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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的國際醫療訓練
李映樺

許雅荃

陳曾基

黃信彰

住院醫師訓練期間納入國際醫療訓練，在歐美國家已發展多年，訓練形
式也非常多元化，包括全球健康帶狀課程、選修輪訓、志工形式參與等。國
際醫療訓練可增強臨床診治技巧、學習跨文化溝通能力和培養團隊合作精
神。住院醫師的國際醫療訓練經驗，往往也會影響其未來投入基層或偏鄉醫
療的意願。目前阻礙住院醫師選訓國際醫療的個人因素多為時間和財務，官
方若要國際醫療訓練計畫也有許多實務上的問題待克服，計畫主持人和醫學
會必需建立訓練核心價值、評估方式、完善的行前準備課程和資源網絡。台
灣可參考國外經驗，發展完善的住院醫師國際醫療訓練計畫，不但能提升醫
師的臨床技能及部科的招募潛力，宏觀來看，協助政府的醫療外交以提升臺
灣的國際空間。
（台灣家醫誌 2021; 31: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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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道相對不易。本文收集相關文獻，分析
國內外之國際醫療訓練發展現況，以期

21世紀是高度國際化的時代，文

了解各種阻礙並提出建議，期望在未來

化、觀光、資本甚至醫療等資源在各國

能提供我國設立國際醫療訓練計畫的參

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在不少的歐美國家

考。

中，住院醫師專科訓練已納入國際醫療
訓練課程[1-3]。然而，目前台灣的專科

國際醫療訓練簡介

訓練尚未規畫相關制度，住院醫師若想
參與國際醫療，必須暫時中斷訓練，無

自1997年來，許多醫學教育機構

薪水可領外，亦須自行負擔機票、生活

提出全球醫療教育的重要性。於2003年

費、訓練費用等龐大的金額。我國官方

世界醫學教育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合作的國外醫療機構較少，對有興趣參

Medical Education)提倡設置更多全球性

與國際醫療服務的醫師而言，取得國際

健康照護的平台及相關教育計畫，此

間醫學教育及訓練經驗的相關資訊的管

後，美國、加拿大及歐洲地區的各家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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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及專科醫學會陸續推動相關計畫，

包括國際醫療教育與國際醫療援助等。

提供醫師眾多申請國際醫療訓練的機

再以境內與境外搭配，可分為境內營

會，及協助醫師和機構單位的配對[4]。

利、境外營利、境內非營利與境外非營

表1提供截至2017年，美國各科國際醫療

利四種模式[6]。

訓練現況[5]。

訓練部分則包含國際醫療選修

國際醫療可分為營利性與非營利

(international health electives)、全球化健

性，前者包括國際病人服務、國外醫院

康帶狀課程(global health curriculum)、醫

的設立與經營及國際醫療產業等，後者

學生見實習課程、行動醫療團、緊急人

表1

美國各科住院醫師國際醫療訓練現況

訓練對象

資料收集年份

對於國際醫療看法和現況

麻醉科

1986, 2008, 2015

91%對於此訓練有興趣，其中15%在住院醫師期間已
完成國際醫療選修

急診

2009, 2013

7到8成訓練計畫中至少有一位住院醫師參加國際醫
療訓練

家醫

1998

1998年，有45%家醫科訓練計畫提供國際醫療訓鍊

神經科

2012

超過一半的訓練計劃有提供國際醫療

眼科

2012

54%訓練計劃有提供國際醫療

骨科

2014, 2015

26%訓練計劃有提供國際醫療

喉科

2010

90%支持住院醫師參與國際醫療

小兒科

1995, 2006, 2008, 2014

1995年25%訓練計劃有提供國際醫療，2014年58%，
2008研究發現21%於三年訓練期間完成國際醫療訓練

整形外科

2015

64%訓練計劃有贊助國際醫療任務

精神科

2008

42%訓練計劃有提供國際醫療

放射科

2010

4%住院醫師表明訓練計畫有提供國際醫療輪訓，
72%希望未來推動國際醫療援助

外科

2008

先前研究顯示住院醫師有很高的興趣，但2008年只
有25%訓練計劃有提供國際醫療

全部科別

2013

根據ACGME住院醫師訓練網站，在1856個訓練計劃
有20%(380)提供國際醫療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5，Pediatrics 2017; 140: e2016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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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救援、常駐醫療團、無國界醫生組織

