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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活躍老化的社區物理治療師

隨
著社會變遷與醫療衛生的進步，我國人

平均壽命逐年增長，且因少子化而致生

育率逐年降低，導致老年人口因而快速的成

長。依據內政部統計處的統計資料，我國於

1993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7.1%

（約149萬人），已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

定義的高齡化社會的國家（>7%）。截至2017

年12月底止，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示我國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約有326.8萬人，占總人

口的13.91%；因此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推

估：2018年我國老年人口比率將超過14%，進

入所謂的高齡社會；而於2026年邁入老人人

口高於20%的超高齡社會。而在2017年2月，

65歲以上人口比率攀升至13.33%（約313.9萬

人），而幼年（0到14歲）人口降至13.31%，

首度出現老人多於小孩的現象，人口老化將

是社會一大隱憂。另一個人口老化指標是老

化的速度，由高齡化社會進入高齡社會法國

歷時126年、美國歷時71年，但台灣的時程卻

是短短的25年，社會老化速度極快。因此我

國老年人口的照顧需求成為當代社會的相當

重要的議題，考驗著我們面對急速老化的應

變力。

根據行政院衛福部2016年公布之長期照

顧十年計畫2.0指出：隨著我國老年人口快速

成長，老化所帶來的慢性病與功能障礙人口

亦隨著急遽上升，相對的衰弱、失能與失智

人口與日俱增，因此長期照顧、預防與延緩

失能介入的需求也跟著快速增加。2010年行

政院主計總處的戶口普查資料顯示我國老年

人的長期照顧需要率為12.7%。行政院衛福部

更以該資料推估：我國長期照顧需要人口在

2017年為55.7萬人，並將於2026年攀升至77萬

人以上，而所增加者以65歲以上老人為多。

再者，我國高齡人口中超過80%並非全部都是

失能者，將近八成是健康或亞健康的族群，

如果不加以預防，變成失能者的風險較高，

因此預防與延緩失能的政策更顯重要。

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提出的活躍老化（Active Aging）

是全世界已開發國家面對高齡社會的解決策

略，而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則是我國

長期照顧政策的實施重點。2016年行政院核

定的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將長照服務向前延

伸，以健康老化及健康促進模式維持及增進

長者之健康與生活品質，達到預防失能、延

緩失智及成功老化之目標。因此，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自2016年起開始規劃更適用於社區

高齡者與失能者的「社區復健計畫」，而衛

生福利部也開始在2017年規劃「預防及延緩失

能照護計畫」，以衰弱老人及輕、中度失能

（智）者為主要服務對象，建立以「社區」

為基礎之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體系。此

文／蔡佩玲



醫學新知

2018年2月‧第35卷第2期 3

時，需要大批的物理治療師投入社區，提供

社區長輩復健、預防與延緩失能介入服務。

社團法人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在柴惠

敏理事長的推動下，於2016年在專業推展委

員會之下正式成立『居家與社區物理治療團

隊』，召集台北市的物理治療師一起進入社

區深耕『社區物理治療』。自2017年起，台

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進一步邀請多位資深社

區物理治療師加入，並改名為『社區物理治

療團隊』，整合物理治療人力及建立管理、

繼續教育與監督制度。筆者擔任台北市物理

治療師公會總幹事期間，適逢長照2.0政策積

極發展社區復健，參與了『社區物理治療團

隊』的籌組及執行衛生福利部委託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辦理之106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

護計畫」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5、106年度

「社區復健計畫」。在此對於物理治療師在

社區的樣貌做一個概括的描述，期望大家對

社區物理治療有更多的瞭解，並能善加使用

此社會資源。

一、社區物理治療師協助長輩預防及

延緩失能

社區長輩約有80%為健康或亞健康者，

預防與延緩失能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社區

物理治療師會依照長者特性設計安全有效

的增肌、防跌、抗鬱及不失智的團體活動與

運動，教導老人相關疾病防治知識，減少危

險因子，提升社會參與進而建立健康生活型

態，維護老年人身體健康並幫助長者恢復自

主能力與生活尊嚴（如圖1）。長照政策強

調可及性及便利性，執行預防與延緩失能方

案人員強調去專業化，如此才能更為深入在

地。然而高齡者身體與健康狀態日趨變化，

需要有運動風險及安全運動處方專業的社區

物理治療師提供評估與修正建議，所以社區

據點與社區物理治療師建立密切合作關係，

可以提供安全且更為有效的預防與延緩失能

的服務。

二、社區物理治療師翻轉長輩失能

物理治療師具備評估個案的能力，在

執行社區復健訓練及擬定運動計畫時能有效

掌握風險及成效，安全的資源運用並有效率

及適時地更新運動計畫。針對失能者，物理

治療師也能適時的給予輔具處方與環境改善

建議，提升功能的自立。物理治療師與社區

據點各專業人員密切搭配，能就近提供失能

長輩個別化、長期的、支持性的環境資源，

訂立個案目標的生活自立，改善其生活品質

（如圖2）。

三、社區物理治療師的終身學習

社區物理治療是非常浩瀚與靈活的一

門學問，不斷參予社區物理治療精進課程，

會加強物理治療師從事社區服務的能力（圖

3）。社區據點已經有許多專業／非專業人

員提供長輩各式各樣的預防與延緩失能／失

智課程，然而每種課程或活動都有其優點。

身為社區物理治療師，能心存感激地互相學

習其他夥伴帶領的活動。經由社區復健討論

會、觀摩與實習社區夥伴的機會，社區物理

治療師們能持續摩擦出火花，建立自己的社

區特色（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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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社區物理治療師發揮創意，設計安全有效、活潑、有趣又快樂的團體活動

圖2：社區物理治療師評估失能擬定安全有效的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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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物理治療師是魔法師

社區物理治療師通常擁有72變的功力，

往往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社區據點資源都不

同，有的是影音設備與空調樣樣齊備、有的

只有一個屋頂可以遮陽避雨，社區物理治療

師必須依據可以取得或自備的資源，設計有

趣、安全並有效的活動（圖5）。

圖3：社區物理治療精進課程 圖4：社區復健討論會

圖5：社區物理治療師靈活運用可取得的資源，甚至坐上桌子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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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區物理治療師是厝邊好夥伴

社區物理治療師進行服務的場域非常

多元，宗教場所、集合住宅、社區關懷據

點、共餐據點、里民活動中心／處所、里辦

公室、長照ABC據點、日照中心、老人服

務中心、失智互助家庭等多處社區據點，都

有物理治療師進駐帶領長輩團體活動、運動

與提供個別化的物理治療與衛教指導。以社

區為基礎的老人照顧模式是團隊合作的，社

區物理治療師會敏銳的發現長輩失能風險，

提供並媒合需要的資源。完善而順暢的『社

區物理治療服務』不是只有物理治療師的功

勞，據點負責人、社工與志工的協助更是重

要。溫暖、熱情與親和力是社區物理治療師

的人格特徵，往往可以主動參與和協助據點

活動，融入社區團隊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圖

6）。除此以外，社區物理治療師提供長輩心

理支持，長輩有事情可以做、 有目標可以盼

望、 有對象可以去關愛（圖7）。

『社區物理治療』是以活潑、有趣、快

樂的課程，吸引長者願意走入社區與人群互

動。藉由健康促進的活動來提升或協助長者

內在能力（intrinsic capacity），達到預防與延

緩失能（智）的目標。有社區物理治療師加

入社區的行列，一起為協助長輩提高自我認

同，追求不失能、不憂鬱、快樂活躍的老年

生活努力。

圖6：融入據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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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母院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2014年博士畢業，現任書田診所物理治療科主任與社團法人台

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總幹事）

圖7：社區物理治療師提供長輩心理支持

「謝博生教授追思會」公告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大廳（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時間：2018年3月11日（星期日）上午

　　　（08:30開始進場、09:30追思會開始、12:00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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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醫療過度使用的回顧和檢討

