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論

住院醫師担任臨床教師培訓計畫之回顧與趨勢
洪維廷 、陳得源 、陳昭惠 

中文摘要 

醫師的工作內容包含資源服務，研究及教學，住院醫師擔任臨床教師的好處除了可以更貼近學習者的需求，也
有助於臨床照護及團隊領導之管理。在住院醫師訓練過程中，植入有效教學之能力及技巧課程，有利於提升住院醫
師教學能力；在執行層面上，應將住院醫師担任臨床教師計畫整合至每日工作之中，避免增加住院醫師的負擔。住
院醫師做為臨床教師計畫不應該獨立於專科訓練之外，並重視專科化客製化課程的需求。計劃本身的成效評估除了
針對住院醫師教學的態度，知識，能力三面向進行評核，也應由機構的管理者以及各階層醫師，從計劃本身的教育
理念，設計以及執行，對計劃的結果，成本效益及永續性進行系統性的評估。

中文關鍵詞：住院醫師訓練計畫，臨床教師，課程設計
習也較好 0RUULVRQHWDO，，3RVWHWDO， 。
因為對學生的教學有助於對病人以及家屬的教育，教
學能力的進步也有助於提升病人照顧品質 0RUULVRQHW
DO，，:DPVOH\0$，-XOLDQ.$ :LSI-(，
 ，。因此，成為一位有效率的教育者，是成為一位
稱職醫師的基本能力。

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計畫之重要性
在過往，有些醫師認為醫療服務以及研究是醫師
的主要工作，但其實醫師的角色中教學佔著一個很重要
的部分。即使沒有學生，對病人、病人家屬的教育、和
同儕以及團隊其他成員間的溝通合作、對於公眾的教育
以及研究成果的發表等都需要有良好的教育溝通能力。
'RFWRU 的希臘字根，就是教學的意義。因此美國畢業後
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 $FFUHGLWDWLRQ&RXQFLOIRU*UDGXDWH
0HGLFDO(GXFDWLRQ $&*0( ， 以及美國加拿大醫學教
育聯合委員會 /LDLVRQ&RPPLWWHHRQ0HGLFDO(GXFDWLRQ
/&0( 都要求住院醫師應該有擔任教師的能力。

但是在漫長的醫師養成教育中，絕大部分的訓練
專注於醫療本身，對於教學的概念及臨床教學技巧卻鮮
少被提及或是關注。根據之前的研究，住院醫師對於自
己 擔 任 老 師 的 角 色 常 常 並 不 清 楚 6KHHWV，+DQNLQ 
6FKZHQN，，/RVVLQJ *URHW]VFK， ， 他
們可能不清楚醫學生的學習目標，也不清楚如何評估或
回饋學生 0DQJLRQH， 。時間管理也是住院醫師
在平衡臨床工作以及教學責任中常遇到的問題 6KHHWV
HW DO，，5RWHQEHUJ， :RRGKRXVH， *LOEDUW 
+XWFKLVRQ， 。針對內科住院醫師的調查也發現，
他們在成為老師以及團隊領導者過程中會有壓力產生
<HGLGLD，6FKZDUW]，+LUVFKNRUQ /LSNLQ， 。

隨著主治醫師的臨床工作以及研究工作時間增加，
住院醫師教學的角色更明顯。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
醫 學 生 認 為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學 習 來 自 住 院 醫 師 3RVW，
 ，而根據住院醫師自我評估，約有  的工作
時間在實施教學 0RUULVRQ， 。教導醫學生以及資
淺的住院醫師時，因為程度接近，因此能更貼近學習者
的需求 0RUULVRQ， 。
住院醫師同時也是專業角色模範，好的住院醫師
教學會影響學生選擇科別 :KLWWDNHU，(VWHV，$VK 
0H\HU， 。好的教學住院醫師自我滿意度較高，學

7DLFKXQJ9HWHUDQV*HQHUDO+RVSLWDO



現行模式及趨勢
時間上可以長達數月的計畫，也有短到數小時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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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這些方案大部分都具有高度互動性，強調主動學習，
提供練習機會及回饋；並且在課程設計時以學習者為中
心做為發想點。

他提出以”經驗，觀察，反思，實驗或者一般化”做為
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課程設計循環框架，再根據其框架
設計課程，最後依循原本之藍圖評估課程品質。

雖然絕大部分的課程都認同訓練住院醫師成為有效
率的教師的理念，也傳授教學技巧及實地讓學員練習，
不過，課程內容範圍廣泛，差異度也很大，從純理論的
講授到高度實用的教學技巧都有，並沒有統一標準或
共識。典型的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課程包含建立學習目
標，床邊教學，評估學習，口頭報告，提供回饋，溝通
技巧及領導能力培育 0RUULVRQHWDO，；:LOVRQ，
；3H\WRQ， 。只有少數人會先評估住院醫
師 的 知 識 及 技 能 需 求， 再 進 行 課 程 設 計 +LOO，<X，
%DUURZ +DWWLH， 朱紹盈、孫宗伯、葉日弌、王
英偉、王文利、陳宗鷹、劉鴻文 。

雖然大部分的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計畫以獨立的
工 作 坊 進 行， 但 是 仍 有 一 些 學 者， 如 'XQQLQJWRQ 和
'D5RVD  ，+DÀHU  和 0RUULVRQ 0RUULVRQ，
*DUPDQ  )ULHGODQG， ；0RUULVRQ， 5XFNHU，
%RNHU， +ROOLQJVKHDG， +LWFKFRFN， 3ULVOLQ HW DO，
； 0RUULVRQ， 5XFNHU， %RNHU， *DEEHUW，
+XEEHOO，+LWFKFRFNHWDO， 曾經報告過以較複雜，
合作性的方式進行，也曾安排過長期性，整合性的計畫。
+DÀHU  依照住院醫師能力分階，進行長達三年的
整合性訓練計畫。在此研究中，他特別強調典範學習 UROH
PRGHOLQJ 的重要性。

某些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課程是以機構中的教
師培育計畫作為藍本修改，最常被引用的是美國史丹
佛 大 學 教 師 培 育 計 畫 6WDQIRUGIDFXOW\GHYHORSPHQW
SURJUDP ，模組中包含學習氣氛，教學時間及段落掌控，
溝通目標，了解並內化，自主導向學習，評估及回饋
6NHII，6WUDWRV，%HUPDQ %HUJHQ， 。

0RUULVRQ 曾提出一系列嚴謹的長期，跨科別的計
畫，稱為 %(67 %ULQJ(GXFDWLRQDQG6HUYLFH7RJHWKHU 
LQLWLDWLYH。其中包含學習型態工作坊，一個月專門的教
學能力訓練，以及門診教學技巧。她於  年提出以
八個模組構成的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課程  領導團隊
以及典範學習 學習定向  回饋  床邊教學  團體
教 學 以 及 巡 診 教 學  病 歷 教 學  小 堂 課 授 課 技 巧，
0RUULVRQ 也建議不同性質的專科，應有不同的課程進
行 方 式 0RUULVRQ，)ULHGODQG，%RNHU，5XFNHU，
+ROOLQJVKHDG 0XUDWD， 。表一摘錄了現行以機
構為單位執行住院任臨床教師之概況。

大部分的課程並沒有足夠的概念性，理論性或是
組織性的架構去引導課程設計或是執行，部分會引用”
成人學習原則”或是”成人教育理論” %HQVLQJHU，
0HDK6PLWK， ，某些學者則以”一分鐘教學法”
作為主要課程設計架構 3DUURW， 。相對而言，
+DÀHU  是少數會先描繪出實質性的理論的學者，
表一
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執行模式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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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5HVLGHQW7HDFKLQJ'HYHORSPHQW
3URJUDP 57'3

%ULQJLQJ(GXFDWLRQ 6HUYLFH
醫師作為教師計畫
7RJHWKHU %(67

機構

,QVWLWXWHIRU0HGLFDO(GXFDWLRQ
0RXQW6LQDL6FKRRORI0HGLFLQH

8QLYHUVLW\RI&DOLIRUQLD
,UYLQH&ROOHJHRI0HGLFLQH

佛教慈濟醫院

課程時間  訓
練計劃長度

 小時  未提及

 小時  六個月

 小時  未提及

理論

成人學習理論

未提及

'DYLG.HUQ課程發展六階段模
式

內容

設定目標和期待

領導力  典範

一分鐘教師

教學理論和技巧

學習定向

床邊教學

回饋

回饋

實證醫學

床邊教學

迷你臨床演練評量

教導臨床技術

回饋

住診教學

病例導向個案討論

病歷寫作
講授課程
科別

內科  外科  兒科  精神科  婦產科

內科  兒科  家庭醫學科

評估

課前課後問卷
自評  知識  課程評估

2EMHFWLYHVWUXFWXUHGWHDFKLQJ
課前課後問卷
H[DPLQDWLRQ

參考資料

%HQVLQJHU

0RUULVRQ

未提及

朱紹盈

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

如何評估
住院醫師教學能力評估
常用的住院醫師教學能力評估有以下方法 表
二  自 我 評 估， 學 員 評 估， 進 行 2EMHFWLYHVWUXFWXUHG
WHDFKHUHYDOXDWLRQ 267( 直接觀察或是分析住院醫師

