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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骨科部專科醫師訓練計畫書 

 

1. 訓練計畫名稱 

臺北榮民總醫院骨科部專科醫師訓練計畫 

2. 宗旨與目標 

2.1 訓練宗旨與目標 

宗旨: 

建立理想的教學及工作環境，集合頂尖的師資，評選合適人才，以完整

而有制度的教學內容，保障病人之權益及安全下，培育優秀的骨科專科

醫師。 

目標:  

培養術德兼備、能獨當一面的骨科專科醫師。不僅能通過衛生福利部專

科醫師資格，更能擁有與時俱進的能力。讓每一位受訓醫師在臨床服

務、教學與研究的領域上，適才適性的發展。期許訓練出來之骨科專科

醫師必須使達到六大核心(臨床照護能力 (Patient Care)、專業醫學知

識 (Medical Knowledge)、臨床工作中的學習與改善(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人際關係及溝通技能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制度下之

臨床工作(System-Based Practice))能力之學習成果。 

2.2 訓練計畫執行架構 

教學場所: 臺北榮民總醫院骨科部、合格合作訓練醫院(光田醫療社團

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具重大學術價值之活動(國內外相關醫學研討會) 

教學團隊: 符合臺北榮民總醫院部定專科住院醫師訓練教學團隊

(Residency Review Committee, RRC team)設置辦法 

訓練對象: 臺北榮民總醫院骨科部骨科部招募主訓及合訓醫院之第一年

至第五年住院醫師 

訓練計劃: 在符合住院醫師法定工時的前提下，依據衛生福利部骨科專

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規畫涵蓋骨科專業、跨領域、醫學倫理、教學研究

技巧之課程 

訓練計畫主持人: 符合臺北榮民總醫院衛生福利部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主

持人聘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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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組織架構: 

 

 

3. 骨科專科醫師訓練教學醫院條件 

3.1 本院符合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資格合格 

符合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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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骨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 

3.2 合作訓練醫院—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

濱秀傳紀念醫院 

住院醫師訓練得於合作醫院（院區）聯合訓練方式為之 

合作訓練醫院具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資格 

聯合訓練計畫由合作醫院提出，其內容須符合專科訓練之要求 

3.3 本院符合主訓醫院計畫核定之委任訓練計畫 

 

4. 住院醫師訓練政策 

4.1 接受督導 

本院骨科部的住院醫師都有一個專任的導師負責督導臨床工作及輔導生

活上問題，住院醫師總導師由部長:張明超主任擔任, 負責導師之間的溝

通及各個住院醫師之間的協調 

1. 生活上的輔導:包括新進住院醫師之入門指導、生涯規劃。 

2. 訓練上的輔導:協助其一般性骨科知識技術之輔導，監督學習進度。 

3. 在臨床醫師指導及監督下，熟悉基本病患照護技巧，包含侵入性治

療及非侵入性治療。 

4. 學習臨床溝通技巧，建立良好醫病關係及同儕之人際關係，熟悉基

本理學檢查及問診技巧，加強病例寫作及疾病分類、鑑別診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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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輔導專科醫師考試及協助臨床研究設計與論文寫作指導。 

6. 每 3 個月須與導生做一次以上的會談，並留有會談記錄、住院醫師

評估表與導師評估表 

 

107 年度導師及導生名單 

編號 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 

1 張明超 王柏涵、林育寬 

2 馬筱笠 葉詩翰、陳威仁 

3 黃東富 陳冠融、郭歷京 

4 王世典 張彧銓、張文杰 

5 江昭慶 楊子正、陳建樺 

6 陳正豐 熊偉、謝承穎 

7 蘇宇平 林佑璉、周德風 

8 吳博貴 鄭銘輝、謝逸樵 

9 奉季光 呂俊慶 

10 王榮磻 張駿弘 

11 黃意超 鄧明紘 

12 蔣恩榮 楊智勇 

13 周伯鑫 馬瑄孝 

14 林峻正 黃振文 

15 楊傑思 洪煒竣 

16 林希賢 黃振邦、田德敏 

17 蔡尚聞 羅逸甯 

18 陳昆暉 殷震宇 

19 陳昭銘 陳奕舟 

20 王建順 陳冠林 

 

