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年度新制家專認定醫院說明會Q&A 及106 年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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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住院醫師於合作醫院訓練期間，訓練不超過 50%時數，是指
三年期間，還是一年期間。
7/1 應提交的資料，是否還須要填寫衛福部版的自評表？
醫院自評表透過雲端系統(電子檔)提交後，即視同紙本送達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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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自評表附件，是收前一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之
資料。那計畫書部份也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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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自評表，表頭載明「其餘備註附件，請提供填表日前至
3 年內之資料」其期間指為何？
醫院自評表【備註】欄，未標註★號之附件，何時應繳交?

7

附件是否都要蓋掉個資資料?

8

共同訓練合作醫院合約書，因目前院方修訂之合約書版本下
週才會提供各科，如合作醫院 7/1 前來不及送回，是否可以
先檢附本院用印好之版本，完整版是否可以後補，因怕合作

A
是三年訓練期間。
不需要，只需要填醫學會版自評表（已包含衛福版所有資訊）。
所有訓練計畫(含未到期不需實地訪視之醫院)，均需繳交新制認定基準之
自評表，俾辦理書面認定審查。
雲端系統與紙本間有差異時，以雲端系統為準。
自評表必須透過雲端系統列印，且用印下(保確系統檔與送件紙本一致)，
函送本學會完成申請程序由 7/1「送達日」改以「郵戳為憑」辦理。
訓練計畫書及科內教師群經歷表項目除外。
本(106)年度專科認定工作任務，即審查各訓練醫院其 107 學年度規劃(107
年 8 月 1 日起)之訓練計畫(含聯合訓練規劃)，是否符合衛福部規定標準。
又須同時檢視先前年度認定執行結果，所以亦需各醫院提交相關執行佐證
紀錄(書面審查僅須附前一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止，指定★號附件資料)。
科內教師群條件需審查近三年經歷、論文及報告等發表情況。
以 106 年度認定作業為例，前三年為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部份資料，例如論文發表成果，可放寬至 105 年 6 月 30 日。
因屆期(訓練資格至 107 年 7 月 31 日止)、去年(105)認定不合格或新申請等
醫院，皆需辦理書面審查外，須要加辦實地訪視。符合前述之計畫單位，
不論是否有標註★號之附件，僅須備在實地訪視現場查核即可(期間：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且不須上傳到雲端系統。
是的。上傳至系統的資料，為呈現資料的真實性，又兼顧個資法；可選擇
蓋掉中間資訊。例如陳○○。
醫院認定作業，因有期限限制，無法開放補件，相關申請資料，應於指定
時間內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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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醫院無法如期協助 7/1 前用印完成送回，故想先詢問。
5.家庭醫學科編制內設有病房：
(1)□是□否 有一般住院病床（ ）床
(2)□是□否 有安寧緩和住院病床（ ）床
請附★病房人員編制表及★醫師值班表

A
此為混合病房案例。
可提供 105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簽署照護的病人明
細單為佐證，或提供「院務會議紀錄」載明編配多少床數予家庭醫學科收
案文件，惟實地訪查仍須依主治醫師有無實際簽床與直接照顧病人作判
定。

