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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已跨足二十年。這二十
年，國衛院持守創院理想，懷抱提昇國人健康福祉的信念，雖步履維

艱，卻堅定地為國人解決諸多醫衛問題，與民眾的健康福利一起成長。

二十年，台灣的大環境蛻易丕變，國衛院未來如何秉持其厚實學術研究

之能量，協調整合相關領域的智慧思考，引領台灣進入新世紀的角競，

更是二十年輪今日的國衛院需邁開步伐的挑戰。

2013年，衛生福利部由原本的衛生署結合社會福利升格成立為部，
面對日趨複雜的環境、健康、食安等各項新興問題，亟需結合學術界其

實證為基礎的建言，來幫助政府以前瞻性的政策，解決當下的問題，甚

而更進一步提供未來施政的思索。此時，國衛院做為以任務為導向的醫

藥衛生研究機構，於創院之際即期許成為國家的醫衛智庫，正是發揮其

角色功能的時刻。

也就在這樣的情勢中，於二十年前即已成立之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簡稱國衛院論壇），以更廣闊的思維，涵納社會大眾最急迫之議題，

重新啟動。處於大環境替易之際，醫衛議題不斷浮現；例如影響國人健

康至鉅的食安問題，以及氣候急遽異常下擴延的登革熱感染疾病；這一

些都是論壇重啟之後的研議選項。其他如台灣於全民健保實施之後，醫

事人員的培育所出現的偏頗現象，以及日益駁雜的執業環境；甚若如攸

關全民康健的「健康體位」生活等等；均是論壇重啟一年之後，所提交

出的成績單。

代理院長 

邁開堅實步伐，國衛院論壇前瞻未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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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傳統重工業等高汙染產業漸漸外移之後，台灣也面臨了高

科技汙染如光、電及磁波等之危害新生命題，亟需及早正視，國衛院論

壇也需捷足先登地為國人把關以及思索，將來民眾會面對的最重要的議

題，甚至利用最新的科技工具，進行問題的檢核，並提出建議方略。例

如：利用大數據分析以及雲端運算，其精準醫療與基因資料庫的客製化

醫療產業等新的健康課題等。座落在竹南科學園區的國衛院，擁有與新

竹科學園區資訊科技互動的最大優勢，如其資訊、光電、奈米、晶片

等，將來如此頂尖的研究資源與國衛院媒合，將更增進國衛院的學術效

能，成為衛生福利部最有利的智庫。

欣慰於國衛院論壇重啟後一年半的時間，已有相當成果，完成八

本政策建言書與兩件指引：受政策採行計有「罕見疾病法布瑞氏症之研

議」、「上泌尿道路上皮癌盛行之對策之研議」、「全面建構健康體位

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以及「老人照護：服務體系之協調與整合建議」

等；於2016年出版「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登革熱防治政
策」、「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及「全面建構健

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四書。未來，祈願國衛院論壇結合專家學

者之研議共識，建構政策分析的證據基礎，凝聚更多有關衛生福利之政

策建言，促進衛生與福利等跨領域之溝通，進而活絡國際智庫之交流合

作，以求產出肆應時代需要的政策建議，供政府施政參考。

105年元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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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訂，攸關國計民生，尤其是公共議題，與民眾福址息息

相關，更需戒慎，故而先進國家每每仰仗具學養背景之學者組成研議型

之智庫，針對議題充分辯證、討論，待形成共識，再進一步凝聚民意所

趨，逐一媒合，以求去蕪存菁，爾後方陳達於公部門，訴諸立法機構制

訂政策。是知，專業性智庫乃改善政策系統與其環境，為推動、制訂政

策不可或缺的中介機制。

國衛院論壇之設立，乃參考美國IOM（Institute of Medicine）知名
之國際智庫，並以如上運作模式，邀集各領域專家就議題發表討論，再

聚焦形成共識。論壇做為國家級醫藥衛生之智庫，理當扮演溝通之橋

樑，以實證為基礎，提供辯證爾後適合國情的具體政策建言。唯前瞻性

之政策建言必須引領民眾的認知與支持，因而，論壇之運作非僅於專家

學者的「案頭」研議，而是跨出學界大門，主動透過各種方式，將具實

證基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無論所傳輸之媒介為研討會、傳媒會

議、新聞稿披露、網路資訊傳播等，期藉此引起民眾關注，同時以正確

之觀念教育民眾，以為政府政策之施行善盡教育佈達的功能。

準於此，過去二十年國衛院論壇已出版六十本多項醫藥衛生議題報

告書，更於2013年衛生福利部成立後，重啟國家級衛生福利論壇，除醫
衛之外，進一步擴大加入福利議題，且舉行數場國際暨國內研討會，希

望藉論壇為聲喉達拋磚引玉的效果，甚而引起更廣泛的跨界討論，幫助

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達成衛生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真

正發揮智庫之效能。論壇重啟之後，於2014至2015年間共陸續啟動十個
議題，包含四個已受政策採行之研議。除此之外，尚有「登革熱防治政

總召集人 

序   

國家級衛生福利智庫
――國衛院「論壇」建構全民健康福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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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防政策」、「醫療體系如何因應少子化的社

會轉變」、「以實證探討不運動之障礙，完成新一代健康運動指引」、

「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的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產前篩檢與遺傳

診斷科技之研議與評析」等，當前國內具急迫性、重大性或前瞻性議題。

IOM於2013年出版的政策白皮書，提出「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持續學習，不斷改進的醫療體系建言，其目的為使科學研究
的實證資料，回饋到民眾有感的照護改善。國衛院論壇於2015年起，
以學習工作坊之方式將研究成果導入LHS轉譯醫學的觀念，希望激勵更
多、更廣泛的人員來領導推動相關衛生福利體系之改善，未來更企盼促

動政策提供獎勵，聚焦衛生福利體系無論是病患、廣泛醫護人員以及民

眾福利的互動連結，輔以可量化的大數據資料，來改善醫療照護文化及

社會福利制度，期許建立讓民眾更好照護、更有效支出之衛生福利體系

願景。

政策之施行莫不期待民眾有感，是知政策之導引，必須獲致民眾

的支持與關注。國衛院論壇以厚實的衛生福利智庫經驗，相關的專家網

絡，結合國衛院及各大學的研究團隊，前瞻未來需求及國際視野，積

極、主動挖掘醫衛體系暨民眾福利之重要議題。藉助論壇其智庫型態之

運作，幫助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企盼提供友善環境的誘

因，來增進產業界為衛生福利資源之投入，以獲致民眾之關注，進而改

變民眾健康幸福的觀念。如此，不唯民眾有感，論壇此衛生福利智庫所

展現之價值，更於提升全民健康權益，為民眾之社會福址創造標竿，實

質地為我國衛生福利體系與民眾健康幸福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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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的，台灣的醫療體系正在急速地崩解中，極

大百分比的醫事人員對於台灣的執業環境感到非常失望，同

時，也認為台灣的醫療品質正在下滑，這是個不容忽視的警

訊。

要提升台灣的醫療品質、維護病人的安全，醫事人員的

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是一體而不可分的議題。在致力於栽

培各領域醫事人員，提升他們的專業能力與執業品質，改善

執業環境（包括法規、醫療保險內容、範圍與對品質、效益

的要求）的同時，如能積極推動民眾的衛生教育，教導民眾

正確的健康觀念、提升民眾自我照顧的能力，更將是改善醫

療效益、控制醫療費用膨脹最有效的處方。

從培育醫事人員的角度去看，我們不能只單方面著重醫

師的培訓而已。跨部門醫事人員的培育和團隊合作，是提升

醫療效率與效益的不二法門，必須加緊推動。

序   

二十一世紀
醫事人員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

序

議題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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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二十年全民健保深深地改變了病醫雙方對醫療

供需的認知，同時，也有形、無形扭曲了民眾與醫界的醫療

價值觀及醫療行為。而惡劣的執業環境導致醫事人員迷失了

行醫的初衷，健保爭議大多集中於工時及個人或醫療機構收

入的高低，而不是如何提升醫療品質以維護病人的健康。更

遺憾的是，病醫之間失去互信、病醫關係日益惡化，不必要

的醫療與無效醫療導致許多醫療資源與人力的浪費。因此，

如何導正台灣病醫雙方已經被嚴重扭曲的醫療觀念與行為，

是關心台灣醫療的人們所應專注的工作焦點。

此研議報告只是一個開始、一個起頭，期待有心人士能

夠積極參與、同心協力來翻轉台灣的醫療體系，一方面為台

灣醫事人員建構優良的執業環境，一方面為台灣的病人營造

安心的就醫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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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黃美智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

16. 詹光裕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放射診斷科醫師

17. 盧孳艷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教授

18. 鍾聿琳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

  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校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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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於1996年成立，2009年所撰「醫師培育現況與

展望」之研議報告書中提出《台灣醫學教育之規劃》。該文在研究國外

經驗與趨勢後，針對當時的醫師培育現況提出醫師培育架構及內涵的改

革，以及學、考、用的整合。並建議持續評估、檢視台灣醫事人員的培

育現況，參考國際經驗與趨勢，對於醫事人員培育提出與時俱進的改革

建議。因此「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培育」之議題是延續論壇的主旨，同

時是試圖為台灣正在變革崩壞的醫療開出處方的研議案。這個論壇邀請

不同醫事職類跨領域的專家，並涵蓋不同年齡層的代表，包括醫師、藥

事、護理、學生代表、法律及倫理專家等，希望藉由不同的角度及觀點

檢視現行醫事人員培育制度及執業環境的問題，設定未來醫事人員該具

備的能力做為目標，提出為培育具備這些能力之醫事人員的建議方案，

做為政府未來於醫事人員的培育以及健康衛生政策執行之參考依據。

這些年台灣正面臨醫療教育制度的改革與轉變，例如醫學教育由

七年轉為六年，2011年衛福部將醫師的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時間延長至

一年，並已加強推動二年期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又如台灣自1997年開始

醫藥分業，2009年臺灣大學藥學教育從四年延長為六年，訓練Doctor of 
Pharmacy（Pharm.D.）畢業生，迄今已有成功大學及台北醫學大學藥學

系也開始Pharm.D.學制；護理人員法也於2000年增訂「專科護理師」的

法源依據，2006年開始發展分科及甄審辦法，更於2015年公告「專科護

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台灣的護理教育也急需因應臨

床的需求和日趨複雜的變化而做必要的改革。面臨這些政策或制度面的

改變，經過一段時間的施行後，我們需要審慎評估這些政策或計畫推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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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國教育和醫療品質長遠的影響，我們國家所培養的醫事人員是否

能提供有品質的醫療以及是否有能力面對未來的挑戰。

在世界各國陸續將行動科技、基因研究以及運用大數據導入醫療

照護，推向個人化、精準及有效醫療的時刻，醫事人員面對科技所帶來

的幫助與挑戰，除了該具備原有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之外，也應對醫療新

知、醫療新科技及其衍生出來的醫學倫理及法律問題，有更深一層的瞭

解，並抱持著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現今及未來的醫療都已不再是醫師獨立進行，跨科、跨領域合作

的醫療是未來的趨勢。我們教育需要培育具有協調能力、能夠了解各個

領域在病人照顧上都有不同的角色與重要性、能夠相互尊重且願意長期

在醫療界服務、能夠在臨床上提供病人安全的醫療及照護、並且願意參

與共同提升醫療品質的醫事人才。其他重要課題如需要積極改善執業環

境，來提升醫事人員的士氣與成就感，以及醫事人員如何善盡民眾教育

的責任。這個跨專業的論壇希望能提出具體、創新的方向和建議，然而

改革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相信只要用心找出對的方向，堅定改革

的決心以設法去實踐。

回顧我國醫事人員的教育從學校教育、畢業後訓練、臨床執業時

之在職教育以及終身教育，皆分屬不同單位負責，這樣的制度顯然已成

為改革和進步的障礙，面對二十一世紀的醫療需求，單一專責高階的單

位或組織以整合醫事人員的教育是高度建議的，如此才能落實教、考、

用、訓的規劃和連結，培育出具備二十一世紀核心能力的醫事人員。本

研議案綜合以上之論點，列出五大方向的分析和建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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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事人員教育制度和課綱的檢討與改進；

2.醫事人員師資培育的檢討與改進；

3.形塑跨領域團隊合作的環境及訓練；

4.醫事人員面對快速變化的醫療環境與科技所需能力之培養，以及

該具備的醫學倫理及法律觀念；

5.執業環境的改善。

然因醫事人員職類廣泛，本研議案目前只針對醫師、藥事、護理等

三大職類分別進行研討。



醫事人員
教育制度和課綱的

檢討與改進

第 一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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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醫師教育制度和課綱的檢討與改進

第一節   醫學院的教育制度和課綱的現況及分析

在2013年之前的六十多年以來，台灣的醫學院醫學系課程為七年

制，以招收高中畢業生為主要方式。經過多年的改革 1，高中畢業生進

入醫學系的入學採多元管道，分為繁星、申請及指考，目前，前兩者約

佔一半的比例，除了參考學測分數外，再加入面談，大多數的醫學院這

些年以來，有逐漸增加繁星及申請者數量的趨勢。傳統上成績最好的高

中畢業生會申請進入醫學系，但近年來受醫療大環境及社會價值觀的改

變，申請者有逐漸減少的趨勢。而學士後醫學系目前只有高雄醫學大學

設置，其招收學生採學術加面談成績，考試採全英文方式，因而吸引國

內外的大學畢業生報名，其成員較多樣化、思想較成熟。醫學系的入學

方式以及醫師這個行業的吸引力，決定了醫學生的人文特質、學習能力

及學習方式。

醫學系七年制的課程傳統上分為三個階段，前兩年為預醫學科，

包含大學普通科目、通識教育、醫學人文及倫理；第三、四年為基礎醫

學或整合臨床醫學以器官分類的課程；第五、六、七年為臨床醫學（圖

一）。在八十、九十年代，因基礎醫學課程內容越加繁重，各醫學院逐

漸將其部分內容挪前至二年級授課，因而壓縮了通識教育。部分醫界的

前輩注意到醫學生的人文素養逐漸退步，在2000年台灣醫學院評鑑委

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2 成立後，為強化

醫學院通識教育，基礎醫學課程被推至第三、四年才可執行。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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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之後，為了加強一般臨床醫學的能力，衛生署（現衛生福利部）

建立了醫學生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ostgraduate year, PGY），並逐漸

將其時間從三個月延長至一年。從2013年起，醫學系課程由七年制改為

六年制，而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於2019年將改為兩年。六年制

的醫學系課程需要跳脫片段式的安排，將醫學人文教育、基礎醫學、及

臨床醫學做更好的融合 3-5。

一、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的目的有幾個方面：

1.教授基礎科學知識，為醫學知識的學習做準備。

2.訓練醫師必須有其他基本能力，如寫作、語言、解決問題、主動

自我學習、時間管理、組織統整的能力及態度。

3.人文素養的養成。

這階段與一般大學培養人才的方向並沒有太大不同，學士後醫學

圖一   台灣醫學教育學制與課程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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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直是不少醫界前輩想要推動的，但由於各種歷史及現況的實際考

量，全面推動學士後醫學教育制度困難重重，那麼在現有的制度中，如

何在有限的兩年中做到這些能力的培養，便成了醫學院的一大挑戰。各

家醫學院都知道通識教育的重要，但是對於如何執行，卻沒有共識，部

分醫學院校的非醫學相關院所有限，其通識課程採用部分外聘或兼任，

醫學生的選擇或接觸到的領域就會受到限制。目前運用的方式包括：外

聘更多元的教師、開放合作學校的選修、提供網路遠距教學。

以醫學生的能力及各醫學院的課綱而言，知識可以做到不錯的掌

握，但是在學習方法及態度方面的掌握上，則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醫學

生大部分是一群「擅長考試」的人，比較多使用被動的記憶及應付考試

的方式學習。通識教育應當培養開放性的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自發

性學習的態度、以及寫作的能力，可以樂見的是各醫學院正努力地安排

更多具高度討論性的課程，用較低的師生比期望帶出更多的討論與思

考，而多元的入學管道也讓醫學生族群在各個層次上，往更大廣度的方

向邁進。

二、醫學人文

台灣的醫學教育近年來加強人文教育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 6,7，醫學

人文的教育應當貫穿整個醫師養成的階段。在預醫階段，著重於人文素

養的培養，透過文學、歷史、社會、藝術、倫理等方面的學習及討論，

激發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些部分大多數由社會科學的教師指導；在基礎

醫學階段，著重於醫學人文、倫理、法律的介紹及討論，多由在人文方

面有素養的醫師教導。各家醫學院進行各種教學方法的嘗試，經過經驗

的累積，近年來已不斷的改善，但這方面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們期

待通過醫學人文教學方法的研究，建立更有系統及目標的教學。

從醫學生的角度來說，在進入臨床學習之前，許多學生可能把人文

思考或價值觀只當作是一些原則性或概念性的知識，與成績高低或學業

發展沒有直接的關係，因而，在臨床醫學學習階段的醫學人文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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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關重要的。值得欣喜的是，現在許多教學醫院在實習醫學生的階段，

進行醫學人文個案討論，讓學生在照顧病人的同時，喚醒醫預科時代所

學過的醫學人文（「加強注射」“booster shots”），老師再適時地與學生

分享老師的經驗與有關的文獻，加深學生在病人照顧中的反省及讀書

心得。

更為重要的是，醫學生的學習主要來自於觀察老師是怎麼做的，更

勝於老師是怎麼說的。因此臨床教育的環境以及實際醫療的環境，會對

醫學生的人文教育有著極大的影響，臨床老師更需要將人文關懷與專業

素養灌注於床邊教學，以提高學生對病人受苦的敏感度與反思的能力，

並讓學生有機會體驗到，甚至在病人無法治癒的情形下，醫師還是可以

幫助病人，唯有這種「縱向貫穿醫學人文教育」，才有可能培育出具有

人文關懷的好醫師。

三、基礎醫學

大部分臨床老師都同意醫學生剛進入臨床學習時，不論是臨床技能

的準備，還是基礎醫學知識的運用能力，都很缺乏，因此近十幾年來，

各醫學院在第三、四年努力進行課程整合，將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融

合，如採用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模式，以器官

分類來安排課程，加入問診和理學檢查的連續課程、以及去診所、社區

醫學、醫院見習等機會，然而由於課程份量仍然過重，醫學生大多以填

鴨式的強迫記憶為主要學習模式，仍缺少自主學習以及獨立思考和判斷

的訓練，以至於醫學生進入臨床仍未準備充分。

問題導向學習（PBL）的優點是可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團體討

論、口頭報告、自我回饋、及臨床運用等能力，但也被詬病學習內容受

限，有時學習較無方向，教師良莠不齊，難以保證一定品質等問題。教

師一般都需要先參加教師研習營，通過教案的課前研討對於教案有基本

的了解，但帶領小組的方式還是有極大的差異，來自基礎科學的教師可

能較為注重分子或病理機轉，來自臨床的教師若為本身領域，可能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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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比較熱烈，但可能太傾向專科，若非PBL老師的本身領域則只能依