馬
里蘭大學公共衛生系的教授，Daniel 

Morgan，自2015年起就每年發表有關醫

療過度使用的回顧和檢討的文章。他最近又

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發表今年度的報

告。他同時寄給我三篇要我給他有關醫療作

業浪費的看法。我先把今年度的報告作一個

節譯給國內的同仁作參考。他是先收集今年

度已發表的1,224篇有關檢討醫療過度使用的

文章，然後挑出122篇在統計分析問題上最紮

實的論文。然後從這些文章提出十項最需要

檢討的醫學檢查或治療。

十項被列出的誇張使用效果的檢驗、過

度治療或醫療作業有問題的例子如下：

1. 關於缺血性中風（Ischemic stroke）的醫

療―用TEE或TTE？

前 題 ： 食 道 超 音 波 心 動 描 記 法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TEE）原先被認為比早期的胸腔超音波心

動描記法（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TTE）敏感度高。

結果：追蹤檢查顯示TEE對於並沒有急性

缺血性中風的醫療並沒什麼特殊價值。何

況TEE比較有侵襲性，因為病人需要用鎮

靜劑。

結論：雖然用TEE比TTE更敏感，分析結

果仍是建議臨床醫師在診療缺血性中風病

人時少用TEE。

2. 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可疑

病例的診斷用什麼方法？

前題：診斷肺栓塞的診斷模式（Diagnostic 

algorithm）已經廣被臨床醫師接受。在

處理疑似的病人時，檢驗病人血液中的

D-Dimer是應該優先被考慮到的。

結果：檢查病歷發現很多醫師仍然選

擇作肺血管電腦斷層攝影（Computed 

Tomography Pulmonary-Angiography, 

CTPA）。譬如在某醫院，對於PE懷疑不

高的病人，有87.8%作了CTPA。當中有78

例是D-Dimer陰性。在急診處，用CTPA作

初步檢查的最為普遍。這連教學醫院也不

例外。

結論：臨床醫師應該善用己經公認的診斷

模式。D-dimer的檢查應該被廣泛使用。

作CTPA不但費時，使診斷費用昂貴，也

讓病人冤枉地暴露在無謂的輻射危害之

下。

3. 電腦斷層攝影（CT Scan）是否有濫用？

前題：CT SCAN上市後一向被認為是很有

價值的診斷工具，但是被濫用的可能性很

文／黃碩文



醫學論壇

2018年2月‧第35卷第2期 9

高。因而會令病人遭受到輻射危害。

結果：一個全國醫院門診部十年的追蹤調

查明顯指出在急診處檢查的23,416個患有

上呼吸道症狀（包括喉嚨痛或鼻塞等），

以及有下呼吸道症狀的（咳嗽或呼吸急促

的）的病人。在這些人中有將近9.4%的人

受到CT的檢查。很奇怪的是絕大多數都沒

有急性症狀。很多用CT的病例對診斷沒有

幫忙。

結論：醫界應該一致努力來減少CT濫用的

實況，特別是對有非急性呼吸道症狀的病

人。切記有1.5%到2.0%的癌症是因為輻射

引起的。

4. 對於無症狀或臨床上沒有適當或不確定指

示（Indication）情況的病人使用頸動脈超

音波檢查（Carotid Ultrasonography）和

頸動脈內膜切除術（Carotid Revasculiz-

ation）的適當性

前題：頸動脈內膜切除術（C a r o t i d 

Revasculization）常被用作治療無症狀但

有頸動脈狹窄的病人。但是使用頸動脈超

音波檢查（Carotid Ultrasonography）於無

症狀但有頸動脈狹窄的病人是否適當仍未

有定論。

結果：調查從2005至2009年間共有4,127個

65歲的病人曾做過頸動脈內膜切除術。他

們都有頸動脈狹窄但沒有症狀。經判定其

中適合做動脈超音波檢查的只有5.4%，不

確定的有83.4%，不適合的有11.2%。做頸

動脈內膜切除術5年後追蹤顯示死亡率高

達28.6%。最被誤用的症狀包括頭暈，暈

厥或視力的變化。

結論：在上述症狀不確定的病人，我們需

要善用頸動脈雜音（Carotid bruit）的判斷

和對頸動脈病症的細心追蹤來減少使用無

甚價值的檢查導致對那些病人動用頸動脈

內膜切除術。

5. 對於有勃起不良症或尿道失禁的前列腺癌

病人的過度治療

前題：對於局部性的前列腺癌最佳的治療

還未有定論。

結果：有二個研究報告指出共有1,643病人

有上述局部性前列腺癌，經由前列腺特殊

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陽

性反應者進行十年追蹤。一半以上有定期

追蹤者有接受治療。死亡率接近1%，但各

不同治療群之間並無有意義的差別。癌的

進行或轉移發生在積極追蹤的那群較高。

一年後，併發勃起不良症的在手術群有增

加30%，放射性治療群增加10%。尿道失

禁的病例也多在手術群內。

結論：對於上述病人不管是手術或放射性

治療，只要積極追蹤，病人的生活品質都

能改善，雖然死亡率不會變。再者，不管

用那種治療，併發症在所難免，也會影響

生活品質。依此推論，PSA的檢驗應該避

免，因為它的缺點比優點多。

6. 補充氧氣是否對中度缺氧，有慢性阻塞

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的病人有實效？

前題：給予對有極度缺氧的COPD病人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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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氧氣，有報告指出有助於提高他們的存

活率。但是對輕度或中度缺氧的病人則尚

未有確切的定論。

結果：最近發表的多數醫學中心合作報告

指出，經18個月的觀察，有無補充氧氣對

於死亡的時間和首次住院率沒有影響。而

且對於次要的臨床指標，譬如生活品質、

消沉憂慮、肺功能或身體概況則影響有

限。

結論：補充氧氣只應該針對有極度缺氧

的COPD病人。對於中度或中度以下的病

人，應少用氧氣為宜以避免氧氣引起的傷

害，也可減低醫療費用。

7. 對膝關節半月板的撕裂傷（Menisca l 

tear），引起機械性症狀的病人處置

前題：膝部骨關節炎在老年人中相當的普

遍且常引起行動的不便。機械性的症狀像

膝蓋的僵直常被指為和膝蓋內半月板的撕

裂傷有關。雖然關節鏡治療沒有長期的療

效，對於有機械性症狀的病人施與半月板

的部份切除其有效與否仍在爭論中。

結果：一個最近的隨機臨床對照試驗包括

有146位病人中70位受部份半月板切除，

76位為對照群。前者的72%，後者的59%

有膝關節僵直症狀。結果顯示二群間症狀

沒變化的比例幾乎相同。

結論：從2016年的報告己經知道手術對於

膝關節退化性半月板撕裂傷沒有療效。今

年度的報告也是如此。對於這個老年病人

中常見的關節炎，比較起來保守的治療方

式看來比選擇危險性高的手術安全得多。

8. 住院病人的營養支持

前題：營養缺乏現象在住院病人中常被發

現。而且和罹病率和死亡率都有關係。但

是對這些病人是否應該給與靜脈營養支

持，仍有爭論。有報告指出對於極嚴重的

病人施以早期治療反而有害。

結果：根據最近包括有22個開放性臨床觀

察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共有3,376個病

人），如把病人分成營養治療組和對照

組，雖然營養組確接受到更多營養而且體

重也比對照組增加，但是在統計上對死亡

率（9.8% vs 10.3%），醫院中的感染率和

病人機能的恢復都沒有影響。

結論：因為害怕住院病人有營養不良而給

予營養支持，臨床上並不會得到期盼中的

結果。營養支持的概念有必要作大修正。

9. 醫師比同僚少開不必要的抗生素

前題：已有很多資料顯示幾乎一半上的抗

生素的處方被認為臨床上是不適當的。不

但無治療效果，還會使病人遭受到無謂的

藥物副作用，發生耐性細菌或引導產生難

治梭狀芽胞桿菌（Clostridium difficile）引

起的下痢症等不良後果。

結果：有一個開放性又隨意指定的臨床試

驗最近針對這個難題提出挑戰。包括有麻

州和加州的一共47個診所的248個醫師共

同參加。他們先設定自動化介入的程式，

然後假設開處方治療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的

病人。每個醫師在受到以下三個阻擾時作

一個選擇：1.改開另一個抗生素，2.書本

中找出該開那抗生素的理由，或3.用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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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比較他的處方和他認為最優秀的同行