教 學 影 片。/L]HOPDQ 和 %RUGOH\   的 研 究 顯 示 經
教學工作坊後，住院醫師自評其教學能力以及信心有顯
著增加，但這樣的評估尚不能代表行為及能力的改變。
最常被利用的是學員評估，通常以醫學生為對象，在其
結束臨床課程之前進行問卷評估住院醫師的教學能力，

表二住院醫師教學能力評估方式
評估方式

特色

參考資料

自我評估

及時，實施容易
不代表行為層次的改變

/L]HOPDQ 

學員評估

醫學生或同儕評估住院醫師教學能力
接受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訓練的前後比較很難由同一位學生執行

:DPVOH\  ，
%HQVLQJHU  ，
=DEDU  ，:KLWH


經由教學活動評
估

可由主治醫師直接觀察評估，影帶評估，或是進行 267(
進步可能來自於醫學知識及專業態度的增長
耗費的時間及人力較大

3RVW  ，:DPVOH\
 ，%HQVLQJHU
 ，:KLWH 

多面向評估

結合自我評估，前後查核清單，學員評估，老師評估以及教育專家評估

6QHOO 

2EMHFWLYHVWUXFWXUHGWHDFKHUHYDOXDWLRQ 267(

但這個方法的缺點是住院醫師在接受住院醫師任臨床
教師訓練的前後比較很難由同一位學生執行 :DPVOH\
HW DO，， %HQVLQJHU HW DO， ， =DEDU，
+DQOH\，6WHYHQV，.DOHW，6FKZDUW]，3HDUOPDQHW
DO，；:KLWH，%DVVDOL +HHU\， 。
教學能力也可經由住院醫師進行門診教學時，由
主治醫師進行觀察，作直接評估及回饋 3RVWHWDO，
；:DPVOH\ HW DO，；%HQVLQJHU HW DO，
；:KLWHHWDO， 。 這 建 議 進 一 步 進 階 成
267(，以標準學生進行模擬教學，並且以結構化和客
觀化的量表評估住院醫師在接受住院醫師作為教師訓練
後，其教學能力是否有進步。不過，部分學者認為模擬
的情境不能代表真實的情況，另外 267( 耗費的時間及
人力非常龐大。

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計畫評估
計劃本身的評估應包含以下五項  計畫的需求性，
 計畫的設計， 計畫的執行， 影響或結果， 計畫
的成本效益分析及效果 5RVVL，/LSVH\ )UHHPDQ，
 。目前絕大部分的研究都著重在住院醫師教學能
力的評估，針對計劃本身，進行系統性的評估之研究非
常少。2VWDSFKXN  沿用 .LUNSDWULFN  的概念
表三 ，由機構成員，主治醫師針對核心課程給予回饋
及建議，分析計畫優缺點。但整體而言，由管理者，各
階層醫師，甚至是病人，針對計劃本身進行結構性評估
圖一 的研究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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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則是在舉辦口頭報告工作坊的前後，
針對住院醫師教學進行錄影，並得到口頭報告能力在訓

練後的確有提升的結論。部分研究者綜合以上方式進行
住院醫師教學能力評估，如 6QHOO  結合自我評估，
前後查核清單 FKHFNOLVWV ，學員評估 包含醫學生，資
淺住院醫師及同儕 ，老師評估 主治醫師 ，教育專家
評估。

表三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計畫評估方式
學習層次

要點

可施作之方法

「反應層次」

學習者的感受及觀點

課程滿意度

「學習層次」

學習造成的態度知識及技巧的改變

問卷前後測

「行為層次」

將學習應用至工作場域

主治醫師、同儕以及學員的評估表

「結果層次」

學員的行為改變對系統  個人的影響

選擇科別之傾向；醫學生，畢業後第一年住院醫師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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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住院醫師擔任臨床教師計劃本身的評估應包含計畫的需
求性，設計及執行，結果以及成本效益分析及效果

趨勢
  課程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
  某些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計畫以住院醫師訓練能
力分階，進行長期性，整合性的住院醫師任臨床
教師計畫。
  整合至住院醫師每日工作之中的住院醫師任臨床
教師計畫，而非讓住院醫師作為教師計畫成為工
作之餘，額外的課程，住院醫師的接受度較高。
  重視專科化之下住院醫師任臨床教師的需求。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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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做為臨床教師的重要性在文獻中高度被強
調，評鑑單位如 $&*0(，/&0( 也將住院醫師的教學
能力列為必要的一環，因此許多機構發展出以臨床教學
能力為重心的各種模組，但是若住院醫師在臨床工作中
沒有機會應用這些知識及技巧，這些能力就不容易維持
以及內化，住院醫師對於專業發展中也不容易對臨床教
師這個角色產生認同，更遑論期待自己成為團隊溝通者
或是成為年輕醫師的學習典範。
住院醫師做為臨床教師計畫不應該獨立於專科訓練
之外，但是其成效評估除了針對住院醫師教學的態度，
知識，能力三面向之外，應由機構的管理者以及各階層
醫師，從計劃本身的教育理念，設計以及執行，對計劃
的結果，成本效益及永續性進行系統性的評估。

參考文獻：
 朱紹盈、孫宗伯、葉日弌、王英偉、王文利、陳
宗鷹、劉鴻文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住院醫
師臨床教學技能之培訓－初步成效報告  醫學教
育 

 0RUULVRQ (+ 6KDSLUR -) +DUWKLOO 0  
5HVLGHQW GRFWRUV’ XQGHUVWDQGLQJ RI WKHLU UROHV
DVFOLQLFDOWHDFKHUV0HG(GXF  
 0RUULVRQ (+ +ROOLQJVKHDG - +XEEHOO )$
+LWFKFRFN 0$ 5XFNHU / 3ULVOLQ 0'  
5HDFK RXW DQG WHDFK VRPHRQH *HQHUDOLVW
UHVLGHQWV’QHHGVIRUWHDFKLQJVNLOOVGHYHORSPHQW
)DP0HG  
 3RVW 5( 4XDWWOHEDXP 5*  %HQLFK --
 5HVLGHQWVDVWHDFKHUVFXUULFXOD$FULWLFDO
UHYLHZ$FDG0HG  
 :KLWWDNHU /' (VWHV 1&$VK -  0H\HU
/(  7KH YDOXH RI UHVLGHQWV WHDFKLQJ WR
LPSURYHVWXGHQWSHUFHSWLRQVRIVXUJHU\FOHUNVKLSV
DQGVXUJLFDOFDUHHUFKRLFHV$P-6XUJ

 :DPVOH\ 0$ -XOLDQ .$  :LSI -(  
$ OLWHUDWXUH UHYLHZ RI “UHVLGHQWDVWHDFKHU”
F X U U L F X O D   ' R  W H D F K L Q J  F R X U V H V  P D N H  D
GLIIHUHQFH"-*HQ,QWHUQ0HG  
 6KHHWV .- +DQNLQ )0  6FKZHQN 7/
 3UHSDULQJVXUJHU\KRXVHRI¿FHUVIRUWKHLU
WHDFKLQJUROH$P-6XUJ  
 /RVVLQJ$  *URHW]VFK *   ,QVWUXFWLRQ LQ
EDVLFWHFKQLFDOVNLOOV0HG7HDFKHU  
 0DQJLRQH &0   +RZ PHGLFDO VFKRRO GLG
DQG GLG QRW SUHSDUH PH IRU JUDGXDWH PHGLFDO
HGXFDWLRQ-0HG(GXF 3W 
5RWHQEHUJ %: :RRGKRXVH 5$ *LOEDUW 0 
+XWFKLVRQ &5  $ QHHGV DVVHVVPHQW
RI VXUJLFDO UHVLGHQWV DV WHDFKHUV &DQ - 6X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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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RQ )&   5HVLGHQWV DV WHDFKHU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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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UURW6  3HHUFRDFKLQJVKRZVSURPLVH
IRUUHVLGHQWVDVWHDFKHUV)DP0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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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SDWULFN '/   ,PSOHPHQWLQJ WKH IRXU
OHYHOV$ SUDFWLFDO JXLGH IRU HIIHFWLYH HYDOXDWL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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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0)   (YDOXDWLRQ RI D WHDFKLQJ
ZRUNVKRS IRU UHVLGHQWV DW WKH 8QLYHUVLW\ RI
6DVNDWFKHZDQ$ SLORW VWXG\$FDG 0HG   

