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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年 度 臨 床 醫 事 人 員 培 訓 計 畫  
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 
主題：臨床教師教學技巧訓練  

 時 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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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合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 

活動日期：106 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門診大樓1樓【第2會議室】(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學      分：醫事放射師師資培育 10 點、醫事放射師繼續教育積分 10 點(50 分鐘為 1點) 

時 間 分鐘 內 容 課程範圍 主講者 

08:30~08:50  學 員 簽 到  

08:50~09:00 10 開幕式：蕭佳吉理事長（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09:00~10:00 60 DOPS、mini-CEX、CbD表單介紹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評估技巧) 
陳嘉宏 組長 

嘉義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科 

10:00~12:00 120 

實證醫學(EBM)系列講座 
•實證醫學在醫事放射領域的應用 

•網路資料庫的介紹與應用 

•教案製作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課程設計) 

陳嘉宏 組長 
嘉義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科 

蘇逸欣 技術組長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影像醫學部 

12:00~13:00  午      餐 

13:00~14:10 70 
可信任專業活動（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EPA）經驗分享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評估技巧) 

黃國明 技術長 
溫舒瑜 技術長 

杜昭遠 醫事放射師 

14:10~15:10 60 
Work Based Learning(WBL)方法用於
醫事放射臨床教學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教學技巧) 

吳志毅 醫事放射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核子醫學科 

15: 10~16:10 60 OSCE設計原理與運用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課程設計) 

黃建中 組長 
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

16:10~18: 00 110 

臨床教師評核共識建立訓練──放射
診斷組 

教學能力提升之 

培育(評估技巧) 

林文斾 組長、李正輝 醫事放射師
黃建中 組長、湯韻璇 醫事放射師

臨床教師評核共識建立訓練──放射
治療組 

黃國明 技術長、溫舒瑜 技術長
杜昭遠 醫事放射師 

臨床教師評核共識建立訓練──核子
醫學組 

吳志毅 醫事放射師 
黃奕琿 醫事放射師 

18:00~18:25 25 研習成效評估與檢討 
其他提升教學
能力 

蕭佳吉 理事長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8:25  歸      賦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電話：02-2558-5191   傳真：02-2558-5192   網址：www.car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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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0

影像醫學科
品管教學組長 陳嘉宏

CONTENTS

DOPS2

前言31

DOPS2

CbD4

mini－CEX33

評估

回饋

前言

• Why do we do this work？

評鑑 For us

前言

• 事前準備

了解為何要執行 O S i i C Cb了解為何要執行DOPS/mini-CEX/CbD

了解DOPS/Mini-CEX/CbD的對象為何

對不同對象設定測驗目標

確定測驗時間及時程分配

前言

1 32

新進/實習醫事人員

1

未來我們
需要時，
能照顧我
們的人。

3

發問和引
導取代單
純的演講
式知識灌

輸。

2

成為怎樣
的醫事人
員，全看
受到怎樣
的教育。

前言

• 臨床能力三面向 A

• 多面向評估

A
ttitude

S
kills

K
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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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S
• Direct Observation of Procedural Skill

操作技能直接觀察評估

• 評估操作技能技術、流程

技術面 特定一次

DOPS
• 誰來評估

臨床工作場所的臨床指導者

評估內容• 評估內容
評估表單

系統性回顧

未達標準 接近標準 達到標準 優於標準

1~10分，我有幾分？

請告訴我好在哪裡？

DOPS
• 執行指引

患者能參與
溝通 臨床實境 臨床教師 立即評估

• 時間需求

溝通 臨床實境 臨床教師 立即評估

觀察時間
約15~20

分鐘
= 該技能所需

時間 + 完成表格
時間

回饋最重要 約5~10分鐘

DOPS 評量表

DOPS 評量表

• 回饋技巧

特定性（Specific） 及時性（Timely）

描述性（Descriptive） 三明治（Sandwich）

DOPS 評量表

• 評量項目與內容

4分
3分

3分
4分

4分4分
2分

4分
4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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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S評量表

• 評量項目與內容 mini－CEX
•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迷你臨床演練評量

重點式 重複性

• 教師直接觀察學員對病患作重點式的臨
床診療工作， 給予評分與即時回饋。

• Bedside Teaching
技能、重複、多面向

mini－CEX
• 成員

臨床教師、受訓學員、真實病人
（任何時間 地點）（任何時間、 地點）

• 評估內容
評估表單

回饋評語

未達標準 接近標準 達到標準 優於標準

1~10分，我有幾分？

請告訴我好在哪裡？

mini－CEX
• 執行指引

醫療面談

缺身體檢查

人道專業

臨床判斷

諮商衛教

組織效能

整體適任

缺一不可

高信效度

mini－CEX
• 時間需求

觀察時間
約 該技能所需 完成表格

• 評核者
（建議二位以上，試前取得共識，較為客觀）

約15~20
分鐘

= 該技能所需
時間 + 完成表格

時間

回饋最重要 約5~10分鐘

mini-CEX 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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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CEX 評量表

• 回饋技巧

特定性（Specific） 及時性（Timely）

描述性（Descriptive） 三明治（Sandwich）

mini-CEX 評量表

• 評量項目與內容 (每一項目至少評3細項，完成項目請勾選)