以本院為例，在地區醫院管理考量上，單一病房多以 45-50
床為最符合經濟效益及護理人力配置，家醫科專屬病床僅佔
其中 15 床，收治一般急性疾病及安寧病患，由家醫科 VS，
R 及 NP 團隊照顧(病房若當月沒家醫 R 由 NP 協助)，病床
位於 8 樓綜合病房，非家醫科專屬病房，地區醫院家醫科不
太可能單獨擁有 50 床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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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只需提供院方証明(家醫科床數)，家醫科住院病人明細
單，就可証明有住院服務。
所有條文細項是否均須填寫本院現況(或項目自評說明)
是的。
請簡單說明執行現況，若訓練醫院自評等級為 5 時，應提佐證資料與詳細
說明。
編號 20102，醫德醫術醫業如何提交佐證資料？
可參考 104 年 5 月 11 日衛福部公告新制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認
定基準，呈現於 貴院教學訓練計畫書中，各醫院也可自行依醫院特色作
調整。
確實有些項目真的很難評定，至少新制實施三年期間，標準會是一致，到
第四年再一次更正。
編號 30201，請附合作醫院具專科訓練資格證明，是指部定 必修科除老年專科與安寧緩和醫療之外，皆為衛福部部定西醫專科，應檢
專科嗎？那非部定專科，例如安寧緩和科，要檢附什麼？ 具衛福部公告之訓練資格證明。另選修科，如老年科、安寧緩和醫療，則
檢附相關醫學會發證之證明即可。
我們沒有精神科病房，送住院醫師到精神科合作醫院受訓 1 可以，但必須為精神科專科訓練醫院。
個月，這間合作醫院並不是家庭醫學科訓練醫院，是否可 在主訓醫院必需至少有一位精神科專任醫師下，如無法訓練或訓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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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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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我們還是以主訓醫院提出申請嗎？
精神科有合作醫院，在 2-3 個月訓練期間，都要在合作醫院
執行嗎？精神科門診訓練可以回主訓醫院訓練嗎？
社區訓練單位，例如診所，如何提供訓練資格證明？

17

有關住院醫師訓練中選修科系，例如安寧緩和醫療及職業醫
學科系等若要在本院受訓，本院需有什麼樣的資格條件嗎？

18

編號 40201，住院醫師之學習及工作時間比例分配合宜。住
院醫師每人輪訓，每年每月都不一樣，計算式是採平均值
嗎？

19
20

編號 40201，住院醫師工作時間，是包含值班時間嗎?
編號 40201，住院醫師排班表，請問是舉一位醫師的一個月
做例子，如一週工作 5 天(每天 8 小時)隔天下午 pm OFF，
平均每周值班 2 次(每次 5.5PM 至隔天 7.5AM 共 14 小時)，
即工時為 8*5-4*2+14*2=60；學習時間為每周中午 3 次會
議，每次 1.5 小時，每周夜診學習一次 4 小時，門診學習每
周一次 3 小時，論文及 POSTER 指導每周 2 小時，其他輪
訓科別會議每周 3 次，每次 1 小時，即學習時間

3

A
得找尋合作醫院聯合訓練；惟該院計畫型態將由單一訓練變為聯合訓練。
聯合訓練需併入訓練計畫書中，一併送年度審查，不在受理期中送件，逾
期者，需等下年度提交審核後再執行(即 106 年度送審之訓練計畫書，為
107 學年度(107/8/1)適用之聯合訓練內容)。
是的。所有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都是以主訓醫院提出申請。
只要依計畫書執行即可。不一定都要在合作醫院執行，門診訓練可以回主
訓醫院訓練，但計畫書應明確列出。
住院醫師至由主訓醫院直接連絡的社區訓練單位受訓，視為主訓醫院的教
學計畫。若非主訓醫院直接連絡，是透過合作醫院到合作醫院的社區訓練
單位受訓，則合作醫院必須具有 PGY 社區醫學訓練醫院資格。
在「主訓醫院(本院)中」之基礎條件下，應有該科專科醫師(如職業醫學科)
至少一人，並提供醫療服務(如職業醫學科)及負責執行家庭醫學科專科醫
師訓練計畫中，所須(職業醫學科)教學活動即可。
另外非部定專科之「安寧緩和醫療科」，則至少應有安寧緩和醫療學會認
可之教師至少一名即可。
是的。但重點在家庭醫學科的教學時數。
12.5%規範來源，是以住院醫師每天工作 8 小時，其中早上或中午有討論
會議，或是門診教學/教學門診至少一小時，即符合等級 3。晨會、科內研
討會、個案討論、門診教學(或教學門診)都是學習時數。
工作時間採週 1-5 計算。值班不算入學習時間。
請採平均值資料呈現，檢附全部住院醫師排班表(含各項教學活動項目及時
數)及計算式提供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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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5*3+4*1+3*1+2*1+1*3=16.5 。 學 習 工 時 比 即 為
16.5/60+16.5=21.56%>20%符合等級五。或是要如何呈現才
符合附件之要。
編號 40202，值班時間符合衛生福利部規定項目，應檢附住
院醫師排班表，要附去年一個月或多久的範圍資料。又輪訓
至內科、外科等科別時，又應如何檢附。
住院醫師輪訓其他專科（如內科、外科），有無要求住院醫
師一定要值班？
編號 40202，值班時間符合衛生福利部規定。住院醫師參與
晨會、科內研討會，算不算工時？
編號 40302，住院醫師專屬值班室。一般家庭醫學科輪訓
時，都是使用該科之值班室，但輪訓科別很多，內科，外
科…，有的值班室是五星級，有的是三星級，這項評核也是
平均值的概念嗎?
編號 40302，住院醫師專屬值班室。基本功能是指什麼?有
床、電腦，但在值班室使用電腦會影響到其他值班醫師的休
息。
編號 40403 及 40404，醫院只有住院醫師 1 學員，沒有資深
住院醫師可以帶資淺的住院醫師或醫學生，要如何評定？
編號 40404，建立同儕共濟；提攜引領，提攜引領，砥礪學
習的機制指的是什麼？或建議檢附什麼樣的資料做為佐證
資料呢？
編號 40404，每屆只有一位住院醫師，如何做到橫向同儕共
濟?
合作醫院離主訓醫院有點遠，主治醫師每週指導時間 8 小時
以上，主治醫師要見住院醫師很難，教師的教學時數，如何