的處方。在實驗中發現，不適當的抗生素

處方從24.1%減少到13.1%。最有效的避免

濫開抗生素的因素是三個阻擾因素中的第

三個，也就是和同行的比較的壓力。

結論：門診的不當抗生素處方的泛濫一定

要改善。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適當使用上

述的指標。

10. 用診斷輔助法來互享臨床決定，有助於對

低風險的胸痛病人減少心臟功能檢查的必

要性

前題：胸部疼痛是在急診室第二個最常見

的症狀。對這些病人用最新的心臟超音波

Echo檢查的次數十年來增加了三倍。對於

輕微症狀病人，這些心臟檢查往往導致不

必要的住院或更複雜的檢查或處置。

結果：有一個臨床實驗嘗試新的處置方

法。有六個急診處，包括有898個病人因

胸部疼痛住院。病人分二組。試驗組用

診斷輔助法讓病人和醫師共同決定住院後

的處置。對照組則由醫師單獨決定處置。

結果發現試驗組和對照組願住院檢查心臟

的比例分別為37% vs 46%（p<.001），或

在30天內作心臟檢查比例為38% vs 46%

（p=.01）。本試驗毫不意外的，醫師用了

診斷輔助法多和病人談話1.3分鐘。所有用

過診斷輔助法的醫師都支援這個新的教育

方式。

結論：病人在共用診斷輔助法時都表示對

自己的身體狀況有新的瞭解和信心。這個

新的嘗試應該很可以應用到別的臨床狀

況。

總結

有關檢討醫療資源浪費的報告在2014

年有440篇，2015年有821篇，2016年己超過

1,200多篇。這毋寧是可喜的現象。可是在

2016年的很多報告裡，有關醫師們喜歡幾乎

沒有選擇性地挑選高科技的超音波設備的事

實總是被評論或批評。毫無疑問，這種現象

導致診斷過度或讓病人遭受到無妄之災。作

者呼籲醫界應該用科學方法領頭檢驗新的科

技儀器對診察或治療有無新的突破。如果醫

療費持續地昂貴下去，作者預見只有二個方

法來遏制歪風：1.預期聯邦藥品和食物管理局

（FDA）會積極介入，2.保險公司將積極要求

公司或醫界提供新的科技產品的臨床實用價

值。

後記

雖然作者是針對美國醫界的現實面作評

論，相信這些資訊對台灣醫界同仁有正面的

參考價值。如需找詳細參考資料，請看原著

JAMA Internal Medicine, Published on line, Oct. 

2, 2017.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為佛羅里

達大學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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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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進修

2018年2月‧第35卷第2期 17

北美醫學教育及生醫倫理
國際考察暨體驗學習參訪

背景源由

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

已成立三年，前兩屆研究生已順利產出許多

的研究成果並在國內數家醫學院及醫學中心

擔任相關職位負責人。為了拓展研究生的國

際視野並增進國際學術研究合作及交流，因

此在暑假期間安排了此次北美醫學教育及生

醫倫理的考察及交流行程。結合本所老師與

景福基金會之海外校友前輩先進的力量，加

上祺華教育基金會的部分贊助，實現了第一

屆美國東岸醫學教育及生醫倫理的國際考察

暨體驗學習參訪行程。

本次參訪由醫教生倫所吳造中教授親自

領隊帶領三位研究生（董奎廷、劉彥宏、黃

天佑）前往。

醫學教育行程

我們參訪的第一個行程乃是經由紐約

大學神經科符傳孝學長的安排，參加紐約大

學醫學院（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舉辦的一個國家型醫學教育會議。當天有許

多醫學院院長，醫學教育者，學會負責人參

與其中。當天主要是研討的模式，首先聽到

由AMA、AAMC、ACGME等中央單位報告

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的現況，

如Milestone跟EPA的執行及未來展望。第二部

份提到美國醫學教育的實驗性改革，由四年

縮短為三年的一些醫學院accelerated program

的進展跟狀況。此部份令我們想到台灣目前

正在進行七年醫學教育改成六年制所面臨的

挑戰跟潛在性問題。這次會議中也看到這些

醫學教育者如何把教育方針整理為文獻發

表，以及引導更多的討論。唯一比較可惜的

是沒有更多時間可以多方討論，以及當天的

內容比較適用於美國醫學教育現況，並不是

所有的內容都適用於台灣。

經由符教授的安排，在NYU我們另外參

訪了一個Simulation Center，稱為NYSIM。雖

然此單位有不錯的硬體，但讓我們印象最深

刻卻是他們的軟體，或者是Personnel的部分。

他們雇用了幾位專門行政人員，護理師，以

文／董奎廷、吳造中

左至右：董奎廷、劉彥宏、吳造中教授、黃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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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師。在醫師的部分，他們用共同聘職的

方式讓醫師可以每週有一至兩天全日在此單

位工作，額外給付薪資，讓醫師可以專心參

與單位的教學活動及訓練。這個單位除了訓

練的對象非常廣泛，還包括研發的工作，而

負責的醫師也有許多相關的publication。雖然

這個單位仍是一個透支的訓練單位，但卻能

夠得到院內院外許多的支持及經費來維持她

的順利運作。

在紐約行程當中，令我們印象最深

刻的一個單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敘事醫學

教育課程（Columbia University Narrative 

Medicine）。這個課程由何明蓉教授的好友

Rita Charon教授領導，本次行程是透過一位

在哥倫比亞大學郭昇翰學弟實驗室進修的年

輕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生張廷玉協助安

排。Charon教授安排了許多不同層級的醫師，

從醫學生，住院醫師，總醫師，教師等等來

為我們介紹解說及討論。這些參與的學生跟

醫師對於敘事醫學都有很清楚的信念，相信

一位醫師需要被栽培成具有深度的人文素養

來幫助他/她面對複雜醫療環境的許多挑戰。

我們在台灣因為大一就直接進到醫學院，我

們的學生同質性太高，跟其他學院同學的接

觸也太少。因此在台灣我們可能更需要有敘

事醫學的訓練，來讓我們的學生接觸更多元

化的人文環境。我們覺得很慶幸母校臺大醫

學院在謝博生前院長的帶領下，過去對於這

方面一直相當的重視。台灣的醫學教育也很

需要在這方面更多的強調以及栽培，讓我們

未來的醫師可以具備人文的素養及全人醫療

的能力。

三天之後我們造訪了位於紐哈芬的Yale 

University的醫學院課程團隊。Schwartz教授的

團隊與我們分享他們如何在近年內進行學校

內的醫學教育學程及內容的改革，來協助學

生可以因應時代變遷的挑戰。他們也強調需

要培訓未來醫師被賦予國家社會的責任跟期

待（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這些課程負責

人雖然負責不同的學生階段，但他們卻有很

良好的團隊溝通，透過Master & Longitudinal 

Courses來安排及串連學生學習的歷程，並且

領導者也能夠讓各基礎臨床單位及相關人員

都能夠一起投入改革，相當的不容易。

生醫倫理訪查

本次醫學倫理部分有前往學術單位及

兩個臨床單位。學術單位的部分是Harvard 

Medical School相對應於我們生醫倫理研究

所的Center for Bioethics。很巧的是這個單位

正式成立的時間跟我們差不多。在成立研究

所之前就已經有多年的Fellowship program。

目前進入研究所階段他們發展全時間的一年

課程跟部分時間的兩年課程。相對於本所最

大的差別是他們學生較多元化，包含不同醫

療領域的醫事人員，也甚至有其他非醫事人

員也可以參加。比較可惜是我們去的時間為

暑假，因此沒有機會可以跟學生有更多的互

動。

行程中也有一個特別令我們印象深刻

的部分，是我們參加了Boston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MGH）的倫理委員會會

議。這個倫委會（Optimum Care Committee）

成立已經將近四十多年，並且也把許多的案

例跟討論發表為文獻。此次會議例行參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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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將近二十位，在會議當中三個個案就討論