上的醫療機構，即便近年來社區醫學列

等等，可再依不同目的導向細分，如研

為醫學生及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ost-

究、臨床及公共衛生等等。其中，全球

graduate year training；簡稱PGY訓練）

化健康帶狀課程偏向公衛訓練，通常是

的必修課程，內容包含基層診所或衛生

為期數年的學位課程且有規劃完善的導

所見實習，但偏向單次性且以觀察體驗

師制度，而國際醫療選修則是住院醫師

為主，大多數醫學生和住院醫師對於偏

和研究醫師的短期海外課程，以臨床實

遠地區的醫療發展現況及制度仍無法充

習為導向。

分了解[13,14]。而國外研究顯示，曾參
與國際醫療支援或偏遠地區醫療訓練的

國際醫療訓練的優點

住院醫師，未來在基層和偏鄉服務的機
會高於未曾參加過的人[4,15]。若在醫學

提升個人專業能力

養成教育過程中能有更完善課程規劃，

國際醫療訓練可培養住院醫師的專

讓學員走入社區及偏鄉，觸及不同層級

業知識及技能。過去文獻發現，有國際

的醫療產業文化、了解資源匱乏地區的

醫療訓練經歷的醫師傾向以詳細的問診

照護運作方式，或許能增加年輕醫師未

和理學檢查作鑑別診斷，較不依賴廣泛

來至偏鄉行醫的意願，進而提升偏鄉醫

的抽血檢查[7]。許多研究也顯示，國

療服務可近性。

際醫療的訓練能增進醫師的跨文化溝通
能力、了解公共衛生議題、提升急重症

與世界醫學教育接軌

處理能力和適應各種醫療流程的能力。

台灣以先進的醫療技術、覆蓋率

此外，除了醫學專業知識，國際醫療訓

高的健保制度和完善的公衛系統聞名世

練可養成對多元文化兼容並蓄的人格特

界，但國際醫療訓練機會仍嚴重不足。

質、學術研究的能力、以及在有限設備

相較之下，在美國、加拿大等歐美國家

下的診治技巧，都對未來職涯發展有正

的國際醫療訓練已日臻成熟，若干專

向的幫助[8-11]。

科都提供相關輪訓課程，急診專科有
71%，兒童醫學專科則有52%，美國家

提升偏鄉及離島地區就醫可近性

庭醫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臺灣的城鄉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

Physicians, AAFP)也已將為期三到四週的

均，長年以來，離島和偏鄉地區醫師招

國際醫療訓練納入選修課程[16-18]。此

募困難，大多仰賴公費醫師分發制度。

外，根據美國內科醫學會統計，在2009

根據統計，自1975年開辦一般公費生制

年有57%的內科訓練機構提供住院醫師

度至2019年為止，已培育超過六千餘名

可帶薪的國際醫療訓練計畫，其中有

公費醫師分發至偏鄉、離島等地區服務

40.6%的機構提供醫師在海外的生活費補

[12]。年輕醫師不願意至偏遠地區工作的

助，參與者也表示，財政支援能增加醫

原因除了交通、安全及薪資待遇等現實

師至海外支援的意願[19]。因此，若能在

問題，亦須考慮家庭照顧及未來生涯發

住院醫師訓練期間有參與國際醫療的經

展受限的可能性。由於台灣專科醫師訓

驗，透過和世界的交流，將能培養年輕

練限制在具教學能力的區域醫院層級以

醫師更多元化的國際視野，進而提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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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障礙相關的糾紛及當地醫材限制，
整體研究顯示，最重要的阻力仍是資金

增加招募能力

和時間[21]。

據美國醫學生學會畢業問卷統計發
現，自1999年到2010年，醫學生時期有

資金和時間

國際醫療經驗的比例從18%增加到30%，

Hernandez等人於2015年在Council

顯示學生們對國際醫療興趣逐漸增加

of Academic Family Medicine (CAFM)