照課前研討的內容來帶領。

而大堂課教學的優點是可補足PBL學習內容之不足，提供較有方向

和廣泛的知識內容。其通常是由器官系統區段負責人切割單元範圍，各

單元個別給予授課。其缺點是教師更換率高，一個系統區段超過十位教

師授課，對於其他教師講述過的內容難以掌握，且授課內容及準備未必

做成適合此階段學生吸收的版本；考試則是選擇題和考古題的趨向，故

學生傾向背誦而較少理解，較無法進行批判性思考的學習。

對於臨床問診及理學檢查的熟悉度，也許是進入臨床學習前最重要

的臨床能力，可喜的是這些年來，部分學校透過問診和理學檢查的連續

課程、使用標準病人訓練、以及去醫院、診所或社區醫學的觀摩，正在

逐漸加強這方面的能力。然而，單憑現今的授課、臨床觀摩、及標準病

人的訓練，臨床問診及理學檢查的學習還是很有限，其原因包括：

1.當今的醫療環境造成臨床醫師不重視問診及理學檢查，能教導的

老師也因而很少，學生沒有role model。
2.五年級之前醫學生對於臨床病人接觸仍是極少，能實際對真正的

病人進行問診和理學檢查的機會更少。

3.標準病人的訓練及使用，尚未完全成熟，標準化病人較無臨床實

際病人的真實性及多樣性，學生易詬病為演戲。

四、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的教育可以說是目前整體醫學教育中，最需改進之處 8，

而此階段的教育直接受限於整體的醫療環境，當今醫療環境對於臨床教

育的負面因素包括：

1.過高的病醫比，導致醫師給每個病人的時間極為有限，無法仔細

評估病人，臨床老師無法給醫學生理想的身教。

2.醫師過度的次專科化，造成無法完整的評估及照顧病人，以致醫

學生學習到的知識能力也很片段，沒有養成整體思考的習慣及全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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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

3.由於醫療給付的不合理，大部分教學醫院為了生存，也無法顧及

醫學教育所需要付出的人力與財力。

4.醫師的收入主要來自臨床服務，臨床教師的升等主要來自研究成

果的發表，而教學對於醫師個人及醫院都無實質的獎勵，教學因此成為

醫院最不受重視的部分。

5.傳統上，五、六年級醫學生在醫院仍是見習的角色，跟隨主治醫

師及住院醫師看病人，並無太多照顧病人的責任，臨床知識及技能的學

習方式，大多還是以授課、觀摩、同儕間互相練習、自發性學習等，而

七年級雖被賦予一些臨床照顧的責任，但容易成為「打雜」（幫忙寫病

歷、做簡單的procedure）的人力，缺乏臨床決策的練習及臨床老師對於

病人照顧及臨床思考的直接指導 9,10。

臨床學習大多在醫學中心，以專科的住院病人為主，優點是病例

種類多、學習範圍廣，但缺點是因病人照顧的次專科化，而學習角度太

狹窄，而主治醫師未必有因教學之需求，而能減輕其他臨床或研究之負

擔，導致教學品質容易被犧牲，臨床學習上也因主治醫師的教學意願及

方式，而有極大的不一致。另外，醫學生受住院醫師的教導及影響也很

大，但住院醫師可能因為業務繁忙、或教學能力、或意願不足，而無法

督促其學習。

有些醫學院給予醫學生選擇去有建教合作的區域或地區醫院，提

供醫學生接觸不同系統及層級醫院學習的機會，但其內容與品質參差不

齊。臨床教育中，門診學習通常較弱，雖有教學門診，但依科別及醫師

狀況而異，讓醫學生於門診可進行獨立問診的教學門診，因有諸多限制

而難以全面落實。台灣社會大眾對於醫學教育的接受度較低，即便在教

學醫院，病人或家屬也時常不瞭解醫學生的身分定位，或不願意醫學生

參與醫療照顧。總之，臨床醫學教育不論在哪裡執行，都會受到醫療大

環境的影響。

而當今醫療大環境一部分的問題，又是因為醫學教育的不足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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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臨床能力的不足可能加劇了過分依賴檢查，而增加了整個社會的

醫療開銷，在醫學院時期及住院醫師訓練中過早的次專科化、非全人照

顧的態度，可能加劇了片段式的醫療，而使醫療服務不協調或者沒有效

率；例如台灣的病人經常需要看許多不同科的醫師，造成醫療的浪費或

者疾病診療的延誤。因此TMAC的醫學教育改革中，就強調臨床技能及

全人醫療態度的培養，而這從臨床教育的一開始就需要進行培養。

五、中醫（傳統醫學）之於醫學教育

病人在接受西醫的診斷治療時，至少一半以上也同時使用中藥或

其他傳統醫療。中醫（傳統醫學）之觀念深植於許多台灣民眾心中，

並獲得其信任。 因此，（西醫）醫學生如果對它有基本了解，能認

識兩方面的治療方式，注意彼此治療之交互作用，常能為病人做更完

善且無害的治療。醫學生應有機會學習、了解、並接納中醫（傳統醫

學）中已有研究證實（evidence-based）療效之藥物或其他輔助性療法

（complementary treatment），如針灸、氣功、太極、正念冥想、瑜

珈、放鬆技巧等。另外，醫學生可以習取中醫在病醫溝通方面，運用社

會民俗共同語言之表達方式，尊重病人的信仰及價值觀，與病人建立最

好的治療同盟（therapeutic alliance），使醫療過程順利而有成效。而中

醫（傳統醫學）則應在上述基礎上，努力更科學化、更現代化以求卓越

發展。現行之中醫系學生課程皆必修各基礎醫學科，其完整教育應繼續

此模式，而每年學生數限於250人 12,13。

第二節   畢業後醫師教育訓練的現況及分析

目前台灣醫學院的畢業生於選擇專科前，需先接受一年的畢業後

一般醫學的訓練（PGY），接著再選擇專科住院醫師的訓練至少二點五

年，如需要次專科的專研醫師訓練另外再加約兩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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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GY訓練

2003年衛生福利部建立PGY的初衷，是為了加強廣泛的一般臨床

醫學的能力，避免醫師過度專科化，促進一般醫療（primary care）的

發展。2011年起PGY改為一年制，2019年醫學系六年制的學生畢業時，

PGY將改變為兩年制。

目前一年的PGY定位為內、外、婦、兒、急診、社區醫學和選修科

別的集合，受訓醫師在受監督指導的情況下，學習一般性疾病的診斷、

治療及照護，並以全人醫療、全人照護為目標 14。PGY以美國ACGME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所建議的六大核

心能力為訓練目標，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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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專業素養、及制度下的臨床工作15-18。

醫學系改制六年後將原本七年級醫學生（intern）的實習訓練，改

為在擁有醫師執照的PGY階段進行，各項醫療行為希望能有更緊密的主

治醫師和住院醫師的指導。學生畢業後先通過臨床技能的考核，取得資

格報考第二階段的醫師執照考試後，進入畢業第一及第二年一般醫學的

訓練（PGY1&2）。目前二年制的PGY已有定論，方向為第一年維持原

一年制PGY訓練方式，第二年的PGY將可有較多的選修科別的機會，選

擇內、外、婦、兒科訓練的學員，可以獲得這四科對訓練年資的採納以

吸引較多人才加入四大科。

醫學生畢業後寧可不選擇所謂五大科包括內、外、婦、兒及急診科

的情形已令人堪慮。醫學生們所寄盼的熱門科別比如皮膚科、放射科、

病理科等是很少有急症的科別，值班機會少，工作時間調整空間較大，

這樣的選擇執業的偏頗，毫無疑問會直接影響未來對大眾的醫療服務以

及其品貭。另外，近年來女性從醫逐漸變成風潮，女性醫學生越來越接

近每屆醫學生的一半，這是可喜的現象，但女性醫師也比較會因為家庭

需要，選擇進入工作時間較有彈性的科別，以致於一些比較需要體力、

訓練時間長、或工作時間長的科會出現每年招不到足額住院醫師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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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長此以往，幾十年後要及時找到那些科的醫師會變成社會上很大的

憂慮。

PGY訓練現有的問題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對PGY訓練醫院的評核系統不理想，PGY訓練應當每年邀請訓練

學員評估所在醫院的訓練，比如：是否有足夠的監督制度讓訓練學員覺

得在主治醫師的指導下，可以安全地執行醫療行為，是否給訓練學員足

夠的自主性，軟、硬體設備是否能符合學習、生活之需要等。PGY訓練

醫院之間的成效差異性可能很大，有待整體提升。

2.於PGY結束時並無完整有效的方式評估學員訓練後的成效，PGY
學員的病人照顧、醫學知識、臨床工作、溝通技巧、專業素養、對醫療

制度的了解，是否透過一般醫學訓練有明顯加強。大多數的醫院招專科

住院醫師的時間均在12月份之前，此時PGY的訓練才進行四個月，還無

法準確地評估PGY的訓練成效。

3.缺乏相關研究，尤其是長期性研究，去探討PGY制度整體是否達

到當初設定的目標，即提升一般醫學能力、避免過度專科化及促進一般

醫療的發展，如何衡量、由什麼樣的機構來衡量都值得討論。

4.醫療及教育大環境未改變，各訓練醫院未必有因應政策及人力配

置來保證教育品質 19，如：外、婦科可能缺乏手術室學習，內、外、婦

科接觸的科別可能過度次專科化，值班室負責病房的範圍太大、接過多

的新病人等問題，導致實質的學習減少。

5.現行PGY制度獨立於臨床部科專科訓練之外，學員比較沒有歸屬

感，因而對於自己沒有興趣的科別，可能會以應付的心態，而臨床學習

與表現不夠積極。

衛福部公布的PGY訓練計畫中提到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是參考美

國的體系，但是在美國，畢業後第一年（PGY）的訓練，如果是內、

外、婦、兒四大科住院醫師，便是在本專科進行，是住院醫師訓練的一

部分。而需要在住院醫師訓練之前額外有一般醫學訓練的專科，包括急

診、神經內科、放射科、麻醉科、眼科、皮膚科、放射腫瘤科等，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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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來的業務內容之相關性在一般內科或一般外科完成一般醫學訓練，

而較少在一年中經過內、外、婦、兒、急診的輪番訓練 20。一般醫學的

基本能力及臨床經驗，應該力求加強在醫學院階段的臨床教育來達成，

而非期待在畢業後來補強。

對於台灣特有的PGY制度，我們應有客觀的研究，全面反省檢討

是否PGY制度達到十多年前設置之初的目的，如果沒有具體及正面的影

響，則應考慮PGY制度實施之必要性；而要達到這些目標，應當從醫學

教育制度、方法、教育環境、及執業環境的改善來著手。

二、住院醫師及專研醫師訓練

住院醫師訓練，如同PGY訓練及醫學生教育，最大的問題其實一樣

是受到醫療環境及教育體制的影響，其問題包含以下方面：

1.因健保給付的不合理、病人服務量大、醫學中心升等偏重研究，

使大部分教學主治醫師需在臨床工作、研究和行政的夾縫中擠出一些教

學的時間，導致教學的品質參差不齊，監督及考評的機制不足。

2.住院醫師們需在極大的臨床工作量中，儘可能找出自修及省思的

時間，在這樣不良的訓練環境下，易造成住院醫師的成長遲緩。

3.住院醫師的訓練大多安排在病房，各醫學中心卻大多以次專科設

置病房，缺乏全人醫療及一般醫學的思考模式及訓練環境。

4.內科住院醫師訓練中過早及過度的次專科化，以及醫療體制缺乏

對一般內科專科醫師的尊重或提供有利的工作環境，幾乎每一位內科住

院醫師在完訓後，都需要再接受至少兩年的次專科訓練，這樣的心態也

造成住院醫師不預期在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能成為獨當一面的主治醫

師，因而使其成熟度延緩。

5.缺乏門診的學習機會，大部分醫院難以設立足夠教學監督機制及

住院醫師自主性兼具的教學門診，以至於門診病人的照顧多推延到專研

醫師或主治醫師時期才開始學習。

6.因為醫院服務量大以及大眾對醫療的使用頻繁，整體醫療環境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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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住院醫師訓練，普遍重檢驗輕思考，幾乎沒病人教育，這又更擴大了

健保的不當使用而引起財務危機，也阻擋了醫師與病人之間互動、互信

的機會。

7.住院醫師訓練中提供研究訓練可以加強思考能力，塑造一個學術

及教學的環境，對於有興趣的住院醫師是很值得鼓勵的選修課程，但衡

量其執行面及成效面仍應考慮到訓練醫院的特長及住院醫師的興趣，提

供選擇的空間，否則住院醫師未來可能會更多傾向醫學中心的工作，而

與推廣一般醫療的發展背道而馳。

8.目前的住院醫師制度，已有工時保護制度，但制度還不甚成熟，

還沒有考核或監督系統，評核各醫院是否確實執行工時制度。

9.面對工作量的差別，醫療給付不當及醫療糾紛的威脅，急重科別

如內、外、婦、兒及急診科吸引不到足夠的新血，而產生了所謂「五大

皆空」的窘境。

10.內、外、婦、兒及急診五大科的住院醫師訓練容額規畫不夠有

彈性，在現階段「五大皆空」的狀況下，五大科的容額仍然限制很多，

尤其是非醫學中心的容額，這樣的限制更進一步阻礙有意願進入這些科

別訓練的醫師。

11.專研醫師（fellowship）訓練的容額未考量到國內市場的需求，

以致於培訓出來的次專科醫師無適當的機構可發揮長才，最後成為開業

醫師，作為第一線的基層服務人力，這樣浪費寶貴的訓練資源，又缺乏

全人照顧的醫療人力。

12.台灣醫療制度與醫院政策，沒有詳細規定醫師與次專科醫師的

資格及權利（credentialing and privilege），導致不適當的醫療照顧與外

科手術，造成病人傷害，而間接地阻礙次專科醫師制度的發展及建立。

三、完成訓練後醫師持續教育訓練的現況

自2002年醫師法修訂公布之後，明文規定醫師應接受繼續教育並

作為定期更新執業執照的基本條件，自此醫師繼續教育成為強制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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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須達到一定之積分累積 （多由各專科醫學會提供，六年修滿180學

分。包含醫學知識技術162學分，醫學倫理、相關法規並包含感染、感

控及兩性議題總約18學分），才能繼續執業。

這個階段相關的問題在以下方面：

1.醫師持續教育訓練的目的，是促進醫師持續進修，以提高醫療品

質、病人安全。但是現況常流於形式，導致醫師參與繼續教育只為積分

累積與定期換照。近二十多年來，美國大部分專科除了要求繼續教育學

分，還要求定期考試才能再次專科認證，以確保醫師的知識觀念跟得上

時代。

2.需評估課程安排是否合理，倫理教育是否確實提升醫師倫理溝通

能力、專業素養。

3.繼續教育多由國內各醫學會負責，已經很成熟，然而，國內同質

性學會過多，臨床醫師疲於參加各學會的繼續教育活動，反而影響學習

成效。

4.開業醫師或偏遠地區的醫師跟大型醫院的聯繫網絡較弱，各醫學

中心在區域內所扮演的主導角色，應可以更加強社區的繼續教育。

5.醫學教育與醫師繼續進修已經國際化，不能只參加國內的教育會

議。應開放部分教育積分可以使用國外有認證的教育會議相抵補，而鼓

勵醫師參加國外先進的進修機會。

第三節   對醫師醫學教育的改進建議

醫學教育是一個涵蓋廣泛的議題，必須由國家政策來推動才能夠

形成的，醫學教育的成果就像是國防的成果，保障國民的健康也就保

障國家的安全。目前醫學教育的現況非常複雜，在學校階段是「教育

部」，臨床執業與教育階段是「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的證照是「考

選部」，醫療機構的評鑑是「醫策會」，醫學院的教育評鑑是「醫學院

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這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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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共同的目標是要確認與瞭解所培養出來的醫事人員，能夠確實地在臨

床上提供病人照護，並且有好的品質。因此，從醫學教育開始到臨床照

護，從學校教育、畢業後訓練、臨床執業之在職教育、乃至終身教育應

被整合共同檢視，建立一個具一致性的平台，由不同領域與階層的人

員，共同參與和規畫，除了教育部主管機關、醫學院院長、各醫學會代

表之外，衛福部、司法層級的人員，均應有代表一起參加，這些機構應

當合作一起來推動醫學教育和執業環境的改革。

以下分醫師教育的不同階段來提出改進建議：

一、醫學院教育

1.醫學院前教育

從中學時就應當要正視通識教育的加強，避免太早分類組，而造成

人才太早專業化的問題；加強解決問題及開放性思考的能力，避免只重

視「擅長考試」的能力。鼓勵中學生多元服務經驗，但要尋找較深入的

評估方式避免此項目又落入以升學為目標的框架。

2.醫學生選才

當選擇醫療為志向的學生背景條件不同時，醫學教育也會有影響，

建議持續討論選才的正確方式及多元化，規劃適當的入學管道，選才方

式必須要能夠評估成功的醫師應該有的特質及能力。要讓醫學生了解到

做一個醫生不是只為了獲得一個養家糊口的職業，而應該有救人濟世，

服務人群的高尚理想，如果只為了賺錢的目的選擇進入醫科的訓練是得

不償失的。

3.通識教育

建立更好的醫學院之間的合作，以各醫學院所的特長發展遠距教學

視訊教材及課程，建立通識教育的課綱，限制必修課程，提供多元化的

選修。

4.醫學人文

如何培育人文關懷的情操以及奉獻助人的價值觀，有待各校醫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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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育的專家們共同成立全國智庫，持續研商討論，建立醫學人文的課

綱以及教學指引，以讓所有醫學院有所依據。

我們推薦醫學生以及住院醫師閱讀一些醫護人員或病人書寫的醫學

人文的文章描述醫護人員與病人之間的人情互動等，有些被美國醫師學

會推薦為優秀的人文教材。

5.基礎醫學

以器官/疾病為主題更好的整合所有基礎醫學課程，加強學習中的

臨床運用。分核心及選修課程，對基礎醫學有興趣的學生可另外以醫師

科學家的方向加以引導。強調早期的臨床歷練，加強標準病人的訓練及

培養，增加模擬操作演練；同時在醫學院前四年中增加去醫療院所觀摩

的時間及頻率，並加強在這段時間醫學生參與臨床照顧的深度。

6.學習方法

發展多元的教學方式（problem-based，team-based，project- based），

鼓勵自我學習、主動學習、同儕合作，減少以考試為主的衡量方式。同

時國考（含OSCE）的形式及題目設計應更嚴謹，反應全人醫療及臨床

基本功的訓練目標。

7.課程整合

TMAC評鑑準則強調以能力為導向的醫學教育課程，訂出各階段必

須擁有的能力（milestone），醫學院畢業生的目標應當是成為一位有能

力的合格醫師。各醫學院及教師們需真正了解這些能力是什麼，如何在

知識的傳授之外以多元的教學方式（刺激討論、刺激思考、指導自主學

習、身教、給予臨床責任等等）提供以能力為導向的教育模式，培養自

我學習的能力以及實證醫學的做事態度，並強調成果的評估。

8.臨床實習

建立核心實習必修科別（如：內、外、婦、兒、家醫、精神、神

經、影像科），其他科別改成選修供學生依興趣選擇。核心實習依科別

需在有該科教學認證之醫療院所進行訓練，而這些地點需有為了教學而

定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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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床醫學的教育中，有幾點重要的因素需要落實 22：