了將近兩個小時，大家發言非常踴躍熱烈。

令我們感到意外的是許多發言的人員為護理

師跟其他醫療人員，而並不會只是單單醫師

在發言或一定以醫師的言論來做結論。在這

次會議中，也有機會跟當地的委員分享台灣

一些重症醫療（如葉克膜）相關倫理議題，

也得到相當熱烈的回應。

總結

本次行程只有短短六日，卻很榮幸能夠

參觀幾間知名大學以及醫學中心，卻也感到

意猶未盡。本次行程非常感謝大家能沿途分

享個人心路歷程及經驗，是隱藏版的學習內

容。最重要的是，若沒有幾位熱心的北美校

友及系所老師的引薦，我們也不可能有這麼

豐富的行程跟美好的學習。

（作者吳造中係母校醫學系1985畢業，現任

臺大醫學院醫教生倫所教授、臺大醫學院附

設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董奎廷母校醫學系

2008畢業，現任臺大醫學院醫教生倫所研究

生、亞東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泌尿科誠徵主任壹名
一、應徵資格：

1. 須具有教育部部定副教授以上資格。
2. 須具有國內外泌尿專科醫師資格。
3. 在學術上有成就、具聲望，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二、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表、相關學位證明及相關專科醫師證書、教育部部定教員證書。
2. 所有著作目錄並標示重要著作或附上重要著作抽印本。
3. 被推薦人同意書一份。
4. 簡述個人對於泌尿科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發展目標及策略。
5.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三人以上連署推薦書一份。

三、公告流程：

依本校規定辦理，公告於（1）臺灣大學醫學院網頁、楓城新聞網、（2）報章雜誌（1111人
力銀行）、（3）景福醫訊、（4）臺灣大學網頁等

四、截止日期

2018年4月2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送達臺大醫院泌尿部主任辦公室（10002台北市中正區
中山南路7號研究大樓11F）。

五、聯絡方式：臺大醫學院泌尿科 主任遴選委員會
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135
　　傳真：(02)2321-9145
E-mail：100117@ntuh.gov.tw（陳珮玲 管理師）

六、預定起聘日期：2018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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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死亡》（Being Mortal）讀後感言

這
本書的著者Atul Gawande，目前是紐

約時報暢銷書的作者，也是Harvard 

Medical School以及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教授。曾經出版過的三部作品，分

別是：“Complications＂，“Better＂，以及

“The Checklist Manifesto＂，都成為紐約時報

的暢銷書。

2013年我讀完他的第三本書之後，曾經

為文在《景福醫訊》（vol.30, No.2）寫到：

個人站在臨床醫學，更重要的是從醫學教育

的觀點，給即將進入臨床工作前，參加宣誓

典禮當天的醫師，我在致詞時表示，對該書

談到的要求做checklist之外，曾強調不要疏忽

了後續的臨床觀察。因為「沒有人是先知先

覺，可以預見所有的問題」，做完checklist，

很容易讓百忙中的醫師安心，而忽視了以後

的變化，特別是針對患了重病，但卻是「具

有生命」的生物體而言。何況，即使讓醫師

頻頻花時間去填checklist，也並不符合醫學教

育的宗旨，畢竟生物體不同於「集所有最現

代化高科技於一體」的飛機。

「人」，除了是「生物體」之外，還

有「精神」與「靈性」的部份，我個人認

為這部分需要以多做病史探問、身體診察，

以及為病人解釋病情的敘述醫學（Narrative 

medicine）來彌補，而這正是目前的醫療最被

忽略，也最受批評的部分。現代醫學教育，

過於強調單純的「純科學，或單一器官的生

物教育」，卻輕視了人還有「精神」和「靈

性」。無怪乎William Osler在百多年前，終其

一生致力於醫學教育時就一再強調：“Variety 

is the Law of Life＂。他說：“Variety is the 

law of life, as no two faces are the same, so no 

two bodies are alike, and no two individuals 

react alike and behave alike under the abnormal 

conditions which we know as disease.＂本書第

七章的Hard Conversations中也提到：“We 

know less and less about our patients but more 

and more about our science＂也是另一個值得我

們去注意的現象。

不同於他的第三本“T h e  C h e c k l i s t 

Manifesto＂，Atul Gawande的這本“Being 

Mortal＂中最打動人心的部份則是：「醫學不

僅僅要改善生命，也要兼顧臨終的過程」。

他一再的反省，認為經過多年一代代前人不

斷的努力，醫學在改變生育的危險、創傷與

感染方面，已從以前的痛苦又束手無策，逐

漸邁上現在的康莊大道。但從另一個角度而

言，在無可逃避的「加齡」以及「死亡」這

部分，卻是在做一些多餘，甚至是違背「心

靈良知」的事。有些護理之家只以安全為理

由，把病人「鎖定」在輪椅上，或是如「軌

道般的」床上，只容許吃他們許可的食物，

或是做他們容許的事，並要求家屬也一起遵

守。他也認為，有些醫師面對那些明顯地已

瀕臨死亡，且又無可挽回的病人時，常給一

文／韓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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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虛擬」的希望，但實際上是在做「縮短

生命」的治療，到頭來只是延長病人的折磨

而已。

我個人從經歷過半世紀以上的臨床經驗

中觀察到，只要不對「高齡」病人施以不必

要且牽強的延命措施，其實死亡對老人，特

別是「老老人」，不致於會是很痛苦的。這

些點點滴滴的現象，其實是還有許多可以討

論與改進的空間。難道我們不能從一般社會

之「價值觀」可以接受的另一角度，大家一

起努力來幫助軟弱又無助的老人，以求解決

護理之家、醫療院所或安寧病房的病人內心

底處，最關心的課題？

每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有好也有

壞，有可以改變的，也有無法改變的。幼

年到童年時期，「環境」以及「父母」的影

響格外重大，也最深刻。到了懂事以後，特

別是四十歲之後到六十五歲（公認的退休年

齡）這一段人生，大部分是要自己負責的。

但往後的人生，一直到離開人世之前，可能

發生「無助與無奈」，或是「有助與有譜」

的兩種命運。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轉

折」，端看「家屬」和「看護」的態度而

定。

該書著者依父親生病前後的人生遭遇，

以及他在別人身上所看到的，瀕臨死亡期的

狀況，以他如椽之筆，做了精彩且發人深省

的描述，獻給讀者。著者一再希望，我們

要能以「人性化」和「有尊嚴」的態度對待

我們周遭的老人，我覺得這一點可能是著者

寫這本書最大的目的。書中他也舉了安寧照

顧的例子來說明，病人生命的最後幾週，也

同樣可以擁有豐盛又有尊嚴的生命，繼而慢

慢走入善終的境地。給病人多做一些「人性

化」，且又兼顧「尊嚴」的幫助，不但可以

鼓舞人心，並且也可以增進我們對「生命」

更深的認知與了解，進而學會「謙卑」。

書中也提到，我們「最殘酷的敗筆」

（書中最重的語氣）是：對待病人，特別是

老人，醫護人員不能夠真心去了解，除了單

純地去思考「安全」與「延長生命」之外，

應該面對的還有更深、更具實際生命意義的

各種情況，而其先後順序，需要深思熟慮。

我們是否有「勇氣」重新去思考，去重視我

們的各種「機構」，我們的「文化」以及我

們和病人間的「對話」，使每一個人生命的

末期，也還可能被考慮到是有種種不同情

況。

寫到這裡，請讀者容許我借用賴其萬教

授在介紹《最終的勝利：安頓生命的最後歸

宿》（註）這本書中，著者以及賴教授所談

到的幾段話，以便能更進一步了解病人，以

及親人面對其家人死亡前的現實：

「醫生所做的決定並非都是在『延長生

命』，而『允許生命結束』也是一個好醫師

能為病人做到的無上功德」（賴），更何況

是對病人有益時。

「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並獲得更平靜的

死亡，這個目標是可以達成的」（賴），

我也認為這是當醫師的義務，也是病人

在死亡前最起碼的權利。

「打從我穿起白袍的第一天起，偶而會

在病人的痛苦中發現醫師的手印。人或許是

免不了要接受不必要的痛苦，但我並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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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造成過多而可避免的痛苦。」（著者）