[15]。AAFP在2004年針對醫學生的問卷

Educational Research Alliance (CERA)的

調查顯示，有91%的學生表示家庭醫學

大型研究中調查452位家庭醫學住院醫師

科的訓練計畫應涵蓋國際醫療，有81%

訓練計畫主持人，其中有257位回覆問

學生認為若訓練醫院有提供國際醫療的

卷，74.3%表明有提供全球化醫療的計

機會，能提升申請該家醫院的意願，大

畫，當中有53.5%表示推動計畫的主要阻

部分家醫科住院醫師對國際醫療訓練有

礙為缺乏資金：將近五成(47.5%)的醫師

興趣且抱持正向的態度[20]。台灣目前尚

需要自行支付全額費用，僅8.8%是由機

無相關論文或統計可參考。以美國現況

構或基金會全額贊助[22]。

為例，若能在住院醫師訓練期間提供國

在台灣，大部分的海外醫療服務是

際醫療的輪訓機會，不但能提升部科的

透過非營利組織的醫師義診，交通旅遊

招募能力，亦能拓展國家的醫療外交潛

費用由參與者自付，而醫療相關費用則

力。

由捐款贊助。少部分是政府官方主持的
國際醫療服務，如衛福部和外交部委託

國際醫療訓練計畫的疑慮

國內醫院協助辦理「太平洋友邦及友我
國家醫療合作計畫」，派駐醫護人員至

醫師對國際醫療常有許多疑慮，包

馬紹爾群島、帛琉、吉里巴斯、諾魯、

含語言隔閡、人身安全、醫療保險（包

吐瓦魯、斐濟及巴布亞紐幾內亞，提供

含個人健康保險和醫療糾紛保險）、缺

當地民眾醫療服務並協助進行公共衛生

乏後援、交通不便、家庭照顧困難、延

推廣，交通費用及薪資主要由外交部支

誤國內訓練及訓練費用龐大等。據1996

付相關費用。但此計畫主要對象為專科

年到2015年美國系統性研究顯示，有

醫師，無明文規定是否允許住院醫師參

提供住院醫師國際醫療訓練的12個專

加，也未有安排課程及計算訓練時數之

科中，依序為預防醫學(83%)、急診醫

規劃[23]。

學科(74%)及外科(71%)，而末三名為整

目前台灣尚無學會將國際醫療納

形外科(41%)、婦產科(28%)、小兒骨科

入專科訓練學分，訓練過程若想自願參

(26%)；在網路調查的部分，比例最高者

與國際醫療，通常必須利用個人假期安

為急診醫學科(41%)、小兒科(33%)、家

排、延長專科結訓時間，且無金錢方面

醫科(22%)，最低者為精神科(9%)。除了

支援。未來若要持續且擴大國際醫療訓

各科特性相關的挑戰，如精神科欲進行

練計畫的發展，需要各學會建立明確訓

深度會談，須面對較多文化語言隔閡的

練指引，將國際醫療納入專科訓練計

阻礙，而外科系在開刀過程則可能面對

畫，可保障住院醫師生涯規劃不被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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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也可提升訓練機構提供薪水和生活

缺乏、醫病間認知差距或流行病學的差

費補助之意願，將顯著降低住院醫師的

異衍生出的醫療糾紛風險亦會提高[5]。

參與門檻。

國際醫療訓練計畫的規劃
健康風險
參與者在海外經常面臨生理和心理

建立訓練課程指引

的挑戰。Miller等人研究顯示，許多參與

美國在發展國際醫療訓練的創始

者在海外服務期間感到身體不適：49%罹

階段，並無特定的學習指引和評量方

患旅行者腹瀉，14%於訓練中或結訓後會

式，直到2012年，Gladding等人率先

因不同病因需就醫治療，5%身體蛋白質

使用美國畢業後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

不足、4%感染瘧疾[24]。Balmer等人研究

(The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發現對於文化衝擊，病人死亡等因素，

Medical Education, ACGME)提出的六

有50%的參與者會感到悲傷，39%會覺得

大核心能力為國際訓練課程的框架，

沮喪。整體來說，停留在國外訓練時間

分別為病人照護(patient care)、醫學知

越長，越容易有心理失調的問題，短期

識(medical knowledge)、從工作中學

參與者反而認為增加活力和精神[25]。因

習及成長(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此在規劃國際醫療訓練計畫時，應納入

improvement)、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醫師的健康安全保護措施，包含強制施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打疫苗、投保人身安全保險，建立居住