6QHOO /   ,PSURYLQJ PHGLFDO UHVLGHQWV 
WHDFKLQJ VNLOOV$QQ 5 &ROO RI 3K\V 6XUJ &DQ
  
5RVVL 3 /LSVH\ 0:  )UHHPDQ +(  
(YDOXDWLRQ$ V\VWHPDWLF DSSURDFK 7KRXVDQG
2DNV&$6DJH
2VWDSFKXN 0   ,PSURYLQJ UHVLGHQWV 
WHDFKLQJVNLOOV$SURJUDPHYDOXDWLRQRIUHVLGHQ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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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

敘事醫學應用於病歷記載之實作與成效：一個醫學中心復健
醫學部的臨床教學經驗
張智雅 、吳永燦 、李宗穎 、蔣尚霖 、楚恆毅 、呂佳蓁 、紀君函 、楊宛樺 、張幸初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應用「敘事醫學」〈QDUUDWLYHPHGLFLQH〉的理念，讓實習醫學生將臨床經歷及觀察過程，記載於
病歷，並評估實習醫學生六大核心能力養成和臨床病歷寫作的成效。以某醫學中心復健醫學部  位實習醫學生為
研究對象。除傳統病歷書寫指導外，再授予敘事醫學概念及臨床應用做法。測量工具包含設計「病歷書寫納入敘事
醫學」問卷調查。此問卷由四大部分組成，一、年級及性別，二、就問題的熟悉程度評分，三、評估是否推薦此
作法及建議實施的時期，四、針對此做法之開放式建議及評論。所得資料以 6366 套裝軟體〈3DLUHG6DPSOH
VWDWLVWLFV〉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採取敘事醫學作法，對於實習醫學生六大核心能力養成和英文病歷書寫程度，統
計學上有顯著差異〈S ＜ 〉。前測問卷中， 實習醫學生認為敘事醫學在大學五年級〈見習時段〉推廣有
較大成效， 於一、二年級， 於三、四年級和六、七年級〈實習時段〉。後測問卷中，仍有  實習醫
學生認為敘事醫學在大學五年級推廣有較大成效， 於三、四年級， 於大學一、二年級和六、七年級。前
測時  實習醫學生願意推薦敘事醫學給其他醫師，後測時則高達 。本研究顯示實習醫學生至復健部學習，
應用「敘事醫學」可提升實習醫學生六大核心能力之養成及英文病歷書寫程度。

關鍵詞：敘事醫學〈QDUUDWLYHPHGLFLQH〉，復健〈UHKDELOLWDWLRQ〉，醫學教育〈PHGLFDOHGXFDWLRQ〉，實習醫學生
〈PHGLFDOVWXGHQW〉，核心能力〈FRUHFRPSHWHQFL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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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敘事醫學是一種描述、表達能力與敘事技巧，應
用在醫學臨床各個層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5LWD
&KDURQ 本著推動醫學人文教育於臨床應用，於  年
首次提出「敘事醫學」的觀念，並陸續開課，講授相關
課程，之後於世界各地推廣〈&KDURQ〉。其指出
敘事能力〈QDUUDWLYHFRPSHWHQFH〉是一種藉由聆聽、瞭
解、吸收、闡明、及顯現的能力，若一個醫師將這種能
力應用於臨床醫學上面，就是所謂的敘事醫學〈&KDURQ
〉。
要瞭解病人，首先要先聆聽病人的話語，讓他們知
道醫病間是可以彼此溝通信任，這樣不但可提高彼此的
關係，也讓病人更願意傾訴心聲〈&KDURQ〉。面
對病人，更須時時保持謙卑態度。這不只一種問診的手
腕，也是醫學倫理中最基本的一環。如同十九世紀，加
拿大裔的美國醫學人文鼻祖—威廉奧斯勒醫師〈:LOOLDP
2VOHU〉所說「要從日常病房工作中接觸的平凡人身上，
感受他們的愛和喜悅，他們的憂傷與悲痛」及「一個好
醫師會治療疾病；一個偉大的醫師卻會醫治一個活生生
為疾病所苦的人」。因為一味的專注於疾病，只會剝奪
醫師的人性，成為只會看病的機器人〈威廉奧斯勒，
〉。
美 國 畢 業 後 醫 學 教 育 評 鑑 委 員 會〈$FFUHGLWDWLRQ
&RXQFLOIRU*UDGXDWH0HGLFDO(GXFDWLRQ$&*0(〉 認
為畢業醫學生及住院醫師訓練，必須涵蓋六大核心能力
〈FRUH FRPSHWHQFLHV〉〈*RUGRQ HW DO  6ZLQJ
/HHHWDO〉，包含： 醫學知識之獲取、 人
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制度下之臨床工作、 病人照護、
 工作中學習及成長、 專業素養的提升。本部秉持醫

學倫理及醫療傳承的概念，重視實習醫學生的醫學倫理
教育的養成與實踐及復健醫學臨床知識的增進，希望提
早讓實習醫學生能在臨床面對病人情境下，將觀察與學
習過程，記載於病歷上，後續本部主治醫師再針對其病
歷書寫的內容，給予回饋，亦針對病人身、心、靈及價
值觀方面，作進一步討論。本部自  年  月開始實
施「敘事醫學」訓練，讓主治醫師更清楚看出實習醫學
生面對臨床的情況，思考邏輯及主觀的感受。逐步帶領
實習醫學生更熟練臨床工作環境、英文病歷書寫、培育
醫療倫理及人文素養之深度。
本研究目的是秉持著敘事醫學及醫療傳承的概念，
探討藉由「敘事醫學」的方式，提早要求實習醫學生將
實際臨床情境觀察過程，記載於病歷，探討「敘事醫學」
對於實習醫學生六大核心能力及英文病歷書寫程度及工
作成效之影響和評估。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一實驗性研究，目的是探討實習醫學生使
用敘事醫學方式，實際用於臨床上，對於實習醫學生六
大核心能力的養成與英文病歷書寫能力的影響。以每半
個月來本部實習的醫學生作為探討對象，每半個月有 
位實習醫學生，自  年  月到  月底，共計  個半
個月，共有  位實習醫學生。於學習前先講述敘事醫學
概念及作法，請實習醫學生填寫「病歷書寫納入敘事醫
學」之問卷。後續採用敘事醫學之作法，於每日探視及
訪查病人時，請實習醫學生針對醫療團隊共同討論之議
題、病人溝通的情況或其臨床所遇到的問題，將其適當
記錄在病歷上〈圖 〉。以上的過程均由主治醫師指導，
確保病人隱私及醫療品質。於實習兩週後，請實習醫學

表一：復健醫學部病歷書寫納入敘事醫學之問卷調查
復健醫學部病歷書寫納入敘事醫學之問卷調查
基本資料 

實習醫學生  第一年□ 第二年□性別 
完全沒用  沒有 一點點有用  稍微

普通有用  中等

中高有用  中高 非常有用  完全

曾研修過病歷寫作及相關課程之經驗

7DLFKXQJ9HWHUDQV*HQHUDO+RVSLWDO

自我評估書寫病歷符合院方之規定與格式
對敘事醫學瞭解的程度
簡化敘事醫學對醫學知識之獲取有正面意義
簡化敘事醫學對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幫助的程度
簡化敘事醫學對制度下之臨床工作之助益誠度
簡化敘事醫學對病人照護之助益程度
簡化敘事醫學對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之助益
簡化敘事醫學對專業素養的提升
簡化敘事醫學增進醫病關係之助益
簡化敘事醫學若提早兩三年前學習，效果會更好 
簡化敘事醫學之實施對英文書寫程度之提升
簡化敘事醫學在醫學生涯何時實施會有更大成效
請圈選
簡化敘事醫學可否推薦給其他醫師
心得  建議：



感謝你  妳的參與及填寫問卷 

大學一、二年級

大學三、四年級

見習時段

實習時段

不需施行

敘事醫學應用於病歷記載

生再次填寫「病歷書寫納入敘事醫學」之問卷。本研究
利用「病歷書寫納入敘事醫學」問卷〈表一〉，內容：
包括受教者性別及實習年級、敘事醫學對於醫學知識之
獲取、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幫助、制度下之臨床工作、
病人照護、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之助益、專業素養的提
升、醫病關係之助益和病歷英文書寫程度的影響。問卷
部分以李克特量表〈/LNHUWVFDOH〉的五分尺度〈SRLQW
VFDOH〉加以衡量，依「很有用 完全」、「中高程度
中高度有用」、「普通有用 中等程度」、「一點點有
用 稍微」、「沒用 沒有」的順序給予，、、、
、 的評分，最後有開放性的心得書寫。實習醫學生採
自我評量的方式，做前測與後測的評估研修。部分問題，
像是問題 、曾研究過病歷寫作及相關課程，及問題 、
目前病歷書寫是否有符合要求及格式。問卷仍採結構式
設計而非單純問是與否，主因是每個人受過不同教育訓
練，自然有程度上差異，故分成五個層級，採李克特量
表來測量。