A

可檢附值班科部之值班表，值班時間原則上班表以平均值為之。

沒有規定一定要值班，惟值班安排有益住院醫師的學習與成長，但仍要依
學會規範安排相關門診訓練，也要注意不要超出勞動部規範工時之限制。
依勞動部規範，住院醫師參與晨會、科內研討會，皆算入工時。
是的。各科值班室不一，此項評核是以平均值為之。

值班室不等同於只有睡覺生活機能，值班室應設有電腦、網路可以查看文
獻或各項資料。目前仍以設有電腦、網路為基本功能之規範。
至少訓練計畫書要呈現。
訓練計畫因沒有資深住院醫師，可實際執行項目，至少應於訓練計畫書要
呈現此規劃安排，做好準備可以即刻執行之狀態。
重點在住院醫師的經驗分享(書面、會議活動等)，例如住院醫師會議(分享
住院醫師間之學習心得，輪訓其他科應注意事項及重點等)、巴林小組訓
練、住院醫師各科訓練心得報告。
客觀環境無法達成，但計畫書有規範，至少可達等級 3，但要拿到更好的
成績較難。
至少訓練計畫書要見呈現，就教師的角度，一節教學門診時數可以算 4 小
時，如果科內研討會沒有住院醫師參加，仍要正常舉行，也可以算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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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達 8 小時以上？
編號 50401，若家庭醫學科部/科主任，於民國 78 年以"它科
主治醫師年資資格考取家醫科專科醫師"迄今，請問在此條
件下，是否不具部科主任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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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0501，主治醫師教師時數每週達 8 小時規範，醫院有
主治醫師 7 位，但住院醫師只有 1 位，是否只需要一位主治
醫師達標，就符合等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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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0104，投稿家醫學會 106 年 7 月 9 日舉辦之年度學術
研討會，發表的會議論文報告，可以列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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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0404，同一人發表三篇 SCI，可自評等級 5 嗎?