專業素養(professionalism)以及制度下之

地以及工作場所的防護措施等，心理諮

臨床工作(systems-based practice)。2006

詢管道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年至2010年，明尼蘇達大學小兒科專
科訓練計畫也以此標準做為國際醫療

安全風險

選修住院醫師(University of Minnesota's

國際醫療服務經常存在較高的人

pediatric residency)的能力導向之評量

身安全風險和醫學倫理問題。Gladding

[26]。而後其他科別（急診、婦產科、

等人描述，由於海外的醫療資源和本國

內科等）也陸續跟進，以六大核心價值

差異性大，醫師在不熟悉環境和設備的

為基礎，評估學習成效並建立自己的國

狀況下執行侵入性處置，自身和病人安

際醫療訓練計畫[28,29]。在家醫科的部

全及醫療糾紛的風險都較在國內執行醫

分，則是在2014年由Zink等人，經文獻

療任務時來的更高[26,27]。此外，國際

探討和專家討論後建立學習指引[30]。

醫療支援的國家經常是未開發或開發中

目前我國尚無國際醫療訓練計畫認定基

國家，戰亂和暴力事件的發生率較高，

準，我們建議可參照美國專科醫學會的

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往返路途中的交通意

方式，使用ACGME核心能力的架構，來

外、語言文化的隔閡引起的衝突，都是

建立住院醫師的國際醫療學習目標。

不容忽視的人身安全風險。而在不同的
醫療制度結構以及不同的人種特性的背

行前準備

景下，因處方藥物劑量和預期效果的差

McMichael等皮膚科專家列出關於

異、不同的病歷紀錄方式、診斷工具的

國際醫療訓練行前準備清單[31]，除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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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成本如生活費用及生活必需品等，另