4.2.a 值班時間 

依照衛福部 106.05.16發佈"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

訂定住院醫師值勤工時規定 

1. 平時上班時間為早上七點至下午五點 

2. 值班隔天上班時間為早上七點至十一點  

3. 工作時數符合四周總共小於 320小時 

4. 兩次值勤之間至少需間隔 10小時 

4.2.b 工作環境 

1. 由醫院及本科舉辦職前教育訓練，且提供安全工作環境： 

新進人員共通性職前訓練（感控）員工保健+針扎，包含職前健康檢查、

員工保健、在職員工體檢、預防接種、員工發燒處理作業、咳嗽監測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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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作人員罹患傳染病之處理流程、醫院員工保健感染管制措施、醫

護人員可能遭受危害分類、尖銳物扎傷預防與處理等。 

骨科部新進住院醫師職前訓練：包含環境介紹及說明科內組織架構、住

院系統操作、協助手術進行規則及本科住院醫師訓練政策。 

各項通報作業流程說明，包含員工體溫通報作業、咳嗽通報作業、罹患

傳染病之通報作業、尖銳物品扎傷通報作業、病人安全通報系統等。 

2. 本科部設有住院醫師專用辦公室兩間，每人均有固定的桌椅及置物

櫃，有兩間固定的值班室，每間值班室均有四張床鋪，定時有清潔人員

清掃，醫院在致德樓 3 樓設置圖書館，提供影音設備電腦系統外，已建

置自動化管理系統，及提供電子服務、多項資料庫檢索、網路服務、館

際資源共享服務等，可提供資料即時查詢及學習管道。 

3. 骨科部住院醫師之照護床數遵循一般訓練常規，明訂住院醫師每人

每日照護上限為 15床，在院內網路系統可清楚顯示所有住院醫師每日

照護床數，總醫師可以隨時掌控各住院醫師照護床數，並予以適當調

整。本部之專科護理師每日均會檢查是否有住院醫師照護床數過多之

情形，有 double check 之機制。 

4.3 責任分層及漸進 

1. 骨科部落實由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組成的團隊教學訓練，

每位住院醫師於上班時間，均固定分配有一位主治醫師與一位總醫師，

共同負責住院醫師於學習期間之教育訓練工作，有部科主管則每日親

自帶領醫療團隊查房、住診床邊教學及臨床討論；為了提供可向不同

專長領域主治醫師學習之均等機會，安排住院醫師每 1-2 月輪流跟隨

不同主治醫師，在主治醫師及資深住院醫師監督指導下從事醫療照護

行為，使住院醫師從臨床中吸取資深醫師們的經驗，並學習帶領及教

導實習醫師，達到經驗分享、傳承之醫療團隊訓練教學與合作之目的 

2. 骨科部內分設各次專科，分科完整且訓練充實，各次專科每日都有專

責的值班專科醫師，住院醫師在值班時所遇之各次專科相關病例均可

獲得充分且適當的指導，舉凡脊椎外科、骨折科、關節及骨腫瘤、運

動醫學、兒童骨科、手外科等等，不論是住院醫師的學習或是病人的

安全，都能得到保障。 

3. 骨科部每日之值班住院醫師人數均在 5位到 6位左右，從第一年住院

醫師到第五年住院醫師都有，資淺的住院醫師可以得到比自己資深的

住院醫師的指導監督，有很完整的團隊教學訓練和指導監督機制，且

此制度行之有年。下班時段各病房均有 1至 2位值班住院醫師，並且

在值班總醫師及值班主治醫師指導監督下，發生病危或緊急事件時可

隨時逐級回報，立即獲得協助，不會孤立無援。 

4. 值班時遇到頻繁的急診會診，住院醫師可得到充分的訓練，不論是第

一線的病人評估，病史詢問，影像學檢查的開立，疾病診斷，石膏固

定，到後續的病情解釋，風險評估，與病人及家屬討論選擇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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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住院醫師都能夠在總醫師及主治醫師監督協助下，得到扎實的

學習。並且在問診完後，會共同檢討過程中可加強和不足的地方，給

予回饋。 

5. 藉由住院病患醫師交班系統達到完整交班機制，每天下午五點之前由

當科住院醫師填寫病患交班資料，當日值班醫師上網完成接班登錄，

每天值班總醫師不定時登入交班系統稽核交班狀況，可以確保及時掌

握病人狀況。每週五早晨 6:50~7:10由行政總醫師主持假日交班會議

及一週交班狀況回饋，以供檢討並改進交班狀況及執行率。  

 

5. 師資資格及責任 

5.1 主持人 

1. 計劃主持人主導及擬訂對住院醫師的教育目標，包括專科知識、一般治

療技術、手術案例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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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院有建構網路教學評估系統，系統內建置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紀錄

