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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可信賴專業活動（EPAs）

台灣醫學教育改革的關鍵時刻

臺大醫學院一直是台灣醫學教育的火

車頭，除了悠久的歷史及優良的傳統外，更

需面臨持續不斷的創新與挑戰。幾十年來台

灣醫學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進行，從小班教

學、問題導向學習等教學方式的變革，到近

年來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的制度建

立、國考OSCE考試的變革、到醫學系學制

的改變等，臺大醫學院再一次站在領導的角

色，思索著如何精進醫學教育的質與量。

目前亦是畢業前與畢業後一般醫學教育

改革的關鍵時刻，一方面因應六年制醫學系

的課程，各大醫學院校及訓練醫院正在徹底

的修訂畢業前與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的課程

設計，包括每個階段的醫師養成目標，以及

評估系統的建置，進一步決定畢業時國考的

設計方向，以及如何和畢業後的一般醫學訓

練及專科住院醫師訓練做連結，另一方面由

於醫療環境的變遷，科技導向醫療及健保體

制的改變，讓醫界不得不重新審視畢業前與

畢業後一般醫學專業素養的養成過程。在此

時醫學教育改革不只是訓練時程的改變與課

程內容的挪移，而是根據新的醫療環境與教

育思潮，建置畢業前與畢業後一般醫學專業

素養的核心內容，重新定義醫事人員的養成

訓練過程，進一步成為課程設計與評估系統

建置的依據。欲達成此目標，有兩大關鍵：

1.如何讓訓練課程中的「核心能力」轉化成工

作職場上的「勝任能力」？2.如何讓評核學員

的結果反映出對醫療任務的勝任程度？

以勝任能力為導向的醫學教育

（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 CBME）

臨床醫學教育依據「經驗學習」法則，

讓學員接受臨床環境的暴露與臨床經驗的累

積是醫學教育的精髓，因此，過往的臨床

醫學教育是以訓練時間或期程為導向，學

員在各臨床單位進行輪訓，並執行各輪訓期

程之教學與評估。然而，這種以訓練時間為

基準的課程設計，雖然在課程制度上容易安

排，但是缺乏考量臨床經驗累積後的成效、

及對學習者的個別化設計。為提升臨床醫

學教育之成效，以勝任能力為導向的醫學

教育（Competence-Based Medical Education, 

CBME）成為近年來醫學教育改革的趨勢，

CBME的好處是可以根據受訓者所需的核心能

力（core competency）設計課程或學程，脫離

以往單純以訓練期程時間作為學員是否完成

受訓之依據，保持以學生為中心的彈性，並

強調訓練後的結果，也可以對社會大眾有更

具體透明的教學呈現。

文／楊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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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醫學教育領域中常提及的核心能

力架構，有美國畢業後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ACGME）所提出的六大核心能

力（包括patient care, medical knowledg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and 

systems-based practice），及加拿大皇家醫學

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所提出的CanMEDS，強調醫師的核心能力建

構在七個主要的專業角色（Medical Expert, 

Communicator, Collaborator, Health Advocate, 

Manager, Scholar, Professional）。透過核心能

力架構的建立，促進核心能力為依歸的課程

設計與評估方法，進一步加速了CBME在臨床

醫學教育之推廣與應用。

勝任能力導向醫學教育的反思

―如何從課堂概念到職場落實？

無論是美國ACGME的六大核心能力或

加拿大的CanMEDS核心能力架構，雖然獲得

廣泛的推廣與落實，但也面臨了進一步的挑

戰。有些學者針對核心能力架構的推廣對醫

學教育的影響提出省思。Talbot M.認為CBME

目前的推廣只強調醫學專業是許多片段的專

業能力的總和，許多更高階的醫學專業能力

並無法被彰顯與評估；Glass JM.認為照護病

人的能力不只是被武斷切割成數個「核心能

力」而已，需要更全面性、整合性地描述、

訓練、與評估醫學專業能力；Brightwell A.更

直指CBME對學習者與指導者並無太大的幫

忙，只是對主管機關或行政單位多了更明確

可測量的評估指標而已。

CBME要能夠進一步的推廣，除了核心

能力架構提供醫療專業能力的評估基礎外，

必須被落實在日常整合性的醫療行為中，雖

然美國ACGME六大核心能力已經融入各專科

的住院醫師訓練計畫中，但仍普遍缺乏一套

可信賴評估系統的架構與依據。過往ACGME

成功將六大核心能力融入住院醫師訓練計

畫的教學設計當中，但也發現在學員評核與

訓練計畫評鑑中缺乏學員具體訓練成果的資

料，難以佐證住院醫師訓練具體的成效，原

因就在於缺乏針對這些核心能力的明確定義

與進展時程，並落實在整合性的醫療活動

中，因此師資也就無所適從，無法針對學員

的訓練成效呈現具體的評估成果。

為了讓CBME能夠從概念性的核心能

力架構，落實在平時的臨床教學訓練評估

中，許多醫學教育領域的學者及機構提出

落實CBME的具體作法，以下簡介由荷蘭的

學者Olle ten Cate所提出的可信賴專業活動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EPAs），