而，許多研究顯示經驗側寫對核心能力

一個非常重要的準備工作是需自我考量

增強有益[33-35]。Grissom等人進行研

可能失去的機會成本、尋找替代措施，

究，分析12位前往海地和多明尼加共和

以及行前心理建設。這些隱藏的機會成

國進行為期兩週的醫療服務之學員，請

本包含進修繼續教育的困難，如因資訊

學員在訓練過程中及完成訓練後做文字

科技落後難以取得教育資源（期刊、教

紀錄，內容著重於當地文化如何影響病

科書、網路課程等）、練習臨床技能的

人決策、如何了解和接觸病人、改善美

機會較少、難以取得同儕及上級的支援

國照護系統的方法建議、旅程對未來職

等，因此建議年輕醫師在進行海外常駐

業規劃的影響，一組使用網路部落格記

醫療服務前，可先參加短期的海外或偏

錄，另一組採用傳統文字記錄。經過三

遠地區義診，了解醫療資源缺乏的應變

位專家閱讀及質量研究分析(qualitative

方式和心理建設。

research method)，發現有留下學習紀錄的

目前台灣僅有少數醫療機構參與官

學員比起無紀錄的學員更能達成訓練計

方的國際醫療合作計畫，如榮總體系長

畫的目標，且使用網路部落格的學員，

期輪流派駐不同科別的醫師至邦交國諾

紀錄內容更加多元化，公開的文章也

魯進行醫療援助，家醫科也涵蓋在派駐

能促進民眾健康知能、增進同儕專業知

的名單裡。台大醫院也依照醫學評鑑規

識，並提供許多珍貴經驗給未曾有過海

範，每年至少三個月派駐專科醫師至開

外醫療經驗的學員[36]。因此我們建議，

發中國家支援與交流[32]。而其他透過官

未來國際醫療訓練學員可考慮建立部落

方或民間管道進行海外的醫療服務或醫

格或線上文章影音分享海外學習歷程。

事教育，無論是前往友邦或非友邦國，

結

大多是先天環境困難和醫療資源缺乏的

論

地區，相關行前規劃跟支援都是相當重
要且必須的。

國際醫療訓練是目前新興的醫學教

我們建議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列出

育議題，臺灣目前尚未將國際醫療服務

行前清單及開設行前準備課程，與多家

納入住院醫師專科訓練計畫中。我們分

醫院合作，提供曾參與國際醫療交流之

析並彙整國際醫療訓練計畫潛在的優缺

專科醫師擔任導師以豐富師資深度，釐

點、提供行前準備工作建議（表2），以

清各國對醫療執照和執行侵入性處置的

期能在保障醫師的工作權利的同時，也

規範、協助投保相關保險，避免醫療糾

保障當地民眾真正受惠於醫療照護品質

紛[26]，保障家醫科住院醫師能在準備周

的提升。

全的狀況下進行國際醫療訓練。

國際醫療的發展能帶來許多正面
的效應：以醫師層面來說，可增進臨床

輔助學習方法

知能以及拓展世界觀；在訓練機構的方

對於學習成效的審核，國際間並

面，可增加招募的吸引力；以國家層面

無通用且標準之評估方式。訓練過程

來說，發展醫療外交可鞏固邦交關係，

中，大多未設立評核表，而是由參與者

拓展國際空間。然而，國際醫療訓練仍

完成訓練後做心得報告或文章發表。然

有許多疑慮尚待解決，尤其是訓練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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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療訓練計畫現況及優缺點
優點

缺點

行前準備建議

住院醫師 提升未來在基層或偏
鄉地區服務的意願
增加同理心及多元文
化的包容力
擴展學經歷

缺乏資金
生涯規劃中斷
學習資源取得困難
無法兼顧家庭
人身安全風險提高
醫糾風險提高
身心健康失調

購買私人、旅遊、醫療糾紛保險
規劃學習目標
熟讀國際健康議題和行前教育課程
熟悉當地語言
建立連絡網路（與部科和家庭）
準備藥物和補充食品

計畫主持 提升招募
人及專科 部科國際化

部科內人力缺口
資金補助
薪資給付
缺乏有經驗導師

安排替補人力
建立穩定資金來源
建立核心價值和訓練指引
強制醫師投保
辦理行前教育課程
提供線上心理諮商
跨院合作建立導師制度

國外醫療 增加醫療照護人力
單位
提升院內專業人員專
業知能
提升當地醫療品質

溝通不良
薪資給付
不同醫師輪流短期
派駐使當地慢性病
人照護連續性中斷

基層醫學機構：衛生所、醫院、健
康門診、軍隊
安排監督和教學計畫
安排語言文化適應課程
建立完整病歷紀錄及交班系統

政府

新興傳染病擴散
資金補助

拓展合作國家
建立穩定資金補助辦法
訂立適當法規

提升醫療外交
國際能見度提升
發展學術研究

來源、時間限制、人身安全風險、個人
職涯影響及教學師資這數個面向。

完善國際醫療相關行政規畫，既可
提升現行交流人員之服務品質，亦可增

我們建議家庭醫學醫學會能將國

進未來人力調配之靈活度，期待家庭醫

際醫療訓練納入專科訓練計畫的選修課

學醫學會能與國際接軌，成為台灣國際

程，採用短期（1至3個月）的輪訓方

醫療訓練計畫之領頭羊。

式，減少對原訓練計畫期程之影響。合
作單位部分，可考慮併入外交部國家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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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Health Training during Family Medicine Residency
Ying-Hua Lee, Ya-Chuan Hsu, Tzeng-Ji Chen and Shinn-Jang Hwang
Global health training in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in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elective, global health curriculum, global
health track, international rotation, or volunteerism. Existing studies has reported an obvious
increase in the interest in global health training during residency among residency specialties
worldwide. Global health experiences beneﬁt participants in several ways, including broadening
medical knowledge, improving physical examination skills, and building tolerance of diverse
cultures. Global health training further helps recruit residents and is likely to foster participants'
willingness to work in medically underserved settings. However, there are hurdles for offering
global health training in residency programs. The common challenges include shortage of
ﬁnancial resources, inadequat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lack of supervision, and time constraints
during residency. A comprehensive and structured review would help construct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ing global health training during family medicine residency in Taiwan.
(Taiwan J Fam Med 2021; 31: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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