2分
2分

3分
3分

mini-CEX 評量表

• 評量項目與內容 CbD
• Case-based Discussion

臨床病例討論

• 視學員學習科別屬性，可涵蓋不同層面領域
• 學員自己挑個案，評量者應立即給予回饋

個案導向討論(一對一教學)
訓練如何收集資料與整合能力

CbD

結構化進行的面試，教師學員一起針對學員呈報的
實際案例書面資料進行系統的面談

不是一個舒適的聊天，也不是一個正式的考試。這
是一個過程，同時既有評量分級和回饋雙重功能。

由英國醫務評議委員會評核項目中之Case-based 
orals演變而來

CbD
• 執行指引

討論的內容依 應涵蓋兩種以上臨

• 時間需求

討論的內容依
學員程度調整

應涵蓋兩種以上臨
床能力或學習面向

10~15分鐘 = 問與答

回饋最重要 約5~10分鐘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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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遊戲規則

• 受評者自
行選擇一 準備 • 每次評量時

討論

件個案進
行臨床病
例討論

個案

準備
最好是不同
的評量者，
且應立即給
予回饋

• 與評量者約

定時間，並

事先送交將

個案資料

CbD 案例分享

CbD 評量表

診斷

CbD 評量表

治療

核醫

CbD 評量表

• 回饋技巧

特定性（Specific） 及時性（Timely）

描述性（Descriptive） 三明治（Sandwich）

CbD 評量表

• 評量項目與內容(診斷)

• 受評者選擇1件至少能評估兩個面相個
案，進行臨床案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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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 評量表 • 評量項目與內容(治療) CbD 評量表 • 評量項目與內容(核醫)

4分

3分
3分

3分

一致性評估

• 評估者訓練目的：
同一評分者在重複多次的評分時機下有

致的評分水準

33

評估的一致性需經訓練、說明

一致的評分水準
Bland and Altman －Lancet ，1986

• 1. 評估表單統一：標準化、數據化

2 IRS系統使用：立即觀看結果 討論

一致性評估

34

2. IRS系統使用：立即觀看結果、討論

觀看影片
初次評核

討論
再次觀看

一致性共
識討論

一致性評估－共識結果

35

評估方法 DOPS
操作技能直接觀察評估

mini-CEX
迷你臨床演練評量

CbD
臨床病例討論

執行方法
在真實環境、真病人的情
境下，直接評估學員臨床
能力

真實環境、真病人情境
下，依照標準流程為檢
測基準，學員執行真實
醫病互動 ，取得不同面
向成效

依結構化進行，針對學
員呈報的實際案例書面
資料進行系統的面談，
有評量分級和回饋雙重
功能

病人資料核對
申請單各項資料核對
同意書之確認 醫療面談

身體檢查 醫囑閱讀面向、

評量項目

確認影像檢查藥物
病人安全
應對溝通能力及隱私維護
適當的檢查前準備
檢查技術及儀器操作能力
影像傳輸與品保
環境與設施安全之維護

身體檢查
人道專業
臨床判斷
諮商衛教
組織效能
整體適任(操作技能)

專業技術流程面向，
依各專業領域編寫出的
清單式標準化查檢表進
行評量。

特色

1.評估操作技能技術為主。
2.適用於外科系技能、短
時間、侵入性治療或部分
術式內容

1.任何時間、地點皆可
進行。
2.直接觀察例行而重點
式的診療行為。

採一對一討論方式進行
教學，目的在訓練學員
收集資料與整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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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評估前注意事項

臨床老師與受訓學員都必須預作準備，切
忌到了測驗時才匆促快速瀏覽

挑選安靜環境進行

事先調整臨床工作

關掉手機免受干擾

規劃評估所需時間（取決於案例的複雜度）

多元化評估中注意事項

進行程序
探索討論（Exploratory discussion）
決策評斷（Making judgments）決策評斷（Making judgments）
提供回饋（Feedback）
發展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ment）

慎重使用評量表全範圍的給分，新進學員
不可能每一項目都達到預期標準，觀察重
點在於是否能比前一次進步

討論焦點必須放在受訓學員的實作/案例上

多元化評估中注意事項

避免
討論過程太嚴肅（on the hoof）
討論尚未結束就下評斷討論尚未結束就下評斷
沒有給予回饋與建議

總評估時間不宜超過20分（含討論與回饋）

需註明挑選案例的複雜性

老師與學員應該對當次評估的優劣及後續
改進計畫達成共識

多元化評估後注意事項

• 學員應將測驗/討論記錄，規律收集於學
習歷程檔案（ tf li ）中習歷程檔案（portfolios）中。

技

知
識

態
度

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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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在放射領域之應用

衛生福利部雙和醫院

影像醫學部

蘇逸欣

2017.05.20

有幾分證據，說幾分話 ‐‐‐‐

引自胡適先生( 9 )‐‐‐引自胡適先生(1917)

Outline

什麼是EBM?

流行病學簡介

EBM五步驟

什麼是EBM?

請問什麼是EBM的縮寫？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什麼是EBM?

EBM：

實證醫學 (EBM, Evidence‐based medicine) 
是以流行病學和統計學的方法，從龐大的醫是以流行病學和統計學的方法，從龐大的醫
學資料庫中嚴格評讀、綜合分析找出值得信
賴的部分，並將所能獲得的最佳文獻證據，
應用於臨床工作中，使病人獲得最佳的照顧。

Fieldm & Lohrm研究報告發現醫師每天所作的決策：
• 4%是有強而有力的臨床研究證據所支持
• 45%是有謹慎的臨床研究證據，且醫師間有一定程度的共識
• 51%不但缺乏有力的證據支持，在醫師間亦無共識，屬灰色地帶

什麼是EBM?

