主持人能說出「情緒及精神上的壓力，或藥物、酒精成癮」

的早期警訊，能說出尋求協助的正確方式，院方有提供輔導之專業人員或單位/體系。對於出現問

題的學員呈現發現與輔導紀錄。 

等級 1：主持人沒有在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上簽章。 

等級 2：主持人只有在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上簽章。 

等級 3：院方有提供輔導之專業人員或單位/體系。主持人只有在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

導記錄上批示並簽章。 

等級 4：院方有提供輔導之專業人員或單位/體系。主持人有在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

記錄上批示並簽章，且每年有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 

等級 5：院方有提供輔導之專業人員或單位/體系。主持人有在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

記錄上批示並簽章，且每 6 個月有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 

5.2 教師 

5.2.1 資格 

(書面呈現具備專科醫師資格)專任專科醫師，具備適當年資、督導(supervision)及臨床教學的能力。

需呈現專職教師人數。 

 

說明: 

專科醫師訓練學科需要有適量數目的教師，骨科專任主治醫師五人以上（含主任），每滿五名教

學師資得申請訓練一名住院醫師。 

教學師資至少 5 名(含)以上，均為專任專職。骨科主任取得骨科專科醫師資格滿 5 年(含)以上骨科

主治醫師師資取得骨科專科醫師資格滿 3 年(含)以上。醫院一年內教學師資空缺不得超過三個月。 

 

評分標準： 

等級 1：骨科專科資格滿 3 年(含)以上之教學師資少於 5 位。 

等級 2：骨科專科資格滿 3 年(含)以上之教學師資 5-9 位(含)以上 

等級 3： 骨科專科資格滿 3 年(含)以上之教學師資 10-14 位(含)以上，5 年(含)以上專科醫師或部

定講師(含)以上 2 人(含)以上。 

等級 4：骨科專科資格滿 3 年(含)以上之教學師資 15-19 位(含)以上，10 年(含)以上專科醫師或部

定助理教授(含)以上為 5 人(含)以上。 

等級 5：骨科專科資格滿 3 年(含)以上之教學師資 20 位(含)以上，15 年(含)以上專科醫師或部定副

教授(含)以上為 7 人(含)以上。 

 

5.2.2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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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師必須，對訓練住院醫師付出足夠的時間，以達到訓練目標。教師須具有合乎醫療倫理的

觀念與作為，以為住院醫師之表率。要參與教學目標制定、執行(含參加會議)、評量、及成效檢討。 

 

評分標準： 

監督指導之頻率/時間：查房每日、查核學員病歷每週、門診 每月一次教學門診、其他指導 住診

教學、導生座談、訪談集資料查詢中看教師參與各樣教育相關會議出席率，能以學員照顧的案例

指導醫療倫理；且沒有不合倫理之事件發生。 

等級 1：教師未確實執行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及考核評估，未有記錄及簽章。 

等級 2：教師未確實執行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及考核評估，僅有記錄及簽章。 

等級 3：教師確實執行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及考核評估，有記錄及簽章。 

等級 4：教師確實執行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及依時程進行考核評估且有記錄，並有評論及簽章。 

等級 5：教師確實執行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及依時程進行考核評估且有記錄，並有評論及簽章。

有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 

 

5.2.3 合作醫院教師 

主訓與合作醫院指導醫師都必須對訓練住院醫師付出足夠的時間，並具備臨床教學的能力，足以

達到訓練住院醫師的目標。對病人具有合乎醫療倫理的觀念與作為，以為住院醫師之表率。要參

與科內定期的教學檢討會，檢討教學目標、執行成效及教學效果。 

 

5.3 其他人員 

有專人管理專科資料及有關住院醫師的事務。 

 

評分標準： 

等級 1：沒有專人管理住院醫師的檔案資料 

等級 2：有專人管理住院醫師的檔案資料，未分類歸檔以備查。 

等級 3：有專人管理住院醫師的檔案資料，有分類歸檔以備查。 

等級 4：有專人管理住院醫師的檔案資料，依層級及分類(學習訓練課程、考評記錄、回饋) 歸檔以

備查。 

等級 5：有專人管理住院醫師的檔案資料，每位住院醫師皆有各自的檔案資料歸檔以備查。 

       

6.訓練項目、課程及執行方式 

6.1 訓練項目 

(書面教育項目應符合教育目標)  

說明： 

訓練課程依據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編列核心課程，依課程內容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規

範住院醫師於訓練年限之內，在主治醫師指導下必須完成各科之訓練內容及指標數量。 

 

評分標準：  

書審及訪談教師，看出訓練計畫之訓練項目至少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能界定專科醫師應有的

執業能力，以及對照所需的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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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1：訓練計畫之教育項目內容不符學習目標，或未能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 

等級 2：訓練計畫之教育項目內容符合學習目標，並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但結構鬆散未達到專

科醫師執業能力所需的完整內容。 

等級 3：訓練計畫之教育項目內容符合學習目標，並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結構完整可達到專科

醫師執業能力所需的訓練內容。 

等級 4：符合等級 3，同時訪談教師清楚訓練計畫之教育項目並能界定專科醫師應有的執業能力，

但不清楚或未能對照所需的訓練內容。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訪談教師清楚訓練計畫之教育項目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且能界定專科

醫師應有的執業能力，以及對照所需的訓練內容 

 

6.2 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按照 RRC 認定委員會的規定制定，包含成為一位骨科專科醫師所需的訓練，並落實執行。 

 

評分標準： 

等級 1：核心課程內容未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及達到專科醫師執業能力所需的訓練   

等級 2：核心課程符合學習目標，至少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及達到專科醫師執業能力所需的訓練

內容 

等級 3：符合等級 2，並落實執行。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並有依據骨科專科醫學會所訂訓練課程基準，擬訂不同訓練年資之住院醫師專

業訓練要求，且對住院醫師訓練應有測驗評估機制，了解訓練成果是否符合該科醫師之專

業要求(包含該科之專業技能、核心能力達成度、態度與行為)。 

等級 5：符合等級 4 並留有紀錄且持續改善 

 

6.3 臨床訓練課程設計 

(書面訓練課程計畫)課程設計確實反映學習目標、明確可行、以適當之各樣教學方法呈現落實執

行、並具檢討改善機制。 

 

評分標準： 

住院醫師訓練計畫應完整具體可行。訓練課程依據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編列核心課程，

依課程內容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規範住院醫師於訓練年限之內，在主治醫師指導下必須完成

各科之訓練內容及指標數量。 

等級 1：訓練計畫缺乏明確性或可行性。 

等級 2：訓練計畫未確實反映學習目標、執行有難度、無法以適當之各樣教學方法呈現落實執行 且

缺乏檢討改善機制。 

等級 3：課程設計確實反映學習目標、明確可行、以適當之各樣教學方法呈現落實執行但不具檢討

改善機制。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並具檢討改善機制。 

等級 5：符合等級 3 並具有改善事實或成效者。 

 

6.4 & 6.5 臨床訓練項目與執行方式(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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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需直接診療照顧、有延續及完整性的病人照顧責任、且此責任應隨住院醫師的年資而提昇。有

案例討論會及病歷寫作的檢查。要有足夠的病人及病症。(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評分標準：訪談住院醫師、查核病歷及評核結果 

等級 1：住院醫師無延續及完整性的病人直接照顧訓練。 

等級 2：住院醫師有延續及完整性的病人直接照顧訓練。 

等級 3：符合等級 2，且訂定有效評核之設計，但未落實。 

等級 4：符合等級 2，且訂定有效評核之設計，並落實執行，其結果呈現住院醫師之能力有隨年資

而提昇，且教師能進行有效之評核。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並有紀錄證實者。 

 

 

6.5.1 需有受訓紀錄，骨科住院醫師之學習護照紀錄內容含時數或次數、內容。主訓練醫院之受訓

時間應達總訓練時間 50%以上；合作訓練醫院應遵守主訓練計畫核定之準則，實質進行訓練並有

專人負責。(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評分標準：骨科住院醫師之學習護照評核 

等級 1：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內容的住院醫師學習手冊，有執行並有

記錄但指導者簽章不完整。 

等級 2：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內容的住院醫師學習手冊，有執行並有

記錄且指導者簽章完整。 

等級 3：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內容的住院醫師學習手冊，並確實執行

且完成基本要求、有記錄且指導者簽章完整。 

等級 4：符合等級 3，且紀錄內容詳實。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紀錄內容品質優良。 

 

6.5.2 教學品質： (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包涵六大項目 

□病歷寫作訓練：住院醫師之病歷寫作須確實完整，主治醫師對病歷記載(包含入院病歷、住院過

程病歷紀錄、門診紀錄、手術紀錄及出院病歷摘要)必須予以指正並複簽。 

□病房照護訓練(含時數、內容、紀錄)：規定住院醫師適當的病房訓練時數、內容、照顧病人數目

及值班數。並依照不同次專科的訓練計畫來執行訓練。 

□門診訓練(含時數、內容、紀錄)：住院醫生跟隨主治醫師看診，學習問診、理學檢查、影像或檢

驗結果判讀及病人回診的複查。也學習簡易的治療處置及門診手術。  

□急診或重症加護訓練(含時數、內容、紀錄)：在主治醫師或總醫師的監督指導下，住院醫師須定

期在第一線面對處理急、重症病人。學習診斷、緊急醫療處置及後續治療照顧。 

□會診訓練(含時數、內容、紀錄)：在主治醫師監督指導下接受他科照會診療服務，詳細紀錄會診

過程、結果並且追蹤案例。 

□醫學模擬訓練：科部內另設有骨科專業技術訓練設施以提供手術模擬訓練。例如關節鏡或內視

鏡手術訓練、顯微手術的訓練、植入人工假體與骨材的器械操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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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六大項目中 

等級 1：呈現訓練活動之教學品質少於三項者。 

等級 2：呈現訓練活動之教學品質至少三項以上者。 

等級 3：呈現訓練活動之教學品質，至少四項以上者。 

等級 4：呈現訓練活動之教學品質，至少五項以上者。 

等級 5：呈現完整訓練活動之教學品質，涵蓋實作的示範/修改/回饋/考核/檢討教學成效。 

 

7.學術活動 

7.1 科內學術活動 

7.1.1 學術教育活動包括：晨會、臨床個案討論會、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迴診、醫學 

雜誌討論會或研究討論會；專題演講及核心課程教學。 

 

評分標準： 

等級 1：由會議紀錄、訪談無法看出教師與住院醫師有定期參與教育學術活動 

等級 2：由會議紀錄、訪談看出教師與住院醫師參與教育學術活動，有會議記錄，然而其規則進行

的頻率未達到基本之門檻如下：晨會(2/週)、臨床個案論會(1/週)、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1/

月)、迴診(1/週)、醫學雜誌討論會(1/週)或研究討論會(1/月)；專題演講(1/季)及核心課程教

學(1/月)。 

等級 3：由會議紀錄、訪談看出教師與住院醫師參與教育學術活動，有會議記錄，其規則進行的頻

率達到基本之門檻。 

等級 4：符合等級 3，且教學成效良好。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內容品質優良。 

 

7.1.2 提供足夠之科內學術活動。培育住院醫師除了有專業知識技術外，並有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及表達的能力。 

評分標準： 

等級 1：每週少於三次科內學術活動會議。 

等級 2：每週三次科內學術活動會議。 

等級 3：每週至少四次學術活動會議。 

等級 4：符合等級 3，住院醫師定期於上述研討會發表報告且主治醫師針對報告內容與住院醫師討

論，並留有議程紀錄。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執行成果良好。 

 

7.1.3 住院醫師需有特定的時間參與學術研究活動，教師須協助住院醫師發展研究計畫，指導分析

研究結果。有獎勵參加學術活動之機制，如：參加醫學會、學術研究(包括發展及申請研究計畫，

在學會發表研究結果，並在醫學雜誌發表論文)。提供住院醫師參與基礎研究的機會，並教育住院

醫師完整的研究過程(從原理、設計、進行、分析到報告)。(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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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1：住院醫師參與國內外醫學會同時發表口頭論文或壁報 院/科沒有獎勵機制。 

等級 2：住院醫師參與國內外醫學會同時發表口頭論文或壁報 院/科有獎勵機制。 

等級 3：住院醫師參與國內外醫學會同時以第一作者發表口頭論文或壁報院/科有獎勵機制。 

等級 4：符合等級 3，並有具體成果。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成效卓著。 

 

 

 

7.2 跨專科及跨領域之教育 

除了講堂/討論室/模擬訓練場所(IEP)中的教育活動外，須有工作中的實作訓練(IPP) 

 

評分標準： 

等級 1：沒有與其他相關科別進行跨科聯合討論會。 

等級 2：不定期與其他相關科別進行跨科聯合討論會。 

等級 3：定期(每年至少 2 次)與其他相關科別進行跨科聯合討論會，且有紀錄可查。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且其頻率大於一年 5 次以上。 

等級 5：符合等級 3 且其頻率大於一年 10 次以上。 

 

7.3 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控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程 

除了講堂/討論室/模擬訓練場所中的教育活動外，須有工作中的實作訓練 

 