1) 醫學生被賦予足夠、適當的第一線病人照顧責任（supervised 
autonomy），才有學習動力並能在實際病人照顧中學習基本臨

床能力。

2) 病人照顧、病例討論、及授課的時間應有所平衡，而病人照顧

應強調問診、理學檢查、臨床思考、決策、溝通、團隊合作、

人文關懷及專業素養等基本能力的培養 23。

3) 臨床能力基本功的學習需要被強調並且落實在臨床訓練中，醫

學生的學習目標應當清楚表達並貫穿一致，評量方式也應強調

臨床能力及態度 24。

4) 醫學生應在訓練中定期得到具體的回饋（feedback）、及指導

（mentoring）。

5) 提供臨床教育的醫療院所需要有資源及人力的支持與投入，設

立專門的教學病房或門診或教學團隊，有配套的教學體制，讓

醫學生成為照顧團隊的一員，也讓病人了解學生是團隊一員的

定位。

6) 提供臨床教育的醫療單位並不需要是醫學中心，而更重要的是

要以全人醫療為行醫及教學態度，臨床老師應當對臨床教學投

入，並得到所在醫療單位實質的支持以及定期的師資培育。

9.臨床中的醫學人文教育

在醫學院的初期讓學生能夠及早體驗照顧病人的感受與同理心，而

到臨床實習時則需要在床邊教學以及臨床會議裡，給予醫學人文有關的

「加強注射」，每個臨床科別都應有結合醫學人文的深入討論，以提高

學生對於人文關懷的敏感度。

10. 臨床教育的環境

創造給予學生支持性的臨床教育環境以及醫療環境，加強導師制

度，幫忙醫學生在受到打擊時，能夠得到及時的幫忙，同時就學生生涯

的規劃給予諮詢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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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畢業後醫師訓練

1.PGY制度

建立有效的雙向評核制度，授權最適當的（政府或私立）機構進行

長期性研究，探討PGY制度是否達到預期目標，檢討PGY制度執行的方

式或必要性，其目標是否可以在醫學院的教育階段達成。另一種想法是

效法美國，將PGY融入內、外、婦、兒專科訓練之中，由各專科學會設

計前一年或兩年的PGY訓練課程。

2.住院醫師訓練

衛生福利部的住院醫師訓練評估委員會（Residency Review Committee, 
RRC）對於各醫學會專科或次專科醫師的容額應更合理規劃；對機構之

訓練品質應有明確規範，如住院醫師的照顧床數，執勤時數，課程，且

須有定期評鑑監督。

住院醫師的薪水應考慮由中央給付，每日工作上以學習為導向，而

不只是分擔醫院的臨床工作；教學醫院可設立非教學的臨床工作團隊來

分擔臨床工作；進行教學的主治醫師，其教學品質（由學員評量）及時

數應算入其工時且可作為升遷之依據。

改變健保給付方式，長期目標建立以一般醫療照顧為主，增加一般

醫療醫師（一般內科、家醫科、兒科、一般婦產科）的能力及數量，建

立完善的轉診機制。

3.教學醫院場所

醫院是醫學教育中最重要的訓練場域，其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培育

出有能力照顧好病人的人才，在醫院環境下培養出來的人，才能在同一

個環境有所發揮，最後的成果展現與學習也是要在醫院裡的。教學醫院

其教學團隊的組成包括主治醫師、住院醫師、PGY、醫學生的團隊要

完整，照顧病人數與醫師的比例不能超額及傷害教學的品質。而「住院

醫師的訓練」將會是醫院裡最重要的訓練標的，因為人員在具有實戰、

實務經驗後，方知如何在醫院環境中提供好的照護品質，因此，當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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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接受高品質的訓練，以後成為主治醫師後就會知道如何去照顧好病

人；此外，住院醫師也是影響醫學生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角色，因為醫學

生進入臨床後，住院醫師會做第一線的訓練與教學，是故，完善的住院

醫師訓練計畫，有助於醫學生在臨床學習及適應，也有助於住院醫師的

角色發展與開拓，作為優秀主治醫師的基石 25。然而，目前台灣的住院

醫師訓練多半由各醫學會主導，較缺乏完善的訓練計畫與督導，這是還

需要繼續努力改革的目標之一。

三、醫師終身教育訓練

1.強調區域性、常態性、與教學中心的互動，並增加網路學習系

統，改善偏鄉醫師繼續教育進修的便利性。

2.相關醫學會的繼續教育活動應適當整合，增加課程設計的多元性

以及課程進行方式的多樣性。

3.對於優秀繼續教育課程講師給予獎勵。

4.可考慮考試再認證制度，確保醫師的知識觀念跟得上醫療科技的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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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藥學教育課綱的檢討與改進

第一節   藥學教育制度和課綱的現況及分析

台灣自1997年開始醫藥分業，即使歷經這麼多年的變遷，在2015年

的今天，台灣的臨床執業藥師主要工作型態是在醫院藥局、社區藥局或

診所提供調劑服務及病人用藥教育，儘管在一些醫學中心已建立臨床專

責藥師，或於少數社區藥局建立社區病人藥事服務模式，但顯然要全面

達到美國臨床藥學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Clinical Pharmacy；以下簡

稱ACCP）所定義的臨床藥學 26 與藥事照顧，仍然有一段差距。

「2005年藥學教育白皮書」係參酌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Pharmacy 
Education（以下簡稱ACPE）標準，對藥學教育的使命、規畫、評估、

課程、招生、學生輔導、教師素質與評估、圖儀設備、實習場所與經費

來源，訂定準則 27。但原四年制藥學教育訓練有所不足，必須提升或改

變教學訓練，才能培養更有能力執行「藥師法」賦予藥師的監督職責、

達成民眾用藥安全、符合現今社會需求的藥師。因此台灣藥學會藥學教

育小組於2013年依據我國社會的需要，與國際接軌，訂定出臺灣全國大

學藥學教育核心課程，此核心課程為4年制課程之最低要求，於2014年

正式開始實施。目前，各校已依台灣藥學會藥學教育小組的核心課程為

準則以目前實際實施的狀況再更新各校資料。臺大藥學系自2009年部分

招收之學生，已由4年延長為6年制Pharm.D.藥學教育，至2014年招收之

學生全面改為Pharm.D.藥學教育。延長的2年主要增加器官系統的一系

列藥物治療學課程，及臨床進階臨床藥學實習課程。學生也可以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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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選修藥學執業及衛生科學或藥學科學等領域相關課程。學生必

修之最基本課程，依課程性質區分為六大項：

1.共同基礎課程

2.生物醫學科學

3.藥學科學

4.藥學行為學、社會藥學、藥事行政管理科學

5.臨床科學

6.專業經驗

第二節   藥學教育課綱改進建議

一、加強藥物治療學課程

藥物治療學課程是一個綜合了所有藥學相關課程，如藥理學、藥劑

學、生物藥劑學、調劑學等學科，融和運用於病人照顧；藥物治療學也

提供了藥學生與藥師對於疾病與藥品的知識，這些知識建基於：(1)對於

病理生理學的認識，以瞭解用藥背後的原理；(2)臨床實驗的證據與國際

共識的指引，如此用藥的療效與安全性是被確保的；(3)基礎藥學知識與

藥物動態學（pharmacokinetics），確保藥品達到體內作用部位而發生作

用。在學校教育階段，應該提供足夠的藥物治療學修習課程（目前4年

制大學藥學系只有6學分，六年制藥學系有24個學分），尤其對於未來

有志臨床服務的學生，包括醫院藥局，社區藥局，診所等。

此科目的授課教師，應該由具有病人照顧經驗的執業藥師來教授，

才可以將文獻內容與實際的經驗融合一體，以藥師的觀點來觀察、評

論、指導學生在課堂中與案例討論中的學習。

二、以病人為中心的專業培育

藥學是高度的應用科學，占有廣泛醫學的重要部分，所以與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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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護理的其他醫事專業一樣，藥學人才的培育，應該要配合社會民眾需

要，以及緊隨國際潮流。長久以來，藥學專業教育較偏向以藥品為主，

重點是教導學生對藥品成分或產品熟悉瞭解 28。根據現代醫學的發展，

對疾病的瞭解與研究在先，才有藥品的研究與發展，尤其現今疾病的研

究是朝向基因體的研究，由原本基因下游的許多產物研究引起之疾病，

進展為從基因的變異尋找疾病的根本原因，瞭解病理生理學，進而尋找

治療、預防、預測疾病的方法；因此，藥學培育必須從以藥品為主，轉

變成以病人與病人的疾病為取向的教學。因此，相關的課程也需要隨此

精神有所增減 29。

以病人為中心的專業人才培育，需要包含從學習正常人的解剖與生

理，到病人的疾病之發生與治療，一直到如何與病人溝通，在醫療中合

乎倫理地對待病人、家屬、同儕、主管等各項人文的教育與培養，以及

在基因體時代的來臨，藥師在藥物基因體學的角色、對於臨床試驗的認

知、倫理的考量等各個方面。

藥師的工作場域很廣，他們可以在醫院或社區藥局成為直接照顧

病人的醫療人員（同時也可能有行政或研究性質）；也可以在製藥業中

從事藥品研發、藥品製造、藥品上市、藥品法規、藥品市場等各方面工

作；他們也可以在學術研究單位進行藥品相關研究，主題可以包含最

基礎的藥理研究、基因研究、新藥研發、藥物動力學研究、藥品人體

療效研究、藥品經濟學研究、藥品毒理研究等；也可以在政府單位任

職，例如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檢驗局、藥害救濟中心、醫藥品查驗中

心、中央健保署等。我國執業藥師約80%在醫療照護體系（醫院、社區

藥局、診所），19%在藥品販賣業（藥品公司），1.4%在藥品製造業。

藥品製造業較少藥師，其原因除了臺灣藥廠很少做研究及發展，對藥師

需求不多，薪資偏低也是其中之一。此外，研發人才需要研究所碩士或

博士（Pharm.D.）訓練，並非只是大學畢業。藥師在中藥局人數偏少，

最主要是健保對中藥調劑給付偏低。近年來臺灣在醫療照護系統（如

醫院藥劑部門、診所及社區藥局）服務的藥師約佔執業藥師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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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0年12月的統計，在醫療照護系統服務的藥師約20,000人，藥劑

生約3,500人。因此，每十萬人口約有醫療照護系統藥事人員102人，這

樣的藥事人力超過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平均的76人，與世界各國比較是位於中間的位置。

而在台灣醫療照護系統內，中西醫師與藥師的比例約1.82:1，遠超過日

本的4:1，反映出藥事人力充裕、足以滿足需求。過去，台灣藥學系與

研究所培養的人才，在各個崗位上以產品為中心的思維來處理事務，然

而未來，在藥學人才以病人為中心的培育下，期盼可以真正以病人為中

心的思維處理事務，如此，也才能真正解決整體醫療面對的問題 30。

第三節   藥學教育制度與評鑑改革建議

一、藥學教育

全國藥學教育制度應有全面性改革，目前是由各校自主決定，雖有

其優缺點，但對於全面提升藥師專業實為困擾。台灣目前有四年、五年

及六年等不同學制。此多元學制有待全面檢討：

1.需修改及補充目前藥學系的核心課程。

2.台灣藥師人數足夠，但隨著科學進步、醫療品質要求提高、及社

會需求增加，醫院、藥政與製藥等完成適合訓練之藥學人才不足，藥學

教育應朝向提供符合現今及未來演變需求之藥學人才為目標。因此新設

藥學系學制應以六年制為主，所需名額應由其他藥學系現有學生名額調

整，而非新增員額。

3.六年制藥學教育應提供臨床藥學、藥事行政與藥學科學等適才適

性的課程，並與國際接軌。

4.轉型到6年制對許多學校是非常巨大的挑戰，最主要與師資的培

育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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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國藥學教育評鑑

宜儘速啟動全國藥學教育評鑑，促使各校教學水準及師資達到基本

要求，以保障藥學生教育品質。未來擬效法醫學系和護理系的評鑑，建

立台灣藥學教育評鑑委員會（TPAC），以評鑑結果做為藥學生招生名

額之依據，重新分配藥學招生名額。任何新設立的藥學院系，也應完全

符合評鑑的標準才能成立。

1.建議比照台灣醫學院教育評鑑（TMAC）建立台灣藥學教育評鑑

委員會（TPAC）。

2.符合「藥師法」賦予藥師之職責，共同訂出藥學教育品質的標

準，做為評鑑依據。

3.以2005年藥學教育白皮書及ACPE評鑑準則做為TPAC骨幹，依據

此計畫蒐集包括2014年已實施之藥學系核心課程及進一步修正，訂定質

性與量性指標 27。

4.評鑑標準應包含生師比（就共同基礎課程；生物醫學科學；藥學

科學；藥學行為學、社會藥學、藥事行政管理科學；臨床科學；與專業

經驗分別計算），師資背景與訓練、學院的資源、課程的內容必須完全

符合設定的標準 27。

5.依據各院校達成共識評鑑指標，可以客觀公正的評鑑各校藥學教

育現況，作為招生核訂的指標及政策依據。

6.評鑑規定可作為藥學院系減招的依據，且任何學校有意設六年制

的新藥學系，未達評鑑規定，則不得設立藥學系。

三、住院藥師訓練制度

直接面對病人的醫療人員，除了好的課堂臨床教育與實習經驗累

積，他們更需要實際地、親自地、且有責任地，將書本所學得藥物治療

知識運用在病人身上。但是在他們還經驗不足時，需要有資深的指導教

師帶領與保護，以至於在引導中累積第一手的臨床經驗，逐漸成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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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當一面。醫師必須如此，因為他們肩負病人生死的重任。藥師因為病

人導向的教育，逐漸走向直接照顧病人的工作特性，藥品的療效與安全

也深深影響病人的健康與疾病，所以美國的醫院藥師在大幅轉向參與直

接病人照顧的臨床特性下，藥學院六年畢業後，進入通科（第一年）住

院藥師訓練的人數，逐年增加，如今已是一位難求。

美國健康系統藥師學會對於住院藥師第一年訓練的定義為：一個

有組織的、被引導的、被認證的訓練計畫，這個計畫是建基於一個被認

證的藥學專業學位課程中獲得的知識、技能、態度與能力。這一年的住

院藥師訓練課程將加強包括管理藥品使用系統的一般能力以及提供廣泛

通科疾病的病人最佳藥物治療 31。換言之，可以進入通科（第一年）住

院藥師訓練的候選人，必須完成美國藥學專業學位，以現在而言就是

Doctor of Pharmacy；這樣的訓練是一個經過仔細規劃有組織有次序的訓

練，也是一個具有陪跑者的訓練計畫；這個訓練的目的在加強藥品配送

系統管理與各種疾病病人臨床用藥管理的能力。

美國健康系統藥師學會對於住院藥師第二年訓練的目的為：完成

第一年通科住院藥師訓練後，第二年訓練必須朝向發展(1)責任與可靠

（accountability）；(2)執業型態（practice patterns）；(3)習慣；(4)專科

知識；(5)專科態度；(6)專科能力 32。

不論通科還是專科住院臨床藥師訓練，內容須包含住院與門診病人

的照顧經驗，這樣的經驗是在參與醫療團隊對病人的照顧中取得；訓練

還須包括專案研究、參與藥劑部門值班、提升院內其他醫事人員藥品的

認知、文獻研讀報告等。美國健康系統藥師學會針對住院藥師訓練訂定

的標準利於評估住院藥師工作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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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護理教育制度和課綱的檢討與改進

第一節   護理教育體制的現況分析及改進建議

一、護理教育學制和課綱

台灣培育基層護理人才的教育管道相當多元，分別隸屬於「高等

教育體系」與「技職教育體系」，二個體系各有不同的辦學目標，前者

以培育學士程度護理人員為主，後者除設有學士班分為二年制及四年

制，還有培育副學士程度護理人員的五專及二專學制（詳如圖二所示）
33，表一回顧台灣過去幾十年來護理教育體制之改變。

表一   台灣護理教育體制演變

類別 學制 入學前教育程度 創始年 停招年

基礎護理教育 高職 國中畢   1947   2005
 三年制專科學校 高中畢   1954   1995
 大學學士班 高中畢   1956      --
 五年制專科學校 國中畢   1963      --
 二技學士班 二專、五專畢   1994      --
 四技學士班 高職畢   1994      --
  高中畢   2006      --
 二年制專科班 高職畢   1982      --
進階護理教育 碩士班 學士畢   1979      --
 博士班 碩士畢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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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設有護理科系的大學校院已多達四十所，其中就學和進修管道

更是錯綜複雜，屬於多層級的系統，一般基礎護理教育就包括了二專、

五專、二技、四技與大學四年制等。近二十年來，台灣的「技術暨職業

教育體系」校院紛紛成立「護理系」、「護理碩士班」，甚至「護理博

士班」，原本隸屬於教育部「技術暨職業教育司」下的護理教育，與隸

屬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下的高等教育體系，兩者護理學程之層級已

漸趨一致，都朝向高等教育方向發展 34。

然而現實情況，護理教育學制目前仍有五專、二專、二技、四技

與大學等五種學制，學生來源差異性大，各校教學標準落差較大，技職

圖二   台灣護理教育制度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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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五專護理科更由於過早進入專業課程，學生基本科學與人文學識

基礎根基不足，不若一般大學護理系學生素質較整齊和教學品質也較接

近，使畢業生的能力無法達到齊一的水準，因此造成近年來護理學士及

副學士在護理師證照考試通過率差異懸殊。

目前護理界已有共識，2024年全面提升護理基礎教育之入學資格至

高中職畢業，接受四年護理教育成為護理學士（Bachelor of Science in 
Nursing, BSN），並定位護理碩士（Master of Science in Nursing, MSN）

