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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醫學專科訓練在歐洲醫學教育學會
年會的參與狀況
劉星佑 林明慧
近數十年來，醫學教育蓬勃發展，興起許多新的教學方法，不僅
學校的醫學教育，畢業後的住院醫師訓練也有多樣化的培育模式。在
台灣，有將近四成的醫師日後走入基層，因此家庭醫師專科訓練的相
關研究是重要的課題。歐洲醫學教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年會是全世界著名的醫學教育盛事，本篇文章藉由
分析歐洲醫學教育學會年會2012年至2016年的研究論文摘要，探討家庭
醫學專科訓練議題在國際醫學教育研討會發表狀況。統計結果發現，
五年內，總發表篇數達7,460篇，而家庭醫學專科訓練相關之論文有233
篇，占3%左右，平均每年46篇，主要分佈的區域在西歐(37%)和北美
(30%)，而最多投稿的國家則是加拿大(63篇)、英國次之(61篇)，台灣則
只在2016年有四篇海報發表。顯示台灣家庭醫學專科訓練相關研究，在
國際醫學教育研討會參與度不高，未來應給予更多鼓勵，讓台灣家庭醫
學教育的研究在國際的教育研討會上有更多的能見度。
（台灣家醫誌 2017; 27: 19-26） DOI: 10.3966/168232812017032701003
關鍵詞：家庭醫學、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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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型的演講和討論會，會議內容引
領未來教育趨勢。台灣醫學教育學者在

醫學教育的目的在於培植畢業的

近年來參與AMEE人數踴躍，2015年台

年輕住院醫師能因應社會需求並且能具

灣參與AMEE人數超過50人，且大多數

有連續性、完整性、規範化（培養核

台灣與會者均有海報發表 。在醫學教育

心能力）與全球化的特色

[1,2]

[3]

。歐洲醫

蓬勃發展的時刻，家庭醫學住院醫師訓

學教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練的改革自然不能缺席。根據中華民國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年會是醫學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2014年的統計，

教育界的年度盛事，吸引上千位醫學教

有近四成的醫師是在診所執業 。台灣日

育人士共襄盛舉，多樣化的學術論文發

益提倡的家庭醫師責任制度，強調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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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醫師所領導的基層醫療來確保社區民

聚焦於醫學教育評量。AMEE年會是台

眾的健康，此方面的醫學教育應從家庭

灣知名度最高的醫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醫學暨人群健康著手，再擴及醫療提供

參與人數逐年增加，每年有來自90個國

乃至兼顧身體、心理、社會和靈性層面

家、超過3,400名與會者，AMEE接受

[5]

的全人醫療之落實 。家庭醫師是社區居

從醫學院的學生到畢業後專科訓練住院

民健康的第一線守護者，因此家庭醫學

醫師，以及各專業領域的投稿，除了醫

的相關教育訓練是重要且值得探討的議

學院醫學教育的師長以外，台灣也有許

題，本文藉由分析最近五年內AMEE年

多專科的醫師前往參與，AMEE每年接

會的投稿摘要，來瞭解家庭醫學專科訓

受的投稿數有一千五百多篇，不只數量

練在國際性醫學教育會議的參與狀況。

眾多，也富有多元性，故筆者選擇將
AMEE歷年的投稿摘要作分析標的。

國際性醫學教育研討會
歐洲醫學教育學會
有鑑於各醫學教育機構的蓬勃發
展，每年於世界各地皆有許多大型的醫

AMEE於西元1972年在哥本哈根

學教育研討會，如國際醫學科學教育者

成 立 ， 是 世 界 醫 學 教 育 聯 合 會 ( Wo r l d

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cal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的歐洲

Science Educators)舉辦的年會，著重在

區域協會和行政會議成員，從最初的10

以科學為根基所建立的醫學教育與健康

個國家，40名會員，到目前已有來自

照護上，每年有20多個國家、400多名

五大洲、超過90個國家，三千五百名

醫學教育者參與；由美國畢業後醫學教

會員，是當今活躍的醫學教育學會。

育評鑑委員會(The Accreditation Council

AMEE的主旨希望建立一個平台，以促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舉辦的年

進不同地區的醫學教育研究者能夠交流

會，落實並推行六大核心能力；美洲有

與分享，肯定過去的傳統教育改革和支

美國醫學院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持創新的課程規劃、教學方法與評量，

Medical Colleges)的大型年會，吸引4000

鼓勵醫學專業人士投入在教育的研究和

名與會者共襄盛舉，是美洲重要的醫學

建構以實證為導向的教育內容。除了辦

教育盛事；同在北美洲的加拿大也有加

理各類醫學教育活動，AMEE也出版了

拿大醫學教育年會(Canadian Conference

醫學教育指引(AMEE Guides)、醫學教師

on Medical Education)；亞洲則有新加

期刊(Medical Teacher)和線上公開的醫學

坡主導的亞太醫學教育會議(Asia pacific

教育論文(AMEE MedEdPublish) 。

[6]