評分標準： 

等級1：住院醫師皆有符合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管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

課程之基本規範學分時數證明之比例低於門檻之60%。 

等級2：住院醫師有符合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管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

程之基本規範學分時數證明之比例60%(含)以上。 

等級3：住院醫師有符合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管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

程之基本規範學分時數證明之比例80%(含)以上。 

等級4：住院醫師有符合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管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

程之基本規範學分時數證明之比例達100%。 

等級5：倫理/醫療人文及專業素養教育除了在講堂/討論室/模擬訓練場所中進行外，須在工作中教

導學員解決醫療倫理難題、有倫理專家照會機制、第二年住院醫師以下有倫理案例反思報

告。查核倫理教學進行頻率、學員參與率、倫理討論會議記錄/報告。 

 

8.專科醫師訓練特定教學資源 

8.1 臨床訓練環境 

適宜之門診、急診、病房區、討論室、座位、值班室等六項之教育空間與設施。 

 提供良好及獨立的骨科門診訓練場所，設施及設備、骨科門診人次年平均每月至少 1500 人次

(含)以上。 

 手術訓練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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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良好的手術訓練場所，並兼顧學習便利性、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 

   1. 去除局部麻醉及免麻醉之病例外每年至少 600 例(含)以上。 

   2. 一般標準手術室。 

   3. X 光透視設備及骨折床 

   4. 特殊骨科手術設備 

 住診訓練場所： 

   病房環境及設備兼顧病人收治與住院醫師教學需要。須為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區域醫院（含）

以上，且骨科獨立分科，並具從事骨科各項手術能力之醫院。骨科病床至少四十床（含）以上。 

 急診訓練場所： 

   提供良好的急診訓練場所、CPR 訓練、急診手術之經驗、及急診之處理記錄。有專責骨科主治

醫師指導，並有紀錄備查。急診有就近之教學區，ER 應有設施如石膏室；一般病房; ICU 病房 

 鄰近工作區專用值班室，晨會有專用討論室，有全院會議室足供其他會議/教學之用 

評分標準： 

等級 1：上列 5 項有 1 項符合。 

等級 2：上列 5 項有 2 項符合。 

等級 3：上列 5 項有 3 項符合。 

等級 4：上列 5 項有 4 項符合。 

等級 5：上列所有項目均符合。 

8.2 教材及教學設備 

教材室、圖書館、臨床技能訓練室、研究室之空間、設施與網路資訊配備。 

 院或科教材室可幫師生製作海報/影音教材 

 每年院或科內均有編列圖書 (含雜誌與電子資源)採購預算。 

 院或科有網路資訊設備; 可查詢醫學資料(含 e-learning) 

 院或科有臨床技術訓練設施，有擬真訓練機會(不一定自備高擬真設施) 

 院或科研究室設施有利於研究進行、研究人員有座位 

 

評分標準： 

等級 1：上列 5 項有 1 項符合。 

等級 2：上列 5 項有 2 項符合。 

等級 3：上列 5 項有 3 項符合。 

等級 4：上列 5 項有 4 項符合。 

等級 5：上列所有項目均符合。 

 

9.評估 

9.1 住院醫師評估 

 有多元評量方式，並落實執行。 

 主持人及教師至少每半年評估一次住院醫師的六大核心能力（病人照顧、醫學知識、臨床工作

中的學習與改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專業素養以及制度下的臨床工作）。評估及步驟要標

準化及公平。 

 定時和住院醫師討論他們的評估結果，並允許他們查閱自己的評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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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住院醫師的評估的結果判定其責任及年資晉升。 

 所有評估紀錄須要書面保存檔案，以便將來認定委員會視察 

 住院醫師訓練完成時，主持人及教師須有書面的評估總結，並且判定他們的獨立執業能力，並

證明之。 

 

評分標準： 

多元評量方式指兩種以上的評量工具，從資料審查及師生訪談中可以看出評量的落實執行。學員的

評量結果必須公正、可靠、完訓證書足資證明具專科醫師之獨立職業能力，並使學員與公眾信服。 

等級 1：有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未確實執行；每年有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評估記錄及簽章但不完

整。 

等級 2：有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並確實執行；每年有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評估記錄及簽章。 

等級 3：有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並確實執行；每半年有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評估記錄及簽章。 

等級 4：有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並確實執行；每半年有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評估記錄及雙項回饋

記錄及簽章。 

等級 5：有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並確實執行；每半年有 2 次以上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評估記錄及

雙項回饋記錄及簽章。導師或主持人每年有評估總結並決定住院醫師的年資晉升事宜及改

善或輔導計畫。 

    

9.2 教師評估(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有多元評量，包括：住院醫師對教師之書面評估，教師受訓、投入教育的時間等，由訓練計畫主

持人作統整後和教師討論，並作紀錄。 

 

評分標準： 

1. 有多元評量，反映教師的多元角色、並落實執行，包括：住院醫師對教師之書面評估，教師受

訓、投入教育的時間及努力等 

2. 定期由訓練計畫主持人作統整後和教師討論、更求進步。 

3. 作紀錄保存檔案，以便將來認定委員會視察。教師之評估結果應呈現在獎勵或年度考核、教職

晉升中。 

4. 教師的評量應該有效地反映教師的各樣角色及教學的貢獻，評量結果應反映在獎勵或年度考

核、教職晉升等。 

等級 1：無多元評量 

等級 2：四項要求達到一項 

等級 3：四項要求達到二項 

等級 4：四項要求達到三項 

等級 5：四項要求完全達到 

 

9.3 訓練計畫評估(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對訓練計畫定期有系統的評估，尤其是課程施行成效及住院醫師的教育目標是否達成。 

 完成訓練的住院醫師過去 5 年專科醫師考試通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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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需呈現評估計畫的系統性機制，能說明目前的施行成效，以及解決目前問題的策略(特別是對前次

評鑑的要求改善問題)，呈現持續性改善是此評鑑的重點。 

在實質課程方面：可以教學活動滿意度調查表或學習護照來評估。 

住院醫師的教育目標是否達成：可以師生滿意度調查表、病人滿意度調查表以及研究成果、住院醫

師招收成果、骨科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等來評估。 

等級 1：對訓練計畫沒有定期檢討會議及系統性的評估(包括師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學活動滿意度

調查表或學習護照等)。 

等級 2：對訓練計畫有定期檢討會議及系統性的評估(包括師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學活動滿意度調

查表或學習護照等)，過去五年平均骨科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50 %。 

等級 3：對訓練計畫有定期檢討會議及系統性的評估(包括師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學活動滿意度調

查表或學習護照等)，過去五年平均骨科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 50-74%。 

等級 4：對訓練計畫有定期檢討會議及系統性的評估(包括師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學活動滿意度調

查表或學習護照等)，過去五年平均骨科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 75-99%。 

等級 5：對訓練計畫有定期檢討會議及系統性的評估(包括師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學活動滿意度調

查表或學習護照等)，過去五年平均骨科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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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課課程程基基準準  
本本課課程程訓訓練練完完成成所所需需時時間間為為 44..55 年年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 110011 年年 44 月月 2244 日日經經衛衛署署醫醫字字第第 11001100226644226677AA 號號公公文文公公告告在在案案，，中中華華民民國國 110011 年年 77 月月 11 日日生生效效))  

訓訓練練年年  訓訓練練項項目目（（課課程程））  訓訓練練時時間間  
評評核核標標準準  

（（方方法法））  
備備註註  

前前 66 個個月月  11..在在臨臨床床教教師師指指導導及及監監督督下下，，熟熟悉悉

基基本本病病患患照照護護技技巧巧，，包包含含侵侵入入性性

治治療療及及非非侵侵入入性性治治療療等等技技術術。。  

22..影影像像醫醫學學，，輻輻射射安安全全防防護護等等。。  

33..學學習習臨臨床床溝溝通通技技巧巧，，建建立立良良好好醫醫

病病關關係係及及同同儕儕之之人人際際關關係係，，熟熟悉悉

基基本本理理學學檢檢查查及及問問診診技技巧巧，，加加強強

病病歷歷寫寫作作及及疾疾病病分分類類、、鑑鑑別別診診斷斷

等等。。  

44..熟熟悉悉常常見見及及管管制制藥藥物物使使用用的的規規

範範、、適適應應症症、、副副作作用用、、交交互互作作用用

及及藥藥物物代代謝謝等等，，尤尤其其是是肝肝腎腎功功能能

不不全全、、手手術術前前及及手手術術後後病病患患之之用用

藥藥原原則則。。  

55..定定期期參參與與 CCPPCC 及及 SSPPCC 等等討討論論會會，，

訓訓練練組組織織能能力力及及口口頭頭報報告告的的經經

驗驗。。以以全全人人醫醫療療為為出出發發，，以以系系統統

宏宏觀觀為為治治療療方方向向。。  

66..接接受受高高級級心心肺肺復復甦甦訓訓練練，，並並經經考考

試試合合格格取取得得證證書書。。  

66 個個月月  11..提提出出參參與與討討

論論會會之之證證明明及及

時時數數或或會會議議記記

錄錄。。  

22..病病歷歷寫寫作作報報

告告每每月月至至少少四四

篇篇，，由由臨臨床床教教

師師修修改改。。  

33..高高級級心心肺肺復復

甦甦合合格格證證明明

書書。。  

  

建建立立臨臨床床教教

師師或或導導師師制制

度度 。。  

第第 77 個個月月  

  

至至  

  

第第 5544 個個月月  

  一一、、臨臨床床部部分分  

（（一一））一一般般骨骨科科（（含含骨骨病病、、腫腫瘤瘤、、

感感染染））  

11..熟熟習習骨骨病病，，如如骨骨質質疏疏鬆鬆症症、、佝佝

僂僂症症、、類類風風性性關關節節炎炎的的檢檢查查、、

保保健健及及治治療療。。  

22..骨骨骼骼肌肌肉肉良良性性及及惡惡性性腫腫瘤瘤之之臨臨

床床診診斷斷方方式式、、鑑鑑別別診診斷斷、、影影像像

學學檢檢查查判判讀讀、、切切片片原原則則、、治治療療

方方式式及及腫腫瘤瘤追追蹤蹤項項目目及及時時程程。。

在在專專科科醫醫師師指指導導下下，，施施行行腫腫瘤瘤

切切片片及及腫腫瘤瘤切切除除、、重重建建手手術術。。  

33..了了解解感感染染的的致致病病機機轉轉，，對對骨骨髓髓

炎炎、、敗敗血血性性關關節節炎炎、、細細菌菌性性關關

節節炎炎、、蜂蜂窩窩性性組組織織炎炎及及壞壞死死性性

筋筋膜膜炎炎的的處處置置。。  

（（二二））外外傷傷學學  

11..大大量量傷傷患患處處理理原原則則。。  

22..多多重重外外傷傷病病患患的的照照護護，，包包含含術術

前前評評估估診診斷斷，，術術後後照照顧顧等等，，尤尤

其其重重視視合合併併他他科科疾疾病病，，如如氣氣

11..  一一般般骨骨科科 ((含含

骨骨病病及及腫腫瘤瘤、、

感感染染等等))：：99 個個

月月  

22..  外外傷傷學學：：99 個個

月月  

33..  關關節節重重建建：： 66

個個月月  

44..  小小兒兒骨骨科科：： 66

個個月月  

55..  手手足足骨骨科科：： 66

個個月月  

66..  脊脊椎椎外外科科：： 66

個個月月  

77..  運運動動醫醫學學：： 66

個個月月  

  

學學習習護護照照    

110088 年年實實施施 PPGGYY  22 年年，，本本會會原原定定 44..55 年年的的骨骨專專訓訓練練不不更更改改，，目目前前 44..55 年年均均為為骨骨專專訓訓練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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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訓練練年年  訓訓練練項項目目（（課課程程））  訓訓練練時時間間  
評評核核標標準準  