EBM：

西元1972年，英國臨床流行病學者Archie 
Cochrane提出「謹慎地、明確地、小心地採
用目前最佳的證據，作為照顧病人臨床決策用目前最佳的證據 作為照顧病人臨床決策
的參考」。

﹝Conscientious, explicit, and judicious use of 
current best evidence i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individual patients. ~ Archie Cochrane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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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EBM?

EBM：

實證醫學＂此一名詞自1992年加拿大McMaster

大學Gordon Guyatt教授所領導的小組正式命名
後，1992英國國家衛生部成立實證醫學中心，以後，1992英國國家衛生部成立實證醫學中心，以
Archie Cochrane之名命名，並由David  L. 
Sackett擔任實證醫學中心主任，進而促成1993年
Cochrane Collaboration的設立。

Dave Sackett

什麼是EBM?

EBM：

目前世界各地有13個國家、15個實證醫學中心
﹝Cochrane Center﹞在積極推動這個工作，其﹝Cochrane Center﹞在積極推動這個工作，其
目標是從龐大的醫學資料庫中嚴格過濾、評讀這
些文獻，並做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綜合分析，以方
便應用於臨床工作中，作為照護病患的依據。

什麼是EBM?

EBM：

什麼是EBM?

EBM：

56歲男性病人突然急性腹痛及背痛至急診就醫，
做了KUB攝影發現左腎隱約有結石，因為影像
不清楚因此又開立了IVP檢查，病人至影像醫學不清楚因此又開立了 檢查 病人至影像醫學
科檢查時問了問題：我從報導中得知低劑量電
腦斷層也可以健查出泌尿道結石，請問低劑量
電腦斷層與IVP檢查有什麼差異以及他們的準確
度為何?

什麼是EBM?

請問你要用什麼關鍵字來搜尋？

(1)食尚玩家, 浩角翔起

( ) 腎結石  KUB(2) 腎結石, KUB

(3) 腎結石, IVP, 低劑量電腦斷層

(4) Running man, 浪漫醫師金師傅

什麼是EBM?

EBM：

A systematic review compar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intravenous urogram and 
the Computed Tomography Urogram in terms of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risk of radiation dose for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risk of radiation dose for 
patients with urolithiasis. 

Conclusions:

Non‐enhanced spiral CT provided greater 
diagnostic utility in this systematic review.

Crompton G, Cosson P. Radiography 2011; 17(4): 30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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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EBM?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NCCT 95~98% 96~98% 

low dose CT 97% 95% 

IVU 85.20% 90.40% 

 

NCCT 7.3~10 mSv 

low dose CT 1.4~1.97 mSv 

KUB 0.67~1.1 mSv 

Outline

什麼是EBM?

流行病學簡介

EBM五步驟

流行病學簡介

流行病學（epidemiology）是研究特定人群中疾
病、健康狀況的分布及其決定因素，並研究防治
疾病及促進健康的策略和措施的科學。搜尋證
據 (Evidence search)

流行病學的定義和特徵。描述分布的常用測量指
標(發病率、罹患率、患病率、死亡率、病死率)
的意義、用途與計算方法。描述疾病流行強度的
常用語：爆發、流行和大流行；疾病的分布的概
念及主要內容。

什麼是EBM?

請問霍亂病毒主要感染途徑為？

(1)眼神接觸以及四目交接

( ) 主要由飲水所傳染  污染來自嘔吐物或糞便  (2) 主要由飲水所傳染, 污染來自嘔吐物或糞便, 

食物傳染但較少見

(3) 血液

(4) 接吻

流行病學簡介

John Snow與霍亂的大事記

流行病學發展的中心人物當屬John Snow（1813
－1858）這個人。他是一位臨床麻醉科醫師，但1858）這個人。他是一位臨床麻醉科醫師，但
也是早期少數清楚瞭解到一個醫生的工作應該要
超乎治療疾病的人之一。

透過一系列的觀察與研究，Snow發現1854年倫
敦地區的霍亂流行是由飲用水受到人類糞便污染
而引發的。

流行病學簡介

John Snow與霍亂的大事記

這項發現比微生物學家發現霍亂弧菌（Vibrio
cholerae）的時間早32年；也比Pasteur於1865年c o e ae）的時間早3 年 也比 as eu 於 5年
證明微生物會造成疾病流行的觀察早了10年。

1854年英倫敦地區爆發霍亂流行，當時倫敦的飲
水是由數家私人水公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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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病學簡介

John Snow與霍亂的大事記

Snow分析了所有霍亂死亡個案的飲水來源後發
現飲用Southwark & Vauxhall這家公司供水的人現飲用Southwark & Vauxhall這家公司供水的人
有較高的死亡率。

當數據顯示Southwark & Vauxhall公司所供應的
家戶其霍亂死亡率是其他公司的5至10倍後，他
開始懷疑霍亂流行是與Southwark & Vauxhall公
司所供應的水有關。

流行病學簡介

John Snow與霍亂的大事記

Snow正確的使用「比率」描述疾病在族群中分
佈的情形是他能夠始終在正確方向上的重要因素佈的情形是他能夠始終在正確方向上的重要因素
。他接著仔細觀察Southwark & Vauxhall公司供
水的來源，它發現Southwark & Vauxhall公司的
水源位於河川的下游，河川上游並有人類糞便的
排泄。