「我們醫療團隊要延續病人的生命，

卻忽略了幫助病人避免他們不必受的苦。」

（賴）

「痛苦是由病人，而非旁觀者界定。」

（著者）

「大量運用科技，不見得對病人有

利。」（著者）

「醫生不要把自己對『病人死亡』和

『打敗仗』畫上等號。」（賴）

「能使病人心安，是我們對無法挽回病

人生命時還能做的最大幫忙。」（賴）

看完這本書，我個人的一點小小的建議

和希望是：一般人在面對嚴重疾病開始威脅

生命時，或是急慢性重症病人在開始進入多

重器官衰竭時；以及在人生晚年，面對難以

避免的虛弱正在「加速」進行時；醫護人員

和照顧者，如何對這些人施以「最人性化」

以及「最有尊嚴」的醫療和照顧，來和病

人以及家屬，一起渡過瀕臨死亡期的整個過

程，是很重要的。這就是最近（Oct.7, 2014.）

這本書出版多週以來，在紐約時報一直是最

暢銷書的這一本“Being Mortal＂所探討的問

題。

本人深信該書可以提供讀者，特別是關

心「老年學」的醫療工作者，一些省思和啟

示。這本書，的確是值得一看再看的好書。

（本文曾刊載於《天下雜誌》出版的

《凝視死亡》）

註：《最終的勝利─安頓生命的最後歸

宿》─Final Victory: Taking Charge of the 

Last Stage of Life, Facing Death on Your 

Own Terms.著者：Thomas A Preston, M.D.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

臺大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研究所）

徵求主任（所長）
一、資　　格：1. 具生化分生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資格。

2. 起聘日起年齡未滿62歲（民國45年8月1日以後出生）。
3. 在學術上有成就、具聲望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具提昇生化暨分生所未來
發展之能力。

二、檢具資料：1. 詳細履歷表，包括學、經歷、榮譽、服務、論文著作目錄及5年內代表性著作。
2.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以上之推薦信。
3. 被推薦人同意書。
4. 對本所教學研究發展理念。

截止日期：民國107年4月9日下午5時前送（寄）達。
地　　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九樓907室
　　　　　臺大醫學院「生化分生所主任（所長）遴選委員會」。

聯絡電話：(02)2312-3456分機88227　傳真：(02)2391-5295
電子信箱：biochem@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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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想天開？─向動物取經

文／李彥輝

動
物有很多值得人類學習，如螞蟻蜜蜂

之分工合作，飛禽之求偶技術，猛獸

之機智戰鬥等。但這些乃社會行為不在此討

論之列，此處要談動物之本能或可使萬物之

靈的人類來取經研發尤其在基因科學發達之

現代。

其實人類向動物已學了不少例如形意拳

之十二形：乃學了動物像龍（神）虎（力）

猴（靈）馬（疾）蛇（氣）雞（勇）燕

（捷）鷂（猛）鼉（活）鮐（精）鷹（狠）

熊（威）。其實動物園以高科技方式包括攝

錄影電腦分析等乃人類社會行為或可作最佳

學習研究之處。

再次德軍在有毒氣彈戰場上，發現泥土

被野豬拱動後顆粒變鬆軟，可以吸附和過濾

毒氣，所以沒被毒死，因而將吸附力強之活

性碳用之於防毒面具中。藉蜻蜓的外形而有

直升機，蛋殼外型均勻分散而有大劇院，觀

察不同鳥叫聲而設立機場鳥語廣播電臺嚇跑

飛鳥等已有目共睹。尤其工業界開發得更多

有如下所示：

1. 仿壁虎爬壁造成機器人，用來防恐偵查。

2. 觀察響尾蛇在沙漠之運行軌跡，製造出新

型機器人可隨意穿越沙丘。

3. 覺察出章魚／八爪魚觸角之功能而造了軟

體機器人。

4. 由水獺／河貍等毛皮水棲動物開發出保暖

潛水衣。

5. 壁虎抗地心吸引力能貼壁垂直行動而不跌

落，出現了神奇膠帶。

6. 高鐵／新幹線仿翠鳥能克服阻力高速俯衝

入水捕魚而發展出之尖銳流線翼型來緩和

隧道內微氣壓波來提高速度降低噪音，又

也參考貓頭鷹之翅膀外緣齒狀羽毛成功設

計降低噪音器。

7. 由蜘蛛網之能反射超音波而發明出在玻璃

上鍍層如蜘蛛網紋路般之薄膜來使鳥不會

撞向玻璃，或許有天也可用在飛機駕駛窗

上來防止撞擊意外。

8. 知悉飛蛾眼可吸收陽光而不被反射浪費能

源，或可改進太陽能板之設計。

動物界之仿生學也有些進展，除已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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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意拳十二型外舉例如下：

1. 青蛙游泳而發展出蛙式泳。

2. 學螃蟹步來防治腰酸疼痛，金魚游水來消

除肩酸腰背痛，飛蝗跳躍來預防膝關節

痛，鹿步來防肩酸及糖尿病。

3. 壁虎貼壁垂直行而不跌落，研知腳上有如

地毯可吸附物體之裝置，尾巴能如另支腿

來支撐穩定（有待更深研究是否有特殊基

因控制）。

4. 蟑螂能快速縮小體型變扁平腿且外骨骼很

是靈活，因而可穿牆入窄也許可找出控制

基因來。

5. 很多有尾動物能捲住東西，提供靜態平衡

之原因何在？

又2015年一月在英國利物浦大學遺傳研

究所主導下研究出弓頭鯨之能長壽及非凡抗

病能力乃有一特殊基因和DNA修補細胞及周

期有關，再又近些年來有人研究巴布亞新幾

內亞食人族查出有特異基因抗Kuru，這研究

有助於治CJD或AD。

除此之外尚有不少可資借鏡研發試舉如

下（歡迎大家也提供）：

1. 壁虎斷尾求生／蜥蜴自割再生或乃再生醫

學四肢修補器官再生可供參考找出基因來

研發，此乃人類借鏡於動物來改善再生醫

學最有成功機會，盼有所努力加油。

2. 電鰻放電自我防衛找到放電原理。

3. 螢火蟲發光來夜間照明。

4. 蝙蝠可變小穿壁過窄處如何變形。

5. 蛇可冬眠脫皮殼或可提供睡眠醫學及皮膚

美容科作參考。

6. 龜長生不老找出原因來或有助老人長壽醫

學之發展。

7. 羊毛可多次更換或有助禿髮脫毛之改善。

8. 章魚噴墨汁逃避捕食而求生。

9. 魚會扭扭尾巴水中游或有助人類自然就會

游泳。

10. 有雌雄同體之生物可自體受精或可用於生

殖醫學（但已有試管嬰兒此或非重要課

題）。

11. 琵琶魚死後還可受精傳後，要研究乃精子

如何會在雌體上存活及受精過程。

12. 噴水魚高射制敵。

13. 椿象放毒氣有如脈衝炸彈殺敵。

14. 臭鼬放臭氣驅敵。

15. 蜂鳥飛行自如可倒飛／停飛／快飛，可為

飛機工業作參考。

16. 鴨嘴獸為卵生之哺乳動物沒視嗅味聽覺，

但有電子定位能力。

最後談到啄木鳥之頭部構造因充滿氣

體，外腦膜和腦髓間有空隙加上兩側有強有

力肌肉所以可防腦震盪。

末了以拙作願我能飛之如下歌曲來作本

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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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我 能 飛

在蔚藍的天空中　小鳥在飛

廣大花園庭院中　蜜蜂在飛

波浪激盪洋面上　海雁在飛

多彩多姿花圃中　蝴蝶在飛

怎麼萬物主的人　卻沒法飛

盼能找出飛基因　使人能飛

我常在夢中　隨時能彈躍起　自由自在飛

底下綠草原　壯麗河谷大川　真是太優美

越高峰冰河　穿入雨林沙漠　隨地能飛回

遇路上堵車　交通阻塞難走　對我無所畏

籃球百發中　跳高跳遠容易　很是夠滋味

願不久將來　有一天可成功　能在現實飛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士，曾執業於費城，目前已退休）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所）徵
求主任（所長）人選