（（方方法法））  
備備註註  

胸胸、、血血胸胸、、腹腹部部外外傷傷或或頭頭顱顱腦腦

部部受受損損病病人人之之全全人人照照護護。。  

33..開開放放性性骨骨折折處處置置原原則則及及方方式式。。  

44..一一般般骨骨折折的的診診斷斷、、治治療療、、術術後後

追追蹤蹤、、復復健健功功能能評評估估。。  

55..截截肢肢手手術術適適應應症症及及義義肢肢輔輔具具支支

架架的的使使用用。。  

（（三三））關關節節重重建建  

11..膝膝、、髖髖、、肘肘、、踝踝……等等關關節節的的重重

建建，，包包含含全全膝膝、、半半膝膝、、全全髖髖、、

半半髖髖關關節節置置換換手手術術及及關關節節保保

健健，，術術後後復復健健及及功功能能評評估估。。  

22..退退化化性性關關節節炎炎、、股股骨骨頭頭缺缺血血性性

壞壞死死、、類類風風濕濕關關節節炎炎等等關關節節疾疾

患患的的診診斷斷及及治治療療。。  

（（四四））小小兒兒骨骨科科  

11..熟熟悉悉兒兒童童常常見見骨骨科科疾疾患患，，如如髖髖

關關節節發發育育不不全全（（DDDDHH））、、股股骨骨頭頭

生生長長板板滑滑脫脫（（SSCCFFEE））、、原原發發性性股股

骨骨頭頭壞壞死死（（LLCCPPDD））、、長長短短腳腳、、下下

肢肢畸畸型型、、內內八八足足、、外外八八足足、、斜斜

頸頸等等處處置置。。  

22..小小兒兒骨骨折折及及生生長長板板受受損損之之治治療療

診診斷斷。。  

33..兒兒童童行行走走步步態態分分析析。。  

44..小小兒兒腫腫瘤瘤。。  

55..小小兒兒骨骨髓髓炎炎及及敗敗血血性性關關節節炎炎。。  

（（五五））手手足足骨骨科科  

11..手手部部常常見見畸畸型型，，如如多多指指、、併併指指、、

手手指指畸畸型型。。  

22..手手部部外外傷傷處處置置，，如如斷斷指指接接合合、、

局局部部肌肌皮皮皮皮瓣瓣移移植植（（此此部部分分可可

至至整整形形外外科科選選修修））、、一一般般手手指指、、

手手掌掌骨骨折折內內固固定定、、外外固固定定手手術術

及及石石膏膏固固定定方方式式及及原原則則。。  

33..手手部部常常見見腫腫瘤瘤，，如如腱腱鞘鞘囊囊腫腫、、

巨巨大大細細胞胞瘤瘤、、神神經經瘤瘤等等診診斷斷治治

療療。。  

44..門門診診常常見見手手部部疾疾患患，，如如板板機機指指

（（TTrriiggggeerr  ffiinnggeerr））、、媽媽媽媽手手

（（DDee  QQuueerrvveeiinn’’ss  ddiisseeaassee））、、

網網球球肘肘、、高高爾爾夫夫球球肘肘、、腕腕隧隧道道

症症 候候 群群 （（ CCaarrppaall  ttuunnnneell  

ssyynnddrroommee ））、、 肘肘 隧隧道道症症 候候 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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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訓練練年年  訓訓練練項項目目（（課課程程））  訓訓練練時時間間  
評評核核標標準準  

（（方方法法））  
備備註註  

（（CCuubbiittaall  ttuunnnneell  ssyynnddrroommee））

等等疾疾病病，，在在專專科科醫醫師師指指導導下下施施

行行局局部部麻麻醉醉、、類類固固醇醇注注射射或或手手

術術。。  

55..手手部部術術後後復復健健及及功功能能評評估估。。  

66..足足部部常常見見疾疾患患，，如如大大拇拇趾趾外外

翻翻、、扁扁平平足足、、空空凹凹足足、、足足內內翻翻、、

足足外外翻翻、、痛痛風風、、痛痛風風石石沉沉積積等等

治治療療矯矯正正。。  

77..足足部部骨骨折折之之診診斷斷及及治治療療。。  

88..足足部部腫腫瘤瘤。。  

（（六六））脊脊椎椎外外科科  

11..青青少少年年先先天天性性脊脊柱柱側側彎彎及及退退化化

性性脊脊柱柱側側彎彎。。  

22..脊脊椎椎狹狹窄窄、、脊脊椎椎滑滑脫脫、、椎椎弓弓解解

離離之之診診斷斷影影像像學學判判讀讀及及治治療療。。  

33..脊脊椎椎外外傷傷及及脊脊髓髓損損傷傷之之急急診診處處

置置及及手手術術治治療療。。  

44..脊脊椎椎原原發發性性腫腫瘤瘤及及轉轉移移性性腫腫瘤瘤  

。。  

55..脊脊椎椎細細菌菌性性感感染染及及結結核核菌菌感感

染染。。  

（（七七））運運動動醫醫學學  

11..常常見見運運動動傷傷害害，，如如膝膝、、踝踝、、肘肘

關關節節扭扭傷傷，，韌韌帶帶受受損損、、半半月月板板

軟軟骨骨、、關關節節骨骨軟軟骨骨關關節節受受損損

（（OOCCDD））之之處處置置。。  

22..關關節節脫脫臼臼復復位位、、固固定定、、復復健健。。  

33..肩肩關關節節習習慣慣性性脫脫臼臼合合併併肩肩盂盂受受

損損（（BBaannkkaarrtt  lleessiioonn））修修補補重重

建建。。  

44..在在專專科科醫醫師師指指導導下下施施行行關關節節鏡鏡

檢檢查查及及治治療療。。  

55..前前十十字字、、後後十十字字韌韌帶帶斷斷裂裂診診斷斷

重重建建及及復復健健。。  

66..肩肩部部常常見見疾疾患患，，如如冰冰凍凍肩肩、、肱肱

二二頭頭肌肌腱腱炎炎、、鈣鈣化化性性肌肌腱腱炎炎、、

旋旋轉轉肌肌腱腱斷斷裂裂、、滑滑囊囊炎炎。。  

二二、、學學術術活活動動  

（（一一））參參加加晨晨會會，，報報告告參參與與之之急急診診

手手術術病病例例、、文文獻獻選選讀讀、、病病例例

討討論論、、在在主主治治醫醫師師指指導導下下撰撰

寫寫論論文文。。  

（（二二））參參加加部部((科科))務務會會議議，，討討論論併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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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訓練練年年  訓訓練練項項目目（（課課程程））  訓訓練練時時間間  
評評核核標標準準  

（（方方法法））  
備備註註  

發發症症、、死死亡亡病病例例。。  

（（三三））定定期期參參加加各各分分區區月月會會，，及及骨骨

科科年年會會，，並並發發表表口口頭頭及及海海報報

論論文文。。  

（（四四））鼓鼓勵勵組組織織讀讀書書會會，，分分享享讀讀書書  

            心心得得，，將將特特殊殊病病例例及及罕罕見見病病  

            例例提提出出報報告告，，共共同同討討論論。。  
（（五五））鼓鼓勵勵住住院院醫醫師師參參加加相相關關領領域域

之之各各項項研研討討會會，，並並發發表表論論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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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科專科醫師訓練 

 

         醫院訓練計畫 

 

認定作業自評表 

 
 

填寫說明 

A. 請以 12號字體、單行、每一條文不得超過 1頁 

B. 附件之總頁數不得超過 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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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訓練計畫基本資料 

一、計畫組成 

□單一訓練醫院 

□聯合訓練計畫： 

1.非同體系 

(限制 3家) 

合作訓練醫院一：                         醫院 

合作訓練醫院二：                         醫院 

合作訓練醫院三：                         醫院 

  
2.同體系 

(未限制家數，惟應

逐一列出，並亦須

明列送訓情形) 

合作訓練醫院一：                         醫院 

合作訓練醫院二：                         醫院 

合作訓練醫院三：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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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訓練醫院基本資料 

(一)單一/主訓醫院 

1.基本資料 

醫 療 機 構 名 稱  

機 構 地 址 （    ） 

計 畫 主 持 人  單 位 / 職 稱  

E-mail  

聯 絡 人  單 位 /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E-mail  

 

2.訓練計畫申請科別之住院醫師數：  

     醫師別 

人數 

年度 

現有住院醫師 

R1 R2 R3 R4 R5 R6 

107年度       

備註：住院醫師資格之認定，以正在接受部定專科醫師訓練的醫師為主（不包含次專科訓練）。  

 

3.參與其他訓練計畫群組之清單(請依需要自行新增) 

訓練計畫群組 擔任訓練醫院身分別 

 
非同體系合作訓練醫院 

同體系合作訓練醫院 

 
非同體系合作訓練醫院 

同體系合作訓練醫院 

 
非同體系合作訓練醫院 

同體系合作訓練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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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訓練醫院 

1.非同體系合作訓練醫院(不超過 3家) 

機 構 名 稱  

機 構 地 址 （    ） 

計 畫 負 責 人  單 位 / 職 稱  

E-mail  

聯 絡 人  單 位 /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E-mail  

 
 2.同體系合作訓練醫院(請依需要自行新增) 

機 構 名 稱  

機 構 地 址 （    ） 

計 畫 負 責 人  單 位 / 職 稱  

E-mail  

聯 絡 人  單 位 /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E-mail  

 



 

31 

 

貳、目錄 

 

 

2.1 訓練宗旨與目標………………………………………………………………… 

2.2 訓練計畫執行架構………………………………………………………………… 

3.主訓練醫院及合作訓練醫院的角色……………………………………………… 

4.1 住院醫師接受督導……………………………………………………………… 

4.2 值班時間及工作環境…………………………………………………………… 

4.3 責任分層及漸進……………………………………………………………… 

5.1 主持人資格…………………………………………………………………… 

5.1.2 主持人責任………………………………………………………………… 

5.2.1 教師資格…………………………………………………………………… 

5.2.2 & 5.2.3 責任…………………………………………………………………       

5.3 其他人員……………………………………………………………………… 

6.1 訓練項目……………………………………………………………………… 

6.2 核心課程……………………………………………………………………… 

6.3 臨床訓練課程設計…………………………………………………………… 

6.4 & 6.5 臨床訓練項目與執行方式………………………………………… 

7.1 科內學術活動………………………………………………………………… 

7.2 跨專科及跨領域之教育……………………………………………………… 

7.3 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控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程 

8.1 臨床訓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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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訓練計劃名稱： 

 

 

項 目 2.1訓練宗旨與目標 

項 目 說 明 對六大核心能力訓練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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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2.2訓練計畫執行架構 

項 目 說 明 
呈現機構執行架構、溝通機制與成效，包括:核心課程、師資、教學資源、

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考評機制、執行及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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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3主訓練醫院及合作訓練醫院的角色 

項 目 說 明 
合作醫院專人負責及互動 

呈現主訓練醫院及合作訓練醫院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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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4.1住院醫師接受督導 

項 目 說 明 
有教師督導住院醫師政策、留有督導紀錄。計畫主持人有示範此政策，

並與教師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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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4.2值班時間及工作環境 

項 目 說 明 

住院醫師之工作及學習比例分配合宜，值班時間符合衛福部規定。 

抱怨及申訴可得到合宜處理。 

工作環境:包括值班室、置物櫃、網路與參考書資源、照顧病床數、生物

安全性(bio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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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4.3責任分層及漸進 

項 目 說 明 

住院醫師責任與能力分層漸進，需直接照護病人，包括確實交班、堅守

工作崗位等。訓練單位有責任讓訓練完成的住院醫師在督導下具有獨當

一面的能力，且具有對資淺住院醫師及醫學生的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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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5.1主持人資格 

項 目 說 明 （書面呈現專科醫師資格）、對臨床教育以及行政有足夠經驗、具領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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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5.1.2 主持人責任 

項 目 說 明 

1. 主持人對教育目標很清楚，並督導執行。規劃住院醫師能力逐年進展。

住院醫師遴選作業合宜。督導教師及學科其他的工作人員。對病人照

顧分層負責；制定對住院醫師知識、技能及態度等表現之評估制度。

並定期評估訓練計畫成果。學員有義務記錄自己的學習內容與過程，

主持人則須監督整個學程中病例數與疾病種類之適當性。 

2. 注意住院醫師因情緒及精神上的壓力，或藥物、酒精成癮對工作執行

及學習程序上的負面影響。主持人應提供輔導，並協助其面對問題。 

3. 若有關於住院醫師訓練的改變(包括主持人人選更換、重大指導醫師變

更、主訓練醫院以及合作訓練醫院的合約變動)，須向 RRC 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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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5.2.1 教師資格 

項 目 說 明 (書面呈現具備專科醫師資格)適當的督導及教學能力。 

 



 

41 

 

 

項 目 5.2.2 & 5.2.3 教師責任 

項 目 說 明 

主訓與合作醫院指導醫師都必須對訓練住院醫師付出足夠的時間，並具

備臨床教學的能力，足以達到訓練住院醫師的目標。對病人具有合乎醫

療倫理的觀念與作為，以為住院醫師之表率。要參與科內定期的教學檢

討會，檢討教學目標、執行成效及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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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5.3其他人員 

項 目 說 明 有專人管理專科資料及有關住院醫師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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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6.1訓練項目 

項 目 說 明 書面教育項目應符合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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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6.2核心課程 

項 目 說 明 
核心課程按照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會的規定制定，包含成為一位專科

醫師所需的訓練，並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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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6.3臨床訓練課程設計 

項 目 說 明 
(書面訓練課程計畫)課程設計確實反映學習目標、明確可行、落實執行、

並具檢討改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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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6.4 & 6.5 臨床訓練項目與執行方式 

項 目 說 明 

須直接診療照顧、有延續及完整性的病人照顧責任、且此責任應隨住院

醫師的年資而提昇。有案例討論會及病歷寫作的檢查。要有足夠的病人

及病症。 

須有受訓紀錄，如:外科系住院醫師應有手術案例紀錄（surgical log）

或內科系住院醫師之學習護照:紀錄內容含時數或次數、內容。主訓練醫

院之受訓時間應超過總訓練時間 50%；合作訓練醫院應遵守主訓練計畫核

定之準則，實質進行訓練並有專人負責。  

教學品質: □病歷寫作訓練 □病房照護訓練   □門診訓練  

      □急診及重症加護訓練   □會診訓練   □醫學模擬訓練 

 

