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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記錄 

版 

次 
制 /修 訂 日 期 修 訂 內 容 摘 要 

3 
108年 06月 10日 

經醫學教育暨研究委員會通過 

調整訓練期間、新增及調整訓練項目、修

訂家醫科課程基準公告：依衛福部最新公

告版本 

2 
106年 06月 26日 

經醫學教育暨研究委員會通過 
修正內容 

1 
105年 09月 14日 

經醫學教育暨研究委員會通過 
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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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社區醫學教學訓練計劃 

 

 
一、 本科簡介 

（一） 特色： 

本院承襲宣教士深入偏遠地區山地鄉之關懷精神，巡迴醫療轉型為整合性健

康照護體系(IDS)，提供以社區醫療為主的健康照護醫療服務。本院社區醫學資源

豐富，支援社區公私立長期照護機構、學校、衛生所與基層醫療院所之診療服務，

長期協助門諾基金會提供長期照護服務，門諾壽豐分院亦設置護理之家。未來將

更進一步推動老人社區的設立，必能提供更完整的社區醫學訓練。 

（二） 師資： 

職稱 姓名 教學工作內容及說明 

計畫主持人 

科主任 

黃煒霖 1. 專任負責訓練工作 

2. 主導及擬定教學訓練計畫之目標 

3. 定期住院醫師訓練成果評估 

4. 規劃住院醫師遴選 

5. 制定住院醫師臨床表現之評估制度 

6. 督導臨床教師及相關工作人員 

7. 召開檢討會，檢討教學目標、執行及教學效果 

臨床指導教師 

專任主治醫師 

沈世珍 

王理剛 

黃繩龍 

伍希文 

林宜勳 

1. 負責住院醫師臨床教學工作 

2. 執行住院醫師學習成效評估 

3. 檢討教學目標、執行及教學效果 

社區老師 陳建發 

莫那瓦旦 

謝文億 

楊  威 

 

（三） 教學資源及設備 

採多場域的教學方式，除了社區醫學的核心課程之外，還搭配院外的社區公私立

長期照護機構、衛生所、基層醫療保健單位，如：吉安鄉衛生所、新城鄉衛生所、

萬榮鄉衛生所、卓溪鄉衛生所，知卡宣醫療群、好鄰居醫療群、北埔醫療群等，

進行實務面的學習討論。 

 

二、 訓練對象： 

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之輪訓。 

 

三、 訓練目標： 

透過核心課程的基礎建立，以及基層醫療保健單位的實務學習討論，從而培養住院

醫師身為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所應具備的社區醫學之素養，以期能在未來執業生涯

中能獨立進行社區健康評估，和相關資源組織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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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訓練課程內容： 

A. 主要訓練內容： 

依據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衛生福利部 108年 1月 22 日衛部醫字第 1081660363 號公告修正) 

訓練年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評核標準(方法) 備註 

第 1年

至 

第 3年 

1.社區健康評估與促進 

2.社區導向之基層保健醫療 

3.社區基層醫療及執業管理 

4.社區資源整合與運用 

5.社區醫療照護網絡的組織及運用 

6.社區疫病防治 

7.社區整合性篩檢 

8.社區長期照護資源之整合與應用 

9.環境危害與職業醫學 

3-8個月 

(包括家醫科門診

醫療工作，R1每

週 1個半天，R2

每週 2個半天，

R3每週3個半天) 

1.訓練項目檢核表 

2. 住院醫師學習檔

案 

3.360度評量 

於社區醫學訓

練場域有實務

操作。 

 

B. 專業課程(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 學習目標 

社區健康診斷 

1. 確實瞭解如何進行社區健康診斷的方法與步驟 

2. 執行社區衛生統計資料分析，嘗試找出一項社區健康議題 

3. 進行社區診斷的實務應用 

社區醫療群之組織與運作 

1. 了解社區醫療群及本土性家庭醫師制度的建立與架構 

2. 明白社區共同照護網及共同照護門診的規劃與實施 

3. 學習並熟悉水平與垂直之轉診業務 

4. 學習資訊系統在社區醫療之實務運用 

5. 實地了解社區醫療品質提升之採行策略 

6. 學習「生活型態改變」的理論與衛教技巧 

社區癌症篩檢 
1. 了解台灣目前的社區癌症篩檢現況 

2. 參與社區癌症篩檢計畫的宣導工作及社區癌症篩檢活動 

社區慢性病篩檢 

1. 確實明瞭臨床預防醫學三段五級之理論及其實證醫學的基礎 

2. 了解國內全民健保預防保健服務的現況 

3. 能實際執行全民健保預防保健服務之內容 

社區防疫 
1. 明白當前流行疫病之分級制度及通報系統 

2. 參與社區防疫工作的執行，並且實際參與通報傳染病流程 

長期照護理論與實務 

1. 國內社區長期照護體系及居家、機構、社區長期照護模式。 

2. 國內各種長照機構之特性、長照病人之收案標準及其應用。 

3. 認識社區長照資源、妥適連結與應用。 

4. 學習熟悉長照個案常見健康問題與照護技能。 

5. 能規劃出院準備服務及制定照護計劃。 

社區健康促進 
1. 能夠說明社區健康營造的推動模式 

2. 參與社區運動、健康飲食推廣工作 

社區健康資源整合與應用 

1. 確實明白社區健康資源的種類 

2. 練習針對特定社區健康議題，擬定社區健康資源應用計畫 

3. 積極參與社區健康資源整合工作 

4. 了解社政相關資源及衛政資源連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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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 學習目標 

5. 了解醫事人員依社福法令應配合的相關職責 

6. 主動發現需要協助的個案(Case finding) 

 

五、 考核及評估方式【▓黑方塊表必要採行，□白方塊表選擇性採行(以打勾方式選擇】 

▓完成訓練項目檢核表、住院醫師學習檔案(家庭醫學科統一格式)  

▓雙向考核及回饋 

▓完成受訓醫師滿意度調查表及意見調查表 

▓360度評估 

完成社區成果報告至少 1篇 

□完成期刊閱讀、專題回顧__篇 

□綜合測驗 

 

六、 主要參考書籍、雜誌及網站。 

(一)期刊 

1. American Family Physician 

2. 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 

3. 台灣家庭醫學雜誌 

4.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二)資料庫/網站 

1. UpToDate 

2. Clinical Key 

3. Cochrane Library 

4. PubMed 

5. Hint Ovid 

6. www.aafp.org 

 

 (三)書籍 

1. 家庭醫學（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2. 家庭醫師臨床手冊（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3. 社區醫學教學指引（醫策會編） 

4. 社區醫學實務指引 

5. 社區醫學訓練手冊(上)(下)（醫策會編） 

6. Rakel: Textbook of Family Medicine, 8th ed 2011 

7. Taylo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Family Medicine, 7th ed 2017 

 

http://www.aafp.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