1.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所）主任（所長）遴選辦法」，公開
徵求並接受推薦科（所）主任（所長）人選，任期自107年8月1日起。

2. 資格：甲、具國內、外解剖學或細胞生物學相關領域之教授資格。

 　　　乙、具有學術聲望、並富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3. 遴選辦法：國內、外相關領域教授、副教授三人以上推薦，檢附推薦函及相關文件。並請
掛號郵寄至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臺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所）主任（所長）
遴選委員會收。

4. 檢附文件：被推薦人履歷表、被推薦人五年內（2013年以後）著作目錄、三年內代表著作
至多五篇之抽印本或影印本、推薦函及「被推薦人同意書」之同意書一份，簡述擔任主任

（所長）理念。

5. 截止日期：民國107年4月9日下午5時前寄達「主任（所長）遴選委員會 楊耀華助教收」。

6. 詳情請洽臺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所）。
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2212楊耀華助教
傳真專線：02-2391-5292
網　　址：http://homepage.ntu.edu.tw/~anatomy
e-mail: anatomy@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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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信 賴 醫 師

文／南鄉泰

2014年的景福校友會，前面歷年來的校友

流水帳式的報告，把規定給我的時間減到

剩下不到十五分鐘。我知道時間不夠，也只

好硬著頭皮上臺了。我的題目是「醫師生涯

原是夢」（SO YOU ARE A DOCTOR），主

要是想把個人學醫、為醫、行醫到休醫的心

路歷程做個心得報告。我不是傑出校友，只

不過是個再平凡不過的畢業生而已，只想把

自己費了一番心思整理出來的資料與感觸，

提出與大家分享。果不其然，正當談到trust 

not physicians時，鈴聲響起，時間已過，被迫

中止。雖然心中不悅，也沒辦法。

當晚聚宴時，恰巧跟施純仁教授坐在

隔壁，他半開玩笑地向我說：「很可惜，

你的演講被中斷…沒想到，醫師有這麼多的

負面評價。早知道的話，我可能就不會學醫

了！」又說：「有機會的話，希望能聽你講

完這一段。」

施教授可以說是我們臺大畢業生中最硬

朗的老校友。當很多校友，不管是基於什麼

理由或藉口，不曾或不願參加過一次校友會

時，施教授幾乎無次缺席，他可以說是最忠

誠的景福人之一了。他一度是當年國內最負

盛名的神經外科泰斗，也剛好是我台中一中

校友會的大前輩。他曾跟我提及當年家父是

地方名醫，醫術醫德，鄉里樂道，相當受人

尊崇，多少也影響他學醫的動機。每一年他

都會上臺獻唱。他那豪放的歌聲，每每令我

感動佩服。我曾想私下要跟他說，希望能借

他的膽，有一天一起來合唱Thomas Moore的

「夏日最後的玫瑰」。今年我因事遲回，未

能見面，沒想到他好好的，突然就走了，真

令人感傷懷念。

看著窗外深紅的玫瑰，在夏日炎炎之

下，孤芳挺拔，回想最後一次的見面，想到

來年的景福會，再也看不見他健朗身影，也

聽不到他爽亮的歌聲時，我彷彿聽到Mario 

Lanza唱著動人心弦的｀Dany boy´：“you 

must go and I must bide…＂

長江後浪推前浪！無常是常，世代交替

在所難免，畢竟一代傳奇，也會早晚畫下句

點。施教授與我只不過是臺大先後校友，是

每年一陣的「景福風」，把我們吹在一起：

我們彼此各自走過一段為醫行醫的路徑，我

因惜緣而想寫出這一段未完成的表述，來紀

念他老人家。

Trust not the physician
醫學教育大師William Osler曾經說過：「醫

療是一項比所有其他任何工作更受尊崇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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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是嗎？事實上並不盡然。在人類文明

發展史上，一般社會對於醫生的評價，褒

貶不一。回顧歷史記載，這一得天獨厚，為

人稱道羨妒的行業，在不少當年名人的心目

中，特別是知識份子的眼裡，醫生只不過是

一群執有生殺大權的江湖術士，甚至是作偽

欺人的歛財騙子罷了。一直到十八、九世

紀，科學的進展，加上人道精神的發揮，才

逐漸改變了一般對於醫師的觀念與態度。

“Quack”
Physicians are many in title but very few in 

reality - Hippocrates (460-375BC)
兩千多年前的希臘，是否已經有過多的醫

師，在Hippocrates的眼中，顯然多的是庸

醫、匠醫、密醫，而很少真正的醫師（true 

doctor）。

PRIMUM NON NOCERE - Hippocrates

很多的醫師亂來，所以他特別提醒，real 

doctor應該是FIRST, DO NO HARM.

Not a Money Maker
No physician considers his own good in what 

prescribes, but the good of his patient; for the 

true physician is not a mere moneymaker. - Plato 

(427-347BC)
伯拉圖強調醫師不該只是要錢的人。>>沒

想到，醫師與錢，兩千多年前，就被綁在一

起。

群醫會診？

“I am dying with the help of too many 

Physicians.” - Alexander the Great (BC356-

323)
當年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亞歷山大大帝最

後感嘆自己喪命於群醫誤診之手。>>太相

信醫師會診了，不然歷史很可能不一樣了。

Time, Nature’s great healer. - Seneca (BC4-AD 

65)
古羅馬大哲學家Seneca認為時間才是真正的

治癒者。>>言下，醫師是不一定需要？

All those who drink of this remedy are cured 

except those who it does not help, who all die! 

Therefore, it is clear that it works in all but 

incurable cases. - Galen

從西元二世紀，到十三世紀，西方醫學沿用

經典教科書的始祖格倫，說這番名言是否有

點兒金光黨唬哢人的味道？順（信）我者

生？沒想到他竟然影響西方醫學長達千年之

久！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 - 韓愈

（AD 768-824）

中國的江湖郎中，台灣的赤腳大仙，王祿仔

仙。可見當時社會地位名聲不佳，被看不

起…密醫到處是，誰都可以當。

Every man desires to acquire wealth in order that 

he may give it to the doctors, the Destroyers of 

life.  - da Vinci, Leonardo (1451-1519)
達文西說：所有的人都希望賺一些財富，為

的是準備有錢付給醫生；醫師是「生命的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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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者」。>>醫師是吸血鬼？要錢不救命？

A Killer with license：有執照的殺人者，007？

Doctor is a killer, he kills either patients or 

diseases.  - Hans Holbein (1525-)
德國藝術家Hans Holbein認為醫師是殺人

犯。他不是殺病就是殺人。>>醫師是大煞

星？

His antidotes are poison, and he slays more than 

you rob. - Shakespeare (1564-1616)
莎士比亞說：醫師用的藥方，是毒葯，他殺

的人比你搶的還多呢。>>危言聳聽？難怪

要大家TO BE OR NOT TO BE!