 

 

 

 

 

 

 

 

 

 

 

 

 

 

 

 

 

 

 

 

 

 

 

 

 

 

 

 

 

 

 

 

 



 

47 

 

 

 

項 目 7.1科內學術活動 

項 目 說 明 

教育活動包括:晨會、臨床個案討論會、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迴診、醫

學雜誌討論會或研究討論會、專題演講及核心課程教學。 

*提供足夠之科內學術活動。培育住院醫師除了有專業知識技術外，並有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具備表達的能

力。 

*住院醫師須有特定的時間參與學術及研究活動，教師須協助住院醫師發

展研究計畫，指導分析研究結果。有獎勵參加學術活動之機制，如:參加

醫學會、學術研究(包括發展及申請研究計畫，在學會發表研究結果，並

在醫學雜誌發表論文)。提供住院醫師參與基礎研究的機會，並教育住院

醫師完整的研究過程(從原理、設計、進行、分析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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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7.2跨專科及跨領域之教育 

項 目 說 明 
除了講堂/討論室/模擬訓練場所中的教育活動外，需有工作中的實作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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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7.3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控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

習課程 

項 目 說 明 
除了講堂/討論室/模擬訓練場所中的教育活動外，需有工作中的實作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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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8.1臨床訓練環境 

項 目 說 明 適宜之門診、急診、病房區、討論室、座位、值班室之教育空間與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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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8.2教材及教學設備 

項 目 說 明 
教材室、圖書館、臨床技能訓練室、研究室之空間、設施與網路資訊配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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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1住院醫師評估 

項 目 說 明 

應有多元評估方式，並落實執行 

*主持人及教師至少每半年評估一次住院醫師的六大核心能力（病人照

顧、醫學知識、臨床工作中的學習與改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專業

素養以及制度下的臨床工作）。評估及步驟須標準化及具公平性。 

*定時和住院醫師討論他們的評估結果，並允許他們查閱自己的評估資

料。 

*以住院醫師的評估的結果判定其責任及年資晉升。 

*所有評估紀錄須要書面保存檔案，以便將來認定委員會視察。 

*住院醫師訓練完成時，主持人及教師須有書面的評估總結，並且判定他

們的獨立執業能力，並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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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2教師評估 

項 目 說 明 
應有多元評量，包括:住院醫師對教師之書面評估，教師受訓、投入教育

的時間等，由訓練計畫主持人作統整後和教師討論，並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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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3訓練計畫評估 

項 目 說 明 

對訓練計畫須要至少一年一次定期對該專科計畫有系統的評估，尤其是

實質課程及住院醫師的教育目標是否達成及持續的檢討改進。 

住院醫師專科醫師考試通過率(含個人考試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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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體系合作訓練醫院資料表(請依需要自行新增，不超過 3家) 

 

醫療機構名稱  

地 址  

計 畫 負 責 人  

專任主治醫師

名單  (人數 ) 

總人數：        人 

（另請提供名單） 

受訓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資格 R1 R2 R3 R4 R5 R6 

期間（每年幾個月）       

值班（每月幾日）       

住院醫師接受監督指導的機制，請分白天或值班時段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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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體系合作訓練醫院資料表(請依需要自行新增) 
醫院機構名稱  

地 址  

計 畫 負 責 人  

專任主治醫師

名單  (人數 ) 

總人數：        人 

（另請提供名單） 

受訓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資格 R1 R2 R3 R4 R5 R6 

期間（每年幾個月）       

值班（每月幾日）       

住院醫師接受監督指導的機制，請分白天或值班時段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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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參評醫院︰                        

                                 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訪視認定評核表(有收 R) 

(2017.07.31 衛部醫字第 1061665608 號函文公告在案) 
評核說明： 

1. 等級說明：1：沒做到(待改善)；2：差(less than average)；3：可（average）；4：好（better than average）；5：完全符合(很好)（excellent）。

評分等級 1 或 5 時，須填寫評分說明。 

2. 及格標準說明： 

3. 必要項目：“必”代表必要項目，訓練計畫必須完全符合此項目要求，不具備即未符合申請資格。 

(1) 除必要項目外，訪視項目均須評為等級 3 以上，但 4.1、4.3、5.1.2.2、5.3、7.1.2、7.1.3、9.1、9.2 及 9.3 等九個項目中得至多五個項

目評為等級 2。 

(2) 如有任何一項評為等級 1 即未達最低及格標準，不得進入第二階段容額分配(排序)計算。 

(3) 未收訓住院醫師之訓練計畫，評核表中 4.1、4.2a、4.3、6.4&6.5(含 3 小項)、7.1.3、9.1、9.2、9.3 等 10 個項目中，依其專科特性擇部

分項目免評。除 10 個 NA 項目外，其餘項目均至少評為等級 3，始達最低及格標準，得進入第二階段容額分配(排序)計算。 

4. 第二階段容額分配(排序)計算，未收訓住院醫師之訓練計畫，評核表中 4.1、4.3、9.2、9.3 及 9.1 均評為等級 2，而 4.2a、6.4&6.5(含 3 小

項) 及 7.1.3 均評為等級 3，再依骨科對於該 10 個項目之配分計算後，加計非 NA 項目之評分，即為該計畫之總分。以評分等級為分數者，

應依該項佔分比例計算，加總後即為該計畫之總分。  

專科 訪 視 項 目 評核說明 評核重點 

  

 

1. 訓練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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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旨與目標(5％)                               此項總分 5 分 

  

此 

部 

份 

小 

計 

5 

分 

 

2.1 訓練宗旨與目標 1 2 3 4 5 對六大核心能力訓練之執行情形 
   

評分標準：每級 1分 

由計畫書及執行者之訪談看出此計畫確以「六大核心能力養成」為宗旨與目標，並且沒有違背此宗旨目標之嚴重事

件。 
等級 1：未制定訓練計畫、或是訓練計畫未包含訓練宗旨與目標或是計畫書之訓練宗旨與目標未涵蓋骨科專科特性之「六大核心能力」。 

等級 2：計畫書有明定骨科專科醫師訓練宗旨與目標 但是訓練宗旨與目標僅涵蓋部分「六大核心能力」。 

等級 3：計畫書有明定骨科專科醫師訓練宗旨與目標且有完整具體地如何訓練「六大核心能力」之內容。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且有計畫落實執行骨科專科特性之六大核心能力訓練，主持人與教師能明確了解六大核心能力訓練的架構與精神，

並融入臨床指導中且留有紀錄。 

等級 5：符合等級 4 且住院醫師具備全人醫療及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與態度。 

 此 

部 

份 

小 

計 

5 

分 

2.2 訓練計畫執行架構 
 

1 2 3 4 5 
呈現機構執行架構、溝通機制與成效(包括:核心課程、師資、教學資源、

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考評機制、執行及檢討改進)。 
   

評分標準：每級 1分 

等級 1：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掌未能清楚呈現，或無檢討紀錄，或無成效指標。 

等級 2：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掌有清楚呈現，但無規則舉行檢討會議，或無建立成效指標及追蹤。 

等級 3：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掌有清楚呈現、規則舉行檢討會議並留紀錄，有成效指標之追蹤。 

等級 4：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掌有清楚呈現、規則舉行檢討會議並留有紀錄，有建立成效指標並追蹤改善。 

等級 5：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掌有清楚呈現、規則舉行檢討會議並留有紀錄，有建立成效指標並追蹤改善，成效良好。 

2 得  分 

 

【(     ) + (     )】X 0.5  = ________ 
       2.1          2.2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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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科醫師訓練教學醫院條件 

必 
3.1取得衛福部教學醫院

評鑑資格 
必要項目 

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5.3 西醫住院醫師訓練規定 

各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 

主訓練醫院具 3.1 之資格 

必 3.2合作訓練醫院之資格 必要項目 

合作訓練醫院至少具 3.1.1 之資格 

[註] 

未有合作訓練醫院者，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必 
3.3必要時有聯合訓練計

劃(家數;名稱) 
必要項目 

主訓練醫院及合作訓練醫院的同意書有明確記載訓練政策。合作機構不

得超過 3 家。主訓練醫院之受訓時間應達總訓練時間 50%以上；合作訓

練醫院應遵守主訓練計畫核定之委任訓練計畫。 

[註] 

若非聯合訓練計畫，本條免評（not applicable, NA） 

說明：醫院條件是核可之必要項目  沒有配分 

 

 

 

4.住院醫師政策(20％)                           此項總分 20 分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4.1 接受督導 1 2 3 4 5 
有教師督導住院醫師政策、留有督導紀錄。計畫主持人有示範此政策，

並與教師溝通。其抱怨及申訴可得到合宜處理。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沒有設置住院醫師導師。 

等級 2：有設置住院醫師導師 1 位，且有督導紀錄。但從住院醫師的訪談無感受有實質效益。 

等級 3：每層級住院醫師至少有一位導師督導住院醫師的臨床工作與生活，且有督導紀錄。從住院醫師的訪談可感受有實質效益(書審
免)。 

等級 4：符合等級 3，並設有住院醫師總導師(可以主持人兼)掌理住院醫師之間的協調，且有督導與檢討記錄，從住院醫師的訪談可感
受有實質效益。 

等級 5：符合等級 4，從與住院醫師及導師的訪談中可感受有實質效益。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4.2.a 值班時間 

 
1 2 3 4 5 住院醫師之工作及學習比例分配合宜，值班時間符合衛福部規定。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住院醫師每週正常值勤時間連同延長值勤時間超過 88 小時。或是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時間超過 12 小時，或是連同延長值

勤時間超過 32 小時。  
等級 2：住院醫師每週正常值勤時間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88 小時。但是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時間超過 12 小時，或是連同延

長值勤時間超過 32 小時。 
等級 3：1.住院醫師每週正常值勤時間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8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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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時，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32 小時。 
3.住院醫師生理、精神狀況允許時，且符合下列情況，可以超時值勤繼續照護某特定病人。但連續值勤時間仍不得超過 36 小
時。 

 (1)病人病情危急須持續照護；(2)當時事件有重要學術價值；(3)基於對病人或家屬之職責。 
4.住院醫師兩次值勤時間中間至少應有 10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5.住院醫師每 7 日中至少應有完整 24 小時之休息，作為例假，但因天災、事變、重大突發事件或病人病情危急致住院醫師無
法完整休息者，不在此限，惟醫療機構應於事後給予補假休息。 

等級 4. 符合等級 3，且 1.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時，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28 小時。2.住院醫師生理、精神
狀況允許時，且符合下列情況，可以超時值勤繼續照護某特定病人。但連續值勤時間仍不得超過 32 小時。 
(1)病人病情危急須持續照護；(2)當時事件有重要學術價值；(3)基於對病人或家屬之職責。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 1.住院醫師每日正常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時，連同延長值勤時間不得超過 24 小時。2.住院醫師生理、精神
狀況允許時，且符合下列情況，可以超時值勤繼續照護某特定病人。但連續值勤時間仍不得超過 30 小時。 
(1)病人病情危急須持續照護；(2)當時事件有重要學術價值；(3)基於對病人或家屬之職責。 

(註：依據衛生福利部 101.05.16 發布之「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參考指引」，並隨規範異動得以同步調整)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4.2.b 工作環境 

 
1 2 3 4 5 

工作環境:包括值班室、置物櫃、網路與參考書資源、照顧病床數(或其

他替代指標)、生物安全性(biosafety)。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只有共用住院醫師辦公室、未有科部固定值班室、未有院或科圖書資訊可查閱。 

等級 2：有科部固定值班室 但照顧病床數超過上限 15 床。 

等級 3：有科部固定值班室、有院或科圖書資訊可查閱、住院醫師個人月住院人日平均照顧病床不超過 15 床(含)。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且至少於職前訓練時做一次 biosafety 訓練。 

等級 5：有專用住院醫師辦公室、每人有固定桌椅及置物櫃、有科部固定值班室、有院或科圖書資訊可查閱、住院醫師個人月住院人

日平均照顧病床每日不超過 15 床(含) 至少於職前訓練時做一次 biosafety 訓練。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4.3 責任分層及漸進 

 

1 2 3 4 5  NA 

(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住院醫師責任與能力分層漸進，需呈現在照護病人中(如:確實交班、堅

守工作崗位等)。訓練單位有責任讓訓練完成的住院醫師在督導下具有

獨當一面的能力，且具有對資淺住院醫師及醫學生的教學能力。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 住院醫師並沒有每天診查住院患者並記錄病歷、對實習醫學生所記錄的病歷沒有修正，住院醫師或總住院醫師也沒有對實習醫
學生做專業課程的教學與記錄。主治醫師沒有完整簽章。 

等級 2：住院醫師每天都有診查住院患者並記錄病歷、但對實習醫學生所記錄的病歷沒有修正，住院醫師或總住院醫師也沒有對實習
醫學生做專業教學的課程與記錄。主治醫師有完整簽章但未做修正或評論。 

等級 3：住院醫師每天都有診查住院患者並記錄病歷、同時對實習醫學生所記錄的病歷有修正，住院醫師或總住院醫師應有對實習醫
學生專業教學的課程與記錄，主治醫師有完整簽章並修正病歷記錄及教學紀錄。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且有明訂口頭或電子交班系統及記錄可查由住院醫師訪談及實際演練中可以證實其交班系統執行確實。 