資料分析
結構式問卷資料之成效以 6366 版套裝軟體
〈3DLUHG6DPSOHVWDWLVWLFV〉進行描述性統計、以配對 W
檢定來比較前後測兩組及測量變異數分析，來瞭解實習
醫學生實施「敘事醫學」之成效。3 ＜  則視為統計
學上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
實習醫學生共  名， 名男生， 名女生；六年
級實習醫學生有  位，七年級實習醫學生有  位。本

研究結果顯示，採取敘事醫學作法，對於實習醫學生六
大核心能力和英文病歷書寫程度，統計學上均有顯著差
異〈S ＜ 〉，如表二。有關是否曾研修過病歷寫作
及相關課程之經驗，前後測有顯著差異〈S ＝ 〉。
有關於敘事醫學在何年級推廣有較大成效，前測問卷中，
將近一半實習醫學生認為在醫學生五年級〈見習時段〉
推廣有較大成效，約四分之一者認為在大學一、二年級
推廣有效，而認為在大學三、四年級和六、七年級〈實
習時段〉實施則各有 。後測問卷中，仍有同樣比
率之實習醫學生認為在醫學生五年級〈見習時段〉推廣
有較大成效，認為在大學三、四年級推廣者則與前測大
一、大二生同比率，認為在大學一、二年級和六、七年
級〈實習時段〉實施者百分比與前測相同。有趣的是，
後測問卷中，實習醫學生認為推廣敘事醫學在大學三、
四年級的比率是前測的兩倍。有關於是否推薦敘事醫學
的作法，比較前後測，發現幾乎所有實習醫學生均願意。
本研究顯示實習醫學生至復健部學習，應用「敘事醫學」
可提升實習醫學生六大核心能力之養成及英文病歷書寫
程度。

討論
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5LWD&KDURQ 教授提出敘事醫
學之觀念與作法，並於世界各地推展後，近年來台灣也
逐漸發酵。教育部顧問室醫學人文社會教育師資培育工
作坊於  年  月  日「敘事醫學」師資培育工
作坊邀請 5LWD&KDURQ 教授親臨會場，傳授敘事醫學的
精髓，分享其推動理念及經驗。後續也有多位與會者在
台灣醫學教育者撰寫相關專題報導，帶給醫界相當大的

表二：探討變項前後測差異分析
後測

' 平均值 ± 標準差

7值

3值

曾研修過病歷寫作及相關課程之經驗





±





自我評估書寫病歷符合院方之規定與格式





±









±









±









±





「敘事醫學」對制 下之 床工作之助益程度





±





「敘事醫學」對病人照護之助益程度





±





「敘事醫學」對從工作中學習及成長之助益





±





「敘事醫學」對專業素養的提升





±





「敘事醫學」增進醫病關係之助益





±









±









±





對敘事醫學瞭解的程度



「敘事醫學」對醫學知識之獲取有正面意義
「敘事醫學」對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幫助的
程度

「敘事醫學」若提早兩三年前學習，效果會
更好
「敘事醫學」之實施對英文書寫程度之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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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探討變項

' 後測與前測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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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更強化敘事醫學在台的推動〈黃琮芸等，；
林慧如等，；劉競明，〉。
本研究顯示對於問卷項目中曾研修過病歷寫作及
相關敘事醫學課程經驗，大部分實習醫學生填寫分數在
前測都不高，但在後測的分數提高，具統計意義〈S ＜
〉。這可能代表病歷寫作是醫學教育很欠缺的一環。
剛開始，實習醫學生不知該如何書寫，不懂病歷內容該
如何顯現，自然病歷品質參差不齊。在經過敘事醫學訓
練之後，病歷書寫能力與程度，均有明顯提升〈表二〉。
有關於敘事醫學對於實習醫學生六大核心能力養成，包
含： 醫學知識之獲取正面意義、 人際關係及溝通技
巧、 制度下之臨床工作、 病人照護、 工作中學習
及成長、 專業素養的提升。此六項目，均有統計學上
顯著差異〈S ＜ 〉。因為藉由敘事醫學訓練，臨床
上，實習醫學生須與病人有更多溝通與互動，懂得傾聽
病人的話，面對和了解其苦痛，將每日所經歷事物，記
錄於病歷。另一方面，因疾病困擾的患者，得到良好的
醫病溝通方式，整體醫病關係會更加和諧，故於敘事醫
學增進醫病關係的助益此項目上，統計學上亦顯著差異
〈S ＜ 〉。
我們將敘事醫學的範疇擴大討論，分析實習醫學生
對於敘事醫學在醫學生何年實施較佳，在前後測中，可
見在大學一、二年級及大學三、四年級呈現相反結果，
其原因值得探討。前後測問卷中，均有近一半實習醫學
生皆認為敘事醫學在醫學生五年級〈見習時段〉推廣有
較大成效。前測中，原有四分之一者認為於大學一、二
年級推廣，但到後測卻認為在大學三、四年級推廣較好。

其中有趣的是，後測問卷中，實習醫學生認為推廣敘事
醫學在大學三、四年級的比率是前測的兩倍〈表三〉。
幾位醫學生表達因大學三、四年級後，學習到明確醫療
專業知識，此時人文醫學教育相對減少，若是利用敘事
醫學方式來構築與臨床病人間橋樑，效果可能更加顯著。
且因病歷書寫，尚須包含部分醫療程面上的描述，故配
合醫學系三、四年級專業科目的學習，學習的成效可能
更加顯著。
在推薦敘事醫學給其他醫師之動機，前後測均有
很高比例〈表三〉。只有一位於前測時勾選不建議推
薦，該實習醫學生認為「敘事醫學」，要花費的時間相
對較長，對慢性療癒的科別，如精神科和復健科等，會
有較大助益，而其他科因為臨床工作比重相對較繁重，
所以不容易做到。當他實際運用敘事醫學的概念及作法
後，認為對臨床工作成效有很多助益，所以在後測時，
他也完全願意推薦給其他醫師。顯示敘事醫學教育除了
復健臨床教學有用外，對於其它臨床科部（含護理部）
也可應用此訓練法，提升對病人之病情更精確的掌控性
（0DQJLQR）。敘事醫學之課程設計，發現實習醫
學生與病人對該課程均大幅接受，且深入描述之後，皆
有所感動（&KUHWLHQ 6ZHQVRQ）。有實習醫學
生表示敘事醫學補強了傳統病歷記錄，更能表現病人的
實況於紙上，是非常大的優點。另有實習醫學生認為英
文文法進步很多，詞彙增加，對每一位病人更有印象，
思考流程也更加有邏輯性，更加順暢。而本部主治醫師
從施教者角度觀察，均認為學習敘事醫學對於實習醫學
生醫學倫理教育、培養六大核心能力及病歷書寫程度上，

表三：「敘事醫學」成效及推薦結果分析
變項

前測

後測

1



1



大學一、二年級









大學三、四年級









見習時段









實習時段









不需施行









是









否









「敘事醫學」在醫學生涯何時實施會有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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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醫學」可否推薦給其他醫師

敘事醫學應用於病歷記載

也都有正面的幫助。
在醫院日夜忙碌中，醫療專業人員往往需要面對臨
床工作、教學、研究三大方面，常常顧此失彼！目前國
內醫學倫理的推廣和醫院教學評鑑的審查，病歷內容的
書寫，是非常受重視的一環，如何寫好病歷且富有內容
及記錄品質更是各醫院重要的議題。病歷未能寫好的原
因很多，在此不贅述，但病歷是病人健康記錄重要的資
訊，一個好病歷可以看出醫師診療的心路歷程及診療計
畫、過程與結果。不只如此，現今，病歷亦也會成為法
律，保險給付的參考資訊〈范碧玉及洪祖培，〉。
故病歷記錄更需充實完整，相信有助於醫病及醫療團隊
彼此溝通。我們所提的「敘事醫學」的概念，主要是希
望實習醫學生能學習聆聽病人的話語，以病人為中心，
不單單只是治療疾病，而是要充分融入病人的生活，了
解其苦痛及病灶對其身、心、靈各方面之影響。藉由專
注聆聽，富有憐憫及同理心，觀察病人各種情況→並能
自我觀念內省→轉化再現，過程中的最大寶藏就是醫療
個體彼此產生連結，產生共同團隊的凝聚力及自我臨床
經驗的累積〈+DOSHP〉。希望藉由敘事醫學的訓
練，加強醫療專業人員對臨床情境的仔細觀察，深入理
解、展現同理並融合本身醫療專業，帶給病人更好醫療
情 境〈*UHHQKDOJK +XUZLW]'DV*XSWD &KDURQ
〉。本部的「敘事醫學」是簡化表達方式，實習
醫學生將其經歷發掘觀察的過程，書寫於病歷上，如圖
。希望藉從過程學習、內心沉澱、淺移默化及病歷記
錄，更了解自我的思考邏輯及與患者間彼此互動，更融
合於醫療環境。本敘事醫學教學可更準確的了解病人的
日常狀況與病情間的關係，然而相較需花費更多時間，
對部分時間緊迫的臨床科部執行上確有困難。敘事醫學
需要師資的養成，台灣對於師資方面仍有甚大欠缺與困
難，培育並增加熱情的師資資源，更能改善提升敘事醫
學的推廣。敘事醫學的實踐性與時間花費的考量有密切
的關係，若能效仿美國醫院病房查房的電腦語音辨識功
能最佳，將查房內容經辨識後直接轉至病歷，想必更能
有效推廣敘事醫學。