係在培育臨床進階護理人員。台灣護理學會於2014年發表「護理教育改

革立場聲明」，由全台17個護理公會、學會等共同署名，為因應現今醫

療意識抬頭，護理人員更應提升自身專業知識與技能，因此倡議提高

護理教育水準，聲明如下：(1) 逐年減少五專護理班級，明訂2024年的

護理養成教育為高中職畢業後的BSN課程，提升護理人力之教育水準結

構；(2) 訂定護理科系入學最低標準，並增加四年制護理學校教育之招

生人數 35。然而，此聲明尚未落實，我們建議教育部技職司明訂專科學

校不再增額的政策，以促成2024年護理養成教育全面提升至護理學士，

以落實立場聲明（position statement）。

護理教育是屬於應用科學學門，需要慎選合宜學生，經過護理

教育培育後，具備專業知識和技巧並需取得護理師證照後，才能進入

臨床服務。一位專業的護理師不但是醫療團隊中不可或缺的成員，同

時也是民眾、病人和家屬所信任依賴的專業人員。所以不論是「技

職」或「高教」體系所培育出來的護理人員，均應具備一定的專業

素養（professional manner）、價值觀（core value）與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雖然各護理學校對護理專業核心素養逐漸形成共識，但

是仍有許多學校在教育目標的訂定、課程設計、及護理專業核心素養三

方面是脫節的。專業核心素養中有多項是需要透過臨床教學來培養的，

然而課程中學理與實務之統整與連結不足，再加上教師臨床實務能力不

足與經驗缺乏，無法進行有效臨床教學，因此無法具足培養畢業生之臨

床執業能力，更進而影響其未來專業能力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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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國傳統的護理教育是先教授基礎醫學知識，如解剖學、生

理學、病理學及藥理學等，然後再進入專業護理課程如：成人護理、小

兒科、產科、精神科、社區護理等分科領域的課程與實習。這種學理與

專科分開的教育方法，導致學生學到的知識無法整合運用在「病人」身

上，因此即使學生能夠畢業，也能通過執照考，許多人卻無法在職場上

勝任臨床工作。因此，建議未來課程的規劃需將基礎醫學與專業護理課

程做適度整合。此外，目前多數臨床護理課程以急性疾病為導向，建議

未來應依據該領域所需之核心能力來設計，並兼顧疾病預防、急性期需

求及慢性期社區照護的範疇。

同樣重要的，護理教育必須專業與人文並重，護理專業尤其重視

人文關懷，護理人員面對不同的個人或團體時，不僅需要提供專業的身

體照護，也須瞭解照護對象的情緒心理，以及與自己、他人及環境的互

動，才能真正發揮護理專業的本質。除了在課程中應充分規畫人文相

關的課程，在臨床情境中，護理教師和學生須持續在與病人的互動中

反思，並且在經驗中成長 36。近幾年有些醫院的臨床教師訓練加入反思

（reflection）的課程，教師從個案討論中反思學習溝通的技巧和問題處

理，這樣的反思學習才能夠真正幫助臨床上的工作，幫助新手護理師的

學習和適應。臨床反思的教學方式，是深入情境的學習，不是傳統的上

課方式，對於臨床老師是重要的學習。

二、護理教育評鑑制度及管理機構

如何確認學校的護理教育能真正培養優秀稱職的護理專業人才，

許多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等早已建立評鑑模式，以確保護理教

育品質。以美國為例，「美國國家護理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Nursing, NLN）早在1952年就開始推行護理評鑑制度，有感於護理教育

評鑑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到了1999年，於原來的 NLN架構中再增設一

「國家護理聯盟評鑑委員會」（National League for Nursing Accrediting 
Commission, NLNAC），專責執行護理教育評鑑工作。另外，美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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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時，成立了以大學護理系及研究所為對象的教育組織「美國護理

學院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of Nursing, AACN），於其

下特別再設立「護理學院教育委員會」（Commission Collegiate Nursing 
Education, CCNE）於2001年起，正式接掌護理教育評鑑工作 37。加拿

大的護理教育評鑑制度起步也很早，早在1972年成立了「加拿大大學

護理教育學會」（Canadi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Schools of Nursing, 
CAUSN），規劃全加拿大大學護理教育評鑑制度，藉由同儕互評和外

界的評鑑，確立並管理護理教育品質指標，以促進臨床服務及醫療品

質 37。1987年CAUSN曾出版一本評鑑手冊，內容詳細述及護理教育評鑑

宗旨、標準及作業流程及其執行機構之架構，因此成為各國評鑑制度發

展和經驗指導之重要文獻 37。

台灣護理教育評鑑的規劃則始於2003年六月，前台大護理學系余

玉眉教授在黃崑巖教授邀請下出面領導護理學界規劃評鑑制度，並獲教

育部資助成立了「大學護理學系評鑑規劃小組」，針對隸屬於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的大學護理學系，進行教育評鑑規劃，並針對一般基礎

護理人員五種教育學制之畢業生所應具備的核心專業能力與學養，統整

規劃大學部和專科部兩個層次的評鑑系統（大學部包括大學四年制與大

學二技、技職體系的二技、四技等三種授予學士學位的不同學制；專科

部則指技職體系的二專、五專兩種不同學制）。開始時由「醫學教育委

員會」統籌規劃護理教育評鑑工作，後來護理教育評鑑任務則移轉到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並於2006年3月成立「台灣護理評鑑委

員會」（Taiwan Nursing Accreditation Council, TNAC），並正式執行護

理教育評鑑工作。然而才剛起步的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制度，卻因為教育

界有些不同的聲音和反彈，很遺憾地在2014年由教育部劃下句點，台灣

的護理教育從此又回復到之前的各校自主管理的局面。教育部因為來自

於不同層級學校間的問題與壓力，而無法積極解決學校分層或學制上的

困境，又缺乏監督機制以確保護理畢業生臨床照護的能力，直至目前為

止，無論是教育部還是護理教育學界都尚未提出具體的政策和規劃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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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和管理各校的護理教育品質 38。雖然目前各大專院校皆有內部或外部

的評鑑機制，然而，護理教育品質和成果直接影響護理人員的素質，進

而影響醫療品質和生命安危，我們建議政府應該再審慎考慮重新啟動

護理教育評鑑的機制，以確保全國的護理教育品質皆維持於一定水準

之上。

我國現行護理人員培育的系統和過程，也如同醫師的培育過程，

在學校階段是屬於「教育部」，臨床執業與繼續教育階段是屬於「衛

福部」，證照考試是屬於「考選部」，醫療機構的評鑑是屬於「醫策

會」。這些機構共同的目標雖是要確認與瞭解所培養出來的醫事人員，

能夠確實地在臨床上提供病人安全且有品質的照護，但是系統間沒有整

合和串連，而造成各行其事，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共通的平台，或者有一

個超越這些部會的組織出現，將會有助於上述問題的整合。其實許多國

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香港等皆設有護理協會（Nursing Council）
或護理管理委員會（Nursing Board）來統合管理護理人員的教、考、

訓、用。又例如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是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

泰國、汶萊、越南、寮國、緬甸和柬埔寨等十個國家組成，東協高峰會

是由各國領袖所組成，為東協最高決策機關，各會員國主要就經濟、文

化等方面議題召集討論，特別的是東協高峰會議也將護理教育及護理照

護等問題，放進共同討論的議題中，而這十個國家皆設有護理協會的

組織。以泰國護理及助產協會（Thailand Nursing and Midwifery Council, 
TNC）為例，該協會管轄全國護理人員的專業能力與護理教育品質，護

理人員的專業能力包括護理執照申請、註銷、法律諮詢、執照考試等，

護理教育品質則包括護理學系的評鑑 39。反觀台灣，缺乏具有了領導力

和前瞻性的管理組織，造成教、考、用之嚴重脫節，惡性循環以致於人

員素質低落，我們建議政府應立即成立一個特別任務組織並授權給這個

組織，積極評估和規劃於本國建立護理教育整合的最高行政團體，如：

Nursing Council，整合護理之教、考、訓、用等中央統合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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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層護理人才的臨床培育

護理教育的目標是希望能培育具有專業照護能力的護理師，因此

除了教學課綱的改進，護理臨床教學和實習是引導學生走向護理專業之

路的重要里程。良好的實習環境、完善的實習規劃和臨床指導老師是邁

向專業之路的重要關鍵。護理並非一門純理論的學問，它與人息息相

關，包含著許多需要實務操作的部分。護理和醫學一樣都屬於經驗科

學，畢業學生除了需具備基礎的學科知識以外，同時也要有實務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而實務知識最好從臨床實務中獲得。目前以大

學四年的護理課程來說，前兩年是通識教育和基礎學科，後兩年是臨床

學科和實習，然而學校上課內容偏向理論，老師授課方式主要是講述為

主，學習成果評值仍以紙筆考試為主，造成學生學習偏向背誦和缺乏思

考。再加上部分學校老師缺乏足夠的臨床經驗和病人直接照護的能力，

講授課程內容可能與實務脫節，因此無法引導學生以病人為導向思考複

雜的臨床照護問題，也無法示範解決臨床問題的能力，使得護理畢業生

進入職場後常有理論與實務上的落差，無法應付瞬息萬變的臨床實境。

除此之外，臨床實習環境和臨床教師的參差不齊，部份學校對於學生實

習採取放任的態度，因此並無法在學生最後實習階段建立可靠的實務知

識和臨床專業素養。2013年起考選部雖規範護理學生至少必須要達到

1,016小時臨床實習總時數方能報考護理師專技考試，然而只重實習時

數而沒有強調實習品質的做法，仍然無法對培育護理學生的臨床專業能

力有長足進展。

有鑑於畢業生臨床能力普遍低落和適應困難，為了讓畢業生能順

利接軌臨床工作，因此醫策會頒佈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制訂

畢業後「二年期護理師訓練課程指引」40。然而，此畢業後的二年訓練

（PGY）計畫最終也流於形式，因為前三個月的新進人員離職率平均

高達50%，再加上因為臨床人力的缺乏，並無法真正落實訓練內容。而

且，一線護理師常成為實習學生和PGY的主要指導者，他們的角色是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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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輔導員（preceptor），雖通過基本的師資培育課程，瞭解基本的教學

技巧，然其主要工作仍是病人照護，並無法專心帶領學生或新人。臨床

輔導員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學生或新進護理人員熟悉工作環境和作業，並

確認學生或新進護理人員安全執行基本病人照護工作。然而以目前護理

師的流動率來看，臨床上未達到熟練（proficient）的護理師已經需要擔

任起教導新人的工作，這種新人帶領新人的普遍現象，反而加重原本的

工作負荷，惡性循環的結果，護理師的留任率和臨床護理專業素質都無

法提升。

據觀察，臨床畢業生的素質較三十年前相比，每況愈下，在臨床的

護理工作者中，有學士學位者九成以上為二技畢業生，大學畢業生非常

少，二技畢業生通常是五專加二技共七年的就學時間，然而到臨床上仍

然是一張白紙，在學校所學顯然無法帶到臨床工作。此外，英文能力普

遍低下，不但無法閱讀英文文獻，也無法理解專業術語因此造成溝通障

礙。根據臨床實習老師的觀察，大學生的英文能力的確比技職體系學生

來得好。此外，畢業後缺乏臨床銜接教育（像是residency program），

畢業生直接被分配到各單位工作，普遍造成臨床適應能力差和缺乏臨床

問題解決能力。學生在醫院的實習，對於學生未來職涯發展是很重要的

里程碑，但通常是由醫院實習單位護理長指派一位較資深的護理師帶學

生實習，雖然學生可學到一些臨床技術，但卻無法學到相關的學理或機

轉。醫院通常忽略臨床師資的培育，唯有好的臨床指導教師，才有好的

教學品質，建議重視臨床師資的培育和專任臨床教師的重要性，以落實

畢業後持續性護理教育（PGY）。

本國各醫院護理PGY的課程內容規劃主要仍以瞭解現行法規和醫

院政策，以及訓練臨床技能為主，缺乏和學校學程教育課程的銜接。

衛福部所推動PGY的目標是不明確的，我們認為PGY的目的應該是新

畢業生從生手（novice）、開始有經驗者（advanced beginner）到熟練

的護理師（proficient）一直到具備專業能力素養的護理師（competent 
professional）的繼續教育過程，所以PGY是學校教育延伸的臨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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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培養優秀專業的護理師，而不是根據各醫院的規範所進行的職前

教育。我們建議PGY和醫院的職前教育需要做區分，應重新省思現行

PGY的目標和效益。

我們建議醫療機構應發展護理畢業生之畢業後護理師訓練（residency 
program），因為學校教育只是一個階段，專業的能力養成是在臨床教育，

如何延續學校的教育並銜接臨床實務，醫療機構應思考將臨床護理分級

制度與畢業後護理師訓練做連結，才能夠落實護理專業能力的發展。

美國護理學院教育委員會（Commission Collegiate Nursing Education, 
CCNE）發展的Entry-to-Practice Nurse Residency Program值得我們參

考。Entry-to-Practice Nurse Residency Program的主旨是提供新護理畢業

生進一步的教育和支持以發展具備專業能力素養的護理師（competent 
professional）為目標。美國的nursing residency program是在畢業後1年，

由醫療機構和學校護理科系共同合作辦理的，主要是為了促進護理專業

角色社會化轉型（professional role socialization）的過程，包括學習知識

和技能、專業態度、角色、核心價值和倫理素養的培養。這個residency 
program包含角色轉換（role transition）和角色融合（role integration）

兩個階段的過程。角色轉換是為了銜接學校教育和臨床實務間的空隙，

所以著重在能力的培養，由有豐富經驗的護理師（preceptor）引導實務

工作並藉由情境學習提升臨床技能；角色融合階段主要包含發展專業能

力、獨立自主判斷、內化到工作團隊、和展現護理專業特質和認同。畢

業後nurse residency program的目標包括: 成功地讓新手轉化成具備專業

能力的護理師、發展有效臨床決策能力、能根據資料和證據（研究）思

考和解決病人問題、和醫療團隊協同合作一起照護病人、對於病人的照

護積極參與和發揮影響力、鼓勵和發展終身學習的專業使命和職業生涯

的規劃。根據統計，美國醫院有Nurse Residency Program的3年離職率只

有5.6%，相較於美國整體平均護理離職率約27.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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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階護理人才的培育

一、 護理碩士班

根據教育部資料顯示，目前我國現有護理碩士班有23所，所開辦的

護理組別領域廣泛，分別有臨床護理組、社區護理組、成人護理組、兒

童護理組、老人護理組、護理行政組、婦女健康組、長期照護研究所以

及中西醫護理研究所等不同名稱組別 42，顯見我國護理碩士班的課程內

涵相當分散，亟需要護理教育界，繼續檢討、共識與修改。台灣護理教

育評鑑委員會曾於2009年建議護理研究所的課程發展目標為「培育具有

紮實的學理基礎、精熟的護理專業技能、有效能的專業自主性及獨立判

斷的進階護理專業人才」43。因應本國醫療系統和社會環境對於進階臨

床護理師的需求，我國護理碩士班也積極規劃和推展進階臨床護理教

育課程，其目標即是要培養專業自主以及能獨立判斷的進階護理專業

人才。

根據國際護理協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進

階臨床護理師（advanced practice nurses, APN ）是為「具有專門知識、

嫻熟的決策技巧與具備勝任擴展臨床實務能力的註冊護理師，基本條

件須具備碩士資格」44。國際上有共識認為APN為一涵蓋性名稱（an 
umbrella term），包含以下四種不同的臨床角色：麻醉護理師（nurse 
anesthetist, NA）、助產護理師（nurse midwife, NM）、臨床護理專

家（clinical nurse specialist, CNS）、及專科護理師（nurse practitioner, 
NP）45。其中，臨床護理專家（CNS）和專科護理師（NP）是台灣目

前進階臨床護理教育的發展和培育重點。臨床護理專家的主要角色功能

除了提供病人直接照護之外，並藉由教育、諮詢、協同合作以及臨床研

究以提升護理照護品質和病人結果，其業務範圍不涉及疾病診斷或是開

立處方簽，服務場所多在醫院；專科護理師則是具有碩士或是臨床護理

博士學位的註冊護理師，可提供急、慢性病人的直接照護（如評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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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診斷和開立藥物），在臨床執業上具有自主權，臨床角色包括疾病

預防、健康促進、護理指導以及提供急、慢性直接照護，服務場所包括

醫院、機構以及社區等 46-47。

專科護理師是目前在台灣醫療機構需求最大的進階臨床護理角色，

然而現行的教、考、用制度仍有許多的討論和進步的空間。在教育層面

目前專科護理師的訓練仍以醫院訓練為主，雖然衛福部自2009年起依據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七條規定辦理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之

認定，然而認定標準較寬鬆，依衛福部2015年11月3日公布施行（11月

5日生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規定，專科護理師訓練課程

包括184小時學科課程以及504小時臨床實務訓練，對於訓練師資的資格

標準要求是「1、醫師：應具分科領域之專科醫師資格，並於取得資格

後，實際從事該專科工作至少二年。2、專科護理師：應具分科領域之

專科護理師資格，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至少二年。」而且

對於專科護理師的入門標準，則是只要專科或大學護理科、系畢業並具

備護理師年資三年以上或護理研究所畢業並具備護理師年資二年以上即

可符合。除此之外，實際上課和實習的品質也無法具體監督。

從2013到2015年為止，衛福部所核准的合格訓練醫院高達115家

（註：每年核定的家數會有所變動）48，2006年到2015年通過甄審並取得

專科護理師證書人數，已達5,702人（含內科3,011名、外科2,691名），

其中還不包括未考上證照之訓練專科護理師。雖然按護理人員法規定，

目前國內專科護理師須先具備護理師資格及規定之年資，並經完成訓練

及甄審合格後，且領有專科護理師證書者始得執行業務。然而根據衛福

部最新的頒布（2015年10月19日衛部照字1041561723號令），專科護理

師於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規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

稱監督，指由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以下稱

專師及訓練專師），執行醫療業務前或過程中，醫師對其所為之指示、

指導或督促。前項監督，不以醫師親自在場為必要。」49 雖訂有對於訓

練中專科護理師補充訓練應於訓練課程完成日起十八個月內為之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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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然此規範下仍有未通過考試合格之訓練護理師在醫院監督下協助執