流行病學簡介

John Snow與霍亂的大事記

當Snow有了這些觀察後，他接續進行了幾個流
行病學研究過程中很重要的步驟。行病學研究過程中很重要的步驟

當他將霍亂病例按居住地區繪於地圖上時，他發
現個案有「聚集」於Broadway Street上取水站的
現象，而這也更另他相信霍亂的發生與水有關。

透過人時地的描述嘗試發現聚集（clustering）
現象是描述性流行病學研究的核心工作。

流行病學簡介

John Snow與霍亂的大事記

Snow的這項觀察實際上是融入了現代科學研究
中對照組（control group）的概念，也使用了中對照組（control group）的概念，也使用了
現代流行病學研究中經常使用的假說演繹的推論
（hypothetico‐deductive reasoning）。

流行病學簡介

John Snow與霍亂的大事記

雖然當時的生物學知識與技術並無法提供進一步
的驗證支持Snow的發現，但當倫敦衛生當局於的驗證支持Snow的發現，但當倫敦衛生當局於
1854年9月8日將Broadway Street取水站的壓水手
把移除後，霍亂死亡個案數隨即急速減少，到9
月20日以後每日報告的死亡數便與9月1日暴發流
行之前一樣。

流行病學簡介

John Snow與霍亂的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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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病學簡介

近代流行病學

社區飲水加氟的試驗提供了能夠預防齲齒的氟濃
度。

沙克疫苗的臨床試驗證據提供了人類消滅小兒麻沙克疫苗的臨床試驗證據提供了人類消滅小兒麻
痺的利器。

Framingham Heart Study讓人類更加瞭解心血
管疾病的病因與預防之道。

吸菸與肺癌及其他健康效應的研究。

長崎廣島原子彈爆炸存活者的追縱研究都讓人類
更加瞭解環境與健康的互動。

Outline

什麼是EBM?

流行病學簡介

EBM五步驟

什麼是EBM?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 id   h)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背景問題 (Background questions)：5W1H

意指與疾病相關的知識性問題，問題的結構通常包
括 (who、what、where、when、how、why) 。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括 (who、what、where、when、how、why) 。

Who   ：病患特性、危險因子等

What  ：自然病程、症狀學等

Where：影響的器官與系統、疾病分佈的區域等

When  ：疾病好發的年齡、時間、季節等

How    ：病理生理學

Why    ：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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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背景問題 (Background questions)：

案例:急性心肌梗塞

Who   ：老年人、男性、家族史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o 老年人 男性 家族史

What  ：胸痛、心電圖的變化等等

Where：冠狀動脈阻塞的位置、程度等等

When  ：氣溫低、心肌耗氧量高之活動等

How    ：動脈硬化斑塊破裂、血栓形成

Why    ：動脈硬化危險因子、糖尿病、高血壓

、高血脂症、抽菸, 肥胖, 少運動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前景問題 (Foreground questions)：

指與治療病患相關的特殊性問題，通常包括有 6 個

項目：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項目：

Therapy/Prevention：評估不同治療方式…

Harm/Etiology：評估會造成的傷害…

Diagnosis (tests)：不同診斷工具的準確度…

Prognosis：評估疾病癒後…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Therapy/Prevention：

研究治療或預防方法的有效性

例如：服用“阿斯匹林＂是否可以預防中風？

EBM五步驟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例如：服用 阿斯匹林 是否可以預防中風？

Harm/Etiology：

研究暴露的危害或疾病的原因

例如：停經婦女使用荷爾蒙治療是否會增加乳

癌的機會？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Diagnosis (tests)：

研究檢查方法或臨床表徵對疾病診斷的有效性

例如：L  d  CT 診斷肺癌的敏感度及特異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EBM五步驟

例如：Low dose CT 診斷肺癌的敏感度及特異

度為何？

Prognosis：

建立疾病預後的預測模式，例如：利用

Ranson’s criteria 預測急性胰臟炎死亡率為何？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Patient Interventio
n

Compariso
n 

Outcome

P：patient and/or problem(病患)

I ：intervention(處理)

C：comparison of intervention(對照)

O：clinical outcome(臨床結果)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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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張先生今年55歲，至影像醫學部做骨質密度檢查，

詢問放射師說 有聽媒體報導說喝咖啡會導致增加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詢問放射師說，有聽媒體報導說喝咖啡會導致增加

骨質流失之風險，且增加，那像他很喜歡喝咖啡的

人很多，難道真的會增加骨質流失之風險嗎?

什麼是EBM?

請問你要用什麼關鍵字來搜尋？

(1)猪血糕, 熱狗

( ) 咖啡 骨質流失(2) 咖啡,骨質流失

(3) 胸口悶, 心臟電腦斷層

(4) 大腸包小腸, 魯肉飯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Patient
病人

Intervention
咖啡

Comparison 
沒有喝咖啡

Outcome
骨質流失

P：patient and/or problem(病患)

I ：intervention(處理)

C：comparison of intervention(對照)

O：clinical outcome(臨床結果)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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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應用至臨床病人身上

Up to date

Evidence-Based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Cochrane

PubMed

Evidence Based 
Medcine

什麼是EBM?