Med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及馬來西
亞的國際醫學教育研討會(International

歐洲醫學教育學會年會

Med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臺灣
醫 學 院 評 鑑 委 員 會 ( Ta i w a n M e d i c a l

AMEE從2001年開始舉辦年會，由

Accreditation Council)每年也有代表與

歐洲不同國家輪流舉辦，是全球重要的

會；此外還有每兩年輪流於世界各國舉

醫學教育盛事，無論投稿的質與量皆是

辦的渥太華年會(Ottawa Conference)，

有目共睹。會議的進行，是根據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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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題來做分類，以2016年AMEE年

「travel medicine」、「preventive

會為例，從挑選入學學生、課程設計、

medicine」、「palliative medicine」、和

專業素養、教育評量，到醫院的臨床推

「geriatric medicine」來搜尋，找出與家

理、醫病溝通、醫療科技結合甚至醫學

庭醫學專科訓練相關之研究，並以地區

教育與健康體系的關係、皆有各自的討

和國家做分類分析。

論會和研究內容。研討會通常為期一

五年內，AMEE年會共有7,460篇

週，會前有數十場的工作坊、團體會議

的研究摘要，平均每一年接受的投稿

(group meetings)，還有會中的論文發表

篇 數 為 1 , 5 0 0篇 ， 又 以2 0 1 4年 的 1 , 6 6 6

會、專題討論會和上千篇精彩的學術報

篇最多。投稿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

告、海報和論文簡報，吸引著全世界富

海報(poster)；另一類則包含簡報(short

有醫學教育熱忱的各領域人才前來共襄

communication)、研究論文(research

[7]

盛舉 。AMEE年會並結合富含創造力

paper)和工作坊(workshop)。經過分析發

的年度主題，例如2016年的「Innovating

現，海報占了將近六成，是AMEE年會

in Education」和2015年「Inspire... and be

主要的投稿類別，其餘四成來自簡報、

inspired!」，突顯每年的年會的指標意

研究論文和工作坊。經由關鍵字搜尋，

義和前瞻性。AMEE特別提供線上直播

共找到了233篇與家庭醫學專科訓練相關

的參與方式，讓無法親臨現場的人可以

的研究，投稿篇數逐年增加，從2012年

透過網路平台學習。近年來，台灣醫學

的43篇到2016年有50篇。投稿篇數占全

教育界參與AMEE年會非常熱絡，2014

部投稿比例大約是3%（表1）。投稿地

年有65位與會，到2015年則超過100位，

區主要集中在西歐(37%)和北美(30%)。

讓大會秘書長印象深刻，多處稱許。本

而投稿最多的國家則是加拿大（63

文第一作者在醫學生時期，曾經做了

篇），其次是英國（61篇）、荷蘭（23

一份關於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篇）和澳洲（19篇）。至於台灣，只有

learning, PBL)的問卷研究，探討醫學生

在2016年有四篇海報發表。

參加PBL後，學習方法的轉變與對於PBL

以2014年AMEE年會為例，其中一

的看法，研究成果有幸被2015年AMEE

個主題探討畢業後的家庭醫學專科訓

年會接受，以海報方式發表。

練，共有五篇來自澳洲、葡萄牙、加拿
大、墨西哥和英國的投稿，以簡報(short

年會論文與家庭醫學專科訓練
相關論文

communication)發表。第一篇是來自澳
洲的先驅研究，藉由研擬出一套訓練計
畫，讓住院醫師培養面對多重共病症的
[8]

從AMEE的官方網站，下載2012

照護能力 ；第二篇由葡萄牙的學者投

至2016共五年的論文摘要集(Abstract

稿，探討住院醫師在經過一年的訓練

Book)，統計每一年的投稿總數和分類，

後，對於同理心的運用和溝通技巧能力

接著以關鍵字「family medicine」、

的轉變，發現有許多因子影響這些能力

「primary care」、「community」、

的培養，讓之後教學能有理可循 ；第三

「general practitioner」、「health

篇來自加拿大的研究，發現結合科技的

promotion」、「behavior change」、

運用，能協助住院醫師養成熟練的臨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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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歐洲醫學教育學會年會論文分析（2012年至2016年）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合計

n (%)

n (%)

n (%)

n (%)

n (%)

n (%)

1,391

總數

1,465

1,666

1,520

1,418

7,460

海報

780 (56.1)

856 (58.4)

946 (56.8)