結論
本部對於實習醫學生這兩週的學習過程及經驗，採
用敘事醫學實作，安排實習醫學生直接以該方式應用於
臨床病歷病程記錄上，對於實習醫學生培養六大核心能
力和英文病歷書寫程度上都有明顯的幫助。由實習醫學
生給予高度的正向回饋，及願意推薦此作法給其他醫師，
相信透過這一系列敘事醫學教育訓練，可以帶給實習醫
學生更深度的臨床學習情境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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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DURQ 5   1DUUDWLYH PHGLFLQH$ PRGHO IRU
HPSDWK\UHÀHFWLRQSURIHVVLRQDQGWUXVW7KH-RXUQDO
RIWKH$PHULFDQ0HGLFDO$VVRFLDWLRQ
 &KDURQ5  1DUUDWLYHDQGPHGLFLQH7KH1HZ
(QJODQG-RXUQDORI0HGLFLQH
 &KDURQ 5   :KDW WR GR ZLWK VWRULHV" 7KH
VFLHQFHV RI QDUUDWLYH PHGLFLQH &DQDGLDQ )DPLO\
3K\VLFLDQ
 &KUHWLHQ . & 6ZHQVRQ 5<RRQ % .HHQDQ -
&URIIRW-.KHLUEHN5 )HE 7HOOPH\RXU
VWRU\$ SLORW QDUUDWLYH PHGLFLQH FXUULFXOXP GXULQJ
WKH PHGLFLQH FOHUNVKLS -RXUQDO RI *HQHUDO ,QWHUQDO
0HGLFLQH(SXEDKHDGRISULQW
'DV*XSWD 6 &KDURQ 5   3HUVRQDO LOOQH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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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仍有某些限制。在教導實習醫學生採取敘事
醫學應用於臨床上，因研究樣本數較小，每半個月只有
兩個實習醫學生，顧及學習教育權益，無法隨機選取、
分配受試者，故無包含對照組，而是採取使用敘事醫學
問卷方式，做前後測之實驗設計，評估敘事醫學對於實
習醫學生六大核心能力及英文書寫程度之影響。在教育
情境裡，無法像實驗研究保持絕對的客觀與中立性，故
問卷評估及效度上，會受到認知理解偏差或干擾，但此
問卷由實習醫學生做前後測的自我評估，所於相對較客
觀，減少單一由臨床教師評斷的主觀方法。本研究對象
僅針對前來本部之實習醫學生，樣本數少，且在兩週的
學習上，仍會有些許學習效應，影響實驗統計結果。後

續，仍可針對實驗設計，給予多變數的討論，且使用不
同統計方式，來減少研究偏差，增加實驗效度。對於實
習醫學生受訓前後的自評結果，是否能夠確實反應其真
實六大核心能力養成與英文病歷書寫程度的提升，仍待
商確。有鑑於學生之科別轉換，補充這些實習醫學生參
與此教學活動前後的病歷，或六大核心能力的評核結果
之比較，現實層面有所困難，所以較難呈現相關評核結
果，不過可以引用某位實習醫學生在教學後的感想，他
說：「藉由此訓練或教學，讓他將遺忘已久的高中時代
的英文又再度拉回，重溫高三準備升大學時代的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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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UUDWLYHV XVLQJ UHIOHFWLYH ZULWLQJ WR WHDFK HPSDWK\
$FDGHPLF0HGLFLQH
*UHHQKDOJK 7 +XUZLW] %   1DUUDWLYH EDVHG
PHGLFLQHZK\VWXG\QDUUDWLYH"%ULWLVK0HGLFDO-RXUQDO

*RUGRQ 3 7RPDVD / .HUZLQ -  0D\ 
$&*0( 2XWFRPHV 3URMHFW VHOOLQJ RXU H[SHUWLVH
)DPLO\0HGLFLQH  
+DOSHP -   (PSDWK\ DQG SDWLHQWSK\VLFLDQ
FRQIOLFWV -RXUQDO RI *HQHUDO ,QWHUQDO 0HGLFLQH 

/HH ) < <DQJ < < +VX + & &KXDQJ & /
/HH : 6 &KDQJ & & +XDQJ & & &KHQ -

: &KHQJ + 0 -DS7 6  1RY   &OLQLFDO
LQVWUXFWRUV’ SHUFHSWLRQ RI D IDFXOW\ GHYHORSPHQW
SURJUDPPH SURPRWLQJ SRVWJUDGXDWH \HDU 3*< 
UHVLGHQWV’$&*0(VL[FRUHFRPSHWHQFLHVD\HDU
VWXG\ %0- 2SHQ    H GRL 
EPMRSHQ3ULQW
0DQJLQR +   1DUUDWLYH PHGLFLQH’V UROH LQ
JUDGXDWHQXUVLQJFXUULFXOD¿QGLQJDQGVKDULQJZLVGRP
WKURXJKVWRU\&UHDWLYH1XUVLQJ  
6ZLQJ 6 5   7KH$&*0( RXWFRPH SURMHFW
UHWURVSHFWLYH DQG SURVSHFWLYH 0HGLFDO7HDFKHU 


內容 
:H YLVLWHG KLP LQ WKH DOPRVW QRRQ DQG
KH MXVW ILQLVKHG KLV OXQFK :H ZDQWHG WR
FKHFN KLV VWDQGLQJ DELOLW\ DQG DVNHG KLP WR
VWDQG8QIRUWXQDWHO\KHFRXOGQRWVWDQG

, WULHG WR KROG KLP XS )LUVW , XVHG P\
KDQG WR UHDFK KLV EDFN 2QO\ XSSHU SDUW RI
SDQWV,FRXOGJUDVS+HUHVLVWHGP\HIIRUWEXW
KHFRXOGQRWVWDQG,KDYHKHOGKLPXSULJKW
HYHQ KH ZDV LQ D VWRRSLQJ SRVWXUH ,QFOLQH
WHQGHQF\WROHIWVLGHZDVR

圖 主治醫師指導病歷書寫範本。左圖為原版，右圖為文字呈現。

為主治醫師修改處。

內容 
我們於上午訪視病人，訪視時，物理治
療師正準備將病患移動到輪椅上，經調整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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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滑板幫助下，將病患成功移至輪椅。家屬表
示  次 +%2 治療即將結束，入院治療後病
患精神狀況有好轉，四肢較能放鬆，吞嚥功能
改善並嗆咳狀況緩解，希望能繼續接受 +%2
治療。張主任表示需 +%2 黃主任評估。同時
幫病患做理學檢查，3520、雙上肢有較收
縮、阻力，避免攣縮和家屬溝通教育後，監測
病人生命徵象良好後離開。


圖實習醫學生中、英文病歷記錄。左圖為原版，右圖為文字呈現。

敘事醫學應用於病歷記載

內 容 :KHQZHYLVLW HG SDWLHQWWRGD\
VKHZDVVLWWLQJRQEHGDQGZDWFKLQJODSWRS
:HDVNHGKHUZKHWKHUVOHHSEHWWHUDIWHU36<
PHGLFLQH DGMXVWPHQW DQG  VKH DQVZHUHG
KDGVOHHSEHWWHUEXWVWLOOKDGGL]]LQHVV GL]]\ 
VHQVDWLRQKDGPLOGLPSURYHG LPSURYHPHQW 
WKDQ EHIRUH7KH GL]]LQHVV GHYHORSHG VLQFH
WUDIILF DFFLGHQW DQG VKH IHOW WKH URRP ZDV
UROOLQJDOOWKHGD\HVSHFLDOO\ZKHQVKHZDNH
ZRNH  XS RU OD\ ODLG  GRZQ ZKLFK  FRXOG
EHUHOLYH G RQO\E\FORVH FORVLQJ H\HVDQG
PHGLFDWLRQ PHGLFDO FRQWURO7KHV\PSWRPV
KDYH JUDGXDOO\ LPSURYHG ZLWK UHKDELOLWDWLRQ
DQG QRZ VKH FRXOG EHDU ZLWK LW XQGHU
PHGLFDWLRQFRQWURO:HKDGFRQVXOW HG 36<
GRFWRU IRU KHU LQVRPQLD DQG KDG FKDQJHG
GUXJRQ
圖 實習醫學生英文病歷記錄。左圖為原版，右圖為文字呈現。實習醫學生以敘事醫學的作法，記錄臨床上病
人敘述的問題。實習醫學生文法之錯誤修正於文字括號內。