請問你會從哪一個層級開始搜尋？

(1) Studies

(2) S ntheses(2) Syntheses

(3) Synopses

(4) Summaries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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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Systematic review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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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Expert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Cohort studiesSystematic review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Randomized(RCT) Case-control 
study

Treatment 
Benefits

EBM五步驟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Systematic review
Level 1

Treatment Benefits

研究人員是否介入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Randomized(RCT)

Cohort studies Case-control studyLevel 3

Level 2

Lev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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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原始研究（Original Study）

隨機對照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

給實驗組及對照組不同的治療 觀察其後果給實驗組及對照組不同的治療，觀察其後果。

例如：實驗組吃aspirin，對照組吃澱粉，比較兩

組五年後中風的機率。為目前臨床流行病學中公認

證據力最強之原始介入性研究設計（primary 

interventional study）。在此設計中，如果能夠

採行雙盲對照（double blinded, placebo‐

controlled）則干擾因素的影響可以進一步減少

Randomized

EBM五步驟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Systematic review
Level 1

Treatment Benefits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Randomized(RCT)

Cohort studies Case-control studyLevel 3

Level 2

Level 4

longitudinal studies - Cohort studies

Prospective

Retrospective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EBM五步驟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p

cross-
sectional                     
studies

Patient            Random

Not Random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原始研究（Original Study）

世代研究（Cohort Study）

觀察自然暴露/治療方式的影響 長期追蹤其結觀察自然暴露/治療方式的影響，長期追蹤其結

果。例如：比較金山鄉有吃aspirin及沒有吃

aspirin 的人，五年後新發中風的機率。提供比隨

機對照試驗證據力較次一級之研究證據，是屬於臨

床流行病學中之觀察性研究。針對幾個子群，由接

受暴露因子開始，一直追蹤到結果。

回溯式世代研究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前瞻式世代研究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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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五步驟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Systematic review
Level 1

Treatment Benefits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Randomized(RCT)

Cohort studies Case-control studyLevel 3

Level 2

Level 4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原始研究（Original Study）

病例對照研究（Case Control Study）

選擇病人組及對照組 研究其暴露/治療的影響選擇病人組及對照組，研究其暴露/治療的影響。

例如：比較500個有中風的個案及500個沒有中風

的個案，他們吃 aspirin的比例。這是流行病學中極

重要的研究方式，雖然它的臨床證據力較世代研究為

低，但可以在短時間內以少許資金與努力，就能得到

重要的科學發現，是最有效率的研究設計，但也容易

受到偏見的影響。

EBM五步驟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Systematic review
Level 1

Treatment Benefits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Randomized(RCT)

Cohort studies Case-control studyLevel 3

Level 2

Level 4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文獻回顧（Review of Literature）

系統性回顧（systemic review）

系統性的文獻回顧 將個人好惡及偏差減至最系統性的文獻回顧，將個人好惡及偏差減至最

低。需引用各種文獻資料庫，並說明查詢的關

鍵字，有引用文獻的明確標準，不能依作者喜

好選取文獻，通常會使用統計方法（Meta‐

Analysis 統合分析），以解決臨床爭議為目的。

EBM五步驟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信度較差之研究

Cross sectional Case-control 
study

Systematic review

Diagnosis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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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五步驟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Systematic review
Level 1

Diagnosis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Randomized(RCT)

Cohort studies Case-control study

Level 2

Level 3(信效度較差之研究)

Level 4

Cross-sectional study

longitudinal studies - Cohort studies

Prospective

Retrospective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EBM五步驟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p

cross-
sectional                     
studies

Patient            Random

Not Random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research desig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research desig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research design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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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請問你個人比較喜歡的可樂是？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1)可口可樂

(2)百事可樂

(3)他牌可樂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請問研究結果中試驗者比較喜歡的可樂是？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1)可口可樂

(2)百事可樂

(3)他牌可樂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BM五步驟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請問研究結果中試驗者比較喜歡的可樂是？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1)可口可樂

(2)百事可樂

(3)他牌可樂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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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and Cancer of the Pancreas

每天喝三杯咖啡者得胰臟癌的風險為不喝咖啡

者的 2.7倍 (1.6 to 4.7).

EBM五步驟

EBM五步驟：
 提出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搜尋證據 (Evidence search)
 嚴格判讀 (Critical appraisal)
 恰當運用 (Evidence application)
 評估結果 (Outcome evaluation)

But it’s has occur                  Select bias

被選擇參與研究者皆為腸胃科病人
Brian MacMahon, M.D., Stella Yen, M.D., Dimitrios Trichopoulos, M.D., Kenneth Warren, M.D., 
and George Nardi, M.D. N Engl J Med 1981; 304:630-633March 12, 1981.

 關鍵字設定
 資料庫選擇
 學習各種資料庫的搜尋方法
 多練習，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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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像醫學科
品管教學組長 陳嘉宏

Learning Objectives

To 了解文獻設計型態，搜
尋適合臨床問題之證據

LOGO

To
嚴謹評讀文獻之分析判
斷技巧 V.I.P.