877 (57.7)

920 (64.9) 4,379 (58.7)

簡報、研究論
文、工作坊

611 (43.9)

609 (41.6)

720 (43.2)

643 (42.3)

498 (35.1) 3,081 (41.3)

43 (3.1)

42 (2.9)

43 (2.6)

47 (3.1)

47 (3.3)

222 (3.0)

海報

21

23

17

20

28

109

簡報、研究論
文、工作坊

22

19

26

27

19

113

家庭醫學專科訓
練相關論文數

*論文數含 SCI 及 SSCI
資料以個數（百分比）呈現

[10]

；第四篇是墨西哥學者投稿，打

系，是醫療政策執行的重要推手。這些

破常規，由住院醫師來評量臨床教師，

寶貴的研究結果，也能成為日後無論是

發現住院醫師的回饋能協助教育改革和

家庭醫學教育、甚至國家健康政策改革

技能

提升訓練品質

[11]

；最後一篇是由英國投

重要的參考資料。

稿的研究，作者認為未來的家庭醫師需

台灣在2016年AMEE年會有四篇關

要個別化的照顧每位病人，因此社區族

於家庭醫學專科訓練的研究投稿以海報

群健康的篩檢、衛教和追蹤在住院醫師

發表。第一篇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

[12]

訓練過程顯得非常重要 。

院區杜戎玨醫師等發表，內容提到住院

綜觀所有家庭醫學教育相關的研究

醫師在翻轉教室的教學方法中，需先線

投稿中，內容非常多元和具有開創性，

上研讀相關資料，完成作業，接著藉由

像是結合科技的運用於家庭醫師的執業

模擬課程的方式，讓住院醫師能投入情

場所，能有效、準確的掌握社區病人的

境當中與模型互動，培養如何在家庭健

狀況，並及時給予回饋

[10]

；也有學者提

出，在住院醫師專業養成階段，加入病
人的參與能提高訓練的成效

[13]

康訪問時有效溝通和傳遞正確的健康觀
念

[16]

。研究結果發現，此教育模式，能

；日本學

使住院醫師增加信心，於實際照護上有

者則連結時事，提倡住院醫師訓練計畫

更好的表現。第二篇則由義大醫院的

應加入災難醫學的訓練

[14]

；甚至家庭醫

劉依亭醫師等發表，他們挑選適當的

師在門診的處方錯誤率，也有國家深入

線上共享資源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15]

。分析結果發

courses, MOOCs)，內容包含臨床問題

現，有關家庭醫學教育的研究摘要中，

的解決、流行病學的和每日的科學思

發表最多的國家是加拿大與英國，同時

維，讓住院醫師在臨床訓練之餘，能培

反映出其以公醫制度為主的醫療衛生體

養終身學習的習慣。研究發現，參與的

研究並提出改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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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滿意度很高，給予許多正面回

列。不過台灣家庭醫學教育在這方面的

饋，例如有趣的教學題材、和彈性的學

參與仍稍嫌不足，因此未來應給予更多

習時間，但作業負擔過大也成為負向的

鼓勵，讓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在國際

回饋。研究結果認為MOOCs在經由謹

的教育研討會上有更多的能見度。

慎的規劃和師長定時與住院醫師的回饋
討論，能有效的增進住院醫師廣泛的學
習經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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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icipation of Family Medicine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the Annual Conference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Hsin-Yu Liu and Ming-Hwai Lin
Medical education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recent decades. A new wave of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e.g. flipped classrooms, has made their ways into real-life medical
education. Other than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postgraduate residency training has
also witnessed several innovative programs and curriculums. The paper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Europe (AMEE), the world’s largest of its kind, in recent year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family medicine specialty training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ronts
of medical education. The abstract books of AMEE annual conferences from 2012 to 2016 were
downloaded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association, and specific abstract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following keywords: “family medicine”, “primary care”, “community”, “general
practitioner”, “health promotion”, “behavior change”, “travel medicine”, “preventive medicine”,
“palliative medicine”, and “geriatric medicine”. Breakdown of participation was analyzed by
stratifying the abstracts by region and country. 37% of the 233 abstracts associated with family
medicine residency education in the past ﬁve years came from Western Europe and 30% from
North America (30%). The country authoring the greatest number of abstracts was Canada (63
articles), follow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61 articles). Taiwan, however, presented only four
abstracts, all in 2016. In light of the growing number of studies about family medicine residency
training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conferences, the participation of Taiwan’s
family medicine community appears to be particularly insufficient. Vigorous efforts need to
be made to enhance Taiwan’s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medical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postgraduate specialty training.
(Taiwan J Fam Med 2017; 27: 19-26) DOI: 10.3966/1682328120170327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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