(case log)，護照內明定各級住院醫師每年須達到的學習目標、知識、技能

及態度等，由住院醫師記錄自己的學習內容後可以線上回饋給臨床技能導師，

導師也可以對於其記錄之病例給予考核評估，主持人及各導師也會定期監督

住院醫師的學習進度並適時的給予輔導。 

3. 本院設有人事室，提供輔導之專業人員，對於有問題之學員，例如情緒

精神上的壓力或藥物酒精成癮等狀況給予適時的輔導及建議。主持人也會

定期與住院醫師會談並留有會談紀錄。 

 

5.2 教師 

1. 骨科部住院醫師定期與部主任及訓練計畫主持人舉行座談，反應受訓

期間在臨床技能、專業知識、實證醫學、醫學倫理、病歷寫作、工作負荷

及教學課程各方面滿意度，了解住院醫師訓練過程發生之困難，並轉知主

治醫師；主治醫師固定每月評核所指導之住院醫師，並與住院醫師討論及

回饋後呈報，以檢討改進教學課程。骨科也實施固定導師制：導師與住院

醫師會談，深入了解學習及生活上之障礙，並給予協助及回饋。 

2. 合作醫院至本院受訓的醫師教學訓練方式均比照本院住院醫師，且均

有雙向回饋機制，如：參加座談會或填寫問卷等，提供反映受訓心得及相

關問題之管道，並適時檢討改進。雙方訓練計畫主持人也固定討論學員訓

主持人 年資 骨專資格 部定教職 次專科醫學會 

馬筱笠 

科主任 

20 骨專醫字第

00650 號 

部定副教授 

副字第 043933 號 

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 

肩肘關節醫學會 

運動醫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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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問題，給予原送訓醫院回饋建議。 

3. 網路教學評估系統內建置學習護照及手術案例紀錄(case log)，護照

內明定各級住院醫師每年須達到的學習目標、知識、技能及態度等，由住

院醫師記錄自己的學習內容後可以線上回饋給臨床技能導師，導師也可以

對於其記錄之病例給予考核評估。 

4. 主持人、導師以及合作醫院教師定期舉行聯合教學檢討會，檢討教學

目標、執行成效及教學效果並留有會議紀錄。 

 

 

醫師姓名 到職

年資 

專科醫師證書號碼 部定教職 次專科醫學會 

劉建麟 

副院長 

37 骨專醫字第 000463 號 部定教授 

教字第 010232 號 

脊椎外科醫學會 

張明超 

部主任 

29 骨專醫字第 00647 號 部定教授 

教字第 019378 號 

脊椎外科醫學會 

脊椎微創醫學會 

邱方遙 

科主任 

27 骨專醫字第 000689 號 部定教授 

教字第 016429 號 

關節重建醫學會 

馬筱笠 

科主任 

20 骨專醫字第 000650 號 部定副教授 

副字第 043933 號 

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 

肩肘關節醫學會 

運動醫學學會 

陳威明 

副院長 

26 骨專醫字第 000819 號 

 

部定教授 

教字第 019744 號 

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 

關節重建醫學會 

王世典 

科主任 

19 骨專醫字第 000751 號 部定教授 

教字第 141653 號 

脊椎外科醫學會 

脊椎微創醫學會 

江昭慶 

科主任 

22 骨專醫字第 000956 號 部定副教授 

副字第 145722 號 

骨科足踝醫學會 

關節重建醫學會 

骨科創傷醫學會 

奉季光 23 骨專醫字第 000895 號 部定助理教授 

助理字第 031536 號 

小兒骨科醫學會 

骨質疏鬆症學會 

脊椎外科醫學會 

黃東富 

科主任 

25 骨專醫字第 000953 號 部定副教授 

副字第 043930 號 

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 

肩肘關節醫學會 

手外科醫學會 

蘇宇平 

科主任 

19 骨專醫字第 001184 號 

 

部定副教授 

（已通過，證書尚未取得） 

骨科創傷醫學會 

手外科醫學會 

小兒骨科醫學會 

關節重建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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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豐 