為主治醫師修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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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與 % 為同一個病人之病歷。圖 $ 未實施敘事醫學教學之前的書寫部份，這是一般我們常見之病歷，
包含少許臨床發現和實驗數據，但很難看出目前病人的真正情況。圖 % 乃實施之後的書寫部分，除了生命徵
狀和臨床發現，更將巡房記錄真實呈現，實習醫學生聆聽病人的需求，評估、觀察，最後以手繪方式呈現，是
個用心的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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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與 % 為同一個病人之病歷。圖 $ 未實施敘事醫學教學之前的書寫部份，除了生命徵象外，只有一張
腦部電腦斷層貼圖。圖 % 乃實施之後的書寫部分，除記錄生命徵狀和臨床發現，更包含其臨床觀察情況，呈
現病人移位、行走、站立情況。後者實習醫學生在不斷學習敘事醫學的方式，懂得聆聽病人話語、觀察、吸收、
再呈現在病歷上，不只讓醫療同仁瞭解病患的目前情況，更讓人瞭解其清透的思路及思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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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醫學應用於病歷記載

The Outcome of Teaching and Writing in Clinical Medical
Records by Using Narrative Medicine
Chih-Ya Chang1,2, Yung-Tsan Wu1,2, Tsung-Ying Li1,2, Shang-Lin Chiang1,2,3, Heng-Yi Chu1,2, Jia-Zhen Lu4, Chun-Han Chi5, Wan-Hua Yang5,
Shin-Tsu Chang2,5

$EVWUDFW
1DUUDWLYHPHGLFLQHLVDGHVFULSWLYHDSSURDFKLQSDWLHQWFDUH7KLVVWXG\DLPHGDWWHDFKLQJQDUUDWLYHPHGLFLQH
DQGHYDOXDWLQJWKHVL[FRUHFRPSHWHQFLHVDQGWKHHIIHFWLYHQHVV RIPHGLFDOZULWLQJDELOLW\IRUWKHLQWHUQGRFWRUV
:HUHFUXLWHGLQWHUQVDW'HSDUWPHQWRI3K\VLFDO0HGLFLQHDQG5HKDELOLWDWLRQLQDPHGLFDOFHQWHU,QDGGLWLRQWR
WHDFKLQJ WKH JXLGDQFH RI WKH WUDGLWLRQDO PHGLFDO UHFRUGV ZH DOVR LQWURGXFHG WKH FRQFHSW RI QDUUDWLYH PHGLFLQH
WRSHUIRUPFOLQLFDOSUDFWLFH0HWKRGV$TXHVWLRQQDLUHZDVGHVLJQHGIRUHYDOXDWLQJWKHHIIHFWLYHQHVVRIQDUUDWLYH
PHGLFLQH LQ PHGLFDO UHFRUGV 7KH TXHVWLRQQDLUH FRQVLVWHG RI WKUHH VHFWLRQV WKH ILUVW ZDV LQWHQGHG WR HOLFLW
VLPSOHZLWKRXWLQGLYLGXDOFKDUDFWHURIWKHLQWHUQVWKHVHFRQGDVNHGLQWHUQVWRUDWHWKHLUSHUIRUPDQFHRIQDUUDWLYH
PHGLFLQHLQFOLQLFDOSUDFWLFHWKHODVWIRFXVHGRQUHDOL]DWLRQRIWKHQDUUDWLYHPHGLFLQHLQWHDFKLQJ6XUYH\RIFOLQLFDO
DSSOLFDWLRQRIQDUUDWLYHPHGLFLQHZDVDVVHVVHGIURPWKHLURSLQLRQV7KH6366VRIWZDUHSDFNDJHZDVXVHG
IRUGDWDDQDO\VLV5HVXOWV7KHVWXG\VKRZHGVLJQL¿FDQWVWDWLVWLFDOGLIIHUHQFHVLQLQWHUQV VL[FRUHFRPSHWHQFLHV
DQG(QJOLVKZULWLQJDELOLW\RIPHGLFDOUHFRUGV（SUHVSHFWLYHO\）,QWKHSUHTXHVWLRQQDLUHRILQWHUQV
FRQVLGHUHGWKDWWKHEHVWLQVWUXFWHGJUDGHIRUSUDFWLFLQJQDUUDWLYHPHGLFLQHZDVLQ¿IWKJUDGH（FOHUNVKLS）
VXJJHVWHGLQ¿UVWRUVHFRQGJUDGHLPSOLHGWKLUGRUIRXUWK\HDUDQGLQWHUQVKLS3RVWTXHVWLRQQDLUHRI
LQWHUQVVWLOOLQVLVWHGWKDWQDUUDWLYHPHGLFLQHIRUFOHUN’VKDGJUHDWHVWHIIHFWLYHQHVVLQWKHWKLUGDQGIRXUWK
DWWKHXQLYHUVLW\VXJJHVWHGWKH¿UVWDQGVHFRQGJUDGH7KH\FRQVLGHUHGWKDWQDUUDWLYHPHGLFLQHKDGJRRG
OHDUQLQJHIIHFWLQWKHWKLUGDQGIRXUWKJUDGHVVRWKHGLIIHUHQFHEHWZHHQRISUHDQGSRVWTXHVWLRQQDLUHLPSOLHGWKDW
RIWKHPVKLIWHGWR,QSUHTXHVWLRQQDLUHRILQWHUQVZRXOGUHFRPPHQGWKHQDUUDWLYHPHGLFLQH
WR RWKHU SK\VLFLDQV ,Q WKH SRVWTXHVWLRQQDLUH  RI LQWHUQV ZRXOG OLNH WR HQGRUVH WKH QDUUDWLYH PHGLFLQH WR
RWKHUV&RQFOXVLRQ7KHDSSOLFDWLRQRIQDUUDWLYHPHGLFLQHPLJKWEHDEOHWRHQKDQFHWKHPHGLFDOLQWHUQV VL[FRUH
FRPSHWHQFL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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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臨床教學 : 從學習定向 (Orientation) 開始
陳昭惠

、

、陳得源

、

摘要 :
在忙碌的臨床工作中，如何有效地教學是所有臨床教師都需要學習的技能。不論是短中期的實習學生、還是單
位中的新進人員，一個有效的學習定向可以讓學員更快熟悉新環境  降低焦慮、瞭解自己的角色及被期待的標準、
有參與感而達到更有效地學習，甚至可能增加新進人員之留職率。本文參考現有的文獻以及其他醫院訓練資料，整
理「學習定向」 25,(17LRQ 之核心概念，包括  綜觀教學 2YHUYLHZ 、預覽目標 5HYLHZ 、知道評估 ,QVLJKW 、
確保回饋 (QVXUH 、協調教學 1HJRWLDWH 、分享經驗 7HOO ，提供臨床教師參考。

關鍵字：學習定向

臨床教學是需要花時間付出的。臨床教師面對醫
療服務、研究及教學、甚至行政工作的多重要求，常
常覺得分身乏術。在有效教學的文獻中提到， 學習定
向 2ULHQWLQJ 、 確 定 學 習 需 求 3ULRULWL]LQJ 、 事 先 提
點 3ULPLQJ 是重要的教學方法（+HLGHQUHLFK&HWDO
）。在評估教育環境時，目標學習定向的有無也是
其中一個重要指標 6FK|QURFN$GHPD- 。而在
預防困難學員產生的方法中，也強調事先提供學員對學
習明確的期待，及書面說明學員被預期的行為及基本表
現程度 6PLWK&6HWDO 。這些都說明學習定向的
必要性。

為什麼要學習定向

如何進行學習定向

2ULHQWDWLRQ  &KULVWQHU-*6DQWHQ6





2YHUYLHZ 綜觀事情是如何進行
5HYLHZ 預覽學習目標
,QVLJKW 知道評估會如何進行
(QVXUH 確保他們會得到回饋
1HJRWLDWH 協調教學彼此的責任
7HOO
分享彼此的經驗或故事  雙向溝通

綜觀教學（2YHUYLHZ）
提供學員對學習的綜觀，包括對工作環境的介紹，
學習  工作的流程，學習  工作的方法（如病歷如何寫作，
儀器設備如何操作）。建議在教學前告知教學的方式，
如查房的形式。看病人前簡介病況，或是執行處置前，
告知希望他們要了解且做到的部分。

預覽學習目標（5HYLHZ）
最好能針對個別的學員，詢問他們對於此科別部門
之前的經驗，看過哪類病人，做過哪些處置。告知你所
訂的學習目標，同時了解學員自己的學習目標和需求。
可以一起看過病人名單，選出適合你們兩人的學習目標。

臺中榮民總醫院教學部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接受日期  年  月  日
通訊者 陳得源、臺中市臺灣大道四段  號
電話  轉 
傳真 
電子信箱 G\FKHQ#YJKWFJRY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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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學習定向可以和學員一起訂出教學時程，設定
學習的目標和對學員的期待值，讓學員更有效地學習，
知道該學些甚麼。經由事前的介紹可以讓學員熟悉新環
境， 降低焦慮。好的職前訓練以及學習定向可以讓新進
人員了解工作場所的運作方式，更快熟悉工作，建立關
係，有利於增加留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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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預覽臨床工作內容，選出適合你們兩人的學習目標。