34

編號 50404，期刊刊登型式多，例如完整論文 letter to the
editor、abstract…什麼可以採計?
請問住院醫師社區醫學學習，若指派到衛生所或診所學習，
指導老師除了須有其專科資格外，是否還需要受過教學訓練
呢？
參考相關規定有教師資格及教師評估(編號 50504 及 90203
項目)。這會規定適用在社區醫學教師嗎?
學習紀錄附件，附空白格式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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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時數。
部/科主任具完成庭醫學科住院醫師訓練，取得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之
專任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三年以上」評分項目之例外，其中「具完成家庭
醫學科三年住院醫師訓練」條件；惟依據衛福部 77 年 10 月 4 日衛署醫字
第 751821 號公告（即 85.10.4 以前在登記為內科、小兒科、外科、婦產科
之專科醫師資格，且修得規定學分）辦理，並取得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
格者，則不在此限。
所有教學主治醫師，均須達到每週 8 小時規範，可於訓練計畫書中呈現教
學功能。教學時數計算可包含：門診教學、教學門診、參與科內研討會議
至少 8 小時。門診教學或教學門診，在沒有住院醫師情況下，雖然無法實
施，但可呈現於計畫書中，而晨會、科內研討會、個案討論會，都可正常
舉行。
編號 50103、50104、50401、50405 及 70303，有關主持人、教師及住院醫
師，相關近三年發表家庭醫學之論文、會議論文報告。係為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同意放寬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有受稿單位，
正式通知憑證，皆可列入。
應依計算比例原則進行評核，例如科內有 9 位主治醫師，扣除主持人 1 名
餘 8 位，以 1/4 原則，至少要有二人在期間內，同時發表三篇 SCI，才達
等級 5。
比照醫策會標準有採認 letter to the editor、另 Case Study 也可。但參加研討
會發表 conference paper 最後集結刊登在期刊發表，則不列入計算。
編號 50504，專科繼續教育規定，適用所有科目之教師，包含社區醫學教
師。
至於 90203 主要評核本科教師(家庭醫學科)，其他教師沒有特別要求，但
鼓勵所有參與教學的其他教師，參與師資培育課程，其中包含社區醫師教
師。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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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但檢附至少一位住院醫師（最高年級）實際記錄，並隱去病人個資做為審
查樣本。
學習護照及評估表格及導師生會談紀錄是否每位學員資料
學習護照及評估表，應有一份完整的空白格式，及至少 1 位最高年級住院
均須附上或是以空白格式代表也可?
醫師的實際紀錄。
另排班表、門診表、議程列表等，應完整提供。
編號 60101，兒科有 3 個月訓練，其中一個月的門診實務訓 門診實務訓練，必須連貫於一個月內執行完畢，無法分散於三個月之訓練
練，可以分散在這三個月去嗎？
學習。
編號 60306，具教育訓練功能之基層醫療保健單位，如何定 住院醫師到基層醫療保健單位學習，非代診工作或獨立執行業務，必須要
義？
有專科醫師在場，並由此教師對住院醫師實施教學計畫，且就住院醫師的
學習情況給予評量，並回饋給科部後續。
住院醫師輪訓其他專科，包含社區醫學訓練，都要有計畫性的，為什麼要
送到這裡訓練，目的是什麼、學習目標為何，如何評估住院醫師是否達成
學習目標。雖然住院醫師很多學習都來自工作經歷，住院醫師可以獨立從
事任何醫療處置，但就此階段仍學習階段，應有教師從旁指導。
編號 60306，2、社區醫學訓練場域類型，有： □是 □否 有 「社區安寧共照」場域，是指「社區安寧居家照護」訓練場域。本評定基
社區安寧共照
準已呈報衛福部無法修正，本項目用辭未來將再修正。
詢問敝院安寧專科醫師，好像只有安寧共照，請問社區安寧
共照是分別指社區共照及安寧共照嗎?或是有其他的意涵?
編號 60312，完整訓練計畫是指什麼，是每一科都需要嗎? 完整訓練計畫是指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其中載明有家庭醫學科
什麼是作業手冊及標準作業規定?
輪訓其他專科時應安排之訓練項目有什麼，並且如何評估其學習成果等內
容。
作業手冊及標準作業規定，是泛指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相關學習工作手冊
及輪訓各專科之標準作業流程等規定文件，目的係協助住院醫師於進入工
作場域前，能預習並對工作項目能先有所悉，並無指定是那些特定文件。
編號 60401，家庭醫學科門診醫療工作，第一年住院醫師每 是的。家庭醫學科門診訓練，是家庭醫學科的訓練核心，住院醫師至其他
週一個半天，第二年住院醫師每週二個半天，第三年住院醫 科輪訓主要是學習各科常見之臨床個案處置技巧，最後應用於家庭醫學科
師每週三個半天。住院醫師輪訓其他科時，也要這樣嗎？
門診做全人照護之整合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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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編號 60401，家庭醫學科門診訓練，包含健檢門診嗎？
編號 60401 目前科內兩位住院醫師均為舊制 2.5 年訓練期
程，依訓練規定，R3 需有每周三節門診。然而本院因人力
因素，R3 每周三節門診，其中一節擬改為隔周看診(在院本
部)，另兩周去社區醫學門診(IDS)，如此編排是否學會可承
認?