等級 5：符合等級 4 並對交班系統設有稽核及回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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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得  分 

 

【(     ) + (     ) + (     ) + (     )】X 1 = ________ 
       4.1           4.2a         4.2b           4.3 

 

說明 

 

 

 

 

5.教師資格及責任(15％)                           此項總分 15 分 

 5.1 主持人 必  
若有關於住院醫師訓練的改變(包括主持人人選更換、重大指導醫師變

更、主訓練醫院以及合作訓練醫院的合約變動)，有向 RRC 書面報告。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5.1.1 資格 1 2 3 4 5  
(書面呈現專科醫師資格)、對臨床教育以及行政有足夠經驗、具領導才

能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主持人骨科專科醫師資格不足 5 年。 

等級 2：主持人骨科專科醫師資格不足 5 年，但具教育部部定講師以上資格。 

等級 3：主持人具骨科專科醫師年資 5 年(含)以上資歷且具教育部部定講師以上資格。 

等級 4：主持人具骨科專科醫師年資 5 年(含)以上且具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或是骨科專科醫師年資 10 年(含)以上，具有教學
與行政經驗。 

等級 5：主持人骨科專科醫師年資 5 年(含)以上且具教育部部定副教授以上資格。或是骨科專科醫師年資 15 年(含)以上，具有教學與行
政經驗，督導住院醫師教學成效良好 

此 

部 

分 

小 

計 

10 

分 

5.1.2 責任 

1 2 3 4 5  
*主持人臨床教育及行政經驗足夠，主導及擬訂專科對住院醫師的教育

目標並督導執行。規劃住院醫師能力逐年進展。住院醫師遴選作業合

宜。督導教師及學科其他的工作人員。對病人照顧分層負責；制定對住

院醫師知識、技能及態度等表現之評估制度。並定期評估訓練計畫成

果。學員有義務記錄自己的學習內容與過程，主持人則須監督整個學程

中病例數與疾病種類之適當性。 

做不及 

1/3 

做到 

2/3 

完全做到 

成效卓越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有規劃並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記錄(case log)，考核評估表，但沒有確實執行。 

等級 2：有規劃並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記錄 (case log)，考核評估表，並訂出考核評估時程，但
沒有確實執行。 

等級 3：有規劃並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記錄(case log)，考核評估表，並訂出考核評估時程，有確
實執行並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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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4：有規劃並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記錄(case log)，考核評估表，並訂出考核評估時程，有確
實執行並有記錄，同時有監控住院醫師學程進度。 

等級 5：有規劃並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記錄(case log)，考核評估表，並訂出考核評估時程，有確
實執行並有記錄，同時有監控住院醫師學程進度並據以輔導。 

 

 5.1.2 責任 

1 2 3 4 5  *注意住院醫師因情緒及精神上的壓力，或藥物、酒精成癮對工作執行

及學習程序上的負面影響。主持人應提供輔導，並協助其面對問題。 做不及 

一方面 

3 方面 

達一半 

完全做到 

成效卓越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需涵蓋理念、作為、及制度三方面。主持人能說出「情緒及精神上的壓力，或藥物、酒精成癮」的早期警訊，

能說出尋求協助的正確方式，院方有提供輔導之專業人員或單位/體系。對於出現問題的學員呈現發現與輔導
紀錄。 

等級 1：主持人沒有在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上簽章。 

等級 2：主持人只有在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上簽章。 

等級 3：院方有提供輔導之專業人員或單位/體系。主持人只有在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上批示
並簽章。 

等級 4：院方有提供輔導之專業人員或單位/體系。主持人有在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上批示並
簽章，且每年有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 

等級 5：院方有提供輔導之專業人員或單位/體系。主持人有在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上批示並

簽章，且每 6 個月有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導記錄。 

說明： 

 

 

 

 5.2 教師  

此 

部 

份 

小 

計 

5 

分 

5.2.1 資格 

 
1 2 3 4 5  (書面呈現具備專科醫師資格)專任專科醫師，具備適當年資、督導

(supervision)及臨床教學的能力。需呈現專職教師人數。    

評分標準： 

等級 1：骨科專科資格滿 3 年(含)以上之教學師資少於 5 位。 

等級 2：骨科專科資格滿 3 年(含)以上之教學師資 5-9 位(含)以上 

等級 3： 骨科專科資格滿 3 年(含)以上之教學師資 10-14 位(含)以上，5 年(含)以上專科醫師或部定講師(含)以上 2 人(含)以上。 

等級 4：骨科專科資格滿 3 年(含)以上之教學師資 15-19 位(含)以上，10 年(含)以上專科醫師或部定助理教授(含)以上為 5 人(含)以上。 

等級 5：骨科專科資格滿 3 年(含)以上之教學師資 20 位(含)以上，15 年(含)以上專科醫師或部定副教授(含)以上為 7 人(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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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5.2.2 責任 

 

1 2 3 4 5  
指導教師必須，對訓練住院醫師付出足夠的時間，以達到訓練目標。教

師須具有合乎醫療倫理的觀念與作為，以為住院醫師之表率。要參與教

學目標制定、執行(含參加會議)、評量、及成效檢討。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監督指導之頻率/時間：查房每日、查核學員病歷每週、門診 每月一次教學門診、其他指導 住診教學、導生座談、訪談集資料查詢中

看教師參與各樣教育相關會議出席率，能以學員照顧的案例指導醫療倫理；且沒有不合倫理之事件發生。 

等級 1：教師未確實執行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及考核評估，未有記錄及簽章。 

等級 2：教師未確實執行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及考核評估，僅有記錄及簽章。 

等級 3：教師確實執行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及考核評估，有記錄及簽章。 

等級 4：教師確實執行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及依時程進行考核評估且有記錄，並有評論及簽章。 

等級 5：教師確實執行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及依時程進行考核評估且有記錄，並有評論及簽章。有導師與住院醫師的個別訪談或輔

導記錄。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5.3 其他人員 1 2 3 4 5  有專人管理專科資料及有關住院醫師的事務。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沒有專人管理住院醫師的檔案資料 

等級 2：有專人管理住院醫師的檔案資料，未分類歸檔以備查。 

等級 3：有專人管理住院醫師的檔案資料，有分類歸檔以備查。 

等級 4：有專人管理住院醫師的檔案資料，依層級及分類(學習訓練課程、考評記錄、回饋) 歸檔以備查。 

等級 5：有專人管理住院醫師的檔案資料，每位住院醫師皆有各自的檔案資料歸檔以備查。 

5 得  分 

 

【(     ) + (     ) + (     ) + (     ) + (     ) + (     )】X 0.5 = ________ 
    5.1.1          5.1.2.1         5.1.2.2        5.2.1         5.2.2           5.3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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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訓練項目、課程及執行方式(20％)                    此項總分 20 分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6.1 訓練項目 1   2     3   4   5 (書面教育項目應符合教育目標)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書審及訪談教師，看出訓練計畫之訓練項目至少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能界定專科醫師應有的執業能力，以及對照所需的訓練內容。 

等級 1：訓練計畫之教育項目內容不符學習目標，或未能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 

等級 2：訓練計畫之教育項目內容符合學習目標，並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但結構鬆散未達到專科醫師執業能力所需的完整內容。 

等級 3：訓練計畫之教育項目內容符合學習目標，並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結構完整可達到專科醫師執業能力所需的訓練內容。 

等級 4：符合等級 3，同時訪談教師清楚訓練計畫之教育項目並能界定專科醫師應有的執業能力，但不清楚或未能對照所需的訓練內容。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訪談教師清楚訓練計畫之教育項目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且能界定專科醫師應有的執業能力，以及對照所需

的訓練內容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6.2 核心課程 1   2    3   4     5 
核心課程按照認定委員會的規定制定，包含成為一位專科醫師所需的訓練，並

落實執行。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核心課程內容未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及達到專科醫師執業能力所需的訓練   

等級 2：核心課程符合學習目標，至少涵蓋認定委員會的規定及達到專科醫師執業能力所需的訓練內容 

等級 3：符合等級 2，並落實執行。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並有依據骨科專科醫學會所訂訓練課程基準，擬訂不同訓練年資之住院醫師專業訓練要求，且對住院醫師訓練應
有測驗評估機制，了解訓練成果是否符合該科醫師之專業要求(包含該科之專業技能、核心能力達成度、態度與行為)。 

等級 5：符合等級 4 並留有紀錄且持續改善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6.3 臨床訓練課程設計 1     2     3     4    5 
(書面訓練課程計畫)課程設計確實反映學習目標、明確可行、落實執行、並具

檢討改善機制。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住院醫師訓練計畫應完整具體可行。訓練課程依據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編列核心課程，依課程內容制定住院醫師學習護照，
規範住院醫師於訓練年限之內，在主治醫師指導下必須完成各科之訓練內容及指標數量。 

等級 1：訓練計畫缺乏明確性或可行性。 

等級 2：訓練計畫未確實反映學習目標、執行有難度、無法以適當之各樣教學方法呈現落實執行 且缺乏檢討改善機制。 

等級 3：課程設計確實反映學習目標、明確可行、以適當之各樣教學方法呈現落實執行但不具檢討改善機制。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並具檢討改善機制。 

等級 5：符合等級 3 並具有改善事實或成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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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部 

分 

小 

計 

15 

分 

6.4 & 6.5 臨床訓練項目與 

執行方式 

1     2     3     4    5    NA 需直接診療照顧、有延續及完整性的病人照顧責任、且此責任應隨住院醫師的

年資而提昇。有案例討論會及病歷寫作的檢查。要有足夠的病人及病症。 (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評分標準：訪談住院醫師、查核病歷及評核結果  每級 1 分 

等級 1：住院醫師無延續及完整性的病人直接照顧訓練。 

等級 2：住院醫師有延續及完整性的病人直接照顧訓練。 

等級 3：符合等級 2，且訂定有效評核之設計，但未落實。 

等級 4：符合等級 2，且訂定有效評核之設計，並落實執行，其結果呈現住院醫師之能力有隨年資而提昇，且
教師能進行有效之評核。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並有紀錄證實者。 

1     2     3     4    5    NA 
需有受訓紀錄，如：外科系住院醫師應有手術案例紀錄（surgical log）或內科

系住院醫師之學習護照：紀錄內容含時數或次數、內容。主訓練醫院之受訓時

間應達總訓練時間 50%以上；合作訓練醫院應遵守主訓練計畫核定之準則，

實質進行訓練並有專人負責。 
(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評分標準：骨科住院醫師之學習護照評核  每級 1 分 

等級 1：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內容的住院醫師學習手冊，有執行並有記錄但指導
者簽章不完整。 

等級 2：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內容的住院醫師學習手冊，有執行並有記錄且指導
者簽章完整。 

等級 3：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內容的住院醫師學習手冊，並確實執行且完成基本
要求、有記錄且指導者簽章完整。 

等級 4：符合等級 3，且紀錄內容詳實。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紀錄內容品質優良。 

1     2     3     4    5    NA 教學品質：□病歷寫作訓練        □病房照護訓練  □門診訓練  

          □急診及重症加護訓練  □會診訓練      □醫學模擬訓練。 (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評分標準：六大項目中  每級1分 

等級 1：呈現訓練活動之教學品質少於三項者。 

等級 2：呈現訓練活動之教學品質至少三項以上者。 

等級 3：呈現訓練活動之教學品質，至少四項以上者。 

等級 4：呈現訓練活動之教學品質，至少五項以上者。 

等級 5：呈現完整訓練活動之教學品質，涵蓋實作的示範/修改/回饋/考核/檢討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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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得  分 

 

【(     ) + (     ) + (     ) +  (     ) + (     ) + (     )】X  0.67 = ________ 
     6.1         6.2         6.3         6.4&6.5-1    6.4&6.5-2     6.4&6.5-3 

 

說明 

 

 

 

 

 

7.學術活動(20％)                                      此項總分 20 分 

此 

部 

分 

小 

計 

15 

分 

7.1 科內學術活動 

1 2 3 4 5  學術教育活動包括:晨會、臨床個案討論會、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迴診、

醫學雜誌討論會或研究討論會；專題演講及核心課程教學。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由會議紀錄、訪談無法看出教師與住院醫師有定期參與教育學術活動 
等級 2：由會議紀錄、訪談看出教師與住院醫師參與教育學術活動，有會議記錄，然而其規則進行的頻率未達

到基本之門檻如下：晨會(2/週)、臨床個案論會(1/週)、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1/月)、迴診(1/週)、醫學
雜誌討論會(1/週)或研究討論會(1/月)；專題演講(1/季)及核心課程教學(1/月)。 

等級 3：由會議紀錄、訪談看出教師與住院醫師參與教育學術活動，有會議記錄，其規則進行的頻率達到基本
之門檻。 

等級 4：符合等級 3，且教學成效良好。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內容品質優良。 

1 2 3 4 5  提供足夠之科內學術活動。培育住院醫師除了有專業知識技術外，並有

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及表達的能力。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每週少於三次科內學術活動會議。 
等級 2：每週三次科內學術活動會議。 
等級 3：每週至少四次學術活動會議。 
等級 4：符合等級 3，住院醫師定期於上述研討會發表報告且主治醫師針對報告內容與住院醫師討論，並留有