2

Type of Study Design

Case Series / Report

Cross Sectional Study

LOGO

Case Control Study

Cohort Study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3

Type of Study Design

 Case Series / Report

Case Series report new diseases or 

LOGO

p
health related problems

They may provide some descriptive data 
on exposures to potential causal factors 

4

Type of Study Design

 Cross Sectional Study

existing disease and current exposure levels

LOGO

some ind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ease and exposure or non-exposure 

sample at one point in time

5

Type of Study Design

 Cross Sectional Study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LOGO

• cheap and simple

• can study multiple 
exposures or multiple 
outcomes or diseases

• ethically safe

• not a useful type of 
study for establishing 
causal relationships

• only prevalence can be 
estimated (incidenc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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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ype of Study Design

 Case Control Study

identify existing disease and look back in 
previous years to identify previous 
exposures to causal factors

LOGO

Analyses examine if exposure levels a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groups

those who have a disease those without a disease

Case Control

7

Type of Study Design

 Case Control Study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LOGO

• Best design for rare 
diseases

• cheap and quick

• ethically safe

• Can not calculate 
incidence, population 
relative risk or 
attributable risk

• high potential for bias

8

Type of Study Design

 Cohort Study

subjects with an exposure to a causal factor 
are identified and the incidence of a 
di i i d i h h f

LOGO

disease over time is compared with that of 
controls

subjects are followed over time with 
continuous or repeated monitoring of risk 
factors or health outcomes, or both

9

Type of Study Design

 Cohort Study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 blinding is difficult

LOGO

• estimate overall and 
specific disease rates 
（incidence）

• lower potential for bias 
- no recall bias

• blinding is difficult

• randomization not 
present

• large sample size or 
long follow-up is 
necessary

10

Type of Study Design

 Comparison

Past Now Future

Exposure Disease

LOGO

Exposure

Exposure

Disease

Disease

p

Cohort 
Study

Case 
Control 
Study Cross 

Sectional 
Study

11

Type of Study Desig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n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study in 
hi h ti i t ll t d t

LOGO

which participants are allocated to 
treatment/intervention or control/placebo 
groups using a random mechanism

Best for study the effect of an interventi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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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of Study Desig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dvantages

• unbiased distribution

Disadvantages

• expensive

LOGO

• unbiased distribution 
of confounders

• blinding more likely 

• randomization 
facilitates statistical 
analysis

• expensive
（time、money）

• volunteer bias

• ethically problematic 
at times

13

Study Design Tree

All 
Studies

Descriptive Analytic

What was 
the aim of 
the study?

When were 
the outcomes 
determined?

LOGO

Descriptive

Survey

（Cross sectional）
Qualitative

Analytic

Experimental

Randomized

（parallel group）

Randomized

（crossover）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Cross 

Sectional
Case-Control 

Study

Was the 
intervention 

randomly 
allocated? 

dete ed

14

Level of Evidence

RCT

Systematic Review

LOGO

Cohort studies

Case Control studies

Case Series / Reports
Editorials/Expert Opinion

15

Type of Study Design

Question type Study design

Diagnostic test Prospective，blinded cross-sectional study 
comparing with gold standard

LOGO

Prognosis Cohort study＞Case control study＞Case series

Etiology Cohort study＞Case control study＞Case series

Therap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reventi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16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 Can we believe it ? 研究方法的探討

Validity 效度/信度

I t 重要性

LOGO17

• We believe it ! But does it matter? 研究結果的分析

Importance 重要性

• If we believe it - does it apply to our patients? 

Practicability 臨床適用性

 研究族群是否隨機 randomize
 評估者是否blind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Validity 效度/信度

Were patients aware of group allocation?

LOGO

 追蹤率 > 80%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18

Were clinicians aware of group allocation? 
Were outcome assessors aware of group allocation?

Was follow-up comple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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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Evidence

RCT

Systematic Review

LOGO

Cohort studies

Case Control studies

Case Series / Reports
Editorials/Expert Opinion

19

Levels of Evidence

LOGO20

Levels of Evidence
Level of 

Evidence Therapy/Prevention, Aetiology/Harm Prognosis

1a SR (with homogeneity*) of RCT SR (with homogeneity*) of inception studies, or 
a CPG validated on a test set

1b Individual RCT (with narrow Confidence 
Interval)

Individual inception cohort study with 80% 
follow-up

1c All or none All or none case-series

2a SR (with homogeneity*) of cohort study
SR (with homogeneity*) of either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or untreated control groups in 
RCTs

LOGO21

2b Individual cohort study (include low quality 
RCT; e.g., <80% follow-up)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r follow-up 
untreated control patients in an RCT; or CPG not 
validated in a test set.

2c “Outcomes” Research “Outcomes” Research

3a SR (with homogeneity*) of case-control studies

3b Individual Case-Control Study

4 Case-series (and poor quality cohort and case-
control studies)

Case-series (and poor quality prognostic cohort 
studies)

5
Expert opinion without explicit critical appraisal, 
or based on physiology bench research or 
“first principles”

Expert opinion without explicit critical appraisal, 
or based on physiology bench research or “first 
principles”

Levels of Evidence
證據力
等級

治療, 病因, 預
防 預後 診斷 鑑別診斷, 症狀盛行

率研究
經濟分析, 決策分
析

Level 1

RCT 的系統性
回顧；或
Confidence 
Interval 窄的
RCT

世代研究 的系統
性回顧；或達到
80% 比例的世代
研究；或 經驗證
的臨床指引

系統性回顧
Level 1文獻；或
以公認標準驗證
的世代研究；或
臨床指引

前瞻世代研究之系
統性回顧；或追蹤
完整之前瞻世代研
究

系統性回顧Level 
1 證據；或比較好
壞方向的研究

Level 2 

世代研究 的系
統性回；或 低
品質的 RCT或

回溯性世代研究；
或追蹤 RCT 中未
治療的對照組；
或由小族群推測

系統性回顧
Level 2文獻；或
僅在小族群驗證

回溯世代研究之系
統性回顧；或追蹤
不全之回溯世代研

系統性回顧 Level 
2 文獻；或重要臨
床方法或成本的

簡易版

LOGO22

追蹤小於 80% ；
或預後研究%

或由小族群推測
或驗證的 臨床指
引；或預後研究

僅在小族群驗證
的臨床指引 究；或生態

(ecological )研究
單一研究；或預
後研究

Level 3 
有對照組
(controlled 
study)