作為落實CBME的重要參考。

可信賴專業活動（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EPAs）
的基本架構

可信賴專業活動是臨床任務的單位，指

當學員達到足夠的勝任能力，能夠被信賴而

放心獨立進行的臨床行為，EPAs根據學員需

要被監督（supervision）的等級來決定其勝任

能力的表現，因此，在臨床教育訓練的環境

中，指導者透過對學員評定的監督等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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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對學員的信賴程度，即在何種監督情況下

執行此醫療行為，EPAs是將核心能力轉化成

實際醫療行為的重要媒介。

根據Olle ten Cate教授提出的架構，一個

EPA的描述必須包括：

1. 標題（Title）：簡短的說明，措辭應避免與

精熟程度相關的描述。

2. 任務描述（Description）：清楚描述此臨床

活動的範圍與限制，必須是真實的臨床任

務，應避免針對知識或技能的描述。

3. 對應之核心能力（Domains of competence）：

通常一個EPA的執行會涵蓋多個核心能力的

應用，描述最相關的對應核心能力。

4. 先備經驗、知識、技能、態度（Required 

experience,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執

行此EPA所需之學習經驗、知識、技能、與

態度，可以導引學員的學習。

5. 評估進展所需相關資訊（A s s e s s m e n t 

information sources）：評估學習者EPA進展

所需的相關佐證資訊

6. 期待學員能夠獨立操作（或特定監督等

級）的時機（Expected stage）：期待學員

能夠達到EPA之預期監督等級的時機或階

段。

7. 正式評核制度（F o r m a l  e n t r u s t m e n t 

decisions）：獨立操作前EPA決定合格與否

的機制、必須被合格執行的次數、正式紀

錄的呈現方式等。

訓練課程中的「核心能力」轉化成工

作職場上的「勝任能力」

臨床醫學教育最終的目標是學員能夠把

所學應用在工作職場中，而工作職場的學習

更是臨床醫學教育的核心價值。雖然建置了

核心能力架構，CBME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能

將學員訓練的勝任能力轉化成在工作職場上

能夠勝任醫療任務。許多學者認為若只有核

心能力的空泛架構，學員照護病人的能力被

武斷切割成數個「核心能力」，並無法達到

全面性、整合性地描述、訓練、與評估醫學

專業能力的目的。

雖然工作職場學習對臨床醫學教育的

重要性無庸置疑，所有醫學院校的課程中

也都有見習與實習的設計，然而傳統的醫學

教育過度強調課堂教育的重要性，課堂教育

的教學法也發展較為成熟，卻容易忽略了工

作職場學習的重要性及效率，工作職場學

習的相關教育理論與評估方法相對較無成

熟的發展，間接導致了主要以訓練時程作

為完訓依據的醫學教育（time-based medical 

education），也造成許多臨床教師與學員抱怨

課堂教學與臨床學習應用有脫節或落差，因

此，如何整合課堂教學與職場學習是當前提

升醫學教育品質的關鍵。

透過可信賴專業活動的建置可以達到以

下幾個臨床工作職場學習須具備的理想：

1. 循序漸進的參與及責任。

2. 能夠學習到學員透過自我探索無法獲取的

知識或能力。

3. 由資深或較有經驗的專家或臨床教師直接

指引學習。

4. 透過職場環境與人際互動能夠提供學員間

接的學習導引。

在以上的發展脈絡與背景下，為了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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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E能夠從概念性的核心能力架構，落實在