科主任 

17 骨專醫字第 001394 號 部定助理教授 

助理字第 031540 號 

關節重建醫學會 

骨科創傷醫學會 

王榮磻 

科主任 

13 骨專醫字第 000956 號 部定副教授 

副字第 144195 號 

關節重建醫學會 

手外科醫學會 

黃意超 11 骨專醫字第 001517 號 部定講師 

講字第 096135 號 

手外科醫學會 

蔣恩榮 9 骨專醫字第 001552 號 部定助理教授 

助理字第 037138 號 

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 

肩肘關節醫學會 

周伯鑫 7 骨專醫字第 001583 號 部定助理教授 

助理字第 145780 號 

脊椎外科醫學會 

吳博貴 6 骨專醫字第 001577 號 部定副教授 

（已通過，證書尚未取得） 

關節重建醫學會 

楊傑思 6 骨專醫字第 001492 號  關節重建醫學會 

林峻正 4 骨專醫字第 001583 號  骨科創傷醫學會 

林希賢 3 骨專醫字第 001929 號  脊椎外科醫學會 

脊椎微創醫學會 

陳昆暉 2 骨專醫字第 001989 號 部定講師 

講字第 144199 號 

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 

肩肘關節醫學會 

蔡尚聞 2 骨專醫字第 001991 號 部定講師 

講字第 144200 號 

關節重建醫學會 

王建順 2 骨專醫字第 001928 號 部定講師 

講字第 142652 號 

 

許逵翔 1 骨專醫字第 002079 號 部定講師 

（已通過，證書尚未取得） 

骨科創傷醫學會 

小兒骨科醫學會 

 

5.3 其他人員 

1. 本科部設有專人管理專科資料及有關住院醫師的事務，負責評鑑之準備

工作，能以電腦處理各種行政庶務工作，並管理專科訓練資料及負責將住院

醫師的檔案資料各自歸檔以備查。住院醫師於各項教學活動後完成各項核心

課程教學和臨床教學記錄，每月底由科內秘書收集整理送至教學部簽核登記

並留存於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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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訓練計畫、課程及執行方式 

6.1 訓練項目:在臨床教師指導及監督下，熟悉基本病患照護技巧，包含 

1.侵入性治療(手術及處置)及非侵入性治療等技術。 

2.影像醫學，輻射安全防護等。 

3.學習臨床溝通技巧，建立良好醫病關係及同儕之人際關係，熟悉基本

理學檢查及問診技巧，加強病歷寫作及疾病分類、鑑別診斷等。 

4.熟悉常見及管制藥物使用的規範、適應症、副作用、交互作用及藥物

代謝等，尤其是肝腎功能不全、手術前及手術後病患之用藥原則。 

5.定期參與春季、秋季骨科醫學會或其他次專科的討論會訓練組織能力

及口頭報告的經驗。以全人醫療為出發，以系統宏觀為治療方向。 

6.接受高級心肺復甦訓練，並經考試合格取得證書。 

7.了解健保法規、總額預算及臨床路徑的施行，熟悉健保基本及未來

概念。 

 

6.2 骨科核心訓練課程 (依骨科專科醫師訓練基準修正及補強) 

按照 RRC 的規定，核心課程包括一般骨科(含骨病、腫瘤、感染)，外

傷學，關節重建，小兒骨科，手足骨科，脊椎外科，運動醫學。 

合作訓練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骨創傷學、小兒骨

科學、社區醫學 

(訓練課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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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前2周 1. 職前訓練課程 
和資深學長姐同一組別，一起照顧病人。 
分為team leader (senior) 與 member 
(junior)，先了解各team的運作流程，由學
長姊一對一指導所有的醫囑、系統操作、門
診、開刀房等所有臨床事務的執行。 

2周 

前 6個月 1.在臨床教師指導及監督下，熟悉 

基本病患照護技巧，包含侵入性治療及非

侵入性治療等技術。 

2.影像醫學，輻射安全防護等。 

3.學習臨床溝通技巧，建立良好醫病關係及

同儕之人際關係，熟悉基本理學檢查及問

診技巧，加強 病歷寫作及疾病分類、鑑別

診斷等。 

4.熟悉常見及管制藥物使用的規範、適應

症、副作用、交互作用及藥物代謝等，尤

其是肝腎功能 不全、手術前及手術後病患

之用藥原則。 

5.定期參與 春季、秋季骨科醫學會或其他次專科

的討論會，訓練組織能力及口頭報告的經 

驗。以全人醫療為發，以系統宏觀為治療方

向。 

6.接受高級心肺復甦訓練，並經考試合格取

得證書。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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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年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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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個月 

至 

第 54 個月 

一、臨床部分 

（一）一般骨科（含骨病、腫瘤、 感染） 

1.熟習骨病，如骨質疏鬆症、佝僂症、類

風 濕性關節 炎的檢查、保健及治療。 
2.骨骼肌肉良性及惡性腫瘤之臨 床診斷
方式、鑑別診斷、影像學檢查判讀、切片
原則、治療 方式及腫瘤追蹤項目及時
程。在專科醫師指導切片及腫瘤切除、重
建手術。 