議程紀錄。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執行成果良好。 

1 2 3 4 5 NA 住院醫師需有特定的時間參與學術研究活動，教師須協助住院醫師發展
研究計畫，指導分析研究結果。有獎勵參加學術活動之機制，如:參加醫
學會、學術研究(包括發展及申請研究計畫，在學會發表研究結果，並
在醫學雜誌發表論文)。提供住院醫師參與基礎研究的機會，並教育住
院醫師完整的研究過程(從原理、設計、進行、分析到報告)。 

(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評分標準：  

等級 1：住院醫師參與國內外醫學會同時發表口頭論文或壁報 院/科沒有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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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2：住院醫師參與國內外醫學會同時發表口頭論文或壁報 院/科有獎勵機制。 

等級 3：住院醫師參與國內外醫學會同時以第一作者發表口頭論文或壁報院/科有獎勵機制。 

等級 4：符合等級 3，並有具體成果。 

等級 5：符合等級 4，且成效卓著。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7.2跨專科及跨領域之教

育 

1 2 3 4 5  除了講堂/討論室/模擬訓練場所中的教育活動外，須有工作中的實作訓

練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沒有與其他相關科別進行跨科聯合討論會。 

等級 2：不定期與其他相關科別進行跨科聯合討論會。 

等級 3：定期(每年至少 2 次)與其他相關科別進行跨科聯合討論會，且有紀錄可查。 

等級 4：符合等級 3 且其頻率大於一年 5 次以上。 

等級 5：符合等級 3 且其頻率大於一年 10 次以上。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7.3 專業倫理、醫病溝
通、實證醫學、感染
控制等及其它醫療品
質相關學習課程 

1 2 3 4 5  
除了講堂/討論室/模擬訓練場所中的教育活動外，須有工作中的實作訓

練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1：住院醫師皆有符合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控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程之基本規範學分時數證明之比例
低於門檻之60%。 

等級2：住院醫師有符合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控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程之基本規範學分時數證明之比例
60%(含)以上。 

等級3：住院醫師有符合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控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程之基本規範學分時數證明之比例
80%(含)以上。 

等級4：住院醫師有符合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控制等及其它醫療品質相關學習課程之基本規範學分時數證明之比例達
100%。 

等級5：倫理/醫療人文及專業素養教育除了在講堂/討論室/模擬訓練場所中進行外，須在工作中教導學員解決醫療倫理難題、有倫理專
家照會機制、第二年住院醫師以下有倫理案例反思報告。查核倫理教學進行頻率、學員參與率、倫理討論會議記錄/報告。 

7 得  分 

 

【(     ) + (     ) + (     ) + (     ) + (     )】X  0.8  = ________ 
     7.1.1         7.1.2          7.1.3          7.2           7.3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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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專科醫師訓練特定教學資源(10％)               此項總分 10 分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8.1 臨床訓練環境 

 

1 2 3 4 5  適宜之門診、急診、病房區、討論室、座位、值班室之教育空間與設

施。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上列 5 項有 1 項符合。 

等級 2：上列 5 項有 2 項符合。 

等級 3：上列 5 項有 3 項符合。 

等級 4：上列 5 項有 4 項符合。 

等級 5：上列所有項目均符合。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8.2 教材及教學設備 

 
1 2 3 4 5  教材室、圖書館、臨床技能訓練室、研究室之空間、設施與網路資訊

配備。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等級 1：上列 5 項有 1 項符合。 

等級 2：上列 5 項有 2 項符合。 

等級 3：上列 5 項有 3 項符合。 

等級 4：上列 5 項有 4 項符合。 

等級 5：上列所有項目均符合。 

8 得  分 

 

【(     ) + (     )】X  1  = ________ 
      8.1           8.2 

說明： 

 

 

9.評估(10％)                                       此項總分 10 分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9.1 住院醫師評估 1 2 3 4 5  

1. 有多元評量方式，並落實執行。 

2. 主持人及教師至少每半年評估一次住院醫師的六大核心能力（病人
照顧、醫學知識、臨床工作中的學習與改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專業素養以及制度下的臨床工作）。評估及步驟要標準化及公平。 

3. 定時和住院醫師討論他們的評估結果，並允許他們查閱自己的評估
資料。 

4. 以住院醫師的評估的結果判定其責任及年資晉升。 

5. 所有評估紀錄須要書面保存檔案，以便將來認定委員會視察 

6. 住院醫師訓練完成時，主持人及教師須有書面的評估總結，並且判
定他們的獨立執業能力，並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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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多元評量方式指兩種以上的評量工具，從資料審查及師生訪談中可以看出評量的落實執行。學員的評量結果必須公正、可靠、完訓證
書足資證明具專科醫師之獨立職業能力，並使學員與公眾信服。 

等級 1：有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未確實執行；每年有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評估記錄及簽章但不完整。 

等級 2：有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並確實執行；每年有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評估記錄及簽章。 

等級 3：有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並確實執行；每半年有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評估記錄及簽章。 

等級 4：有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並確實執行；每半年有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評估記錄及雙項回饋記錄及簽章。 

等級 5：有住院醫師學習訓練手冊並確實執行；每半年有 2 次以上六大核心能力的考核評估記錄及雙項回饋記錄及簽章。導師或主持
人每年有評估總結並決定住院醫師的年資晉升事宜及改善或輔導計畫。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9.2 教師評估 

1 2 3 4 5 NA 1. 有多元評量，反映教師的多元角色、並落實執行，包括:住院醫師對
教師之書面評估，教師受訓、投入教育的時間及努力等 

2. 定期由訓練計畫主持人作統整後和教師討論、更求進步 

3. 作紀錄保存檔案，以便將來認定委員會視察。 

4. 教師之評估結果應呈現在獎勵或年度考核、教職晉升中。 

(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1. 有多元評量，反映教師的多元角色、並落實執行，包括：住院醫師對教師之書面評估，教師受訓、投入教育的時間及努力等 

2. 定期由訓練計畫主持人作統整後和教師討論、更求進步。 

3. 作紀錄保存檔案，以便將來認定委員會視察。教師之評估結果應呈現在獎勵或年度考核、教職晉升中。 

4. 教師的評量應該有效地反映教師的各樣角色及教學的貢獻，評量結果應反映在獎勵或年度考核、教職晉升等。 

等級 1：無多元評量、等級 2：四項要求達到一項、等級 3：四項要求達到二項 
等級 4：四項要求達到三項、等級 5：四項要求完全達到 

 

 

 

此 

部 

分 

小 

計 

5 

分 

9.3 訓練計畫評估 

(專科自訂) 

1 2 3 4 5 NA 
1. 對訓練計畫定期有系統的評估，尤其是課程施行成效及住院醫師的

教育目標是否達成。 

2. 完成訓練的住院醫師過去 5 年專科醫師考試通過率。 (未收訓住院醫師，本項免評) 

評分標準：每級 1 分 

需呈現評估計畫的系統性機制，能說明目前的施行成效，以及解決目前問題的策略(特別是對前次評鑑的要求改善問題)，呈現持續性改
善是此評鑑的重點。 

在實質課程方面：可以教學活動滿意度調查表或學習護照來評估。 

住院醫師的教育目標是否達成：可以師生滿意度調查表、病人滿意度調查表以及研究成果、住院醫師招收成果、骨科專科醫師考試及
格率等來評估。 

 

等級 1：對訓練計畫沒有定期檢討會議及系統性的評估(包括師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學活動滿意度調查表或學習護照等)。 

等級 2：對訓練計畫有定期檢討會議及系統性的評估(包括師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學活動滿意度調查表或學習護照等)，過去五年平均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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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50 %。 

等級 3：對訓練計畫有定期檢討會議及系統性的評估(包括師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學活動滿意度調查表或學習護照等)，過去五年平均骨

科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 50-74%。 

等級 4：對訓練計畫有定期檢討會議及系統性的評估(包括師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學活動滿意度調查表或學習護照等)，過去五年平均骨

科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 75-99%。 

等級 5：對訓練計畫有定期檢討會議及系統性的評估(包括師生滿意度調查表、教學活動滿意度調查表或學習護照等)，過去五年平均骨

科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 100%。 

9 得  分 【(     ) + (     ) + (     ) 】X  0.67  = ________ 
      9.1           9.2           9.3    

說明： 

 

 

總  分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 
   2          4           5          6          7          8          9 

 
    

 

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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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7 年年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計計劃劃評評核核表表附附件件  

醫院名稱： 
項        目 細                                            項 

A. 第五項教師資格 

附件積分（38%） 

(右列第一點佔 13 分、

第二點佔 5 分，第三點

佔分 5 分，第四點佔 15

分) 

 

 

1.骨科專任專職師資共_____人。(此項最多 13 分) 

□ 9 分 (5-9 人)        □ 10 分 (10-14 人)      □ 11 分 (15-19 人)  

□ 12 分 (20-24 人)      □ 13 分 (25 人~)  

(五人為絕對必要，專科醫師資格需至少三年以上，惟 106 至 108 年之師資認定以滿 2.5

年為標準，應有骨科主任一人並具五年以上骨科專科醫師資格，以召開評鑑審查會當時

師資人數為準） 

2.具有部定教職之師資           分。(此項最多 5 分) 

每一位助理教授或講師加 0.5 分 

每一位教授或副教授加 1 分 

3 教師資深度            分。(此項最多 5 分) 

  每一位 5 -9 年專科醫師加 0.3 分 

  每一位 10 -14 年專科醫師加 0.4 分 

  每一位 15 年以上專科醫師加 0.5 分 

4.師資之學術表現           分。（此項加總最多 15 分）   

  (其細項核定採計評鑑前兩年成果，例如：107年度評鑑，此項資料之計算以 105-106 

   年所發表為限；承認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雜誌論文經接受稿即採計；所謂 SCI 雜誌 

   以評鑑當時狀況為認定；一篇論文僅計算一次為限：a.師資表現認列資料與住院醫師 

   的學術表現不得重複計算；b.第一及通訊作者分屬不同醫院，該篇計分各佔一半，若 

   有一方提出論文得分放棄聲明，則同意由另一方獲得該篇計分。) 

  1).學會論文 _________分(此項最多 5 分) 

    兩年內(105-106 年)在本學會大會或於國外骨科相關學會發表論文共______篇、總分 

    ______分。(口頭報告每篇 0.3 分；壁報論文每篇 0.15 分，後者最多 2 分) 

  2).雜誌論文 _________分(此項最多 10 分) 

    (a)兩年內(105-106 年)在醫策會認可(送件截止日為準)之非 SCI 雜誌刊登骨科論文共 

      ______篇、總分______分。(一般論文 0.6 分、病例報告 0.3 分) 

    (b)兩年內(105-106 年)在骨科醫學會雜誌、骨科相關 SCI 雜誌刊登骨科論文共______ 

      篇、總分______分。(一般論文 1.2 分，病例報告 0.6 分) 

  本項評分小計： 

B. 第六項臨床訓練 

附件積分（30%） 

 

 

本欄係按各醫院前一年整年(106 年度)各項作業量多寡進行排名及評分，定義得到「滿分名

次」及其前面名次之醫院即得該項配分滿分，滿分名次以排名百分比呈現，實際名次以四

捨五入處理至整數。其後排名醫院得分：該項配分乘以(該院該項目作業量)/(「滿分名次」

醫院該項目作業量)，分數以四捨五入處理至小數點下兩位。 

1.骨科年門診人次______例，排名______，得______分 (滿分名次：50%；此項最多 5 分) 

2.骨科年手術人次______例，排名______，得______分(滿分名次：50%；此項最多 5 分) 

3.骨科次專科指標性手術(滿分排名：10%；此項最多 20 分) 

      □骨折創傷  (最多 4 分)     □脊椎外科  (最多 3 分) 

      □關節重建  (最多 3 分)     □運動醫學  (最多 2 分) 

      □兒童骨科  (最多 2 分)     □手 外 科  (最多 2 分) 

      □足踝骨科  (最多 2 分)     □骨 病 科  (最多 2 分) 

*兒童骨科及骨病科的部分評分採取「合訓功績」的給分方式： 

 a. 一年中，某院骨科依照 RRC 規範提供外院住院醫師前述次專訓練滿 3 人月，該院則 

   為提供訓練醫院，該項目即得滿分，不足 3 人月者按比例核給分數，承接訓練之醫院 

   須提出證明文件。 

 b. 除提供訓練醫院外，其他醫院該項目沒有得分。 

 c. 相關之訓練計畫依規定呈送 RRC 核備，合作訓練之適當性亦須經評鑑委員會審核。 

本項評分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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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 
項        目 細                                            項 

C. 第七項學術活動 

附件積分（32 %） 

( 右列第一點佔 15

分、第二點佔 7 分、

第三點佔 5 分、第四

點佔 5 分） 

 

 

 

 

 

 

 

 

 

 
 