系統性回顧
Level 3文獻；或
不連續或缺乏公
認標準驗證的研
究

不連續或小族群的
世代研究

其他臨床方法或
成本的研究，包
括敏感度
(sensitivity) 分析

Level 4 病例系列 病例系列
對照病例研究
(case- control 
study)

病例系列 未分析敏感度

Level 5 專家意見 專家意見 專家意見 專家意見 專家意見

評讀證據

 先從文獻的Topic找研究方法
 若文獻的Topic沒有說明,再從

b 的 h d中去判斷

LOGO

Abstract的method中去判斷

1   1a
2   1b
3   2a
4   2b

LOGO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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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a
2   1b
3   2a
4   2b

LOGO25

1   1a
2   1b
3   2a
4   2b

LOGO26

1   1a
2   1b
3   2a
4   2b

LOGO27

1   1a
2   1b
3   2b
4   3b

LOGO28

1   1a
2   1b
3   2b
4   3b

LOGO29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How large was the treatment effect?

Importance 重要性

LOGO

 How precise was the treatment effec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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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顯著水準(significance level，p value)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
*相對危險性(relative risk，RR)

Importance 重要性

 研究常用統計

LOGO

相對危險性(relative risk RR)
*危險對比值(odds ratio，OR)
*相對危險性降低度(relative risk reduction，RRR)
*絕對危險性降低度(absolute risk reduction，ARR)
*治療需要數(number needed to treat，NNT)
*傷害需要數(number needed to harm，NNH)

31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NNT (Number Need to Treat) 治療需要數
~ 要預防一位不良結果發生所需治療的病人數

Importance 重要性

一年的死亡人數 一年的存活人數

接受某治療 300 700
實驗組事件發生率(EER)               

LOGO32

接受某治療 300 700

不接受某治療 800 200

相對危險性，風險比(Risk ratio. RR)= EER / CER = 0.3 / 0.8 = 0.375

絕對危險性降低度(ARR)= CER-EER = 80% - 30% = 50%

相對危險性降低度(RRR)=(CER-EER) / CER= (80%-30%) / 80% = 62.5%

NNT = 1 / ARR = 1/50% = 2  (每治療2位，會有1位存活)

= 300 / (300+700) = 30%

對照組事件發生率(CER)               
= 800 / (800+200) = 80%

EER：Experimental event rate   ARR：Absolute risk reduction
CER：Control event rate     RRR：Relative risk reduction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Importance 重要性

某一研究追蹤二年，對照組死亡率20%，治療組死亡率10%， 結果的呈現方式有：

呈現方式 代表的意義
Relative Risk
(相對風險性) 
RR = 0.10 / 0.20 = 0.5

治療組發生風險相對於對照組的倍數 (EER/CER)
RR=1兩組無差別，RR<1治療可降低風險，RR>1治療會增加風險

RR<1表示治療可降低死亡的風險

LOGO33

Absolute Risk Reduction 
(絕對危險性降低度)

ARR = 0.20 – 0.10 = 0.10 or 10%

治療組與對照組發生風險的絕對差異(EER-CER)

治療的益處是降低10%的死亡率

Relative Risk Reduction
(相對風險性降低度)

RRR = 1 – 0.50 = 0.50 or 50%

相對於對照組，治療組降低風險的比率 (1 – RR)
(最常見的呈現方式)

相對於對照組，治療可以降低死亡的的機率50%

Number Needed to Treat
(益一需治數)
NNT = 1 / ARR = 1 / 0.10 = 10

要預防一位不良結果發生所必需治療的病人數

必需治療10位病人2年才能預防1人死亡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CI (Confidence Interval)  95%信賴區間

45% (CI：40% ~ 50%)

45% (CI：1% 99%)

Importance 重要性

信心區間太寬 可能是樣本數太少。

LOGO

45% (CI：1% ~ 99%)

45% (CI：-2% ~ 53%)
45% (CI：53% ~153%)

34

信心區間太寬，可能是樣本數太少。

信心區間跨越原點0或1，
不具統計意義。

• CI 的寬度代表該研究的精確度(precision)，如果CI 越
窄，代表我們越有信心評估治療的療效

• 如果研究顯示該治療的確有顯著療效，且CI 的下限仍
有臨床意義，則可確定該治療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How can I apply the results to my patient 
care ?

*Were the study patients similar to my patient ?

Practicability 臨床適用性

LOGO

Were the study patients similar to my patient ?  

*Were all patient-important outcomes considered?

*Are the likely benefits worth the potential harms  
and costs?