A
不包含健檢門診，原則上以門診教學或教學門診為認定標準。

家庭醫學科門診醫療工作，第一年住院醫師每週一個半天，第二年住院醫
師每週二個半天，第三年住院醫師每週三個半天，其中每年級每週至少一
次，應在家庭醫學科醫療門診進行。
第三年住院醫師，第二次及第三次家庭醫學科門診訓練，得於家庭醫學科
負責之業務門診(不含健檢門診)，及具教師指導下進行。
成人預防健康檢查門診，在有教師指導診斷、處置及病歷書寫等學習下，
可納入第二次以上之門診數計算，即至少有一診一定要是家庭醫學科一般
醫療門診。(自 107 年起，皆以一般醫療門診計算，不納入成人預防保健檢
查門診)
編號 60401，家庭醫學科門診醫療工作，第一年住院醫師每 家庭醫學科門診訓練是核心，不可省略。
週一個半天，第二年住院醫師每週二個半天，第三年住院醫 可以技術克服，例如排在星期一上午或星期五下午，或在合作醫院安排門
師每週三個半天。住院醫師輪訓到合作醫院，區域跨縣市， 診訓練，以符合相關規範。
實際上是否有運作困難？
編號 60403、60404、60405，婦、兒、精 1 個月門診實務訓 目前無特別規範，原則上，視住院醫師層級，可以扣除回家庭醫學科門診
練，最少要安排幾節門診才算？
訓練的節數。
編號 60403、60404、60405 請附排班表，應如何檢附？
附上住院醫師一整年之輪訓排班表，瞭解婦產科、小兒科、精神科門診訓
練之安排。
編號 60407，達到等級 5 需「住院醫師個人各類疾病照顧數 是的。
目統計或其他紀錄足以佐證」，請問這部分是包含門/住診 包含家庭醫學科及輪訓其他專科之門/住診個案疾病分類及人數統計。
嗎，輪訓他科的部分呢？
編號 60501，有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習護照紀錄，資料的詳細 檢附一本標準完整的空白格式，另附一本較高年度的住院醫師實際紀錄一
程度為何，是每人整本掃描，或每科掃描一兩張？
本。
編號 60501 續上，因為住院醫師人數眾多，佐證資料是學習 只要選擇一種完整格式，及一位住院醫師(較高年度的住院醫師)的記錄即
歷程表或護照則一即可，或是 2 種都要？
可。
編號 60502，多元化評估項目的評定方式，例如內科只做 多元係指至少兩種或以上，輪訓每個科至少二種評量方式，才算是多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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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Dops、外科只做 cbD、家庭醫學科只做 Mini-CEX，這樣算
多元嗎？
編號 60604，門診醫療工作第一年及第二年住院醫師於獨自
看診之同一時段，須有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在場全程督導及
接受諮詢，並於看診後共同檢討住院醫師之診斷、處置與病
歷寫作。R1 及 R2 要有主治醫師全程督導，那 R3 須要嗎?
編號 70101，★請附議程列表及★相關紀錄，因為我們科去
年舉辦約 170 場會議，我們每三個月都有送交繼續教育訓練
學分以資證明，但因為我們送交的是影印本而非掃描檔，請
問是否需要掃描 105 年 1 月至 12 月份所有檔案(每份包含簽
到單及記錄共 340 份檔案)，亦或將課程表提列出來，以任
意一個月的會議簽到及紀錄佐證完整度即可?
編號 70101，學術會議需檢附 105 年度議程表及記錄，想請
問紀錄指的是會議紀錄嗎? 有包含簡報檔嗎
因為這樣檔案會很多很大，電子附件是否沒有件數限制
編號 70201，"醫療專業/EBM 研討會/病例討論與研究訓練
"，請問是否規範一定要在家醫科活動內舉辦?若是醫院醫教
會等關單位有舉辦，家醫科醫師有參與的話，是否符合評項
規範?
編號 70301，參與研究，投稿基層醫療是否可以，或一定要
投家醫雜誌？
編號 70303，住院醫師研究發表，有規定是第一作者嗎?