1.例會活動：（此項最多 15 分） 

晨會(2/週)、臨床個案論會(1/週)、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1/月)、迴診(1/週)、醫學雜誌 

  討論會(1/週)或研究討論會(1/月)；專題演講(1/季)及核心課程教學(1/月); 科際聯合討 

  論會(例如：病理、放射、免疫風濕、復健等..）。 

  (以上資料依學會規定格式，自 106 年 3 月起，骨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每月 10 日前將上 

   個月的相關總表、簽到單及相關內容之 PPT 或 EverCam 等電子檔案寄送學會，上傳資 

   料請自行注意病患個資隱私之適當處理，評鑑委員依據討論會所花時間，會議種類齊 

   備性及會議內容品質評定分數，因此除了第一次參評的醫院需填寫外，已是骨科專科 

   醫師訓練醫院並履行每月繳交資料之醫院，自 107 年度評鑑起無需繳交例會活動總表 

   資料)。(詳見本文件末端 -備註說明)                    

2.住院醫師學術表現：__________分。（此項加總最多 7 分） 

  (其細項核定採計評鑑前兩年成果，例如：107 年度評鑑，此項資料之計算以 105-106 

   年所發表為限；只認列住院醫師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雜誌論文經受稿即採計； 

   所謂 SCI 雜誌以評鑑當時狀況為認定；一篇論文僅計算一次為限：a. 師資表現認 

   列資料與住院醫師的學術表現不得重複計算；b.第一及通訊作者分屬不同醫院，該篇 

   計分各佔一半，若有一方提出論文得分放棄聲明，則同意由另一方獲得該篇計分。) 

  1).學會論文__________分(此項最多 3 分) 

    兩年內(105-106 年)在本學會大會或於國外骨科相關學會發表之論文)共______篇、 

    總分______分。(口頭報告每篇 0.3 分；壁報論文每篇 0.15 分，後者最多 1.2 分)。 

  2).雜誌論文__________分(此項最多 4 分) 

    (a)兩年內(105-106 年)在醫策會認可(送件截止日為準)之非 SCI 雜誌刊登骨科論文共 

      ______篇、總分______分。(一般論文 0.6 分、病例報告 0.3 分)。 

    (b)兩年內(105-106 年)在骨科醫學會雜誌、骨科相關 SCI 雜誌刊登骨科論文共______ 

      篇、總分______分。(一般論文 1.2 分，病例報告 0.6 分) 

3.住院醫師招收情況 

  1).通過骨專訓練醫院評鑑取得容額後，住院醫師招收率計算(105、106年) 

□ +5 分(兩年平均招收率達 100%)   

□ +2 分(兩年平均招收率達 99-50%) 

□ -2 分(兩年平均招收率達＜50 %) 

  2).通過骨專訓練醫院評鑑，住院醫師容額分發為 0 之醫院依 RRC 規定得分(包含新的 

    訓練醫院未曾招收過者) 

      □ +2 分 

4.教學成果(五年骨專考試及格率，102 年-106 年) 
  定義：(五年來該院第一年就考過的總人數)除以(五年來該院全部的考生人數)。 

      □ +5 分 (五年平均錄取率達 100%) 

      □ +2 分 (五年平均率取率達 99-75%) 

      □ +0 分 (五年平均率取率達 74-50%) 

      □ -2 分 (五年平均錄取率達＜50%) 

本項評分小計：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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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次專科指標性手術 (20分) (各指標滿分分數為 1分) 

骨創傷 (4分)，關節重建 (3分)，脊椎外科 (3分)，運動醫學 (2分)，骨病 (2分)，

小兒骨科 (2分)，手外科 (2分)，足踝 (2分) 

以下各項指標，均須隨附佐證之病例清單 

 

【骨創傷 (4分)】 

指標 1: Pelvis + Acetabulum ORIF  

64161B：骨盆骨折開放性復位術 (Open reduction for fracture of pelvis) 

64236B：髖臼骨折開放性復位術 (Open reduction for acetabulum or hip socket 

        fracture) 
 

指標 2: Femoral shaft ORIF 

64028C：股骨幹骨折開放性復位術 (Open reduction for fracture of femoral 

shaft) 
 

指標 3: Peri-trochanter fracture ORIF 

64029B：股骨頸骨折開放性復位術包含股骨粗隆間或股骨粗隆週邊骨折 (Open 

        reduction for fracture of femoral neck, including intertrochan or  

        peritrochanteric fracture) 
 

指標 4: Humerus ORIF + Tibia ORIF 

64239B：開放性或閉鎖性肱骨粗隆或骨幹或踝部骨折，開放性復位術(Open reduction 

        for closed or open humeral fracture; tuberosity, shaft or condyles) 

64031C：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術 (Open reduction for fracture of tibia) 
 

【關節重建 (3分)】 

指標 1: THR 

64162B：全股關節置換術 (Total hip replacement) 
 

指標 2: TKR 

64164B：全膝關節置換術 (Total knee replacement) 
 

指標 3: Revision THR+TKR 

DRG20901：髖關節再置換術，有合併症或併發症(Revision of hip replacement with CC) 

DRG20902：髖關節再置換術，無合併症或併發症(Revision of hip replacement without CC)  

DRG20907：膝關節再置換術，有合併症或併發症(Revision of knee replacement with CC) 

DRG20908：膝關節再置換術，無合併症或併發(Revision of knee replacement without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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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外科 (3分)】(限骨科醫師執行手術) 

指標 1: Spinal posterior fusion  

83046B：脊椎融合術－後融合 2.有固定物(1)≦六節 (Spinal fusion-posterior 

        spinal fusion with spinal instrumentation≦6 motion segments) 

64280B：重行脊椎後融合-有固定物 (Revisional posterior spinal fusion with  

        instrumentation) 

 

指標 2: 腰椎椎間盤突出手術  

M51.26 其他腰椎椎間盤移位(Other intervertebral disc displacement,lumbar 

region) 

M51.27 其他腰薦椎椎間盤移位(Other intervertebral disc displacement,lumbosacral  

region) 

 

指標 3: 頸椎椎間盤手術 + 長節脊椎手術 

83022C：椎間盤切除術－ 頸椎 (Diskectomy-cervical) 

83097B：脊椎融合術－後融合 2.有固定物(2)每增加≦六節 (Spinal fusion 

-posterior spinal fusion with spinal instrumentation 6 additional motion  

segments add) 

 

【運動醫學(2分)】 

指標 1: 十字韌帶重建術 

DRG50301：主要診斷非膝關節感染之十字韌帶手術，有合併症或併發症  

(Knee cruciate ligaments procedure without principal diagnosis of 

 infection procedure with CC)  

DRG50302：主要診斷非膝關節感染之十字韌帶手術，無合併症或併發症 

(Knee cruciate ligaments procedure without principal diagnosis of 

         infection procedure without CC) 

 

指標 2: 肩旋轉袖破裂修補術 

64121B：肩旋轉袖破裂修補術－小破裂 

64122B：肩旋轉袖破裂修補術－大破裂 

 

【小兒骨科(2分)】 

指標 1：＜18歲住院病人，排除 ICD-10-CM code中 S開頭及 C40-C41 neoplasm以 

       外的病例。 

 

指標 2: 合訓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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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外(2分)】(限骨科專科醫師執行手術) 

指標 1:舟狀骨骨折開放性復位術 + 斷指再接手術 + 神經移植、修補、移轉手術 

64267C：舟狀骨骨折開放性復位術 (Open reduction of Scaphoid Fracture ） 

64153B 、 64154B 、 64155B 、 64156B 、 64157B：斷指再接手術-一隻~五隻手

指   (Replantation -1~5 finger(s)) 

83032B 、 83091B 、 83092B：神經移植（Nerve graft） 

83034B 、 83093B 、 83094B：神經修補 (Nerve repair) 

83098B：神經移轉 (Nerve transfer) 

 

指標 2: 肌腱韌帶手術 

64090C：肌腱修補術 － 單腱 (Tendon repair - single) 

64091C：肌腱修補術 － 每增加一條 (Tendon repair - one added) 

64191B：肌腱轉移或移位 (Tendon transposition or tendon transfer) 

64194C：肌腱黏連分離術 (Tenolysis) 

 

【足踝(2分)】 

指標 1: Forefoot reconstruction 

64132B：大腳趾外翻 (Hallux valgus (McBride procedure)) 

64133C：大腳趾外翻(截骨術) (Hallux valgus (Chevron)) 

 

指標 2: Ankle fusion + Triple arthrodesis  

64183B：踝關節固定術 (Arthrodesis of ankle joint) 

64281B：後足關節固定術、三關節固定術(Hindfoot arthrodesis、Triple arthrodesis) 

 

【骨病(2分)】 

指標 1: 原發性骨或軟組織腫瘤(排除軟組織良性腫瘤) (限由骨專醫師執行手術) 

64204B：惡性骨瘤廣泛切除(一次) (Wide excision- bone tumor, malignant) 

64205B：惡性骨瘤二次廣泛切除 (Wide excision- bone, soft tissue tumor, 

        malignant, two stage) 

64206B：良性骨瘤刮除術及骨移植 (Benign bone tumor, curettage and bone graft) 

64207B：軟組織惡性腫瘤廣泛切除 (Wide excision– soft tissue tumor, 

malignant) 

 

指標 2: 合訓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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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會會活活動動上上傳傳資資料料準準備備內內容容及及格格式式：：  

11..  每每月月學學術術會會議議一一覽覽表表((EExxcceell 檔檔案案))：：  

((11))  本本表表呈呈現現該該月月份份逐逐日日逐逐次次學學術術會會議議內內容容。。  

      ((22))  每每一一次次會會議議之之說說明明欄欄項項包包含含日日期期，，星星期期，，起起迄迄時時間間，，會會議議類類型型，，主主持持人人//報報告告  

者者，，會會議議主主題題，，備備註註，，及及超超連連結結項項目目。。    

      ((33))  超超連連結結項項目目為為各各次次會會議議的的佐佐證證資資料料：：    

              ((AA))EEvveerrCCaamm 具具備備最最佳佳認認證證效效力力，，建建議議多多加加採採用用。。唯唯報報告告內內容容有有個個資資顧顧慮慮時時不不  

                    應應使使用用，，醫醫學學會會不不負負個個資資相相關關責責任任。。  

((BB))會會議議內內容容相相關關的的 PPPPTT 檔檔，，或或其其他他檔檔案案。。  

((CC))簽簽到到及及其其他他的的手手寫寫紀紀錄錄項項目目掃掃描描成成的的 PPDDFF 檔檔。。  

((DD))錄錄音音檔檔檢檢核核困困難難，，請請只只用用在在以以該該院院 PPAACCSS 系系統統進進行行的的討討論論會會議議之之佐佐證證，，請請勿勿

用用在在其其他他類類型型會會議議上上面面。。  

((EE))依依據據認認證證效效力力，，可可上上傳傳一一項項或或多多項項：：  

((aa))單單單單 EEvveerrCCaamm  

((bb))PPPPTT  ++  簽簽到到單單  

((cc))簽簽到到及及手手寫寫紀紀錄錄單單的的掃掃描描檔檔  ++  錄錄音音檔檔((如如 iivv 項項))  

      ((44))本本檔檔案案請請以以 EExxcceell 製製作作，，EExxcceell 超超連連結結的的穩穩定定性性優優於於 WWoorrdd 檔檔。。  

22..  學學術術會會議議類類型型統統計計表表((EExxcceell 或或 WWoorrdd 檔檔))：：請請表表列列各各類類型型會會議議之之召召開開次次數數。。  

33..  放放置置前前述述超超連連結結檔檔案案的的資資料料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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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附件件四四  
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陳陳英英和和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22..1111..2233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花花蓮蓮慈慈濟濟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院院長長//本本會會理理事事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花花蓮蓮市市中中央央路路 33 段段 770077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翁翁文文能能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99..1122..1122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林林口口長長庚庚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333333 桃桃園園縣縣龜龜山山鄉鄉復復興興路路 55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北北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林林柳柳池池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00..0055..2288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三三軍軍總總醫醫院院//中中華華民民國國骨骨科科醫醫學學會會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教教授授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1144 台台北北市市內內湖湖區區成成功功路路 22 段段 332255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      

  