習的需求，提供學員一個清楚的指引以及安全的學習環
境。

知道評估如何進行（,QVLJKW）
讓學員知道你是否參與評估，由什麼人以何種方式
於何時作評估。

確保他們得到回饋（(QVXUH）
有效的學習中及時的回饋是必要的，在一開始就明
確訂下回饋的時間，並且在適當的環境下作及時的回饋。

自我省思以及回饋
在學習定向後教師可使用表一進行自我反思過程，
學員使用表二，進行回饋提供意見。不斷的練習可以讓
我們更熟練，但是需加上時刻的省思與他人的回饋方能
確定方向正確，而使得這個教學技巧得以更精進。

參考文獻：
協調教學彼此的責任（1HJRWLDWH）
學習的過程中不需要都是老師單向進行，要讓學生
擔起主動學習的角色。例如利用 61$336【6XPPDUL]HV
（總結）、1DUURZV（縮小鑑別診斷）、$QDO\VHV（分析）、
3UREHV（提問）、3ODQV（計畫）、6HOHFWV（選擇學習
重點 】方式，讓學員報告 蔡尚峰， 。也可以讓
學員準備，教導同儕，或者其他職類學生。

彼此分享（7HOO）
主動聆聽分享，不要預設立場他們需要甚麼。利用
彼此的專長經驗以及成人學習的理念，創造一個友善支
持的環境。

需要的資料及技巧
可以準備與學習目標或內容有關的書面資料或電子
檔案。一些常見疾病或臨床工作的相關簡介或指引。
使用適切的溝通技巧，以開放性的問題了解學員學

 蔡尚峰及陳昭惠  ，運用詰問法、一分鐘教學
法以及 61$336 於臨床教學，中榮醫教3。
 &KULVWQHU -* 6DQWHQ 6   2ULHQWLQJ <RXU
/HDUQHU ,Q &RXUVHUD7HDFKLQJ DQG$VVHVVLQJ
&OLQLFDO 6NLOOV E\ 6DOO\ 6DQWHQ 0' 3K'
8QLYHUVLW\RI0LFKLJDQ0HGLFDO6FKRRO
 +HLGHQUHLFK & /\H 3 6LPSVRQ ' /RXULFK
0  7KH VHDUFK IRU HIIHFWLYH DQG HIILFLHQW
DPEXODWRU\ WHDFKLQJ PHWKRGV WKURXJK WKH
OLWHUDWXUH3HGLDWULFV 3W 
 6 F K | Q U R F N  $ G H P D  -   % R X Z N D P S  7L P P H U
7 YDQ +HOO ($ &RKHQ6FKRWDQXV -  
.H\ HOHPHQWV LQ DVVHVVLQJ WKH HGXFDWLRQDO
HQYLURQPHQW ZKHUH LV WKH WKHRU\"$GYDQFHV
LQ +HDOWK 6FLHQFHV (GXFDWLRQ 7KHRU\ DQG
3UDFWLFH  
 6PLWK &6 6WHYHQV 1* 6HUYLV 0   $
JHQHUDO IUDPHZRUN IRU DSSURDFKLQJ UHVLGHQWV LQ
GLI¿FXOW\)DPLO\0HGLFLLQH  

表一、學習定向後的教師自我評估表

2YHUYLHZ是否告知本單位總體的運作模式 "
5HYLHZ是否告知學生需要學習的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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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VLJKW是否告知將會如何評估學員及打成績 " 什麼是重要的 "
(QVXUH是否告知何時會得到自己表現結果的回饋 "
1HJRWLDWH是否告知學員應該學些什麼 " 或你的教學時間 "
7HOO 是否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 " 你是否了解學員的某
些狀況 " 他需要知道什麼 " 對什麼有興趣 "

是否
□□
是否

備註

□□
是否
□□
是否
□□
是否
□□
是否
□□

我可以繼續怎麼做
我應該開始做些甚麼 "
我應該停止哪些做法 "
DGDSWHGIURP'U6DOO\6DQWHQDQG-HQQ\&KULVWQHU8QLYHUVLW\RI0LFKLJDQ0HGLFDO6FKRRO經同意使用

學習定向

表二、學習定向後的學員回饋評估表
2YHUYLHZ老師是否告知整體的運作模式 "
5HYLHZ老師是否告知你需要學習的目標 "
,QVLJKW老師是否告知將會如何評估你及打成績 " 需要注
意什麼 "
(QVXUH老師是否告知何時會給你回饋 "
1HJRWLDWH老師是否告知或和你討論教學的方式？
7HOO 你是否覺得老師想多了解你以助於教學 "

是否
□□
是否

備註

□□
是否
□□
是否
□□
是否
□□
是否
□□

謝謝你的回饋
哪些是老師做得不錯，可以繼續做的 "

哪些是老師沒有做，應該開始做的 "

哪些是老師應該停止做的 "

DGDSWHGIURP'U6DOO\6DQWHQDQG-HQQ\&KULVWQHU8QLYHUVLW\RI0LFKLJDQ0HGLFDO6FKRRO經同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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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運用詰問法、一分鐘教學法以及 SNAPPS 於臨床教學
蔡尚峰 1、陳昭惠 2、3

中文摘要 :
醫療專業學員以及新進人員在臨床工作場所中的學習十分重要。多數的臨床老師雖然在專業知識上具有一定的
水準，但是在教學的技能上卻可能有所不足。面對具備不同知識背景的各層級學員，如何在臨床工作的繁忙以及研
究的壓力下做好臨床教學，這是相當具有挑戰性。本文將進行文獻回顧，介紹幾種臨床教學常用模式，提供臨床教
師實際運用的工具與模組，以達到有效率的教學。

關鍵詞  詰問法、一分鐘教學法、61$336
對臨床專業工作的學員，在實際進入工作場所之
後，實地的學習是十分重要的，既可驗證課堂學習的成
效，亦可實際演練各項知識技能，各項學習也將不再是
紙上談兵。然而，在臨床執業場所的教學是複雜而耗精
力的。對一個臨床老師而言，他  她同時需要扮演六大
角色，包括  資訊提供者   典範角色   指引者  
評估者   課程設計者以及  資源提供創造者 +DUGHQ
&URVE\ 。大多數的教師需要同時扮演數種角色，
因此，如何在繁忙的臨床工作壓力下，能夠兼具多元的
教學角色，就需要有效率且經驗證過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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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際臨床工作場所的教學，教師們最常遇到的困
難如下：本身未曾接受教學的訓練、得面對知識技能水
準不一的多層級學生、臨床狀況無法控制事先安排、病
人狀況不一、時間限制以及同時要應付多種要求。從病
人照顧、研究、行政到教學等 5DPDQL6 ，都是
需要臨床工作者全心投力的，但是臨床工作的壓力加上
種種的不確定性，常常令臨床教師心灰意令，心有餘而
力不足，因而使得臨床教學大打折扣。臨床教學就得在
種種不利的主客觀條件下進行，這時就需要被檢驗過教
學模式與方法，才可以有效率的進行臨床教學。本短文
將簡單介紹幾種臨床教學常用的方式，提供臨床老師於
日常工作中運用。

詰問法 TXHVWLRQLQJ
詰問法是臨床上很常使用的一種教學法 *RUGRQ
-，/RQJ0HWDO ，因為它可以 


●刺激及鼓勵學員參與
●老師可以藉此了解他們的需求以及知識程度，有利
於安排講授內容
●鼓勵臨床思辨
●監測學員的進展
●鼓勵學員自我省思
身為臨床教師，問出一個好的問題，對學員的學習
是相當重要的。問題的種類包括封閉性以及開放性。如
果是知識性的題目，例如哪些疾病可以造成貧血，是屬
於比較封閉性的問題，但如果要問到比較深層臨床思辨
的題目，通常是開放性的問題，例如”你為什麼考慮這
一些鑑別診斷 "或”你打算如何治療病人的這種狀況 "“
使用詰問方式時要注意，這和一般醫師常說的”電”
是大不相同。詰問目的是為了探知學生的程度及鼓勵他
們參與，所以不要讓他們覺得困窘，否則學員將喪失學
習的動力。而且一定要避免只是為了問問題而問，要讓
學生知道問題的目的以及學習的重點，因此，提出一個
好的問題相當重要。當提出問題後，要讓學員們思考，
等一下，再隨意點人回答。切記不能故意羞辱學生，臨
床教學有責任營造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而且沒有一個
答案是笨答案。最後很重要的，就是在提問時，記得邀
請所有的人參與。
在臨床上同時帶領不同層級的學員時，針對學員不
同的知識程度應該提出不同的問題，而臨床教師期待得
到的答案也要應不同層級的學員而有所不同。例如問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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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疾病的表現，問實習醫學生可能的診斷，問住院醫
師則是鑑別診斷以及治療計畫。當有人回答不出來時，
可以請團隊中其他成員回覆。在實際操作上，應避免當
住院醫師回答不出來時，接著問醫學生；如果醫學生回
答出來時，可能造成住院醫師的窘迫及尷尬，此舉不利
於學員的學習。