A
量。
原則上第三年住院醫師，可以不比照第一、二年住院醫師之方式，惟看診
中，有任何問題，可隨時找到教學主治醫師。

是的。需要掃描 105 年 1 月至 12 月份資料，包含課程列表(含時數)、簽到
單及記錄，俾佐證達何種等級。

是的。需要掃描 105 年 1 月至 12 月份資料，包含議程列表(含時數)、簽到
單及會議記錄，簡報檔可以自由檢附，俾佐證達何種等級。
原則上院內之「醫療專業/EBM 研討會」議題皆可，但仍鼓勵於科內研討
會中自行辦理。

重點在研究訓練與實作，投稿至那一種期刊無特別限制。

同教師規定，限第一作者。同篇發表會有住院醫師為第一作者，教師為指
導作者之情況。
編號 70304，等級 3：第三年住院醫師每年至少參與一次家 非。係指最近三年(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每屆 R3 以上
庭醫學會活動，其中每年是指第三年回推 R1、R2 時的參與 至少 1 人曾參與家庭醫學會活動，可回推至已訓練完成之住院醫師。
情況嗎?
編號 80101，獨立的二個間診，家庭醫學科沒有使用時，可 家庭醫學科獨立二間相連診間，是為門診教學使用，當住院醫師很少時，

編號

Q
以給其他科使用嗎？
編號 80101，獨立診間，是住院醫師自已一間嗎?
編號 80101，"設有獨立家醫科門診診療室二間以上"，本院
設有兩間家醫科診間，在有住院醫師訓練階段，皆由一位主
治醫師在住院醫師看診診間隔壁同時看診，以利提供即時討
論與指導。
但目前本院家醫科無住院醫師，所以部分時段兩位主治醫師
同時段看診時，未使用相連的兩個診間，而是在其他診間看
診。請問是否有違 8-2 的規範?
編號 80103，家庭醫學科每週門診十個時段，其中門診指的
都是一般醫療門診嗎?
編號 80103，等級 4 的診數規定，其中住院醫師的門診算嗎?
編號 80105，能提供社區健康營造、健康促進醫院、老年醫
院…等臨床服務，是屬於院內提供，或家庭醫學科提供？
編號 80201，門診設備，家庭醫學科門診有 7 間，對面就是
耳鼻喉科、婦產科門診，設有耳鼻喉科、婦產科診療台，隨
時都可提供家庭醫學科使用，此情況下，是否自評為等級
5?
編號 80202 及 80203，雜誌期刊，是一定要家庭醫學科專有，
還是醫院圖書館訂的也可以？
編號 90203，教師受訓(師資培育課程)指什麼課程?
就模擬全期訓練課程安排，之前有規定 R1 有限修家庭醫學
科、內科、外科多少個月，新制好像就沒有了，對嗎？

A
診間有閒置時段，可以給其他科使用，但當住院醫師昇級門診教學診次變
多時，一定要能隨時調整回家庭醫學科使用。
是的。
未使用相連的兩個診間，其設立精神不符規定。
「設有獨立家醫科門診診療室二間以上」，這二間診間於固定時段，應由
家庭醫學科臨床業務及門診教學使用，其他空閒時段，得勻給其他專科門
診使用。
未收訓有住院醫師之計畫，每周至少保留一時段之獨立家庭醫學科門診，
相連之診療室二間，以備住院醫師到訓時，得立即應用。
是的。
是的。該時間有三位主治醫師，1 位住院醫師同時看診，可算四診。
皆可。但家庭醫學科必須參與其中作業，讓住院醫師可以從中學習。
以家庭醫學科門診可以就近隨時使用之情況，仍可計算在內，惟實質會由
委員到醫院實地查訪認定之。