3.了解感染的致病機轉，對骨髓炎、敗血

性關節炎、細菌性關節炎、蜂窩性組織炎

及壞死性筋膜炎的處置。 

（二）外傷學 

1.大量傷患處理原則。 

2.多重外傷病患的照護，包含術 前評估

診斷，術後照顧等，尤其重視合併他科

疾病，如氣胸、血胸、腹部外傷或頭顱

腦部受損病人之全人照護。 

3.開放性骨折處置原則及方式。 

4.一般骨折的診斷、治療、術後追蹤、復

健功能評估。 

5.截肢手術適應症及殘肢輔具支架的使

用。 

（三）關節重建 

1.膝、髖、肘、踝…等關節的重 建，包含

全膝、半膝、全髖、 半髖關節置換手

術及 關節保 健，術後復健及功能評估。 

2.退化性關節炎、股骨頭缺血性壞死、類風

濕關節炎等關節疾患的診斷及治療。 

（四）小兒骨科 

1.熟悉兒童常見骨科疾患，如髖關節發育

不全（DDH）、股骨頭 生長板滑脫（SCFE）、

原發性 股骨頭壞死（LCPD）、長短腳、 下肢

畸型、內八足、外八足、斜頸等處置。 

2.小兒骨折及生長板受損之治療診斷。 

3.兒童行走步態分析。 

4.小兒腫瘤 
5.小兒骨髓炎及敗血性關節炎。 

1.一 般 骨 科 

(含骨病及 腫 

瘤、 感染 等) ： 

9個月 

2.外傷學： 

9個月 

3.關節重建： 

6個月 
4.小兒骨科： 
6個月 

 
 

訓練年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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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個月 

至 

第 54個月 

（五）手足骨科 

1.手部常見畸型，如多指、併指、手指畸

型。 

2.手部外傷處置，如斷指接合、 局部肌皮

皮瓣移植（此部分可 至整形外科選修）、

一般手指、 手掌骨折內固定、外固定手

術 及石膏固定方式及原則。 

3.手部常見腫瘤，如腱鞘囊腫、 巨大細胞

瘤、神經瘤等診斷治 療。 

4.門診常見手部疾患，如板機指 

（ Trigger finger ）、 媽 媽 手 （ De 

Quervein’s  disease）、網球肘、高爾

夫球肘、腕隧道症候群 

（Carpal tunnel syndrome）、肘隧 道 症 候 

群（ Cubital tunnel syndrome）等疾病，

在專科醫 師指導下施行局部麻醉、類固

醇注射或手術。 

5.手部術後復健及功能評估。 

6. 足部常見疾患，如大拇趾外 翻、扁

平足、空凹足、足內翻、 足外翻、痛風、

痛風石沉積等 治療矯正。 

7.足部骨折之診斷及治療。 

8.足部腫瘤。 

（六）脊椎外科 

1.青少年先天性脊柱側彎及退化 性脊柱側

彎。 

2.脊椎狹窄、脊椎滑脫、椎弓解 離之診斷

影像學判讀及治療。 

3.脊椎外傷及脊髓損傷之急診處置及手術

治療。 

4. 脊椎細菌性感染及結核菌感染。 

 

5.手足骨科： 
6個月 

6.脊椎外科： 

6個月 
 

 
 

訓練年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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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個月 

至 

  第 54 個月 

（七）運動醫學 

1.常見運動傷害，如膝、踝、肘 關節扭傷，

韌帶受損、半月板 軟骨、關節骨軟骨

關 節受損（OCD）之處置。 

2.關節脫臼復位、固定、復健。 

3.肩關節習慣性脫臼合併肩盂受損（Bankart 

lesion）修補重建。 

4.在專科醫師指導下施行關節鏡 檢查及治

療。 

5.前十字、後十字韌帶斷裂診斷 重建及復

健。 

6.肩部常見疾患，如冰凍肩、肱 二頭肌腱

炎、鈣化性肌腱炎、 旋轉肌腱斷裂、滑

囊炎。 

二、學術活動 

（一）參加晨會，報告參與之急診手術病例、

文獻選讀、病例 討論、在主治醫師指

導下撰寫論文。 

（二）參加部(科)務會議，討論併發症、死亡

病例。 

（三）定期參加各分區月會，及骨科年會，並

發表口頭及海報論文。 

（四）鼓勵組織讀書會，分享讀書心得，將特

殊病例及罕見病例提出報告，共同討

論。 

（五）鼓勵住院醫師參加相關領域 之各項

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7.運動醫學： 
6個月 

 