行部分業務。

我國對專科護理師之定位為護理專業能力之進階認定，屬進階護理

師而其執行業務，須於前述醫師監督下之醫療業務範疇，並與醫師共同

提供病人連續及整合性之護理與醫療照護。2015年法令修正及執行業務

範圍之公告，讓專科護理師在台灣被賦予更多獨立自主的角色和功能，

普遍在急性醫院中協助主治醫師提供診療服務。然而相較於其他先進國

家，我國專科護理師之取得資格相對容易，雖然證照考試包括筆試及口

試兩個階段，然而是否能評估專師考生各項應具備之專業能力，仍有待

建立更完整之系統以確保未來的專科護理師在情境複雜的醫療環境下，

能提供病人有效及安全的照護能力。由於台灣目前專科護理師的培育仍

以醫院訓練為主，但相較甄審過程仍屬嚴謹，較紮實的學理基礎也是必

要的，快速發展專科護理師制度的結果，必須同時考量病人安全和醫療

品質的問題。

專科護理師執業範圍正式入法及分科甄審辦法修正後，如何全面提

升專科護理師的素質仍是當務之急，我們建議現行之教、考、用等制度

仍需積極檢討和改革，我們建議專科護理師教育未來仍應以學校的高等

教育為主，而目前全台灣只有四所護理研究所設置專科護理師的課程，

最大的阻礙在於師資的缺乏還有課綱和課程的改變甚大，學校以及醫院

都有所顧慮，因此我國專科護理師的發展尚缺乏動能。我們呼籲學界、

業界和政府需共同重視此一問題和力求改進，包括教育部、衛福部、考

選部和醫策會等，建立完整之專科護理師教育制度與發展藍圖以維護病

人安全。

進階臨床護理專家（clinical nurse specialist）的培育部分，目前已

由台灣護理學會積極推動當中，其角色的定位為「在護理領域中，具

專業知能、複雜情境決策與擴展專業領域實務能力之進階護理師，其主

要認證資格為具護理師證書及研究所以上」50。角色的發展包括各科進

階臨床護理師，進階臨床護理專家必須具備良好之基本護理教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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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generalists），而後在接受進一步之理論引導（theory-derived），

以實證為基礎（evidence- based），並運用臨床推理思辨能力（clinical 
reasoning）來精進護理實務能力 51。為達此發展目標，課程規劃需要考

慮二個重要的面向：第一，課程規劃中的實習時數與教育方式，因為要

有充足且精實的臨床教育，才有可能精進學生的臨床能力與照護品質，

目前在台灣，大多數的護理碩士班實習都是開放學生自我實習，只定期

與教師討論，教師並未能做臨床指導（bedside teaching），實習時數約為

200小時左右，和美國目前500小時實習時數和教師直接帶領之方式相差

甚遠。第二，目前台灣的職場中，設有進階臨床護理專家角色的醫院，

並未硬性規定其教育背景，也沒有證照考試，因此臨床上大多是由資深

的護理人員扮演臨床護理專家的角色，缺乏公認的條件及能力指標。

在國際上，健康照護體系已經發現進階臨床護理專家不僅能提升臨

床照護品質，提升病人及家屬的滿意度、護理人員的專業性、士氣與成

就感，也為整個醫院帶來正向的名聲。反觀國內進階臨床護理專家的角

色功能、教育訓練與證照考試仍有待進一步發展與推動。

二、 護理博士班

根據台灣護理教育學會2011年舉辦護理學博士班課程共識論壇，提

出博士教育主要在培育能夠擴展知識體系、獨立研究，並具有國際觀及

貢獻於我國醫療保健政策能力的護理領導人才。此外，也應該要特別

強化獨立判斷能力及臨床教學能力，並發展願景展現能力和領導能力，

最終成為能夠持續改善我國護理專業發展的護理教師，且維護學生學習

的重要角色模範（role model）。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台灣護理博士

班的課綱和課程還是以培育研究學者為主，但博士班的畢業生多要進

入學校擔任教職，這些以研究為主的老師卻是要培育未來將進入臨床

工作的護理師，實務知識和經驗不足的教師除無法進行有效的臨床教

學，也常無法成為學生的角色模範，而無法完成專業認同的形塑過程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這過程對於成為一位專業人員是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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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步驟，會影響其專業的行為（例如倫理的素養）以及專業的認同 52。

美國護理學院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of Nursing, 
AACN）的學校會員在歷經三年的研究和共識的建立，於2004年發佈臨

床護理學博士的立場聲明（Position Statement on the Practice Doctorate in 
Nursing），呼籲現階段對於臨床進階護理師的教育於2015年全面從碩

士提升到博士學位。這個改革的需求是來自於「漸趨複雜的健康照護環

境需要最高層次的知識和專精的技能以確保有品質的病人照護結果」。

美國國家醫學院（Institute of Medicine）、聯合醫院評鑑機構（Joint 
Commission）、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和一些學術權威團體也

曾呼籲必須重新思考現在健康專業醫事人員的教育。因此，AACN於

2005年開始發展以非研究為主的臨床護理博士學位――Doctor of Nursing 
Practice（DNP），護理也朝向臨床博士的方向邁進，培育頂尖之臨床

實務領導與科學專業護理人才。截至2014年為止，美國已有264個DNP 
Program（還有60個學校在申請中），相對於134個以培養研究型學者為

主的PhD Program。DNP的畢業生多進入臨床工作擔任進階護理師（像

是CNS或NP）或是領導階層，有些也進入學校擔任教職，解決了美國

因為缺乏師資而無法招收護理學生的問題 53。

台灣的進階教育亟需要修正方向和改革，我們必須評估臨床進階護

理人力的需求，根據現在醫療環境的需求規劃適當的碩、博士課程，從

美國成功的經驗學習發展以實務為導向的臨床博士課程，培養護理臨床

研究人才及臨床師資，同時也提升護理師資在研究、教學及臨床護理三

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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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醫學教育師資

目前在台灣醫學院評鑑以及教學醫院的評鑑準則中，均必須設有

教師培育及發展的專責單位，輔導新進教師、住院醫師有關教學的能力

的要求項目。在推動PGY制度時，培養了許多強調一般醫學教育及六大

核心能力的臨床教師，PGY的計畫中，要求每一單位均需有師資培育完

訓的教師才可以申請計畫。各大學和教學醫院的教師培育中心均己運作

多年，但所提供的培育內容和方式大部份還是傳統的演講方式；應鼓勵

每個教師培育中心，針對重要的教學技能，發展具特色的工作坊訓練課

程，以提升成效。

由於臨床醫師大多病人服務量大、醫學院的教職及升等仍偏重研究

成果，因此醫學院的教師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忙於從事研究和臨床工

作，有心的老師也只能做到把自己負責的課程，用傳統的方式教好，已

沒有時間學習新的教學理念，或引進新的教學方法；無心教學的老師更

只是勉強應付教學，教學成效因此參差不齊。

另外，目前並無系統性對臨床教師實施教學能力及教學成效的評

估，以PGY制度來說，只要該教師完成了培育的時數即擁有資格，並

未評估教學能力。雖然授課及帶醫學生臨床實習有被學生評量的雙向機

制，但一則學生一般不會把分數打得太差，二則教學不好也不會影響醫

師的收入或升遷，三則因為臨床教師在數量或時間上的缺乏，教學多是

額外負擔，教學好與不好的老師在分配教學工作上，並不會差別太大。

在過去五年，醫學系有一個重大的改革，即教育部承認醫院裡負責

教學的主治醫師教學年資，將視同於專任教師/師資。在教學醫院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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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教師，應該在學校中也有「臨床教師」的師資身分，可以升等、定

期接受教學評估，這樣可充分運用臨床資源，同時緩解學校臨床師資的

不足，並且列入教學評鑑的項目，以確保師資的品質，這些機制都是我

們所樂見的。

因應這項改革，近五年逐漸盛行的趨勢，是設立教學型主治醫師的

制度，鼓勵投入教學的教師，由這些主治醫師負責教學技能研發，同時

帶領第一線教學的工作及樹立高品質教學的榜樣，此制度仍在發展改善

中，教學型主治醫師數量還不多，除教學外還需要進行教學相關研究及

各種教學行政等業務，而其他主治醫師不一定能分擔臨床醫學教學改革

或投入教學的工作。

教學品質以及課程改進的關鍵是有優異的師資，如果教師的教學能

力沒有與時俱進，即使引進了頂級的教學設備或是新課程，都是徒勞。

對於醫學教育師資培育，我們提出改進建議如下：

一、要培養有教學熱忱的教師以及提升教師培育課程的參與度，必

須有實質的保障教學和獎勵措施，才會有效果。獎勵辦法應包含升遷機

制，減少其臨床業務及研究負荷，以期具備更多時間與心力投入教學，

衛福部教輔計畫的經費應實際匯入教學的系統。

二、繼續發展及完善教學型主治醫師升等辦法，增加其數量，在醫

療環境中塑造良好的教學環境及文化；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中訓練出來的

年輕醫師，也更願意在未來投入教學，形成良性循環。

三、教學老師應具備廣泛的基本知識技能，以全人醫療的方式探

討病人疾病及照顧病人，而不侷限於次專科，一方面需要加強每位教

師的一般醫學能力，另一方面未來培育一般醫學醫師（primary care 
physician）也至關重要，身為一般醫學醫師的教師，更能以身教來教導

醫學生或住院醫師。

四、要評估目前師資培育的成效，教學成效的評估及教師升等所重

視的比例有待增強，給學生的評估及回饋須提昇其有效性、及時性。

五、在醫院裡師資培育的部分，應該要有一個培育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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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director）的概念，專責來帶領、指導學習者；任何一個訓練

計劃必須要充分與臨床接軌，直接照顧病人，如此才會有良好的成果。

六、醫學院的臨床教學可考慮由全職教師及兼職教師分擔，比如住

院病人床邊教學由全職教師擔任，而門診教學由兼職教師担任等分工方

式。基於此臨床教師的升遷可依據是教學型、研究型、臨床型有不同的

審核方式。全職和兼職、或不同型的教師應保持一定比例，以保證教學

的品質。

七、在醫師養成的階段，教學、研究、臨床的能力應當是三大教育

目標。特別是在住院醫師階段，其對醫學生的教學也應當是訓練的一個

重要部分，以促成整個醫療環境中從醫學生到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的醫

學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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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藥學師資

醫療團隊的完整運作，各職類成員都不可或缺，包括需要有能力的

藥師來協助藥品正確適當的使用。培養有能力的藥師需要適當的教育課

程，而適當的教育課程需要有適當的教學師資。目前全國藥學臨床師資

普遍缺乏，學校師資主要是以學術研究為主要工作，極少具有臨床實務

經驗，而具有臨床實務經驗者，也因為要留在學校擔任教職，被迫研讀

博士學位或鑽研基礎研究，無法真正聚焦於所學所長。

藥學系需要兩種臨床師資，其一為專任臨床師資，主要負責課程規

劃、臨床課程教授、學生輔導等，其薪資來源主要為藥學系，因為這樣

的師資必須同時維持在臨床服務，其薪資可能有一部分由臨床服務單位

負擔；其二為臨床實習指導藥師，主要負責臨床實習，這類的藥師必須

長期與臨床醫療團隊結合，在學生實習中成為學生學習的指導與模範。

第一種師資在應聘以後將接受與其他教師一樣的評等，以論文發

表為主要升等的條件，臨床藥師依目前的工作方式，幾乎無法符合各校

升等的要求，所以具有臨床經驗且持續在臨床服務的藥師，成為藥學系

專任教師的可能性很低。第二種師資需要醫療院所有健全的臨床藥事服

務，有多個臨床藥師長期與醫療團隊合作，並且緊密參與病人的照顧，

而且此醫療院所應長期固定培育有能力的臨床專業藥師，以便有任何人

事變動，可以立即遞補。以上兩種師資在藥學系聘任的數量都需要達到

一定的人數，原則上每一個器官疾病系統就應該要有至少一位專任師

資，與多位臨床實習指導藥師。

由此可見，第一種師資（專任臨床師資）的缺乏與制度有直接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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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目前在台灣的醫院裏，有一些合適的臨床專業藥師可以勝任藥學系

專任教師，但是，學校的升等制度導致這些臨床人員卻步。第二種師資

（臨床實習指導藥師）的缺乏則與整個藥學臨床人才培育有關係，在大

多數執業場所無法長期培育有能力的臨床藥師，沒有參與醫療團隊以及

沒有建立長期的病人照顧關係，是最大的關鍵所在。

藥學院系師資的質和量皆需討論，目前教育部訂的標準只看量，

其實質才是重點。八所藥學院系每年招收約1000名學生，其中臺大、國

防、成大3所國立大學，每校每年招生不超過50名學生；3所私立大學每

校每年招生約100――250名學生；而2所技職體系之私立藥學院招收藥

學系學生共超過400人。所有私立學校藥學系生師比都很高，但都符合

教育部對一般系所之規定。生師比計算方式為：以該校大專生在校學生

人數除以目前該校專任的教師。必須注意的是生師比高的不一定較差，

還要看教師是否都是具有藥學背景，而不是拿數學化學等基礎學科的

老師來「充數」。另外，成立藥學系並非只要有附屬醫學中心即可，還

需要有藥學科學（藥劑、生藥、藥化……等）背景的老師，建議支援共

同基礎課程的教師應屬學校其他相關科系，不應納入藥學院系教師的

計算。

對於藥學臨床師資的問題，我們提出以下改善方向：

一、藥學臨床人才培育路徑之建立

美國的藥師在醫院的工作，有非常高的比例已經轉型為直接病人照

顧（direct patient care）的性質，藥師每日的工作就是醫療團隊中的一

員，負責病人用藥的照顧，提供年輕醫療團隊成員藥品相關教育，根據

病人的臨床特徵與文獻資料建立病人照顧臨床準則，如此的藥師才是我

們在台灣希望培育的人才。而美國的藥學臨床人才培育 1，由學校給予

以病人為導向的藥學教育，學校並且提供一整年的臨床實習，畢業後如

果對於臨床照顧病人有興趣，則進入住院藥師訓練，經過二年包含通科

與專科的住院藥師訓練，成為一位成熟的臨床藥師，有足夠能力執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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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病人照顧。

然而，反觀整個美國推動臨床藥學的歷史，卻是由職場開始。醫療

院所開始推動臨床藥師的工作，這些有能力的藥師再進到學校教授臨床

相關科目，並且調整學校教學方向，如此正向循環，互相提升；並且在

2004年全美藥學系全面改革Doctor of Pharmacy課程時，住院藥師訓練制

度已經執行30年，臨床實習指導藥師不虞匱乏 2。

台灣已經開始在藥學系裡有六年學制，較四年學制增加許多臨床照

顧相關的課程與實習，但是沒有設定畢業後的持續培育路徑，可能導致

六年制畢業生中對於臨床服務有興趣者，無法得到持續的訓練與成長。

醫療院所如果沒有穩定培育臨床專業藥師的人才，也無法提供六年制學

生實習所需的臨床實習指導教師。當務之急，在台灣醫療院所中，應快

速建立優質的住院藥師訓練制度、建立住院藥師訓練場所之評鑑，才可

以快速解決六年制畢業生持續培育與臨床教學的需求與品質。

二、醫療院所臨床藥事服務制度之建立及納入醫療給付

台灣的醫療院所長期渴望提升藥師的服務，但是受限於藥學系畢業

生的能力，縱然有基礎不錯又肯自學的人才，可以開始臨床服務，但是

受限於此人整體的臨床訓練不足，而且按其能力應為受訓人員，然因業

務或評鑑需求，必須充任一個實質臨床專業藥師，常常壓力過大，折損

率高，縱然有人可以熬過這樣的過程，因其所受教育與訓練的限制，其

工作內容無法達到我們對於一個實質臨床專業藥師的期待。目前已經有

六年制的畢業生，在基本知識上已經有較佳的預備，藥學會應該形成共

識，提供各醫院如何推動住院藥師訓練，如何培訓藥師轉型參與臨床服

務，如何展開長期參與醫療團隊發揮藥師功能，讓六年制畢業生可以按

部就班受到訓練與成長成熟，有利於建立長期有效的臨床藥事服務。國

內外已有許多研究顯示，臨床藥事服務可大幅提升病人用藥安全，也可

節省醫療上不必要的花費，如不必要藥品使用或減少藥品不良反應的傷

害，因此在健保專業給付上也應針對臨床藥事服務之知識性服務進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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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給付，才能使臨床藥事服務在台灣生根，被肯定及重視。

三、藥學系臨床教師升等制度之改善

台灣的大學院校教師升等並未分為學術研究型與臨床服務型，以至

於臨床服務為導向的教師仍然必須達到研究論文發表的要求。如此的要

求將導致臨床服務為導向的教師，不是無法在學校生存，就是魚與熊掌

無法兼得。

總結以上討論，以下三點為藥學臨床師資培育的當務之急：

1.確實培養有能力、有經驗的藥學臨床師資，這些師資應接受普通

科與專科住院藥師訓練（general and specialized pharmacy residency），

並且有相當時間在臨床工作上具有跨領域合作的經驗。

2.各學校延攬師資時，應考量具有前述訓練與經驗的藥師，成為藥

學系藥物治療學的正式教學師資，並聘任為學生臨床實習的指導老師。

3.比照醫師之臨床師資聘任方式，其他醫事人員應該也具有臨床師

資聘任制度，鼓勵其他醫事人員投入臨床教學。惟有多元化的彈性評估

制度，才能有效地納入適合的臨床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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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護理師資

護理教育者必須培養學生具有專業的知識、技能及價值觀，以適切

地在未來社會多元化中，擔任起健康照護者的重要角色。而護理教育之

特殊性，在於如何教育出能提供安全、有品質之護理專業人才。因此，

護理教師應具備臨床進階實務能力，以身作則成為學生學習護理的典

範，同時能引導學生主動學習與獨立思考，將學生培養得更強壯和更有

自信，以適應畢業後複雜的職場環境。護理人員及教師的角色會影響學

生對於護理專業的認同和熱忱，同時也會影響學生畢業後適應醫院以及

社會環境的能力。台灣目前護理教師的角色有：(1)課室開課教師；(2)
臨床實習指導教師；(3)醫院護理人員兼任護理臨床教師；(4)臨床一對

一之護理臨床教師（preceptor）；(5)合聘制教師。然而，護理師資的現

況與所存在的問題，包括生師比過高、護理專業教師教育程度偏低、護

理專業教師臨床實務能力不足等，皆會影響畢學生的素質 3。

臨床教學的師資

臨床教育的目標是希望能培育具有專業照護能力的護理師，醫院則

是臨床護理教育重要的訓練場域，護理臨床教學除了良好的實習環境

和完善的實習計畫，臨床指導老師是影響臨床護理教育成效的最重要

因素。

普遍從臨床人員的反應，畢業生的能力確實無法與臨床銜接，其中

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專業態度（professional manner）的養成。學校教育必

須教導學生的專業態度，過去學校對護理學生專業態度的教育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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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年來因社會快速變遷，任何事情都求快求變的情況下，這個部分反