可以包含圖書館訂閱(在訓練醫院都有網路基礎下，可提供住院醫師連線圖
書館查閱)。
應符合促進教師教學相關理論與技能的課程活動；非臨床醫療專業技能。
是的。這是 101 年度之前，PGY 課程還跟專科學程掛在一起的規範。
新制雖然沒有強制規範，但仍希望住院醫師能從基礎訓練課程，從有病房
的科別優先安排，也較有益助住院醫師，在較高年級於家庭醫學科門診整
合訓練的執行。
未參與新制實地訪視醫院，其書面審查成績只佔 20%，那先 可以爭取 20%新制書面審查，註明有★號項目之更佳成績。

9

編號

Q
前實地訪視成績不好的醫院，要如何才能爭取更佳成績排
序。
今年成績比序下降了，今年已收的住院醫師（106/7 報到），
會因為成績變低而不能收訓嗎？
今年認定不合格之計畫，最快可以在何時再提出申請？是二
年嗎？
如何確認項目達等級 3?及成績排序算法?

有關未收訓住院醫師之訓練計畫評分等級及成績計算方式?

A

如果貴院 105 年度核定有住院醫師容額(106 年 7 月報到)則不受影響。因為
105 年度之認定結果，適用於 106 學年度。
維持現況作法，即隔年可以提出申請。
但具合格訓練醫院資格，效期未屆期，而無容額之醫院，是否可提前申請
實地訪視，尚待衛福部定奪。
符合 RRC 規範之訪視項目（主項目看粉紅色塊）符合等級 3 的計算及排
序成績計算，舉例：701-7.1.1 科內學術活動(7.5 分)之計分為例

(1) 依衛福部 RRC 之及格規定標準：
評核表中 4.1、4.2.a、4.3、6.4＆6.5(含 3 小項)、7.1.3、9.1、9.2、9.3
項不予評分(NA)，除此 10 個 NA 項目外，其餘項目均至少評為等級 3，
始達最低及格標準。
(2)排序成績計分方式：
4.1、4.3、9.1、9.2 及 9.3 均評為等級 2，而 4.2.a、6.4＆6.5(含 3 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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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訓練名額分配方法?

A
及 7.1.3 均評為等級 3，再依家庭醫學科對於該 10 個項目之配分計算。
即等級 2 部份【(3+8+4+4+2)*0.4】+等級 3 部份【(4+4+5+4+6.5)*0.6】
＝22.5 分。
(3)未收訓住院醫師之定義：為「近 3 年內(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未收訓有 R1~R3 任一級住院醫師；未來訓練醫院資格效期
延長為 4 年時，改為 4 年內未收訓有任一級住院醫師」。
新制容額分配方法，如附件 1

附件 1
新制實地訪視之計畫群組，容額分配公式如下：
步驟 1：以下列三個變項所計算之總和值(計算結果為無條件進位)，為每家醫院容額核定上限。
(1) 每位具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之專任家庭醫學科教師(主持人、部/科主任及主治醫師)且符合 5.2.2 教學時數者(每週
教學時數達 8 小時)／3 位
(2) 本科部”專屬”住院病床數(含一般及安寧照護病床)／10 床(至多 3 位)。
(3) 本科部”固定具教學訓練功能”之社區醫學訓練場域類型，每達到 2 個給 1 位(至多 3 位)。
步驟 2：以步驟 1 各醫院之核定基準，依據最近一次實地訪視成績，分 4 等級(1/0.75/0.5/0.25)等比縮減，可核定基準(計算結果為無條
件進位)，同分者，以符合 5.2.2 教學時數者(每週教學時數達 8 小時)多者優先。
步驟 3：容額核定分配，依照步驟 2 之核定基準，由最近一次實地訪視成績高者，優先核定(但核定人數，不高於訓練醫院人事需求數)，
至該年度衛福部所核定之訓練總額，分配完畢為止。
步驟 4：第一次未定核有名額之醫院，待衛生福利部公告後，視第一次核定有名額之醫院招收情形，若有出缺，再依最近一次實地訪
視成績，進行容額遞補微調，每一家 1 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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