姓姓名名  劉劉建建麟麟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00..0088..1122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副副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1122 台台北北市市石石牌牌路路 22 段段 220011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馬馬筱筱笠笠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88..0088..3311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運運動動醫醫學學科科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1122 台台北北市市石石牌牌路路 22 段段 220011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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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蘇蘇榮榮源源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44..0033..0022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馬馬偕偕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教教授授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0044 台台北北市市中中山山北北路路 22 段段 9922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高高雄雄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敖敖曼曼冠冠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99..0033..2266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振振興興復復健健醫醫學學中中心心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1122 台台北北市市振振興興街街 4455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陳陳文文哲哲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00..0011..0022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林林口口長長庚庚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部部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教教授授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333333 桃桃園園縣縣龜龜山山鄉鄉復復興興街街 55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江江清清泉泉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00..0088..0055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大大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教教授授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0000 台台北北市市中中山山南南路路 77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李李土土生生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33..0033..0011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彰彰濱濱秀秀傳傳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榮榮譽譽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德德國國柏柏林林大大學學  醫醫學學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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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許許文文蔚蔚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44..1111..2299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長長庚庚紀紀念念醫醫院院雲雲嘉嘉分分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教教授授//前前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661133 嘉嘉義義縣縣朴朴子子市市嘉嘉朴朴路路西西段段 66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許許弘弘昌昌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33..1111..1111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學學院院附附設設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部部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440044 台台中中市市育育德德路路 22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高高雄雄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王王俊俊聞聞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22..0033..0011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高高雄雄長長庚庚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部部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部部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883333 高高雄雄市市鳥鳥松松鄉鄉大大埤埤路路 112233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鄭鄭裕裕民民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33..0055..1100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衛衛福福部部屏屏東東醫醫院院//高高雄雄醫醫學學大大學學附附設設中中和和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院院長長//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院院長長//教教授授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880077 高高雄雄市市三三民民區區十十全全一一路路 110000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高高雄雄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潘潘如如瑜瑜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99..0011..2299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三三軍軍總總醫醫院院//中中華華民民國國骨骨科科醫醫學學會會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副副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1144 台台北北市市內內湖湖區區成成功功路路 22 段段 332255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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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陳陳力力輝輝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22..0088..1188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林林口口長長庚庚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部部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部部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333333 桃桃園園縣縣龜龜山山鄉鄉復復興興路路 55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北北醫醫學學院院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楊楊俊俊佑佑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33..0011..2255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成成大大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770000 台台南南市市勝勝利利路路 113388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林林瑞瑞模模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33..0044..0033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成成大大醫醫院院斗斗六六分分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雲雲林林縣縣斗斗六六市市莊莊敬敬路路 334455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林林高高田田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33..0055..0055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高高雄雄醫醫學學院院附附設設中中和和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教教授授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880077 高高雄雄市市三三民民區區十十全全一一路路 110000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高高雄雄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田田英英俊俊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44..1100..1133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高高雄雄醫醫學學院院附附設設中中和和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部部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部部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880077 高高雄雄市市三三民民區區十十全全一一路路 110000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中中山山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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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杜杜元元坤坤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99..1111..0011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義義大大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882244 高高雄雄市市義義大大路路 11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大大學學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黃黃揆揆洲洲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77..0099..3300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亞亞洲洲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副副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441133 台台中中市市霧霧峰峰區區福福新新路路 222222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陳陳威威明明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5511..0011..2211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骨骨折折科科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1122 台台北北市市石石牌牌路路 22 段段 220011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王王崇崇禮禮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33..0022..1199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市市政政府府研研考考會會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主主任任委委員員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0000 台台北北市市中中山山南南路路 77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孫孫瑞瑞昇昇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88..1111..2299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大大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副副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0000 台台北北市市中中山山南南路路 77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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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黃黃世世傑傑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88..0055..1199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市市衛衛生生局局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局局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0000 台台北北市市中中山山南南路路 77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張張冠冠宇宇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33..0088..0077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東東馬馬偕偕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古古鳴鳴洲洲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33..0066..2277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彰彰化化秀秀傳傳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副副總總裁裁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550000 彰彰化化市市中中山山路路一一段段 554422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倫倫敦敦大大學學臨臨床床骨骨科科碩碩士士      

  

姓姓名名  李李炫炫昇昇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5500..0022..1100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長長庚庚醫醫院院高高雄雄分分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醫醫師師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北北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張張明明超超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88..0055..0011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部部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1122 台台北北市市石石牌牌路路 22 段段 220011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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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王王子子康康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66..1100..1188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大大醫醫院院新新竹竹分分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330000 新新竹竹市市經經國國路路一一段段 444422 巷巷 2255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聖聖地地牙牙哥哥科科技技大大學學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李李宏宏滿滿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99..0077..2211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花花蓮蓮市市衛衛生生局局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局局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332255 桃桃園園縣縣龍龍潭潭鄉鄉中中興興路路 116688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李李芳芳材材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66..0055..0099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光光田田綜綜合合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443333 台台中中市市沙沙鹿鹿區區沙沙田田路路 111177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陳陳學學明明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55..1100..3300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林林森森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440033 台台中中市市三三民民路路一一段段 115522--11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黃黃志志賢賢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88..0044..0022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高高雄雄榮榮總總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醫醫師師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881133 高高雄雄市市大大中中一一路路 338866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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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林林啟啟禎禎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66..1100..1166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成成大大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教教授授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770044 台台南南市市勝勝利利路路 113388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陳陳天天雄雄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88..0077..1133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副副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台台北北市市北北投投區區石石牌牌路路 22 段段 220011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侯侯勝勝茂茂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99..0077..0011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新新光光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1111 台台北北市市文文昌昌路路 9955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謝謝銘銘勳勳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3377..0088..2255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恩恩主主公公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223377 新新北北市市三三峽峽區區復復興興路路 339999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北北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黃黃德德揚揚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77..0099..3300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馬馬偕偕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部部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台台北北市市中中山山北北路路 22 段段 9922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中中山山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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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黃黃盟盟仁仁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5500..0088..1100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新新店店慈慈濟濟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223311 新新北北市市新新店店區區建建國國路路 228899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詹詹益益聖聖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5544..0055..1122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林林口口長長庚庚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骨骨科科部部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333333  桃桃園園縣縣龜龜山山鄉鄉復復興興街街 55 號號骨骨科科部部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7799  學學士士  中中山山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陳陳正正豐豐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6600..0055..1188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  骨骨科科部部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1122 台台北北市市石石牌牌路路二二段段 220011 號號  骨骨科科部部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8866  學學士士  陽陽明明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楊楊榮榮森森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55..0088..1199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灣灣大大學學醫醫學學院院附附屬屬醫醫院院    骨骨科科部部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部部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0066  台台北北市市中中山山南南路路 77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8866  學學士士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周周一一鳴鳴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88..0088..1177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義義大大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882244 高高雄雄市市義義大大路路 11 號號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副副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770044  台台南南市市勝勝利利路路 113388 號號  骨骨科科部部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8866  學學士士  成成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博博士士  日日本本大大阪阪市市立立大大學學醫醫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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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任任振振輝輝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5500..0044..2244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高高雄雄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部部主主任任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881133 高高雄雄市市左左營營區區大大中中一一路路 338866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7788  學學士士  陽陽明明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于于載載九九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88..1122..2299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花花蓮蓮佛佛教教慈慈濟濟綜綜合合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主主任任級級醫醫師師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997700  花花蓮蓮市市中中央央路路三三段段 770077 號號((慈慈濟濟骨骨科科))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7744  學學士士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劉劉士士嘉嘉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33..0099..3300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馬馬偕偕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主主任任級級醫醫師師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0044 台台北北市市中中山山北北路路 22 段段 9922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7700  學學士士  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黃黃聰聰仁仁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44..1100..3300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台台北北醫醫學學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副副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111100  台台北北市市吳吳興興街街 225522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7733  學學士士  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姓姓名名  施施信信農農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22..1111..0044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長長庚庚醫醫院院林林口口分分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教教授授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333333  桃桃園園縣縣龜龜山山鄉鄉復復興興街街 55 號號  骨骨科科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6699  學學士士  台台北北醫醫學學院院  醫醫學學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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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員員基基本本資資料料表表  

姓姓名名  張張瑞瑞根根  出出生生年年月月日日  4411..0099..1177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  高高雄雄醫醫學學大大學學附附設設中中和和紀紀念念醫醫院院  //高高雄雄市市立立大大同同醫醫院院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單單位位  骨骨科科//院院長長室室  現現職職職職稱稱  教教授授//副副院院長長  

現現職職服服務務機機關關地地址址  880077 高高雄雄市市自自由由一一路路 110000 號號  

年年度度  學學位位  學學校校  系系所所  修修業業狀狀態態  

7755  碩碩士士  高高學學醫醫學學大大學學  醫醫學學院院研研究究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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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五五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107 年度「骨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定計畫」經費明細表 
(單位：元) 

科科        目目  金金    額額  說說        明明  
合合            計計      550077,,000000    

一一、、業業務務費費  446677,,000000    

書書面面審審查查費費  114444,,000000  
預預計計書書面面審審查查 4488 家家  

每每家家醫醫院院書書面面審審查查費費 11,,000000 元元 xx33 位位委委員員 xx  4488 家家

==114444,,000000 元元  

實實地地訪訪視視費費  3355,,000000  
實實地地訪訪視視 77,,000000 元元  ((33 位位委委員員每每位位 22,,000000 元元++11 位位工工作作

人人員員))，，預預定定實實地地訪訪視視 55 家家  

場場地地費費  
專專家家會會議議  2244,,000000  專專家家會會 33 場場次次，，場場地地費費 88,,000000 元元 xx11 場場。。  

稿稿費費  4488,,996600  
11,,002200 元元 xx4488 家家  ==4488,,996600 元元  

稿稿費費依依｢｢中中央央政政府府各各機機關關學學校校出出席席費費及及稿稿費費支支給給要要點點｣｣

辦辦理理，，且且實實施施本本計計畫畫所所需需撰撰稿稿及及翻翻譯譯費費，，每每千千字字以以

11,,002200 元元為為上上限限。。  

出出席席費費  7766,,000000  
實實施施本本計計畫畫所所需需專專家家諮諮詢詢會會議議之之出出席席費費。。  
22,,000000 元元 xx1166 委委員員 xx22 次次==6644,,000000 元元  
22,,000000 元元 xx66 委委員員((小小組組))xx11 次次==1122,,000000 元元  

文文具具紙紙張張費費  55,,000000  實實施施本本計計畫畫所所需需油油墨墨、、碳碳粉粉匣匣、、紙紙張張、、文文具具等等費費用用。。  

臨臨時時工工資資  6600,,000000  因因計計畫畫所所需需之之臨臨時時性性人人員員工工資資((依依勞勞動動部部公公告告之之基基本本
工工資資時時薪薪標標準準標標列列))。。  

郵郵電電費費  1100,,000000  實實施施本本計計畫畫所所需需郵郵資資、、快快遞遞費費、、電電報報、、電電話話費費、、網網路路
使使用用費費，，但但不不得得編編列列手手機機費費用用。。  

印印刷刷費費  1144,,004400  實實施施本本計計畫畫所所需需書書表表、、研研究究報報告告等等之之印印刷刷裝裝訂訂費費及及影影

印印費費。。  

國國內內旅旅運運費費  3300,,000000  
交交通通依依國國內內出出差差旅旅費費報報支支要要點點規規定定辦辦理理，，並並統統一一以以
22,,000000 元元//人人天天估估算算編編列列((實實際際應應實實報報實實銷銷))  
22,,000000 元元 xx33 位位委委員員 xx55 家家實實地地評評鑑鑑醫醫院院  

雜雜費費  2200,,000000  計計畫畫所所需需之之印印刷刷、、碳碳粉粉、、打打字字、、裝裝釘釘、、影影印印等等費費用用  

二二、、管管理理費費  4400,,000000  
管管理理費費明明細細如如下下：：  
((11))水水、、電電、、瓦瓦斯斯費費、、大大樓樓清清潔潔費費及及  

電電梯梯保保養養費費。。  
((22))執執行行機機構構人人員員協協辦辦研研究究計計畫畫業業務務  

之之加加班班費費為為限限。。所所稱稱「「加加班班費費」」，，即即受受委委託託單單位位的的正正
職職人人員員，，為為辦辦理理委委託託計計畫畫所所額額外外增增加加之之工工作作，，無無法法
於於正正常常上上班班時時間間完完成成，，需需加加班班趕趕辦辦，，所所需需之之加加班班費費。。  

((33))依依據據全全民民健健康康保保險險法法之之規規定定，，編編列列受受委委託託單單位位因因執執
行行本本計計畫畫應應負負擔擔之之補補充充保保險險費費用用。。  

  



 

89 

 

附附件件六六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骨骨科科醫醫學學會會「「110077 年年度度骨骨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訓訓練練醫醫院院認認定定計計劃劃」」  

時時  程程  表表  

                    月月      次次  

  

  工工作作項項目目  

  

11  

月月  

  

22  

月月  

  

33  

月月  

  

44  

月月  

  

55  

月月  

  

66  

月月  

  

77  

月月  

  

88  

月月  

  

99  

月月  

  

1100  

月月  

  

1111  

月月  

  

1122  

月月  

備備  註註  

計計劃劃收收件件((受受理理申申請請評評鑑鑑

單單位位書書面面資資料料))  

  
          

  
            

邀邀請請評評鑑鑑委委員員  
  

          
  

            

繳繳交交書書面面審審查查資資料料  
  

          
  

            

評評鑑鑑工工作作執執行行小小組組書書面面

審審查查及及評評分分試試算算  

  
                        

書書面面審審查查會會議議  
  

                        

實實地地評評鑑鑑醫醫院院審審查查  
  

                        

書書面面與與實實地地評評鑑鑑綜綜合合整整

理理與與會會議議討討論論  

  
              

  
        

認認定定結結果果報報告告  

((彙彙總總整整理理及及送送署署公公告告))  

  
                  

  
    

評評鑑鑑計計劃劃成成果果報報告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