而忽略了，這些問題還是要回歸到師資的培育。此外，由於二技學生沒

有考照壓力，因此學校不需要去評估老師的教學成果，使學校師資參差

不齊，如何讓學校落實師資的培育是重要的議題。

研究所進階護理教育的師資培育需針對臨床實務訓練的規劃。台

灣的專科護理師（NP）發展已超過10年，其培育仍然是在醫院的短期

訓練課程，這十年來或許是醫界或醫院的壓力，無論是在培育課程或是

資格考試上都沒有太大的突破。來自各級醫院需求與日俱增，只擔心

「量」而不擔心「質」的問題，終究會衍生更大的問題。醫院為主的培

訓課程原本只是過渡時期的措施，然而現在卻是遙遙無期的展延。現況

對於一般RN的教育標準和規範反而比NP來的嚴謹，NP普遍於各醫院執

業且對病人提供直接照護，對於病人安全和醫療品質都有直接的影響，

這是需要積極解決的問題。根據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在2008年間，一份

針對領有專師執照之會員進行自填問卷調查，以瞭解專科護理師的執業

現況，調查顯示，75.34%為四技或二技或大學學歷，14.67%為五專或在

職進修，卻僅10%為研究所學歷 4，此與大多先進國家尚有一段距離。

舉例來說，美國對於進階護理師（Advanced Practice Nurse, APN）要求

至少需接受碩士以上學位之進階護理實務之教育與訓練，才能取得NP
證照，美國護理學院學會（AACN）亦在2004年發布之臨床護理博士立

場聲明，呼籲臨床進階護理師／專科護理師的教育準備，在2015年全面

提升至博士學位 5。此外，由於目前專科護理師的角色已經逐漸部分取

代住院醫師，然而，相關訓練卻未隨之提升，在人力缺乏的壓力之下，

衛福部逐步開放進用標準，卻沒有同時著重教育問題。我們建議應將專

科護理師教育回歸到學校正規的進階護理教育課程，這件事情係關係護

理專業的發展和全民的健康問題，台灣的護理界包括學校和業界都責無

旁貸。然而，相關師資的培育仍是需優先解決的問題。

整體而言，對於護理師資培育之建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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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過高的生師比

護理教師是教育的執行者，也是教育政策的決策者，與護理教育

品質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國在過去十年內，十多所護理高職升格為專

科學校，一年招收的護理五專學生人數超過五千位，使原本有限的大專

護理師資在質與量上均嚴重不足，造成生師比過高，以及高階師資比率

過低等現象。建議第一，教育部應精簡護理學制，避免五專與二技重複

教授護理課程，無效耗用護理專業師資，第二，強化國內護理博士班教

育，以培養優質的護理學者和師資。

2.提升護理教師臨床能力

為培育符合臨床需求的護理師，臨床教學是護理教育的重要階段，

就像醫學教育一樣，稱職的教師除了學術能力之外，應同時具備臨床實

務經驗及能力。然而，護理教師因人力不足，教學負擔過重，以及教師

升等或續聘評估皆偏重研究表現等因素，造成大部分護理教師缺乏臨床

實務經驗及臨床專業能力，嚴重影響到護理教學的品質及成效。建議教

育部和學校透過升等與人員發展相關機制，以增進護理教師之臨床專業

能力，增加教師進階護理專業角色與教育職能，提升護理教師學理、研

究與實務之整合能力。

3.護理臨床實習指導教師的培育

台灣臨床師資缺乏系統性培養，一般由學校約聘專任臨床護理老

師，但是對於臨床實習指導教師的核心素養並沒有標準也缺乏持續提升

的機制，又因為多屬約聘職、缺乏晉升機會，人員異動率高，教學品質

良莠不齊。臨床實習指導老師的主要工作場域在醫院，未來應當思考學

校和醫院如何共同建立合聘機制，一方面維持實習指導教師的臨床角色

及專業成長，一方面確保臨床教學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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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跨領域團隊合作的工作環境現況

醫療工作的特色不是由一位醫師單打獨鬥地進行，跨領域、跨科

別的合作是現今及未來臨床工作的趨勢。培育醫事人員分工合作協調能

力、相互尊重、相互幫忙、一起面對與處理問題、共同成長的模式是絕

對必要的。在目前實際的醫療環境中，醫師與護理的合作比較緊密，醫

師與藥師的合作相較之下就比較薄弱，而與其他醫事人員如社工師、營

養師之間的合作更為稀少，而現在醫學領域的知識愈來愈廣泛而深入，

病人照顧的面向愈來愈多，醫界及社會對於醫療品質的期待愈來愈高，

而醫師的時間卻可能越來越少，跨領域的合作在改善醫療品質方面將扮

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舉例來說，成功的跨領域團隊合作的工作環境包括：多個醫療團隊

固定有臨床藥師每天一起查房討論病人，比如：一般醫學團隊、加護病

房、骨髓移植團隊等，而其他醫護人員隨時有問題也可以隨時打電話詢

問臨床藥師問題。護理人員包括專科護理師、個案管理師、病人第一線

的護理師都在作隨時的溝通，如此，跨領域的合作便成為醫院的文化。

這樣的工作環境養成其所有醫療工作人員習慣性的合作模式，也帶給正

在訓練中的學員及新進人員正確的觀念及養成。

但目前，各醫療院所因醫事人員中能夠充分發揮跨領域團隊合作的

人才及師資有限，又受到健保給付及可用資源的限制，很難建立有著廣

泛跨領域團隊的醫療環境，這就是我們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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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跨領域團隊合作的教育訓練現況

要形成跨領域合作的工作環境，最理想的就是從學生的培養開始，

在大學的基礎醫學課程中，開放醫學系、藥學系、護理系、醫檢系的同

學共同來上課，一起討論案例，從這個過程中，各個學系的同學會發

現，原來在同一位病人照顧裡，還有「我」以外的人在一起照顧病人，

而且未來也會一起在醫院裡面服務。

在臨床實習中，實習醫學生與實習藥師也一樣可以在同一個團隊

中，一起學習照顧病人。比如，每個醫療團隊除了主治醫師、住院醫

師、醫學生以外，再加上臨床專責藥師、實習藥師，每天一起討論每個

病人，使團隊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受益無窮。

在台灣醫療團隊中，醫師與護理師已經長久習慣與跨團隊的合作與

接觸，但是目前絕大部分藥師，仍然未高度參加臨床醫療團隊對於病人

的照顧。因此，在此特別提出藥師在跨領域團隊合作的教育議題。

一、2007年美國藥學院聯合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Pharmacy, AACP）專業事務委員會（Professional Affairs Committee）在

其以「尋求跨領域團隊合作解決之道」為題文中，強調跨領域團隊教

育應該在教室外發生，學生應藉由以下表現證明他們具有跨領域團隊合

作的能力：在多科團隊中使用共通語言、瞭解每一個職類的價值、學習

成為一個團隊有效地運作、在所有的執業狀況下尋求跨領域團隊合作方

式提供病人照顧。美國健康系統藥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Health-
System Pharmacists, ASHP）也同意：所有的執業藥師都應該推動跨領域

團隊合作與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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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藥師進入跨領域團隊合作的第一個障礙，來自於藥學教育

背景沒有完整紮實的通科訓練，因此無法全面性地，以病人角度去思考

各種用藥問題，偏向以藥品角度出發去思考問題，較無法融會貫通病人

整體的用藥問題。所以在學校課堂中應當大量增加藥物治療學的學分，

如此才可以提升藥學生的臨床疾病與藥物治療能力；而在臨床實習課程

中，學生在具有跨領域團隊合作的指導老師下學習與實作；在醫院醫療

團隊中，住院藥師及訓練完成後的藥師都應該被鼓勵去進行與其他職類

醫療人員共同合作的工作 1。

一個真實的跨領域團隊需要整合與合作，以致融和不同職類的觀

點，獲致獨特的見識與瞭解，並且促成具有創見的疾病照顧解決方案 2。

這樣真正的跨領域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照顧，需要所有執業醫事人員及

在學學生掌握一些技能才可以有效地運作。除了臨床能力，溝通技巧、

衝突處理技能、了解團隊動態運作、尊重其他專業的知識與貢獻，都是

跨團隊合作成功的重要條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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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對跨領域團隊合作的環境及訓練的改進建議

一、營造跨領域醫療的工作環境

1.各個醫院應建立各種跨領域醫療團隊的編制，培養其中所有醫療

工作人員，包括訓練中學員及新進人員，習慣性的合作模式以及正確的

觀念及養成。

2.健保醫療給付應提供醫療團隊中臨床藥師及護理個管師的給付，

並且進行特定疾病之跨領域團隊成果與品質認證，以其執行表現結果給

予醫療給付，而非僅以服務量為給付標準。

3.醫院評鑑也應納入跨領域醫療團隊的建置標準。

4.應鼓勵進行評估跨領域團隊合作結果的研究，以提升病人照顧之

品質 4。

二、培養跨領域的醫療專業人員

1.從大學教育中即著手規劃跨領域的教育訓練，讓各種醫事領域彼

此能夠一起學習，了解其他醫事人員在病人照顧上面不同的角色與重

要性。

2.在住院醫師、住院藥師、及畢業後護理訓練中提供跨領域合作的

經驗，經過一段時間的執行後，我們就有了具備帶領新一代學生參與跨

領域團隊照顧能力的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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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訓練方式

1.在大學的基礎課程中，設計由各醫事科系的同學共同參與討論案

例的機會。

2.在臨床實習中讓訓練中學員參與實際的跨領域團隊運作。

3.除了實際上的一起學習，也可嘗試的做法是利用科技發展，使用

網路或虛擬跨領域團隊來訓練醫事人員合作能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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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醫療環境的迅速變化

影響醫療環境迅速變化的原因包含以下幾方面：

一、資訊流通方式之改變

與過去資訊不流通之情況相較，現今病人透過網路搜尋、社交媒體

等方式，有較多元取得醫療資訊之管道。資訊的豐富使得病人自主意識

抬頭，也改變病醫之信賴關係，病人對於醫師的判斷會提出質疑，或者

相信其他管道之資訊更甚於醫師之判斷。

資訊流動與蒐集的方式，也影響醫事人員之專業判斷，例如病歷

的電子化，使得醫事人員能夠更為系統性的掌握與病人相關的資訊。再

者，健康資訊資料庫與生物資料庫的建立，使得醫事人員能夠進行大規

模的資料分析，並可能據以做成預測性分析（predictive analysis）。

二、醫療資源有限性及健保體制之變革

我國全民健保於1994年國會正式立法通過、1995年正式實施以來，

隨著醫療服務費用的增長，以及人口的高齡化，健保財政赤字亦逐漸攀

升，衛生署（現衛福部）2009年統計即顯示健保已有財政赤字新台幣

450億元。為求全民健保的永續性，除了二代健保透過擴大費基之方式

增加健保收入以外，也試圖透過各種支出控制之管道，以期維持健保制

度永續性。然而健保給付方式之變遷，對於醫事人員之專業判斷產生影

響，例如DRG制度、健保核刪等健保給付模式，透過對醫院創造經濟誘

因的方式，促使醫事人員在醫療服務之決策上，能夠達到健保體系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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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醫院成本最佳化。基於醫療與健保資源之有限性而言，透過給付或

定價以控制健保支出，或許是不得不然之舉，但此也侵蝕醫事人員專業

判斷之自主性，甚至是將某些支出控制之成本，轉嫁由醫事人員負擔。

三、跨國醫療之興起

在全球化之趨勢下，跨國醫療服務亦逐漸成為一重要的跨國經濟，

美國醫療觀光手冊及工研院相關研究評估，2010年全球醫療觀光旅遊人

數約4千萬人，占全球旅遊總量4%，產業產值達400億美元；而世界衛

生組織也預估，2020年醫療照護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產業，醫療觀光的產

值將占全球GDP 22% 1。台灣高品質之醫療服務，但價格相較於鄰近先

進國家較低，逐漸成為醫療觀光（medical tourism）目的地之一，根據

衛生署（現衛福部）統計，2012年台灣觀光醫療產值高達新台幣93.28
億元，觀光簽證則有4萬件以上，各種醫療項目中，健檢占27%、醫美

占13%、疾病治療占60% 2。政府更有意規劃國際觀光醫療自由經濟示範

區，試圖降低法規限制，將觀光醫療視為一項重點發展之產業。觀光醫

療雖然將可預期帶來相當的經濟收益，緩解目前醫院經營之困難，但亦

可能使得醫療朝著商品化之方向發展。觀光醫療產業亦可能排擠到為我

國國民服務之醫療資源，以及使得醫療人力流向觀光醫療產業，恐將使

得五大皆空情況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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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科技發展對醫療服務的影響及運用

一、生物科技及基因體學的發展

自1973年重組DNA技術成功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了

Recombinant DNA Advisory Committee來監督實驗室中運用重組DNA。

之後重組DNA技術被證實是安全的，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指引也隨著

修改。在此時，社會上在宗教與倫理方面開始了劇烈的爭論，議題包含

了幹細胞研究與cloning、基因治療改變人的phenotypes、基因的歧視與

專利權等等。生物科技的產品可能大幅提高治療的費用，醫療團隊該如

何向病人建議治療的選擇，醫療人員必須瞭解這些生物科技的來由、製

作過程、臨床試驗，才可以對於相關倫理議題正確地評論與反思 3,4。

隨著基因體學的研究與發展，臨床運用越來越多。當民眾個人與社

會對於基因體學帶來的好處覺得驚訝歡呼時，他們也必須謹慎它所帶來

的傷害。許多基因體學相關的兩難，有時與其他醫療問題相似、有時是

獨特的、我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因此，不論是基因體學的研究人員或

臨床人員，都應瞭解這些兩難的狀況，並且瞭解相關法規與倫理問題，

能有一個架構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並且教育相關的族群（包括病人、家

屬、與其他臨床人員）。社會大眾的疑慮會影響未來的政策決定基因體

學該如何被運用。

二、以機器取代人工之醫療技術出現

近來國內各醫院積極引進以達文西機器手臂輔助手術，具有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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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復原快的優點，技術上也使得遠距開刀成為可能，並得以減緩醫療

人力資源不足之問題。我國自2004年引進達文西機器手臂以來，成為目

前擁有機器手臂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但達文西機器手臂之使用與維持

費用高昂，並非健保給付範圍，病人自付或必須仰賴私人保險之給付。

再者，醫師必須經由相當之訓練，才能熟練以達文西機器手臂開刀，

根據研究顯示，一名外科醫師最好有200例以上的程序訓練，才能夠真

正掌握如何使用達文西機器開刀，然而目前提供醫師之相關訓練卻很

有限 5。但亦有不少專業意見認為，機器手臂仍舊無法取代真人開刀，

原因是機器產品直至目前仍難以保證毫無瑕疵，而外科醫師使用機器

手臂也無法善用過去執業經驗累積的直覺。美國醫界若干組織如Kaiser 
Foundation、the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也

曾質疑使用達文西機器手臂是否確實比傳統手術方式更有效 6。是以，

此類新醫療技術的出現，不僅意味著醫療品質的提升，但也常伴隨著醫

療資源需求的增加。除了設備的引進以外，醫學專業社群應系統性的對

此類設備的使用效益進行分析，並且讓醫事人員必須有相應之訓練，方

能有效、安全的使用新興技術。

三、健康資訊的電子化、資料庫化

電子病歷是台灣目前積極推動的政策之一。衛生署（現衛福部）

於2005、2009年分別辦理「醫療院所病歷電子化狀況調查」，以釐清國

內醫療院所病歷電子化之狀況。政府更積極扮演病歷電子化之積極推動

者，其中「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cs Project, 
NHIP）」自2004年開始規劃，2007年行政院核定通過，目的為推動衛

生醫療資訊之重要基礎建設，其下包括「推動實施電子病歷」之重要分

項計畫。而2009年行政院又通過「加速辦理智慧醫療照護計畫」（內含

「加速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系統計畫」），立法院亦於2010年就此

計畫通過預算共近10億元台幣。政府推動電子病歷的目的，在於利用

資訊技術，以提升醫療品質及醫療資源的有效運用，並且促進病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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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與病人自主。根據衛福部2014年之統計，目前共有363家醫院（占全

國76.3%）宣告實施電子病歷，351家醫院通過電子病歷互通補助計畫

（71.2%），且有343家醫院提供電子病歷交換（69.6%）7。

健保體系含括大量被保險人醫療資訊，全民健保法第16條第2項授

權主管機關訂立健保卡得存取及傳送之資料內容與其運用、使用管理及

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政府亦期望將此健康資訊有效加值運用，成為醫

藥衛生研究者之重要研究資源。早在1998年，中央健康保險局(現健保

署)即委託國衛院推動「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建置，國衛院則於

2000年即開始即提供學界申請健保資料庫加值服務，現今已成為國內生

醫研究者的重要資源。而大數據（big data）分析方式之出現，亦使得健

保資料庫所大量蒐集之健康資料，可望更具加值之效益。

再者，目前全台灣許多醫療及研究機構皆設有人體生物資料庫

（biobanks）。早在2002-2003年，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下稱中

研院生醫所）即建立「台灣地區華人細胞株及基因資料庫」計畫，隨機

抽樣台灣地區居民3000多人，徵得其同意採集血液建立資料庫。於2003
年開始，行政院科技計畫組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即委託中研院生醫

所進行「台灣生物資料庫可行性評估計畫」、「台灣生物資料庫可行性

研究計畫」，在2005年與衛生署以4.9億經費補助中研院執行的「建置

台灣生物資料庫先期規劃」合併，以建置全國性的人體生物資料庫為目

的，並於「建置台灣生物資料庫先期規劃之延續計畫」續行 8。2010年

立法院正式通過實施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適用對象包括全國性的

大型資料庫，以及各醫療院所、研究機構的設置的資料庫（人體生物資

料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目前的「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乃依人體生

物資料庫管理條例設置，設置目的在於針對國人常見疾病之治病因子進

行研究，以有助改善疾病治療方針與預防策略、降低醫療成本，達成促

進國民健康之目標，預計世代研究目擊20萬名健康者參與，病例對照研

究與藥物基因體研究則募集10萬名常見疾病患者加入，截至2015年間已

經收案逾5萬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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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之電子化、資料庫化，使得病人的健康資訊能夠更為系統

性的被儲存、分析，對於醫療服務品質提升，以及促進生醫研發，有相

當之幫助。然而此亦引發病人資訊隱私之爭議：病人對於自己的健康資

訊如何被蒐集，運用往往不一定理解，且多重資料庫相互連結的趨勢，

亦使得資訊安全的疑慮提升。人權團體目前已有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主張病人應有權選擇退出健保資料庫，案經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

院103年度判字第600號）發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此項健保資料

庫退出之訴訟，可知政府長久以來透過健保體系大規模的蒐集人民健康

資訊，其實有相當的人權與資訊安全的疑慮。然而，健保資料庫向來是

醫學、公衛研究者所仰賴的重要研究資源，若要讓廣大的病患願意繼續

將自己的健康資訊作為研究之用，勢必須要提升健康資訊蒐集、處理和

使用的法律規範和倫理自治，並且強化公眾溝通與監督之機制。

現行法律與健康資訊最相關者為個人資料保護法，其中第6條第1項

規定：「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

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四、公

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

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經一定程序所為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

同條第2項立法授權行政機關（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訂定第1項

第4款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範圍、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但迄今該條仍未訂立相關之規則，致使規範陷入空白，對於研究者