 

 

 

 

6.3臨床訓練課程設計 

1. 根據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訂定住院醫師基本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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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療訓練項目分年訓練，各項專業訓練均安排有主治醫師指導監督 

2. 根據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訂定住院醫師基本核心

診療訓練項目分年訓練，各項專業訓練均安排有主治醫師指導監督 

3. 年度訓練計劃總檢討會中對針訓練課程計劃與臨床導師討論與檢討

修正。 

 

訓練年資 項目 教學活動 

R1 1. 一般醫學之臨床訓練 

2. 基本外科技巧之訓練 

3. 骨科常見疾病之診斷與治療 

4. 骨科手術之準備、消毒與鋪單 

5. 各種石膏固定之技巧 

6. 各類手術紀錄之寫作 

7. 手術 X光機﹙C-ARM﹚之操作與判讀 

門診教學 

床邊教學 

研討會 

手術教學 

R2 1. 簡單骨折之徒手復位與固定：Toe, 

Phalanx, Distal Radius 

2. 單純骨折之開放性復位：Clavicle, 

Ulna, Lateral Malleolar 

3. 關節脫臼之徒手復位 

4. 單純且表淺之腫瘤切除：Ganglion, 

Lipoma 

5. 急診外傷病患之初步診治 

6. 單純移除內固定器 

門診教學 

床邊教學 

研討會 

手術教學 

R3 1. 複雜骨折之徒手復位與固定：

Phalanx, Toe, Carpal,Metacarpal 

2. 複雜骨折之開放性復位：Forearm, 

Bimalleolar, Patellar 

3. 不穩定之髖部骨折：DHS, Gamma 

nail 

4. 骨髓內釘之技術 

5. 簡單之外固定器操作 

6. 關節授動術 Manipulation 

7. 下肢節肢術 

8. 單純手部外傷之處置：韌帶修補、

植皮術 

9. 門診手術項目：Trigger finger, 

Ganglion 

10. 單純不癒合之植骨術 

門診教學 

床邊教學 

研討會 

手術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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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移除複雜內固定器 

R4 1. 複雜骨折之開放復位與固定：

Humerus, Trimalleolar, Distal 

femur, Distal tibia, Distal 

clavicle 

2. 小兒骨折之徒手復位：Pinning, 

Casting 

3. 髖部骨折：半人工關節置換 

4. 複雜手部外傷之處置：Nerve, 

Vessel 

5. 膝關節鏡檢查 

6. 旋轉肌袖之修補：Open repair 

7. 韌帶、神經、血管移植物之取出

Graft harvest: nerve, vessel, 

tendon & ligament(ACL, PCL) 

8. 脊椎手術之 Approach,脊椎固定物之

移除 

9. Type III以上開放性骨折之處置 

10. 簡單之良性骨腫瘤：Curettage & 

BG 

門診教學 

床邊教學 

研討會 

手術教學 

R5 1. 複雜關節面骨折 

2. Type IIIB. C 開放性骨折之處置 

3. 脊椎減壓融合術﹙主治醫師指導

下﹚ 

4. 小兒骨折之開放復位 

5. 複雜手部外傷之處置：

Replantation 

6. 膝關節鏡手術：Shaving, ACLR, 

PCLR,肩關節鏡檢查 

7. 手部手術：Flap, Neurolysis, 

Tenolysis, Congenital anrmaly, 

Malunion… 

8. 人工關節置換術 

9. 關節脫臼之開放復位 

10. 感染人工關節之取出：Resection 

Arthroplasty 

11. 關節融合術 

12. 深部骨腫瘤 

床邊教學 

研討會 

手術教學 

研究論文寫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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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持大體骨骼取出 

 

 

6.4 & 6.5 臨床訓練項目及執行方式: 