When men die of disease, they are said to die 

from natural causes. When they recover (and they 

mostly do) the doctor gets the credit of curing 

them. - Voltaire

法國大文豪伏爾泰（1694-1778）說，當病

人死了，醫師說那是自然死亡，若病人回復

病癒，醫師說是他的功勞。>>碰碰運氣，

醫死活該？失敗怪天意，成功自己撈，隨便

他怎麼說。

It is my theory that more folks die of the doctor 

than the disease. - Haliburton
十七世紀，蘇格蘭大主教Haliburton認為病

人死於醫師手中多於因病而死？>>不看醫

生還好？避之唯恐不及乎？

He’s the best Physician that knows the 

worthlessness of the most medicines. - Benjamin 

Franklin (1706-90)

富蘭克林認為最好的醫師是知道大部分的葯

都是無效的。>>他說的是實話，當時很多葯

真的都是騙人的。

God heals, and the doctor takes the fees. - 

Benjamin Franklin
富蘭克林又不甘心地說：上帝治好病，醫師

收錢。>>醫師無功卻受祿？

Young doctors kill their patients; old doctors let 

them die. - James Gregory (1753-1821)
十八世紀蘇格蘭醫學教授Gregory, James認

為年輕醫生殺死他們的病人，老醫師讓他們

死。>>不如聽天由命，聽其自然，反正都

一樣。

In my opinion physicians kill as many people 

as we generals. - Bonaparte, Napoleon (1769-

1821)
連拿破崙都有話說。他說：比起我的將軍

們，醫師殺的人一樣多。>>一「醫」功成

萬骨枯？

Wherein differs the surgeon from the doctor? In 

this way, that one kills with his drugs, the other 

with his knife. Both differ from the hangman only 

in doing slowly what he does quickly. - Robert 

Watt (177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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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傳記作家Robert Watt說外科醫師與一般

醫師有何不同？一個用葯，一個用刀殺人。

與絞刑者之異，只是快慢而已。>>醫師是劊

子手？

English physicians kill you, the French let you 

die. - William Lamb (1779-1848)

信不信你由你，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家William 

Lamb說：英國醫師殺死你，法國醫師讓你

死。>>結果都一樣，只差是主動或被動罷

了！白看病？

Physicians are the class of people who kill other 

men in the most polite and courteous manner. - 

John Salsbury Salsbury (1858-1913)

認為醫師們只不過是一群用最有禮貌，最客

氣的殺人者。是嗎？>>至少還不是不眨眼

的傢伙。

A Death Announcer：死亡的宣告者

Physicians of the Utmost Fame were called at 

once; but when they came they answered, “There 

is no cure for this disease.” as they took their 

Fees - Hilaire Belloc (1870-1953)
英國作家，歷史學家Hilaire Belloc揶揄說：

就是最有名的醫師，請到床邊，也只不過說

句「此病無救」，卻還是要收費。>>只會

宣告死亡；這連床邊照顧病人的歐巴桑都

懂，卻免費。

A fat fee collector：高價收費者

The doctor demands his fees whether he 

has killed the illness or the patient. - Polish 

proverbs
波蘭人認為醫師反正死要錢，不管他殺了病

或病人

The doctor is often more to be feared than the 

disease. - French proverb
法國人認為醫師比疾病更可怕。>>要醫師

幹嘛？

If your time hasn’t come, not even a doctor can 

kill you. - Russian proverbs
俄羅斯人這麼樣的調侃說，假如你的時辰未

到，就是你的醫師也殺不了你。>>放心好

了，反正還輪不到，看不看都一樣。

If the patient dies, it is the doctor who has killed 

him, and if he gets well, it is the saints who have 

cured him. - Italian proverbs
義大利人說，假若病人死亡，那是醫師殺

的，假如病好了，是神救了他。>>不相信

醫師到如此地步，難怪很多人不問醫生，問

鬼神。

They make their livings advising people to do 

whatever they are not doing at the time, which 

is the extent of anyone’s knowledge of the 

degenerate ape. -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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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國詩人William Faulkner說：醫師謀

生，只是靠教病人去做他們當時沒在做的

事，那是連笨蛋猴子也知道的事。>>誰也會

這麼說。騙呷，騙呷。

Treat persons who profess to be able to cure 

disease as you treat fortune tellers. -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05)
甚至到了廿世紀，英國大文豪蕭伯納仍不放

棄酸意挖苦地說；把你的醫師當作算命師

一樣，就是了。>>聽他胡說八道，鬼話連

篇？你相信嗎？

The reason doctors are so dangerous is that 

they believe in what they are doing. - Robert 

Menelson
美國醫師Robert S. Mendelson（1926-1988）

說：醫師是十分危險人物？因為他們常自以

為是，胡亂作為。>>真的是這樣嗎？

A doctor should not worry about money! That’s 

one disease he’s not trained to fight. It either 

corrupts him, or destroys him. - Sidney Kingsley 

(1906-1995)

20世紀美國劇作家Sidney Kingsley寫道：醫

師不應憂愁金錢，因為那是一項疾病，他並

沒有受訓去治療戰勝的。它將會讓他腐化，

毀了他。>>可見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醫

師抵不住金錢誘惑，滿身銅臭。

以上收集了一些歷史上對於醫師負面的

評論；有些一針見血，有些並非正確。由於

不同的時空背景，一些只能說是酸言冷語，

可能被故意曲解，並不見完全公平。話雖如

此，但是身為醫師的我們，給予人們錯誤的

訊息與印象，理當反躬自省，不踏覆轍。家

父曾經提醒，我們能夠為醫行醫，不只是一

種特權，而且是一項榮譽。這一切，得來不

易，應該戒慎恐懼，自我珍惜。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業，UCLA退休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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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景福基金會　醫學人文關懷計畫
106年執行內容

本會與母院醫學人文博物館共同執行「醫學人文關懷計畫」，內容包括「博物館體驗學習」、

「人文學體驗學習」、「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工作坊」及「老年健康關懷體驗工作坊」等，以「人文

關懷」為主軸的系列活動與體驗學習共計341場次，獲得校友、在校生及社會人士熱烈迴響。

本計畫協助醫療機構營造關懷的執業氛圍，希望醫學生及醫護人員等藉由「人文關懷」的精神

重拾對醫療的熱忱；另外同學聚會亦可強化各班及各地景福校友的情誼連結，不僅使參加活動的校

友重溫學生時代的美好時光，也讓校友更了解母校與母院的嶄新風貌。

以下為106年計畫執行內容：

內　　容 場數 參加人次

A、「博物館體驗學習」 99 1029

A1. 臺灣人哪裡來

1. 106推甄生參訪 5 74

2. 106新生參訪

A2. 大腦、心智與學習

1. 選修課程「一般醫學保健」 28 348

2. 選修課程「衛生保健」 16 124

3. 通識課程「醫學與生活(2)」 24 204

4. 通識課程「醫學與生活(3)」 26 279

B、「人文學體驗學習」 35 304

B1. 本院學習群

1. 人文學體驗學習工作坊 5 26

2. 學習群系列活動 24 206

3. 景福精神的探索討論會

4. 「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討論會 6 72

B2. 其他醫學院學習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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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工作坊 21 362

C1. 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探討

1. 國泰醫院PGY 9 114

C2. 在醫療機構中建立關懷文化

1. 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參訪 8 58

C3. 建構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計畫

1. 建構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管理模式研討會 4 190

D、老年健康關懷體驗工作坊 186 1671

D1. 人生第三幕分享學習

1. 「人生第三幕分享學習」 31 313

2. 分享學習群 91 695

3. 生命歷程回顧分享學習 39 531

D2. 高齡友善健康體驗工作坊 22 107

1. 「幸福老化、健康老化」分享學習計畫 3 25

景 福 醫 訊 投 稿 須 知
　　為符合景福醫訊之投稿原則，即促進醫學教育及研究之發展、促進國內外醫學之交

流、並以校友聯誼為目的之宗旨，使更多校友能參與；本刊特將投稿注意事項修正如下，

歡迎校友踴躍投稿，包含學術性、生活性、懷舊性、新聞性以及校友動向交流之文章均歡

迎，謝謝！

1. 投稿文章字數約1000~3000字，以word檔為主，並請盡量附高解析度的彩色照片1~3張
（勿使用網頁圖片）。

2. 為方便校友閱讀，投稿文章請以中文為主。另，請勿使用網路複製資料方式撰寫。
3. 煩請作者提供個人資料，如畢業年、系所名稱及目前工作職稱。
4. 請盡量以電子檔投稿，投稿文章請寄至jingfu88@ms59.hinet.net。
5. 因應版面需求，編輯會酌以建議文章字數、內容做小幅度修改，並徵得原作者同意後刊
登。

6.一年內同一人投稿以不超過6篇為原則。
7.編輯會議有權選擇文章刊登與否，若投稿文章經編輯會審視，不適宜刊登，將通知退回
稿件，尚請見諒。

景福醫訊編輯群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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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英雄」整合照護聯盟
北海岸的水中央─臺大醫院金山分院