平時的臨床教學訓練評估中，荷蘭的醫學教

育學者Olle ten Cate提出可信賴專業活動的概

念與架構，成為目前CBME發展的趨勢與許多

機構紛紛採用的方法。

評核學員的結果反映出對醫療任務的

勝任程度

跟傳統上評量工具以等第制或分數制為

評量尺規不同的是，在進行EPA的評估時，評

量的尺度（scale）就是信賴的程度，以監督

（supervision）的等級來表示：

等級1（level 1）：觀察即可，不建議操

作。

等級2（level 2）：可在直接、主動監督

下執行。

等級3（level 3）：可在間接、反應性的

監督下（例如：可以找到監督者）執行。

等級4（level 4）：可獨立操作執行、事

後確認即可。

等級5（level 5）：可對其他資淺的學員

進行監督與教學。

EPAs透過監督等級的描述決定信賴的

等級（Level 1到Level 5），另一方面，透過

信賴等級的評定，也可作為受訓學員臨床工

作時監督等級的參考，如此在學員循序漸進

增加臨床任務的參與度同時，工作職場上的

指導者、工作同仁（包括護理師）亦可清楚

學員適當的授權監督狀態，保障病人安全。

通常初階的學員（例如：畢業前的醫學生）

在學習的過程中可以有更細微的授權監督等

級，例如：Level 2及Level 3更細分為幾個次

等級（sub-levels），直接監督（Level 2）又

分為Level 2a是「教師在旁逐步共同操作」、

Level 2b是「教師在旁必要時協助」，間接

監督（Level 3）又分為Level 3a是「教師事

後逐項確認」、Level 3b是「教師事後重點

確認」、Level 3c是「必要時聯繫教師事後確

認」。

以EPAs為基礎建構的臨床訓練最大的特

色就是屏棄了傳統的分數或等第作為評估的

尺規，轉而以監督及信賴等級的描述為評估

的結果，透過這樣的轉變，教育訓練的目標

能與臨床照護及病人安全緊密連結；此外，

評核的信效度也因臨床專家著重在臨床任務

以及監督等級而提升，改善了過去臨床評估

者的弊病與困擾。

在當前的醫療環境中，由於病人安全、

病人隱私、工時縮減等議題，學員在臨床的

學習面臨空前的挑戰，臨床教師可能考量到

病人安全以及工作效率，減少學員在臨床工

作的參與，導致學員在臨床的學習遲滯、成

熟緩慢，一旦訓練期程結束，完訓後的學員

將會面臨臨床工作更大的壓力與挑戰，長遠

來看是更進一步危及病人安全的發展。透過

EPA的建置，能增加受訓學員對核心任務的參

與，臨床教師透過監督等級來決定對學員的

信賴等級，進一步依此作為學員臨床工作的

監督建議，因此能夠在兼顧病人安全的環境

下，學員能夠循序漸進的增加臨床工作的參

與及責任，臨床教師也有明確且安心的監督

等級建議提供受訓學員適當的工作參與並給

予具體的教學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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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賴專業活動（EPAs）之實務

―從理論到應用

自從EPAs的理論架構提出之後，全世

界許多醫學教育機構或教學醫院紛紛群起效

法，由於EPAs的建置需要專科化、在地化

的考量，而EPAs的執行更是需要許多配套

措施，因此在實務上需要多方面的考量與配

合。

首先，根據不同職類專業與文化背景，

EPAs的建置需要專科化與在地化，制定EPAs

的過程往往採用共識建立法及其相對應的嚴

謹程度，這會影響EPAs的代表性與重要性，

並接續影響EPAs執行時的可行性與接受度，

目前有許多共識建立法被採用來制定EPAs，

包括：專家會議（Expert meetings）、問卷調

查（Survey）及訪談（Interview）、德菲法

（Delphi procedure）、名義團體法等。

進行EPAs信賴等級的評估有兩種形式：

即時（ad hoc）評估與總結（summative）

評估。即時評估在日常的工作職場中發生，

通常是單一評估者對受評學員的即時評核，

評核與回饋的結果是學員學習改善的重要依

據；而總結評估則是在某一些特定訓練期程

中的時間點，進行系統性、架構化的信賴等

級評定，訓練計畫必須明確設計或規範學員

接受評估的機制，並明確地記錄下學員所通

過的可信賴專業活動，稱做STAR（statement 

of awarded responsibility），以做為某段期間

臨床工作授權的參考依據。

此外，由於EPAs的評估需要產生大量

的評核內容資料，在資訊產業發達的時代，

以科技輔助EPAs評估資料的整理可以協助臨

床教師掌握學員學習的進度與能力的進展，

亦可協助學員整理自己的學習進度與回饋資

訊，有助於訓練與學習；因此，許多機構紛

紛利用科技輔助評核機制或學習歷程的紀錄

與整理，促進學習成效分析。好的電子學習

歷程有幾項特色：1.提供使用者可近性與友善

的操作介面；2.提供使用者清晰易懂的視覺化

界面，對於學習進度及歷程一目了然；3.足夠

的使用權限；4.能夠提供不同類型檔案的上

傳、紀錄與整理。

結論：從「醫療勝任能力」到「勝任

醫療任務」

台灣醫學教育正處在改革的轉捩點，除

了制度的改變，更需要質的變化，弭平課堂

知識學習與工作職場執業的落差、落實CBME

在臨床工作任務的參與及執行中，透過EPAs

的建置、執行與評估，在兼顧病人安全與工

作效率的前提下，循序漸進的增加受訓學員

的參與與責任，讓核心的「醫療勝任能力」

能夠轉化成執行臨床核心任務的勝任醫療人

員，從本質上帶動醫學教育的前進與改革。

※本文內容主要參考節錄作者在醫療品質期

刊、台灣醫學期刊之文章

（作者係2001年母院醫學系畢，現任母院醫

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所）臨床助理教

授、附設醫院教學部、急診醫學部主治醫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