1. 每位住院醫師於上班時間，均固定分配有一位主治醫師與一位總醫

師，共同負責住院醫師於學習期間之教育訓練工作，親自帶領醫療團

隊查房、住診床邊教學及臨床討論。 

2. 為了提供可向不同專長領域主治醫師學習之均等機會，安排住院醫

師每 1-2月輪流跟隨不同主治醫師，在主治醫師及資深住院醫師監督

指導下從事醫療照護行為，使住院醫師從臨床中吸取資深醫師們的經

驗，並學習帶領及教導實習醫師，達到經驗分享、傳承之醫療團隊訓

練教學與合作之目的。 

3. 骨科住院醫師均發放病歷寫作指引，在資深醫師督導下，病歷紀錄

依病人實際情形，含主訴、病史、身體檢查、實驗室數據、影像檢

查、入院病摘、病程變化記錄、每週摘記、處置記錄、交接記錄、轉

科轉床記錄、出院計畫、出院病摘，透過合理思考及鑑別診斷後，擬

定正確診斷與後續治療計畫。尤其骨科部著重身體檢查，舉凡肌腱關

節特有之檢查、神經學檢查的發現，都是病歷寫作的重點，另外，關

於病人的生理、心裡、靈性及社會，及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皆

須全面予以紀錄。 

4. 手術記錄也是骨科住院醫師病歷寫作重點，術式、手術步驟都要記

錄清楚，重要地方需以畫圖方式輔助說明，並且附上術前術後的 X光

片做比較。 

5. 病歷完成後需經過主治醫師針對內容作審閱及校訂，如診斷正確與

否，醫療記錄是否疏漏，文法用詞錯誤，手術記錄圖是是否清楚正確

等等。主治醫師審閱過後方可送出。本部另有查核機制，定期或不定

期抽審查閱病歷寫作品質。每月對所有主治醫師之住院、門診病歷進

行查核，利用統一規範之病歷查核評估表，逐項評估病歷寫作品質及

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病歷之指正或評論狀況。 

6. 住院醫師隨著主治醫師門診時間，由主治醫師從旁協助門診問診、

理學檢查、影像及檢驗結果判讀以及簡易治療及門診手術。 

7. 每位住院醫師均有機會接受第一線的急診會診，不論是的病人評

估，病史詢問，影像學檢查的開立，疾病診斷，石膏固定，到後續的

病情解釋，風險評估，與病人及家屬討論選擇治療方式等等，住院醫

師都能夠在總醫師主治醫師監督協助下，得到扎實的學習。在第五年

住院醫師訓練中，在主治醫師的督導協助之下，開始接受病房會診的

訓練。 

8. 科部內定期會用晨會時間由總醫師對資淺的住院醫師做骨科器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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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物的使用介紹，不定期也會舉辦大體關節鏡手術訓練以及顯微手

術訓練等活動 

 

7. 學術活動 

7.1 科內學術活動 

7.1.1 & 7.1.2 在骨科的排程中每天上午七點十分至八點鐘皆安排教學活

動。骨部明定每日、週、月的教學活動，包括：醫學雜誌討論會、研究討論

會、臨床個案討論會、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主治醫師專題演講。每次的教

學活動由主治醫師指導，由主治醫師或住院醫師主持，或由住院醫師報告，

內容力求活潑豐富，與時俱進，要求台上台下互動。並且根據教學計劃當中

的核心課程做適當的比例分配。 

7.1.3 於科內有相當良好知學術討論風氣，每位住院醫師均有主動及安排好

之論文寫作題目，且於每年固定之國內骨科醫學會及不定時之國外學術研討

會議，均有一定數量之口頭/壁報發表。 

 

7.2 跨專科及跨領域之教育 

骨科定期的骨腫瘤病理討論會為跨部科聯合討論會，與會者包括腫瘤

科、病理科、小兒科、放射腫瘤科、放射科、核子醫學部。骨科部骨病

科、運動醫學科也定期與放射科成立聯合討論會。 

1. Tumor combined conference 

上課時間: 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二 07:10 ~ 07:50 AM 

地點：骨科會議室 

授課教師：吳博貴 主任(骨科、放射科、病理、兒醫、血液腫瘤、胸外、

核醫) 

2. SS / Radiology combined conference 

上課時間: 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星期五 07:10 ~ 07:50 AM 

地點：骨科會議室 

授課教師：王世典主任(骨科、放射科) 

3. SM / Radiology combined conference 

上課時間: 每兩個月舉辦一次星期五 07:10 ~ 07:50 AM 

地點：骨科會議室 

授課教師：黃東富 主任(骨科、放射科) 

4.  SM/ PMR combined conference 

上課時間: 每三個月舉辦一次星期五 07:10 ~ 07:50 AM 

地點：骨科會議室 

授課教師：黃東富 主任(骨科、放射科) 

一年共有 26次跨科聯合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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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內定期舉行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醫學、感染管制、全人醫療之全

