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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函

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1號5樓

聯絡人：王櫻如

聯絡電話：02-89643000#3162

傳真：02-29634550

電子信箱：viola.wang@jct.org.tw

受文者：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8月20日

發文字號：醫一字第107020032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XC1933099310702003210-1.pdf)

主旨：檢送本(107)年度醫事檢驗師資培育課程-勝任能力導向的

醫學教育訓練與評估工作坊活動相關訊息，請查照。

說明：

一、本會自96年度起接受衛生福利部委託辦理「輔導教學醫院

辦理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致力於師資培育發展相關

措施，並持續規劃辦理相關研習營期能提升臨床教師的教

學品質及技巧。

二、為符合各醫事職類教學重點與特色，本會自101年度起與

各職類專業團體（學會/全聯會）共同辦理「師資培育研習

營」；本年度「醫事檢驗師資培育課程-勝任能力導向的

醫學教育訓練與評估工作坊」係由本會與「社團法人台灣

醫事檢驗學會」共同舉辦，活動資訊摘述如下（活動議程

如附件）

(一)活動主題：勝任能力導向的醫學教育訓練與評估工作坊

。

(二)辦理日期：107年11月2日（星期五）下午1時00分至下

午5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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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地點：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臨床技能中心會議室（桃

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兒童醫院K棟B2）。

(四)參加對象：建議推薦負責教學且實際執行教學評量之醫

檢師 (臨床教師)。

(五)報名方式：即日起至107年10月10日止（以傳真日期為

憑，逾時恕不受理）。請詳細填寫報名表(如附件)後傳

真至：(02)8967-0031，為確保您的權益，請在傳真報名

表後，電話至「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確認收到

。報名情形將於107年10月12日下午5時後公佈在「社團

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網頁「最新消息」中。所有參

加名單以網站公告為準，報名者請務必上網確認名單。

三、本活動全程免費，限額50人(各醫院僅限1-2名醫檢師參加

)，如有相關問題請與「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聯

絡(電話：(02)8967-5031分機32)。報名後不克出席欲轉讓

他人，請於活動日期前7天前電話確認，現場告知一律不

受理。

正本：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安康院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

人台東馬偕醫院、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

醫院、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郭綜合醫院、博仁綜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

區、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

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大千綜合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天主教若瑟

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天主教耕莘醫

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天成醫院、天成醫療

社團法人天晟醫院、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

偕紀念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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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新樓醫院、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沙

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亞洲大

學附屬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奇

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分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怡仁綜合

醫院、東元綜合醫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

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振興醫

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財團法人台灣省私

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高

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

雄市立凱旋醫院、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

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健仁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國立陽明大

學附設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雲林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國軍花蓮總醫院、國軍

桃園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國軍高雄總醫院附

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國軍臺中總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國

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基督復臨

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敏盛綜合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

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義大醫療財團

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

林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

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臺中榮民總

醫院嘉義分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臺北榮民

總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臺北榮民總醫院

新竹分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

經營、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澄清

綜合醫院、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衛生福利部玉里醫

院、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衛生福

利部桃園療養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衛生福利部草屯

療養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衛生福利部

臺北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

東紀念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療財團法人羅許

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壢新醫院、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副本：衛生福利部 2018-08-20
15:01:03



醫事檢驗師資培育課程- 

勝任能力導向的醫學教育訓練與評估工作坊

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合作規劃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舉辦時間 107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00 分至下午 5 時 20 分 

舉辦地點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臨床技能中心會議室（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兒童醫院 K

棟 B2） 

課程目標 增進醫檢臨床教師對於勝任能力導向的醫學教育相關議題之認知 

課程重點 

現今臨床醫學教育已轉向為勝任能力為導向的醫學教育  (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 CBME)，其重點是注重成果、強調能力、不強調時間為基礎的

訓練、以及促進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為了讓 CBME 落實於日常的臨床教學評

估中，目前可行的做法為里程碑計畫 (Milestone Project) 和可信賴專業活動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簡稱 EPAs)。此次工作坊將介紹 Milestone 及

EPA 的概念與定義，透過分組討論訂定從醫檢實習生/新進人員到各職級醫檢師

所應具備的核心能力的內容與等級，以及如何將每項工作任務與訓練目標的核心

能力做有效連結，進而客觀且多元的給予評估及回饋。 

參加對象 建議推薦負責教學且實際執行教學評量之醫檢師 (臨床教師) 

報名須知 

限額 50 人、免費參加，為讓各醫院均有機會參加，各醫院僅限 1 -2 名醫檢師參

加，建議推薦負責教學業務且為實際執行教學評量之醫檢師與會。報名人數若超

額時，本會保有名額審核權。 

報名資訊 

即日起至 107 年 10 月 10 日止（以傳真日期為憑，逾時恕不受理）。請詳細填寫

報名表後傳真至：(02)89670031，為確保您的權益，請在傳真報名表後，電話至

本會確認收到。報名情形將於 107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5 時後公佈在本會網頁「最

新消息」中。所有參加名單以網站公告為準，報名者請務必上網確認名單。報名

後不克出席欲轉讓他人，請於活動日期前 7 天前電話確認，現場告知一律不受理。 

洽詢單位 台灣醫事檢驗學會秘書處，聯絡電話：(02)89675031 分機 32 

申請學分 繼續教育時數申請中、醫策會教育時數 

報名表 

學會 

會員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填寫資料時，字跡請務必工整清晰，並請勿使用細字筆。 

                              

     

     



醫事檢驗師資培育課程- 

勝任能力導向的醫學教育訓練與評估工作坊 

時間 題目 主講人/助教 

13:00-13:30 報到 

主持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教育訓練委員會 曹國倩 召集人 

13:30-14:10 
勝任能力導向之醫學教育及醫療的六大核

心能力 

林育志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 

教師培育中心主任 

14:10-14:50 
認識 EPA與Milestone及醫師在勝任能力導

向之醫學教育(執行狀況分享) 

陳志弘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教學型主治醫師 

14:50-15:00 休息 

15:00-16:30 

勝任能力導向之醫學教育下- 

醫檢教學的困境與對策 

(分組進行) 

陳志弘醫師/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

雄長庚紀念醫院 

林育志主任/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醫院 

黃獻立教學醫檢師/長庚醫療財

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衛品妃組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臨床鏡檢暨

細胞學組 

游雅言主任/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醫事檢驗科 

張璧月主任/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

口長庚紀念醫院 

16:30-17:10 分享與討論 

17:10-17:20 問卷及簽退 

交通資訊 

時間：107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0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臨床技能中心會議室（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兒童醫院 K 棟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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