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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記錄 

版 

次 
制 /修 訂 日 期 修 訂 內 容 摘 要 

7 
108年 06月 10日 

經醫學教育暨研究委員會通過 

新增師資、修訂家醫科課程基準公告：依

衛福部最新公告版本 

6 
106年 06月 26日 

經醫學教育暨研究委員會通過 
審視 

5 
104年 06月 19日 

經醫學教育暨研究委員會通過 
審視 

4 104年 5月 25日 改版修正 

3 
103年 12月 29日 

經醫學教育暨研究委員會通過 
重新編修 

2 
101年 03月 30日 

經醫學教育暨研究委員會通過 
修正內容 

1 
98年 06月 4日 

經醫學教育暨研究委員會通過 
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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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耳鼻喉科教學訓練計劃 
 

 

一、 本科簡介 

（一） 特色： 

接受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之輪訓，在主治醫師指導下，學習耳鼻喉科、頭頸

部外科之基本教育，藉著臨床見習，學得專業技術之操作。 

（二） 師資： 

 

 姓名 臨床教學經歷/教師資格 

主要教學負責醫師 吳克修 一般臨床教學師資 

特約醫師 廖國棟 部定講師、一般臨床教學師資 

特約醫師 陳建發 一般臨床教學師資 

特約醫師 王國俊 一般臨床教學師資 

 

（三） 教學資源及設備 

1. 鼻咽腔、喉腔之內視鏡檢查 

2. 聽力檢查 

3. 腦幹反應檢查 

4. 平衡檢查 

二、 訓練對象： 

          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之專科輪訓。 

三、 訓練目標： 

熟悉耳鼻喉科門診、臨床之一般檢查評估及治療方針，並見習各種手術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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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診常見問題之診斷與處置 

2. 急症之認識與第一線處置 

3. 門診檢查與治療之實務操作 

1個月 

(包括家醫科門診訓

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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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CEX, DOPs 

門診 

一、學習目標： 

◎ 頭昏（dizziness）和暈眩（vertigo）的鑑別診斷、原因及治療。 

◎ 慢性中耳炎之分類、症狀、治療、預防及大概手術之種類。 

◎ 外耳道發炎的診斷與處置。 

◎ 鼻竇炎的診斷與處置。 

◎ 聽力障礙之診斷與處置，以及噪音防治的方法。 

◎ 鼻咽癌之預防與早期診斷。 

◎ 聲音嘶啞之鑑別診斷與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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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鳴（tinnitus）的處置。 

◎ 頭頸部腫塊的診斷與處置。 

二、基本技能： 

◎ 認識聽力測試（audiometry）機器及判讀。 

◎ 清除耳垢及異物之技巧。 

◎ 鼻腔填塞止血。 

◎ 頭鏡使用技巧。 

◎ 利用音叉辨別聽力障礙之類型。 

◎ 耳鏡之使用。 

◎ 喉鏡的使用。 

B. 專業課程(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 學習目標 

頭暈 
1. 頭暈患的初步處理  

2. 引起頭暈的常見疾病或狀況的處理 

暈眩 

1. 能夠熟悉暈眩 (vertigo) 與頭暈 (dizziness) 的定義與臨床表現的

差異。 

2. 能進行暈眩相關的理學與神經學檢查，並能鑑別中樞性與周邊性

原因所造成的暈眩。 

3. 能適當的安排並判讀神經影像學檢查、實驗室檢查與腰椎穿刺以

輔助診斷。 

4. 熟悉暈眩與頭暈的病患於急診的處置、會診流程，與學習各種治

療藥物。 

 

C. 本科教學活動課程表 

星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星期二 17:00－18:00 Grand Round 恩慈樓三樓薄柔纜禮拜堂 

星期五 
08:00－09:00 
(第一、三的星期五) 

外科晨會 平安樓八樓醫務部會議室 

 

D. 本科住院醫師教學訓練行程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門診教學 門診教學 門診教學 1.員工禮拜 

2.門診教學 

家醫科門診訓

練 

家醫科門診訓練 

中午 Self Study Self Study Self Study Self Study Self Study Self Study 

下午 家醫科門

診訓練 

1.門診教學 

2.Grand Round 

門診教學 主題教學 

跟刀見習 

門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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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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教學門診 4 篇Mini-CEX 4 篇、DOPS 1 篇。 

□完成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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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1. Bailey：Head and Neck Surgery-Otolaryngology 

2. 耳鼻喉科學，杜維茲(DeWeese, David D.);桑德茲(Saunders, William H.) 原著;廖佩

芹;楊淑敏譯 

3. 耳鼻喉科學，舒勒(Schuller, David E.)著;邱怡友 ,林滄雄譯;Schleuning, Alexander 

(二)雜誌 

1.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雜誌，中華民國耳鼻喉科醫學會 

2. The Laryngoscope 

3. Otolaryngolog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4. Otolaryngology-Head & Neck Surgery 

(三)網站 

www.to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