院性的訓練課程。除了面授課程之外，亦有線上課程(北區醫療數位學習

網)可供各住院醫師選修及學習認證，每年定期查核住院醫師學習狀況並

予以檢討改善。 

8. 專科醫師訓練特定教學資源 

8.1 臨床訓練環境： 

1. 本院為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且骨科部於 1983 年 6 月 1 日

自外科部獨立出來，下設骨折創傷科、脊椎外科、手外科、運動醫學科、

兒童骨科、關節重建科等六科。而骨科部病床數為 147 床。 

2. 手術：本院開刀房基本固定有六間刀房提供給骨科部各科醫師及學生執

行該科專業醫療手術。 

3. 門診：本院設有獨立且分科的骨科門診、石膏室、體外震波及 PRP 室。 

住院：本部設有 4 間骨科病房而各病房內皆有討論室、部辦公室有石膏

室。 

4. 急診：本院急診室設有石膏室。 

8.2 教材及教學設備： 

空間及設備：本部設有兩間男值班室、一間女值班室以供住院醫師及實見

習醫師使用；設有兩間住院醫師室並有各自的辦公桌、置物櫃以供使用。

且部內行政區域有提供骨科中心及會議室以利進行教學活動。 

研究討論室：本部於科技大樓設有實驗室及骨骼肌肉腫瘤治療暨研究中

心，且研究人員皆有自己的座位。 

圖書及期刊：本院圖書館每年皆有編列四百萬的購買圖書預算。 

其他教學資源：本院設有臨床技術中心。 

 

9. 評估 

住院醫師學習評估: 

手術學習評量：依骨科住院醫師學習護照，評估手術學習進度 

9.1病歷記載記載評量： 

1) 病歷記載必需是符合病人實際情形、清楚、易讀、準確、完整的原

始資料記錄。 

2) 病歷記載中必需有主訴、病史、身體檢查、實驗室及影像檢查、診

斷與診療計畫等，資料的判讀應呈現合理思維，包括各種資料的整

合及鑑別診斷。 

3) 病況進展 (progress note) 中記錄最新的相關資訊。病人問題表

中每個問題的再評估，對未來治療步驟的構想及計畫的記錄。 

4) 出院摘要中要詳述病人出院後，居家照護所面臨的問題及解  決方

法，其中必須考慮到病人出院後的社會功能及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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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治醫師或教師對住院醫師製作之病歷應予核閱並簽名，且給予必

要之指正或評論。 

9.2雙向評量機制 

1) 導師學習評量表 

2) 住院醫師學習心得調查表 

3) 住院醫師訓練課程學習自評及教學評量表 

9.3多元評估 

1) 筆試：每年六月舉辦一次住院醫師考試，各年級成績優秀者將

由科部補助參加美國骨科醫學會  

2) 每年均會舉辦住院醫師，考試骨科住院醫師之學習成績前兩名

者，單位內補助住院醫師出國參加全美骨科醫學會，以資獎勵

並增廣見聞；反之，如有訓練成果不佳或不適任住院醫師，則

可依本院臨床導師制度，請臨床導師或總醫師輔導並建議住院

醫師參加輔導與補強課程，或請教學主任先深入了解評核者

（主治醫師及護理長）之意見後，與住院醫師面談，建議住院

醫師改進缺失，如有需要將最終結果呈報主管處理 

3) 口試：benign bone tumor conference，fracture 

conference,及 artrhroplasty conference每月定期舉辦，訓

練及評核住院醫師讀片，診斷及表達能力。 

4) 由臨床導師填寫住院醫師考核表(TPS)、Mini-CEX、DOPS 

9.4課程分析改善 

1) 對訓練不佳之住院醫師，提供輔導及補強訓練 

2) 教師對訓練課程可適時反應及修正 

3) 根據住院醫師評估結果及考照及格率，適時修正教學計畫 

 

9.5 教師評估: 

1) 住院醫師可根據主治醫師平時之教導和訓練提出適當的回饋意見，每

個月一次，由住院醫師就主治醫師之教學經由TPS雙向評估回饋系統線

上給予建議和回饋。 

2) 定期舉辦導師/導生座談會，請導師與臨床教師出席，並將學員提出之

心得、缺失、困難與待改善之處，加以討論並彙整意見。 

 

9.6 訓練計劃評估: 

計畫主持人召開訓練計畫檢討會議，與部內主治醫師所組成之各醫療教學

團隊共同檢討當年度計畫執行結果與成效，臨床教師可針對訓練課程提出

建議與執行方案，以作為次年度訓練計畫修改之參考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