北海岸的水中央

臺大醫院金山分院前身為財團法人北海

岸金山醫院，興建之初，最主要的目的是希

望北海岸地區鄉親遇有急診或重病症時，不

必忍受舟車勞頓之苦遠赴外地，即可獲得最

適切之醫療照護。金山分院地處新北市金山

區，位於陽金公路旁，一棟米白色建築矗立

在水稻田的中央（封面照片），遠遠眺望金

山分院，依山傍水搭配藍天白雲，夕陽映照

時寧靜悠然的氛圍，宛如身處北海岸水中央

的美景。

一步一腳印

北海岸四區幅員廣大，面積約略小於臺

北市40平方公里，在籍人口卻僅約8萬人，

金山分院是當地唯一的綜合型醫院，但在

服務人口未達醫院經濟規模的情形下，營運

情形自開院以來皆處於虧損狀態，加上面對

在地人口老化失能情形嚴重、醫護人員招募

困難及各種資源遠比大台北地區缺乏等種種

困境，我們不斷努力嘗試找路突破；在總院

的全力支持、善心捐款的挹注及醫院同仁的

努力下，金山分院不僅積極提供北海岸在地

民眾所需要的醫療需求，全員也積極走入鄉

間、深耕社區、主動關懷並發掘民眾需求；

因應在地需求，我們除了發展社區居家安寧

照護與整合醫療服務外，也定期在民眾常聚

集的宮廟、圖書館、社區發展中心及里長辦

公室等處，設置健康小站；當這些模式陸續

發展成熟後，2017年開始，金山分院將照護

資源與心力著眼於社區長期照護及整體健康

促進的發展。

英雄結盟跨區合作

由於地廣人稀，我們發現，北海岸四區

任何單一個行政區串聯起來的團隊，都不足

以提供足夠的長期照護服務，因此，金山分

院憑藉著長期在社區耕耘且具備跨專業、跨

機構協調的經驗與能力，嘗試用最小經濟規

模，打破北海岸四區分區服務的框架，與在

地結合，共同組成「北海英雄」整合照護聯

盟，一起為推動北海岸長期照護及健康促進

而努力；稱為「北海英雄」是因為共同參與

的這20個團隊（圖1），全都是北海岸在地

的現有組織，原本都有各自專精的服務領域

（圖2），長期在地方上默默辛勤耕耘，此次

為了「促進北海岸民眾健康」這個共同目標

文／譚慶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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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一起，希望能將北海岸有限的資源做

最佳的運用，達成1+1大於2的綜效；「北海

英雄」的共同理念是「A+ All the Way」，表

示團隊成員永遠都會竭盡全力提供自己最優

質的服務，並且努力地在社區深耕健康。

攜手相連守護北海

北海英雄每個月定期在本院召開跨團隊

合作「連攜會議」（圖3），讓彼此有效率的

直接面對面溝通，串聯每個英雄能提供的量

能來服務民眾。金山分院僅約150個員工，是

臺大醫療體系中最虧損的醫院，但在半年的

串聯期間，照護服務團隊的成員，從原本的

150人快速累積壯大成600多個在地同伴，一

起在北海岸為民眾的健康付出自己。

為了讓北海岸民眾獲知北海英雄的訊

息，我們拍攝了推廣影片並製作海報張貼在

北海岸所有的7-11、全家便利商店、長輩會

出沒的米店、飼料店及在地的農漁會據點；

我們期望透過佈建更綿密的北海岸健康照護

網，能「罩」得住需要幫助的鄉親；此外，

我們也將長期照護及健康促進的資訊直接連

接北海岸的教育體系，走入校園提供學子健

康促進的知識與技能，也帶領學子關注自己

家中的長輩。

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照A-B-C模式，

若以在每個行政區設立一組長照服務模組，

每組長照服務約需花費1,000萬元來計算，北

海四區若各自形成一組，共約需花費4,000萬

元，但北海英雄整合聯盟僅花費約98萬元進

行照護資源整合及人力訓練；且2017年度北

海英雄的具體成效，已完全達成衛生福利部

公告之長照服務資源2018年度目標。
北海英雄整合聯盟

1

北海英雄服務領域

2

北海英雄連攜會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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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幸福長照北海

金山分院一路走來面臨了種種的困難及

挑戰，單從經營看來，我們是一間沒有經濟

規模且長期虧損的醫院，但從水稻田的倒影

看來，我們看見生命最美的風景與健康促進

醫院的未來；透過「北海英雄」跨團隊的組

織共融，企盼未來，我們能和在地共同營造

健康的醫院、快樂的社區及幸福的北海岸，

成為社區型醫院的典範。

（作者係母校毒理學研究所2001年畢業，現

任臺大醫院金山分院院長）

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所
誠徵助理教授級（含）以上專任教師一名

壹、誠徵助理教授級（含）以上專任教師1名

貳、應徵資格

1. 專長為醫學教育或生醫倫理
2. 具醫學教育或生醫倫理相關領域博士或醫學系學士學歷

參、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表1份（可參考「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新（改）聘推薦資料表」（如以下※說明）或科
技部個人資料表）

2. 學經歷證件影本1份
3. 送審論文目錄表（如以下※說明）
4. 近五年內（2014年2月1日以後出版）代表性著作至多四篇1份（含抽印本）
5.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畫1份
6.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7. 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請簽名密封）
以上1-6項皆需提供電子檔
※請至臺大醫學院網址，下載下列表格並完成。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1.「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新（改）聘推薦資料表」
　2. 論文目錄表Ⅲ-1送審論文目錄
　3. 論文目錄表Ⅲ-2最近5年內論文目錄
　4. 論文目錄表Ⅲ-3績優論文及技轉目錄

肆、起聘日期

2019年2月1日

伍、申請截止日期

請於2018年5月18日下午5時前將參、「檢具資料」紙本各1份（含推薦函三封）及電子檔逕寄或送達。

陸、收件地址：

10051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2樓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
（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 收。

柒、聯絡資訊

聯絡人：何淑德小姐 E-mail：shuteho@ntu.edu.tw
電　話：02-23123456分機88762 傳　真：02-2393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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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亮月的鍥而不捨，以及編輯群的協助，在諸多紛擾中完成本刊的編輯。先是驚聞母院謝博

生院長在2月5日辭世，使我們萬分不捨；院長身後繼續擔任大體老師的大愛，令人景仰，願

院長一路好走。繼而在2月6日發生花蓮地震，迅速集結台灣各界的力量展開救援，希望災民們能早

日重建家園。

景福編輯群決定封面故事將向大家介紹附設醫院的分院，這期由號稱北海英雄的金山分院拔得

頭籌。由於今年的冬天天氣極端不穩定，希望大家能保重身體，少吃多運動。因此在醫學新知中，

有蔡佩玲學妹撰寫去年他在台北市推行的以活躍老化為宗旨的社區物理，讓大家認識在國內外推行

多年的延緩失能計畫，很多實證研究發現推展社區運動可以促進健康，減少低醫療支出。而醫學論

壇則是黃碩文教授整理的2017醫療過度使用回顧與檢討，呼籲重檢討新科技儀器的需要性，也是期

待降低醫療成本的理念。再來就是楊志偉教授的可信賴專業活動，是以勝任醫療任務為導向的醫學

教育評量方法，在醫學教改中質性評估的利器；而董奎廷與吳造中教授的北美醫學教育考察報告，

更是可以攻錯的他山之石。這期的校友小品有學長們的趣味小品，包括對死亡的詮釋、向動物取

經，還有諸多對醫師的質疑，令人莞爾，在新春期間，搏君一笑。

最後向大家拜個晚年，祝大家身體健康，闔府康泰，事事順心，心想事成，狗年行大運！！

（編者係母校物理治療學系

1984年畢業，現任母校物理治

療學系講師，有多年參與國家

隊隨隊物理治療師工作）

文／柴惠敏

編者參加2016里約奧運回國後蒙蔡總統召見嘉勉，立於總統左側。



臺大醫院新春記者聯誼會
時間：2018年1月19日　　地點：臺大國際會議中心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1 0 7  年度新春團拜
時間：2018年2月21日　　地點：臺大醫院第一會議室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兒童聽力守護計畫捐贈儀式

時間：2018年1月30日　地點：兒醫大樓B1會議室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家庭醫師繼續教育結業典禮

時間：2018年1月30日　地點：台大景福館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