來說無可遵循的法規，也會造成病人認為其個人資料未受到法律之適當

保障，政府似應儘速填補此法制缺漏。

又，大數據的資料蒐集及分析方法，在醫療的運用上有著極大的

潛力，尤其是有助於個人化醫療（personalized medicine）、精準醫學

（precision medicine）的發展。但大數據也挑戰目前個人資料保護的架

構，對於病人、受試者及其家屬的資訊隱私帶來重大挑戰，亦引發各國

立法者亟思新的管制架構。歐盟自2012年開始便檢討個人資料保護指

令，以因應大數據時代新的資料蒐集與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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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遠距醫療服務的可行與需求

由於通訊科技的發達，遠距醫療（telemedicine）具有可行性，並且

有降低醫療成本、提高醫療品質及醫療可近性等優點。我國醫師法第11
條第1項規定醫師有親自診察之義務，但例外規定於山地、離島、偏僻

地區或有特殊、急迫情形，為應醫療需要時，得以遠距方式進行診察。

再者，由於高齡化趨勢，醫療需求型態漸從傳統醫院床邊服務，轉而以

慢性病的居家照護與生活服務為主軸，遠距健康照護（telecare）亦成為

能夠撙節醫療資源、符合病人需求之方式。

目前政府政策推動是以遠距照護為主。衛福部於2007年開始試辦

「遠距照護服務」，區分居家／社區式和機構式二類遠距健康照護服務

模式，此外也建置「遠距健康照護資訊平台」，串連各種照護模式，為

民眾提供連續性之醫療照護。2010年則擴大辦理，於全台北、中、南、

東四區委託醫療照護機構，進行以慢性病病人為主要服務對象之遠距照

護 10。2015年衛福部宣布全台已布建了970個社區量測據點，民眾可於

測量據點進入「遠距照護入口網站」，輸入個人健康資訊並取得解讀資

訊，以進行健康的自我管理 11。經濟部於2006年亦開始推動「科技化健

康照護創新服務計畫」，以政府補助鼓勵科技產業與醫療照護機構整

合，發展健康照護創新服務 12,13。

五、直接對消費者（direct-to-consumer, DTC）醫療服務的出現

許多新興之醫療服務，以消費者在不需要就醫、諮詢醫師意見的

情況下，得以直接取得與其健康資訊有關之檢驗或分析。例如美國有名

的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即透過網路通路，提供消費者基因檢測之服

務，項目包括溯源檢測和是否帶有特定疾病基因之檢測。然而在2011年

開始，美國食品與藥品管制署（FDA）開始加強對於DTC基因檢測之管

制，主要是由於先前聯邦政府之調查報告發現，DTC提供之資訊對於消

費者具有誘導或誤導之效果，消費者在資訊不對稱之情況下常無法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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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DTC之結果。FDA認為DTC基因檢測服務屬於一種醫材，應該依照

醫材之規定，申請上市前行銷之許可。而23andMe幾經與主管機關之拉

鋸，終於在2015年2月間就其檢測Bloom Syndrome的產品取得FDA之許

可 14。再者，目前許多m-health的裝置與App，主要的設計概念也是提供

消費者可以不經過醫事人員，而靠著機器、軟體等方式取得關於自己健

康資訊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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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醫事人員應該具備的醫學倫理及法律觀念

新技術的應用與實施，常有賴醫事人員之參與；而醫療環境的改變

與科技的變遷，也對於病醫關係與醫療體系產生變化。究竟傳統的醫事

倫理是否足以面對科技與環境變遷，是為醫學倫理上一重要的議題，而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WMA）在2015年最新的醫學倫理手冊中提

到：醫學社群應該訂立新的分析標準，而非完全繫於既有的倫理守則，

然而基本性的倫理價值是應該維持不變的 15。是以，自1979年Belmont 
Report以來所樹立的幾項醫學倫理原則，仍得以作為醫師面對科技變遷

之指導原則：

一、尊重自主

隨著病人自主意識的抬頭，以及醫療資訊管道的多元，醫事人員不

僅肩負為病人最佳利益做出專業判斷之義務，亦需將尊重病人自主權作

為專業判斷時所應考量之主要價值。正如WMA在2005年病人權利宣言

開宗明義提到：「近來醫師、病人與社會的關係面臨重大變革。一位醫

師必須依其良知行事，並且永遠為病人的最佳利益著想，同時，也應該

付出同等的努力，追求保護病人自主與社會正義 16。」在Belmont Report
作成之時，已經揭示「告知同意」是尊重病人或受試者自主的重要機

制，而「告知同意」現今也是法律上處理病醫關係爭議時最重要的檢視

環節，且為我國醫療法第63、64、81條所明文。然而「告知同意」的具

體落實，必須以良好的病醫溝通為基礎，否則將有流於形式化的疑慮，

亦容易引發糾紛。「告知同意」如何踐行，將仍是新世紀的醫事人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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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面臨的挑戰，尤以法律將朝向賦予更多病人自主機制的方向修正

（諸如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給予末期病人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維生醫療、

不實施心肺復甦或維生醫療、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之權利，甚或是研議

中的病人自主權條例），以及病人之醫療資訊管道更為多元之情況下，

「告知同意」的重要性更為顯著。新世紀的醫事人員，將被期待具有更

強與病人、病人家屬甚至社區進行對話的溝通能力。

另外，由於醫療資訊的蒐集與流通更為便利且有效，加上基因科

技的發展，病人隱私的保護將是更為重要的議題。在健康資訊資料電子

化、資料庫化以及大數據資訊蒐集分析的趨勢下，許多資料恐怕難以

一一取得資訊主體本人的同意，而加密等匿名化技術又可能因為各種資

料的多重連結，其實仍容易特定出資訊主體的真實身份。是以在健康資

訊的蒐集、使用上，應該更為謹慎考量資訊主體的隱私權保護，尤其因

為許多資訊的取得與利用，不一定能實踐事前的告知同意，因此更應注

意資訊主體事後的程序保障，也就是保護資訊主體更正、接近使用、決

定揭露對象等之權利。再者，健康資訊的使用成果，亦應將利益回饋於

資訊主體與社會。

二、不傷害、有利

新興科技的運用，多數有賴於醫事人員的參與實施，醫事人員在使

用新興科技的風險評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醫事人員不僅將心力著

重於學習新知、謀求醫療技術之不斷精進，亦應於醫療決策上，納入風

險評估的概念，衡量新興科技之風險不確定性及對病人之利益。再者，

風險評估之時，亦應將病人的自主權作為考量因素之一。

醫事人員進行風險評估時，常須面臨一項難題，即風險的不確定

性，以及應考量風險之多樣性。仍在發展中的技術，導致醫事人員依其

專業，仍難以評估對於病人之利弊。許多新技術所費資源較多，但資源

的花費與為病人帶來的利益不一定相當。另外，利益衡量不僅涉及病人

個人的利害，例如基因科技所涉者可能包括與病人有血緣關係者，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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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源的使用，也具有社會性、整體性的面向。這皆使得醫事人員進

行風險評估及利益衡量之時，所應納入考量之因素更為複雜。

為面臨風險之複雜與不確定性，以及醫療行為所涉利益之多樣性，

醫學倫理層面似應積極建立針對各項新興技術或議題的倫理指引，使

得醫事人員在從事利益衡量時，能夠有所參考之依據。這樣的倫理指

引，必須發展更先於法規制訂，一則形成專業自治、自訂行為守則的空

間，一則醫學倫理所肩負的功能更高於作為道德底線的法律，形成專業

自律。

三、正義

醫療資源之分配隨著全球化、科技發展而有所改變，而新興科技的

使用，應該以促進醫療資源之分配正義為原則。新興科技的研發者，亦

應負擔一定之社會責任，需將利益回饋於公眾，以及保障弱勢族群之晉

用權。

目前最缺乏的，可能不是特定的「醫學倫理及法律觀念」，而是醫

界在快速變化的環境與科技下，面對醫學倫理爭議時，進行對話、凝聚

共識的「機制」或「平台」。理論上這應該是各醫院或專科醫學會「倫

理委員會」的職責，但是這些委員會有時對話密度太低，有時參與者不

夠多元，有時高度不夠，因此即使有某些決議，也很難說是醫界的「共

識」。當民眾權利意識高漲，輿論對醫界的期待居高不下，但醫師及其

他醫事人員的負荷已然十分沈重的情況下，倘若醫界面對環境變化或科

技發展所衍生的倫理議題，沒有及早根據自己的專業以及自主性，形成

倫理上的共識並加以自律，往往容易動輒得咎，甚至受到不合時宜法令

的掣肘。

正義原則所考量的面向，恐怕不僅止於當今、我國之社群，亦應

將全球正義與世代正義納入考量。例如跨國醫療的供需產生，涉及的將

是醫療資源跨境的重分配，像是外來且商業化的醫療需求，是否會排擠

到本地所需的醫療資源與人力，或者是遠距醫療的發展，是否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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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困境。又如目前健保財政規劃，涉及的是不同

世代間的資源分配，而基因科技的發展與運用，也可能會改變下一個世

代的生物特徵。醫事人員在進行醫療決策，以及在與病人、社會進行溝

通時，本著專業自律與專業良知，亦應該將這些面向納入決策之評估範

圍，並且揭露於社會大眾，以促進醫療正義的公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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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如何培育醫事人員

因應各種改變醫療環境的因素的能力

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專業訓練

醫師在使用新興科技提供醫療服務時，應有充足之教育訓練，以熟

悉該技術之操作，並且具備進行風險評估之足夠資訊。

藥師需要有新產品或技術的教育訓練，而針對藥物基因體學，美

國藥學院聯合會在2001/2002背景報告中確認了藥師在藥物基因體學應

具有的核心能力，而這個核心能力乃是由National Coalition for Heal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Genetics（NCHPEG）擬定的Core Competency 
in Genetics Essential for All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16修改而來。台灣的

藥學系與醫療院所應參考上述文件進行課程規劃。

再者，有鑑於病人自主權、一般民眾資訊自主權保護受到重視，

「告知同意」的重要性提高，醫事人員必須提升與病人甚或社會大眾溝

通之能力。

二、倫理與法律之訓練

醫事人員應有更多瞭解國內之醫療政策、健保體系之機會。瞭解政

策與法規之目的，除了預防涉及法律責任之功能性目的以外，更在於理

解政策背後所代表之不同觀點，使得醫事人員在面對病醫關係、健保體

制之變革時，更能掌握變遷之成因以及因應之道。

在這個資訊暢通的時代，醫事人員特別需要取到保護病人隱私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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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所有在照護病人的人員,每年每個人都應當被要求通過相關的隱

私保護條例的測試。台灣可以考慮建立這個制度。

三、建立倫理法律對話及共識凝聚平台

建議可以先找幾個在目前環境或科技變動下醫界面臨的倫理難題來

建立可能的凝聚共識的機制。這些議題應當是屬於醫界普遍面臨、超越

特定專科、但比較缺少討論或共識的重要倫理議題，例如健康檢查儀器

軍備競賽的趨勢，昂貴健檢或基因檢測的妥當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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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醫療執業環境的現況

“The organization of medicine is not a thing apart which can be 
subjected to study in isolation. 
It is an aspect of culture, whose arrangement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general organization of societyˮ

Walter H. Hamilton, 1932

由上述引言可以了解到，醫事人員的培育與執業環境息息相關，

要討論醫事人員的培育就必須同時改善醫療執業環境，否則一切都是白

費。目前的執業環境現況讓醫護人員焦頭爛額、惡化病醫關係、更威脅

到病人的安全與利益。前面幾大部份的議題也提到醫療大環境對於醫事

人員培育的各種負面影響，以下再一一敘述。

一、健保政策

健保在給付制度上為了符合經濟原則，而不合理地壓低醫師診療

費，而且「不同工同酬」是極端不合理的，比如皮膚科可以在較短的時

間做出診斷與治療的決定，但老人科、一般內科、神經內科、精神科等

需用更多的時間執行問診與身體診察，但在健保給付上除精神科以外，

均為同樣的給付，而且「初診」與「複診」醫護人員所需要付出的時間

也顯然不同，但健保醫療卻給予同樣的給付。

健保局為維持健保財務上的平衡，又以「總額預算」、「核刪」等

粗糙不合理的制度來控制醫療費用，造成醫院經營上各種不合理的因應



101｜第五部分｜執業環境的改善

政策而嚴重影響醫療品質。

目前台灣健保並沒有合理的轉診制度，所以社會大眾不管大小病都

往醫學中心就診，以至於這種tertiary center資源消耗於很多小病而無法

有空間、時間來照顧嚴重度更高的疾病，以至於急診處等待住院擁擠，

醫護人員人力吃緊，而無法應付突發緊急的醫療狀況。

內、外、婦、兒、急診五大科是一個醫療系統的支柱，因執業環境

的惡化以及給付系統的不合理，越來越少的醫學生進入這些科 1，這將

是台灣未來的社會危機。

二、醫院管理企業化

醫院因為健保給付制度造成經營上的困難，而鼓勵衝業績、增加

病人服務量，以因應遭受不合理壓低的醫師診察費，這種高服務量的門

診壓力導致醫師無法好好執行詢問病史與身體診察，嚴重影響到醫療品

質。有些醫院進而鼓勵不必要的實驗室檢查，而昂貴高科技檢查的濫

用，更嚴重助長醫療浪費，又更加劇健保財政赤字，而產生惡性循環。

醫院管理的目標設定會影響醫院的發展與表現，也會影響病人照護品

質，然而，部份醫院機構的董事會和醫院管理者有利益衝突，而這也是

影響的一部分。

醫院醫師的薪資制度，大多依醫師臨床服務量為依據來決定薪水，

有些醫院甚至沒有底薪，而醫師安排病人檢查量也列入其薪資的考量，

這些可能引起醫療人員在照護病人方面發生利益衝突的經營方式，再直

接或間接影響醫師和病人之間的溝通與信任，而無法提供真正有品質的

醫療。更嚴重的是，這種犧牲醫療品質的醫院經營政策已嚴重影響臨床

醫學教育的品質，醫學生們對於課堂上所教的認為只是概念性、原則性

的東西，「只是講講」，與實際在醫院裡接觸的情況不符，無法「照章

行事」，醫學生的行為受到醫院老師「所做」（practice）的影響遠超過

課堂老師「所教」（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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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療糾紛

目前醫療界還要面臨的問題是大眾的「仇醫」心態，而這樣的困境

已經造成許多醫護人員在畢業之後不敢或不願意就業，甚至不想唸醫護

這個職類。其中一個因素是由於醫師看病時間嚴重縮短，無法與病人及

家屬有理想的溝通，或建立互信的關係，也無法做完整的問診及身體診

察，因此病人的滿意度逐漸走下坡，而使台灣醫療糾紛日益嚴重。

再者，台灣有關醫療糾紛的法律訴訟是屬於「刑法」而非「民

法」，醫療過失未能「去刑化」，在不合理的工作量上，依然要求醫療

人員對於醫療過失負刑事責任，使其動輒得咎，而造成病醫關係緊張，

醫療人員士氣低迷。現在的醫事人員都很害怕「被告」，醫事人員感到

擔憂，一旦產生法律問題不僅是金錢問題，還有精神上的壓力，也許還

有可能被關。多數的醫療過失為系統性缺失，應當積極檢討系統性缺失

才能改進病人照顧品質避免未來錯誤的發生，在臨床工作上如何整合各

環節的工作合作與彼此負責，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最近醫院暴力事件也日漸頻繁，而政府一直無法拿出一套有效的對

策以保護無辜的醫療人員。

四、社會大眾

社會大眾的就醫態度迷信於「廟大神靈」的心理，小病也要找大

醫院的大醫師，同時許多人都以為「看病一定要開藥，藥開得越多，病

就好得越快」，而無法接受不需要服藥的醫療意見。並且，民眾受到媒

體或某些醫師、醫院的不實廣告所誤導，迷失於高科技的檢查，而對醫

師的詢問病史與身體診察，反而不懂得珍惜。這種日益嚴重的對醫界缺

乏信任與尊重，造成醫師看病時很難秉持正確的醫療原則。加上健保的

「方便」，導致有些病人不滿意某些醫師的看病態度及病情解釋或者不

放心醫師能力時，就再看另一個醫院、另一個醫師，有時甚至一個病看

許多位醫師，這樣的「doctor shopping」又加劇了門診服務量高居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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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以及醫療資源的浪費。

五、醫院藥師的工作環境

與美國、澳洲及日本在醫院執業的藥事人力相比較，美國為臺灣

之7.8倍～15.8倍；澳洲為臺灣之1.9倍～2.4倍；日本醫院每百床藥事人

力為臺灣之1.2倍～1.5倍，顯示臺灣醫院藥事人力被嚴重壓縮及扭曲。

依據『醫院評鑑標準』所設置的藥事人力只能讓門診與住院藥師像技術

人員一樣照處方調配而已，藥師必須逾時工作，才能落實部份保護病人

用藥安全的工作。以國際病人安全標準，住院系統應提供每週七天，每

天24小時服務，如此，住院藥事作業需要增加70%藥事人力，特殊製劑

需要增加100%藥事人力。醫院藥局向來是台灣藥師人才最主要的培育

處所，近年來診所藥局與社區藥局興起，是因為照顧對象為相對輕病病

人，專業負荷與需求不若醫院藥局，且尚無國家評鑑制度情況下，導致

許多年輕藥師傾向不選擇長期在醫院藥局內工作學習。關鍵所在是各醫

院的藥局工作量已經遠超過合理負荷，藥師終日埋首於機械性、重複性

的調配工作，沒有足夠時間思考確認病人的狀況與用藥的相關性。年輕

藥師不願長期在醫院內學習，藥師人才絕大部分都在訓練不成熟的狀況

下，即進入社區藥局與診所服務，而這些工作環境，較欠缺訓練與成長

的連貫性與持續性。

六、護理執業環境

護理人員在工作兩年之後離職的比例偏高，很多人將這兩年的經驗

當作轉換行業的跳板，有人轉當研究助理，也很多人往航空業或藥商發

展，因為臨床工作和他們所想的不一樣，覺得未來沒有發展，因此選擇

離開，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護理臨床執業環境不理想是造成護理人員流動率居高不下的一大

因素。根據焦點訪談結果顯示，基層護理人員執業環境上的主要困境包

括：人力配置不足、工作負荷過重、薪資過低、工作時間過長、不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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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團隊間合作不良、需要分擔許多非護理的文書工作（如準備評鑑書