詰問要點 /DNH)5
●清楚問題的形態（封閉或開放）及詢問的層次
●聚焦在學員不清楚的部分以促進臨床思辨
●邀請學員參與，提出問題後等待，再詢問
●建立一個支持性的環境，讓每個人可以放心地說”
我不知道”

一分鐘教學法 RQHPLQXWHVSUHFHSWRU 
有五個步驟可以讓老師有效的評估指導以及提供回
饋 1HKHU-2 ，適用於當老師知道這個案學員需
要了解的學習重點。”一分鐘”並非是指教導時間僅為
一分鐘，一分鐘教學法是明確指出在臨床繁忙的工作壓
力下，可以有系統的做一個完整教學的模式，有明確的
原則與時間分配。

一分鐘教學法的五個步驟包括：
 *HWDFRPPLWPHQW確定討論主題
 3UREHIRUVXSSRUWLQJHYLGHQFH提問支持論點的證
據
 7HDFKJHQHUDOUXOHV教導一般原則
 5HLQIRUFHZKDWZDVULJKW強化做對的部分
 &RUUHFWPLVWDNHV修正錯誤

第一個步驟 *HWD&RPPLWPHQW決定主題
在報告個案後，一般情況會是，學員通常停下來等
你的回應，或者問老師接下來的處理方法，學員通常不
會對所報告的個案提出意見，而老師也傾向馬上直接告
訴學員答案，這樣並不恰當，而且未免有些被動。最好
的情形，應該由教師在剛開始決定主題之後，開始詢問
學員。
此技巧詢問學員對自己所報告個案的想法，例如：

範例 
●你的診斷是什麼？還有什麼診斷也有可能？接下
來的治療計畫應該包括哪些？這樣的個案如何追
蹤？理學檢查應該要注意哪些？

不適合的範例
●只提供你自己的意見，如”這個案明顯就是尿路感
染”。

第二個步驟 3UREH)RU6XSSRUWLQJ(YLGHQFH 提
問支持論點的證據
當學員提出他對個案的想法，接著可能希望老師提
供意見確定或修正他的想法。但在老師提供意見前，臨
床教師必需先詢問學員有哪些證據支持他的想法，或者
是還有哪些其它的可能，以及為什麼。要求他們說出想
法，可以讓老師和學員彼此知道他們現有的知識以及不
足的部分。沒有這些資訊，可能無法確切提供他們所需
要的指導。一味單方面的灌輸知識，是最填鴨的教學方
式，最好避免。

範例
●什麼你會這樣想 " 哪些病史、理學檢查或是抽血結
果支持你的想法 "
●你為什麼選 3HQLFLOOLQ，不選第一 &HSKDORVSRULQ ？
你為什麼認為這個病人需要住院？

不適合的範例
●針對問題做考試，如”新生兒黃疸有哪些可能的原
因 "”
●批評學員想法，如”我不認為這個是肺炎，你沒有
其他的想法嗎 "“
●僅發表你自己對個案的意見，如  她比較像是川崎
症。

第三個步驟 7HDFK*HQHUDO5XOHV 教導一般原則
聽完學員的報告之後，老師已經確定學員需要知道
的部分，再根據學員的程度提供一般的原則、概念或考
量。如”當有…應該…”。是一般的原則或者標準的做
法，讓學員日後比較容易再次運用在別的病人身上。

範例
●  如果病人只有蜂窩組織炎時，不能做切開引流。
你必須等到該區域變軟才能引流。
●  酒精中毒的個案有上消化道出血時，除了胃炎之

7DLFKXQJ9HWHUDQV*HQHUDO+RVSLWDO

使用這樣的方法時，學員使用約  的時間報告個
案，臨床老師用  的時間詢問學員，最後用  的
時間討論個案。在學員報告的過程中，臨床老師主動聆
聽且了解病人的問題。接著提問的過程中，了解學員的
需求。經由第一和二個步驟，老師可以了解學員的知識
以及思辨能力。利用接續的三個步驟可以提供具體的教
導。教導一般原則可以在整個教學的中間，也可以在最
後才進行。

是否需要更多的資料來診斷、提出可能的診斷、治療計
畫或者需要的會診等等。這樣不僅可以了解他們的學習
需求，提供的教學才有幫助，同時也讓學員對於病人的
照顧更有參與感及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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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要考慮肝臟疾病或者是凝血功能異常。”

不適合的範例
●只是針對這個個案的問題解答，如”針對此個案，
這是很好的做法。”
●一個沒有根據的做法，如”我認為對於沙門氏腸炎
最好的做法就是禁食四小時，之後開始清淡飲食”

第四個步驟 5HLQIRUFHZKDWZDVULJKW強化做對
的部分
學員已經有效地處理病況，對於老師、病人以及其
他同事很有幫助，但是他可能並不自覺。老師應該利用
這個機會具體的讚許他做對的部分，以及他所造成正面
的影響。有時做對的部分是剛好湊巧碰到的，對其他個
案不見得會這樣做，除非接受到再次強調及鼓勵，否則
這樣的能力可能不會持續存在，所以不要吝於鼓勵學生
做了對的決定與診斷，正向的回饋往往可以給學員帶來
更正面的助益。

範例
●  你在鑑別診斷時能考慮到她的過去病史以及藥物
史是很重要的想法。
●  在你選擇藥物時有注意不同藥物的服用頻率，這
的確有助於病人的服藥順從性。”

 6XPPDUL]HVWKHFDVH：總結個案
 1DUURZVWKHGLIIHUHQWLDOGLDJQRVLV：縮小鑑別診斷
 $QDO\VHVWKHGLIIHUHQWLDOGLDJQRVLV：分析鑑別診
斷
 3UREHV DVNV WKH WHDFKHU DERXW DUHDV QRW
XQGHUVWRRG  提出問題
 3ODQVPDQDJHPHQW：處置計畫
 6HOHFWVDQLVVXHIRUVHOIGLUHFWHGOHDUQLQJ：選擇
一個自我學習的議題
61$336 的進行需要老師以及學員都清楚進行模
式，學習的過程是由學員主導，可能比較適用於稍有基
礎或者是有動機的學員。學員報告個案後，進行鑑別診
斷以及分析，老師只需要主動聆聽，直到第四的步驟學
員提出問題時，老師才需要主動回答。學員提出計畫處
置部分後，老師可以提供一些建議。根據個案的複雜程
度以及學員的程度，老師再決定其參與的程度。最後一
個步驟可以鼓勵學員實做中學習的能力，建議可以在每
天查房前空出一段時間，讓學員報告前一天回去自學的
結果。 3DVFRH-0HWDO
 在 61$336 過程中並沒有一個回饋的步驟，建議
可以在第四步驟中老師加上回饋，或者在最後提供回饋。

不適合的範例

結論

●空泛的讚賞，如  你做得很好 

臨床教學的方法是需要學習的，臨床老師有責任提
供一個安全與友善的的學習環境，在帶領團隊時，應讓
所有成員皆能參與討論，並鼓勵學員將其想法說出來，
可以讓老師更正確地評估學員的臨床思辨能力。在一分
鐘教學法中的第一和第二個步驟中都可運用詰問法，使
用適合學員程度的開放性問題，鼓勵學員的參與，並且
了解學員的程度，以提供合適的教導。可以在學習定向
時就鼓勵學員使用 61$336 方式報告自己對於病人處置
的想法及計畫，在實際討論過程中，利用一分鐘教學法
提供立即的回饋。能夠交叉運用這三種教學法，就可以
幫助臨床教師在繁忙的臨床工作下，得到最有效率的教
學成果。

第五個步驟 &RUUHFW0LVWDNHV 修正錯誤

7DLFKXQJ9HWHUDQV*HQHUDO+RVSLWDO


61$336 是 一 個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的 教 學 模 式
:ROSDZ70HWDO ，有六個步驟，包括：

學員的一些錯誤對於病人照護、團隊的運作或者學
員自己的學習有影響時，老師應該盡可能盡快地在適當
的地方告知如何避免或修正，讓學員有機會先自我檢討。
如果學員知道錯誤及如何修正時，需要鼓勵強化。學員
知道錯誤，但是不知道如何處理時，是最好的教學時機，
相反的，當學員不知道或不願意承認錯誤時，是比較麻
煩的。此時應讓他們知道這樣的錯誤會造成怎樣的負面
結果以及如何修正，才是有效的回饋。

範例
●你剛剛用耳鏡在幫病人檢查時，我注意到病人有不
舒服的表情，你可以試著用不同姿勢來拿耳鏡。
●對於腹瀉的病童，你的病史詢問沒有注意到餵食
史，這樣是不完整的。

不適合的範例
●只是空泛批評的說法，如  你這樣做不對”

6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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