面資料等），甚至其他非護理專業的工作，如檢體傳送、人力派遣、分

擔環境清潔檢查、節能省電、垃圾分類、電燈叫修等工作 2。護理人員

執業困境現況分述如下：

1.臨床護理人員負荷過重

從醫院護理人力配置的狀況即可知護理人力負荷的情形，研究報告

顯示，醫院護理人員數與護理時數會影響到護理品質與病人的治療結果 

3,4。根據Aiken的研究發現，醫院所配置的護理人員數和病人死亡率之

間有著絕對的關係，護理人員每增加一位需照顧的病人，病人在30天之

內的死亡率會增加7％，若護理人員平均所需照顧的病人從4位增加至6
位，病人會出現14％以上的死亡率，若需照顧的病人增加至8位，病人

的死亡率更會增加至31％ 5。張媚等 6 在2007年的調查發現，各醫院平

均每位病人每日所得到的護理時數，在一般成人病房為2.45小時，一般

兒科病房為3.07小時，加護病房是11.33小時。如果換算成每位護理人員

照顧的病人數，一般成人病房每位護理人員上班時平均需照顧9-10位病

人，一般兒科病房是7-8位病人，加護病房是2位病人。我國的平均住院

日雖然較美國稍微長一點，但是目前這樣的比率是否可能威脅到病人安

全及照護品質，建議需做審慎的評估。無論如何，許多研究均反應本國

護理人員感受到工作負荷大或工作太多，因此造成其不願意留任的主要

原因之一 7,8。

2.護理人員薪資與工作付出不成比例

根據文獻歸納護理人員離職的原因，其一是因為晉升機會缺乏，其

二就是對薪資不滿意。該研究並針對國內護理人員合理薪資進行Delphi
調查，結果顯示醫學中心至少45,000元以上，區域醫院36,000元以上。

而從編制內師級醫療人員（醫師除外）平均年薪來看，除醫學中心外，

護理師之平均年薪皆落在各類醫事專業人員之後半段 9。

從國際間資料來看，2008年台灣護理人員起薪在11個ICN亞洲會員

國公立醫院排名第五，私立醫院排名第三。從ICN亞洲會員國各行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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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比較資料顯示，以臨床護理人員薪資為基礎，我國醫師薪資為護理人

員的2.5倍，其它11個會員國的平均為1.78倍，而日本、澳門與蒙古等則

皆不超過1.5倍 10，顯見我國護理人員薪資偏低的現象。此外，我國護理

人員工作內容繁雜，工作時間不像一般職業朝九晚五，而且需承擔較高

的風險 11，護理人員的薪資與其工作負荷量不成正比是一大問題，亦是

影響護理人員離職的重要因素。

3.護理人員難與醫師建立對等的夥伴關係，與其專業能力有限、專

業準備度不足有關

研究指出醫療團隊合作的好壞會影響病人的預後與安全，有效的團

隊工作模式可提昇病人照護品質與臨床預後，但即使是同屬一個團隊的

成員間，對於團隊合作的認知亦存在差異 12。Thomas等人 13 針對六所醫

院加護單位的醫師與護理人員進行調查，結果顯示73％的醫師自認與護

理人員間的溝通與合作關係非常高，但是只有33％的護理人員抱持與醫

師同樣的看法，護理人員認為當看法出現不同或是無法同意醫師的意見

時很難向醫師充分表達，同時，護士們所提的建議也很少被接受，以致

在醫療決策過程中缺乏參與感。

有些學者認為這與我國護理人員常缺乏評估能力，只按照醫囑執行

例行性之治療，且未能隨教育水準之提高而提升照護品質有關 14。護理

人員如無法提升其專業能力，則難與其他專業人員在對等地位上共同合

作，除了影響其專業自主性和認同也影響病人的照護品質。護理人員需

有好的專業能力，能參與醫療決策和意見，而非只依照指示行事。

4.護理人員對職場滿意度低、留任意願低

許多研究顯示護理人員沈重的工作負擔對病人安全有著不利的影

響，同時也會影響護理人員的工作滿意度，造成高離職率 15。

總而言之台灣護理執業環境的問題，造成護理人員對職場滿意度

偏低和留任意願低，因此存在低執業率、低工作年資、高離職率（流動

率）和高空缺率等問題，急需積極發展有效策略以改善執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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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對改善醫療執業環境的建議

一、醫療制度、醫院管理

1.健保給付應該要考量醫師的看診時間、不同科別、不同疾病、

醫療複雜度、醫療成果、及醫療品質，可以參考哈佛大學Dr. Michael 
Porter-Value-based health care delivery的精神 16，找出在台灣可行的對策。

2.研究如何減少高科技檢查濫用的趨勢，而提出有效辦法。

3.推廣大眾對安寧照護的了解，以及減少無用醫療的浪費。

4.政府應待加強督導規範醫院目前無限上綱的企業導向，尤其是

「醫學中心」與「教學醫院」，應該要有明確的規範，以別於一般醫

院。這種等級的醫院應該要有「培育醫師」的責任，因此經營管理方面

應有「教學型主治醫師」制度，對教學方面的努力有明確的津貼加給，

以減輕其臨床工作量，而不影響其薪資收入。

5.醫策會的醫院評鑑應該要精簡書面資料的負擔，以避免醫護人員

因評鑑的紙上作業，而嚴重壓縮照顧病人的時間。

二、一般醫療照護及轉診制度

1.建立一個以一般醫療照護為基礎的醫療系統，以全人照顧為出發

點的醫療環境，醫療資源的使用可以整合，也可以提升病人的照護品

質，更重要的可以讓下一代的醫療人員有更徹底的一般醫學教育。

2.健保給付及醫療系統的設計應當特別鼓勵及改進一般醫療的內、

家、婦、兒科別的執業環境，這些科別的服務以門診為主，重視建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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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親密的病醫關係、統籌所有疾病、達到全人全家的醫療照護目標，因

而門診給付應當增加，並按照看診的複雜及深入程度(通過門診紀錄)分
不同層級給付，以保障看診及協調（care coordination）的時間。這部分

可以參考美國提出的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家園（Patient-Centered Medical 
Home）的概念 17。

3.建立嚴格的轉診制度（referral system），通過健保制度落實社區

醫學的全人照護，建立層級看診，除非經過轉診，限制一個病不能看很

多醫療院所或醫師。重新考量如何落實轉診制度，健保當年開始時曾經

有過轉診制度的構想，但不久就破壞無遺，希望健保可以利用這二十幾

年來的經驗，重新評估設計有效的轉診制度。

4.鼓勵及培養一般醫療醫師（primary care physician，內、家、婦、

兒），加強這些科別的住院醫師訓練，增加這些科別訓練名額及工作

機會 18，促進更多醫學生選擇一般醫療。一旦有了一大群有能力的一般

醫療醫師來照顧大部分民眾的一般醫療問題，建立連續性的病醫關係，

就可以更好的落實轉診制度，也讓次專科醫師可以專心的看次專科的疾

病，花更多的時間了解病人，醫師的執業環境，以及病人的就醫環境就

都會慢慢改善，形成良性循環。

5.醫學生培養方面，衛福部所提出的公費生政策已獲得教育部的贊

同，計畫2016年開始，每年訓練100位公費生，將來走入目前急需人力

的五大科別，並到偏鄉離島服務。建議採用獨立招生辦法，尋找對服務

偏鄉有熱誠，具有榮譽感的適當人才，並須用心設計其特殊培育辦法，

好好規劃如何讓這些分散在各家醫學院的公費學生有些獨特的共同課

程，以培育將來願意致力於五大科，並對學成後到偏遠地區服務能對這

種目標有認同、熱誠與榮譽感的公費生，如此才有可能發揮這嶄新的公

費生辦法的效益。

6.加強一般醫學、家庭醫學、老人醫學，以及積極推動社區醫療網

的建置。提出合理有效的誘因，引導鼓勵醫療團體 （醫院、醫師）參

加偏遠地區的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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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療糾紛

1.建立健全的醫療事故保險制度（malpractice insurance）以及配套

的醫療糾紛「去刑化」的法律，如果經判定確實是醫師無意的過失，

可以以保險金額向病人或其家屬賠償, 但設有賠償上限。這樣才能讓醫

師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執業，而不是籠罩在醫療事故賠償及判刑的陰影

下，而減少防衛醫療（defensive medicine）及病醫關係的不斷惡化。減

少醫療糾紛，最有效的預防是醫護人員努力維持和病人以及家屬之間

良好的溝通，而這個課題也應當包括在人文教育課程以及後續教育課

程內。

2.醫療糾紛的問題需要有專門的機構或部會進行評估，對於錯誤發

現與改進、賠償機制盡快處理，除了臨床工作人員需要相互整合之外，

各部會主管機關亦應充分溝通與整合，才能夠真正幫助一線醫事人員安

心、快樂的工作。可以考慮透過衛福部、司法部，教育部，各種醫師團

體、民間團體，以及醫改會的協調，成立有效的醫療糾紛的協調團隊。

3.改善醫院暴力，促進各醫院建立對於防止醫院暴力的機制，防止

身體、言語上對醫療工作者的騷擾、傷害。可參考美國勞工部職業安全

及健康法條（OSHA）及美國護理師協會所提供的相關規範建議 19,20。

四、社會大眾教育

1.提高社會大眾的health literacy（健康素養，健康識能），傳播正

確的就醫態度、醫學知識，推動自我照顧及自我用藥的正確觀念。更多

認識現在的醫療文化，改變這樣的社會風氣。

2.提供病醫溝通平台，鼓勵民間團體與醫療團隊的溝通，或鼓勵媒

體提供這種溝通平台的節目，以助長社會大眾對醫療團隊的了解。議題

可以包括醫療「品質」與「方便」的取捨、大眾參與醫學教育的重要

性、個人的教養與公德心、對疾病的誤解與社會偏見、如何辨認不實的

醫藥訊息、以及對護理人員應有的尊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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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醫護人員勞動條件、溝通管道

1.建立與醫護人員的溝通管道，組織各個民間的草根醫護人員團體

共同討論，凝聚共識，對媒體與政府發出建言。舉例來說，醫勞盟 21 成

立於2012年至今才滿三年，但粉絲數高達14萬人，在媒體的能見度也越

來越高。以基層醫師立場發聲，也相當程度喚醒了民眾的危機意識，越

來越多的民眾了解到，醫療人員勞動條件的惡化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

自己的就醫利益。政府以及醫療政策的制定者，應該轉換角度，不只徵

求「專家立場」，而是集思廣益，傾聽基層的聲音，真正訂出符合醫療

人員與民眾利益的醫療政策。

2.使 「關心並參與醫療環境的改善」成為醫護人員訓練學習的一部

分，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培養醫護人員參與社會改革的能量。

3.鼓勵誠實並保護吹哨者。 雖然我國有醫策會評鑑網頁的申訴信

箱，但知道此申訴管道的人有限，而成效如何無從得知。多數前線人員

因為長官壓力，為了避免內部壓力、避免被調職或得罪長官，所以配合

造假班表及相關表格等等。應建立病護比、病醫比、班表等申訴統一管

道，並獎勵且保護當事人。

4.建立合理的醫護工時保護制度，在不降低教育訓練的標準下真正

落實合理工作量及勞動條件，避免過高的病醫比、病護比、門診量、擁

塞的急診室等。要改變「血汗醫院」的說法，關鍵（角色）是國家的政

策及醫院的管理者，合理的醫療給付與充足的醫療人力是整個社會需要

一起來努力的。 

六、改善醫院藥局執業環境

1.改善醫院藥局的工作與服務型態，讓年輕藥師得以在醫院長期學

習各種用藥之臨床技能與正確藥品管理，與其他醫事人員合作，指導藥

品使用方式及處理處方、以及更進一步學習照顧病人22。

2.提升醫院藥局調配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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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藥局調配自動化早已在歐美各大小型醫院展開，將重複性高、

容易犯錯的事務性工作交付自動化。採用正確的自動化設備，可以減少

藥師處理重複性事務，將各種錯誤率降到最低。以下為目前最常見被美

國醫院運用的自動化系統 23：

1) 處方層次：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oftware; computerized 
prescriber order entry.

2) 調配層次：Carousel technology; robotic dispensing system for 
outpatients; centralized robotic dispensing technology; centralized 
narcotic dispensing and inventory tracking devices; decentralized 
automated dispensing devices; automatic chemotherapy dispensing 
machine; intravenous and 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 compounding 
devices; Pneumatic tube delivery systems; Unit dose medication 
repacking systems.

3) 給藥層次：Bar code medication administration technology;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based infusion pumps.

4) 追蹤監測層次：Electronic clinical documentation systems; Web-
based compliance and disease management tracking systems.

3.藥局技術員制度合法化

歐美國家早已聘用經訓練的技術員 24，協助整個處方調劑過程中，

相對低度專業性的工作。我們主張藥局技術員應合法化，可於評鑑標準

訂定藥師與技術員比例，例如1:1 或 1:2，藉此減少藥師重複性的沉重工

作，將更多專業時間提供病人用藥教育及臨床服務，落實藥師守護病人

用藥安全的責任。

4.推動民眾自我照顧（self-care）觀念

5.為了有效運用醫療資運、設備與人力，醫療照顧分級的概念在歐

美先進國家行之有年，其中包括民眾也應參與對自我健康負起責任。我

們主張推動自我照顧（self-care）及基層醫療（primary care），改變許

多病人，尤其相對輕病的病人，一窩蜂向醫學中心求診的現象。提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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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顧以及正確的自我用藥，對於政府政策或民眾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

部份 25。

七、改善護理執業環境

發展各層級護理領導能力，醫院應重視和培育護理管理人才以落實

執業環境的改善。

1.合理護理人力和病護比。

2.提升護理專業角色與功能。

3.合理的薪資與待遇，重視護理人員的專業貢獻。

4.促進跨專業合作與溝通，重視護理是醫療團隊的重要成員。

5.提供終身學習以及專業進階發展的管道和職涯發展，發展多元護

理進階角色。

6.重視護理品質指標，建立全國性護理品質指標與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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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建言

醫事人員的專業素質是影響醫療品質最重要的因素，因而培育

二十一世紀有人道精神和專業能力的醫事人才是確保未來的醫療品質和

國人健康的關鍵。然而醫療、教育、及社會大環境都會影響醫事人才的

培育，這其中的因素包括教育體制的適當性、醫事師資的素質、醫事人

力的結構、醫療機構的管理、保險給付制度、醫療文化與環境、社會大

眾的教育、政策規範等。數十年來不論在醫、護、藥、病人、社會團

體、或政府機構，都有少數有心人士在努力改進台灣的醫療現况，但是

無法蔚為一鼓改革的力量。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醫療崩潰，醫

療體系己經演化成非各個方面同心協力來尋求解答不可的危急時刻。台

灣醫療現況有太多不理想的地方，例如不合理的健保制度及給付、過度

企業化的醫院管理、醫事人力的分佈不均及短缺。在這樣惡劣的執業環

境之下，醫護人員能做到的，無法滿足社會的期待與要求，導致病醫關

係持續惡化，當發生醫療過失時又以刑事論處。如此不友善的執業環境

已影響新世代對行醫之路卻步，當有愛心、有能力、有理想的年輕人不

再以行醫為其志業時，醫療品質將難以維持，那時最大的輸家是全體國

民。如何促使政府積極改革醫療政策，一方面讓全民健保制度合理化，

一方面健全醫學專業教育制度，並提升社會大眾的健康常識、促進病醫

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文化，是培育優質醫事人員的前提，也是決定未

來所有台灣國民的健康的關鍵。

在改進醫學教育的大前提下，我們希望政府在衛福部引領健保制度

及執業環境的改善。教育部也需要充分體會醫學教育品質的重要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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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設法使臨床教師用於指導學生的時間與心力，充分反應在升等及

薪資結構的標準。醫學教育，從醫學院的醫學生教育，到畢業後住院醫

師的培育，到訓練完成後的終身持續教育，都與台灣未來醫療照顧的品

質息息相關，在這個人口日益老化、醫療科技日新月異、醫療費用高漲

的時代，如何培育出符合社會需求的醫師的議題是需要持續探討及不斷

更新的，每一個教育環節都有許多有待改進的空間。可喜的是，台灣有

許多有熱忱的醫學生、住院醫師、臨床醫師、教師及醫學教育家希望奉

獻一己之力，同心協力來建立一個完善、高品質、跟得上時代的醫學教

育體系。在醫師培育方面特別需要加強的部分包括：基本臨床能力的訓

練、全人全程的照顧觀念而非只是照顧一個器官或一個疾病、將一般醫

學的訓練融入醫學教育的各個階段、醫學人文與臨床學習的融合。最重

要的是，加強培養一般醫學臨床教師的師資、以及針對各階段醫學教育

改革的長期評估及研究。

在藥事人員的培育方面，國家需要有明確的改革目標及方向，現在

台灣相對一些亞洲鄰國的藥學教育已呈現落後的情況，至今還未能進行

全國性藥學教育的改革，全面訓練稱職具有藥學博士學位（Pharm.D.）
的執業藥師。我們應儘速改善藥師專業執業環境，落實醫藥分業，針

對藥師專業知識性服務進行給付，使藥師不論在醫院、社區、或長期照

護單位，均能扮演維護病人用藥安全的重要角色，以降低龐大的醫療花

費。為了讓藥師可以在參與醫療團隊的病人照顧中發揮其專業能力，從

學校教育以至就業後訓練都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我們認為特別需要加

強的部分包括：評鑑制度、住院藥師訓練、師資升等路徑、以病人為中

心的藥學系課綱、自動化藥品調配系統、以及常規性參與醫療團隊的病

人照顧。

在護理教育的部分，目前急迫需要通過護理教育體制的改革及評鑑

機制的建立，全面提升護理學生的入學資格及教育水準，加強學校教育

與臨床實務的接軌，重視與提升護理教師之專業能力，落實臨床實務教

育的發展，改革碩博士課程，以積極培育進階/臨床護理的師資，讓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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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專科護理師的培育回歸正規教育體系。改善執業環境須重視護理人才

的留任，包括合理的護理人力以及薪資待遇，重視護理人員的專業貢獻

和成就感，和多元專業發展和晉升的途徑。台灣的醫療系統較偏向以醫

師為主軸，而不夠重視其他醫療專業在健康照護團隊中所扮演跨領域連

結，協同創造醫療價值的角色和貢獻。因此，提升各醫療專業的發展，

促進跨領域的醫學教育以及醫療團隊合作，將是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教

育的改革目標的重點。

當今醫療科技及資訊科技的迅速進步帶給醫療體系及醫事人員新的

契機和新的挑戰，醫療服務的模式及費用將因為這些科技的發展、數據

的流通及運用而發生改變，除了新興科技的教育訓練，醫事人員還需要

具備科技變遷帶來新的倫理及法律觀念，才能夠稱職地承擔大眾健康的

重任。

國民的健康是國家的根本，建構健全的醫療體系是政府的當務之

急。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力的規劃必須面對未來老年化社會、慢性疾病

以及長期照護的需求，我們國家必須重視醫事人員的培育和留任，以

及前瞻性的人力規劃，才能確保提供足夠且有品質的醫療以維護國民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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