35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可否用來照顧我的病人？
回頭看文章的PICO，是否和臨床問題相符？

Practicability 臨床適用性

LOGO

 4E：Evidence、Expectation、
Experience、Environmen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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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Auditing

 在實證醫學的執行過程中，您的表現如何？
您可做下列自我評估：

*提出可以回答的問題

LOGO

*發現最佳外部證據
*審慎評讀證據的正確性與實用性
*專業知識的整合及應用的臨床的務實變醫療
行為

37 LOGO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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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像醫學科
品管教學組長 陳嘉宏

臨床情境

LOGO2

圖片來源: health.oeeee.com、www.canstockphoto.hk

小朋友這麼小，照X光不
會有問題嗎？

臨床情境

 一位懷孕八週婦女因急性腹痛到急診室求
診，理學及超音波檢查無特殊發現。臨床
醫師解釋腹部電腦斷層檢查也可提供其它
資訊以幫忙確診，但病人擔心輻射線對胎
兒會有不良影響 甚至造成畸形。請您提

LOGO

兒會有不良影響，甚至造成畸形。請您提
供病人意見，若接受腹部電腦斷層輻射線
會不會導致畸胎？

3

認識輻射~ 原子能委員會
http://www.aec.gov.tw/

LOGO4

認識輻射~

LOGO5

認識輻射~

LOG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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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輻射~

LOGO7

認識輻射~

LOGO8

EBM 五大步驟 (5A)

Asking 問問題(可以回答的問題)

Accessing 找資料(可獲得最好的證據資訊)

LOGO

Appraising 分析判斷(文獻效度與重要性)

Applying 臨床應用(整合四大層面)

Auditing 評估成果(執行EBM的效率)

9

前景問題 (Foreground questions)

 一位懷孕八週婦女因急性腹痛到急診室求診，理學及超
音波檢查無特殊發現。臨床醫師解釋腹部電腦斷層檢查
也可提供其它資訊以幫忙確診，但病人擔心輻射線對胎
兒會有不良影響，甚至造成畸形。請您提供病人意見，
若接受腹部電腦斷層輻射線會不會導致畸胎？

LOGO

中文 英文

P 懷孕八週婦女、胎兒 (early) pregnant、fetus

I 腹部電腦斷層檢查 Abdomen CT、radiation

C background  radiation

O 畸胎 teratogenesis、teratogen、
teratogenicity

10

一般原則是
先放「P」與「I」，
「C」與「O」視搜

尋結果決定

UptoDate 資料庫

 由3,000多位專業醫師執筆撰寫，資料涵蓋
6,000多個內科及次專門科主題評論，並涉
及家醫科、小兒科及婦產科，提供up-to-
date實證醫學及臨床醫療資訊 以協助醫

LOGO

date實證醫學及臨床醫療資訊，以協助醫
師進行診療上的快速判斷與決策，內容也
包含160,000筆醫學摘要、Lexi-Comp 藥
物資料庫，以及病人宣傳手冊。

11

UptoDate 資料庫

LOG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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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toDate 資料庫

LOGO13

UptoDate 資料庫

LOGO14

UptoDate 資料庫

LOGO15

UptoDate 資料庫

LOGO16

The Cochrane Library

 The Cochrane Library為一個實證醫學全文
型資料庫，製作單位為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其下又分為7個資料庫，由
Cochrane專業團體或國際組織對文獻進行

LOGO

系統性評論、控制實驗與生統分析。

 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Cochrane Reviews) - 提供超過1,800
種完整的評論(Reviews)

17

Cochrane Search

LOG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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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rane Search

Search Query Items found

#7 #5 and #6 4

#6 Teratogen* 124

#5 (#1 or #2) and (#3 or #4) 1001

LOGO

#5 (#1 or #2) and (#3 or #4) 1001

#4 CT [ti,ab,kw] 35338

#3 radiation [ti,ab,kw] 9874

#2 fetus [ti,ab,kw] 1947

#1 Pregnan* [ti,ab,kw] 26181

19

Cochrane Search

LOGO20

PubMed Search

Search Query Items found

#4 #3 and free full text[sb] 21

#3 #2 and (“last 10 years”[PDat] and 127

LOGO

#3 ( y [ ]
humans[Mesh]) 127

#2 #1 and Teratogen* 572

#1 (Pregnan* or fetus) and (radiation 
or CT) 17704

21

PubMed Search

LOGO22

依問題的型態決定研究設計

Type of question Suggested best type of study

Therapy RCT > Cohort > Case Control > Case Series

Diagnosis Prospective, blind comparison to gold standard

Etiology/Harm RCT > Cohort > Case Control > Case Series

LOGO

gy/ C Co o t Case Co t o Case Se es

Prognosis Cohort Study > Case Control > Case Series

Prevention RCT > Cohort Study > Case Control > Case Series

Clinical Exam Prospective, blind comparison to gold standard

Cost analysis economic analysis

23 LOGO
OCEBM Levels of Evidence Working Group*. "The Oxford 2011 Levels of Evidenc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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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記研究倫理道德

 此研究問題不適合用前瞻性的研究設計，
較適合用回溯性的研究設計。
 Case control, case series, case report

LOGO25

EBM 學習紀錄單

LOGO26

Appraising

EBM 學習紀錄單

LOGO27

Asking

Accessing

EBM 學習紀錄單

LOGO28

Applying Auditing

EBM 五大步驟

Asking – 定義PICO

Accessing – 利用各資料庫搜尋

Up to Date
了解背景

文獻
宅急便

LOGO29

Appraising – 請主治醫師協助

Applying – 小組討論

Auditing – 小組討論

ER 探討急性創傷病人加照
skyline的必需性?

LOGO30

Asking Accessing
Appraising

Applying

Auditing Au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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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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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任專業活動經驗分享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EPA

106年度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

臨床教師教學技巧訓練

2017/05/20

台大醫院放射腫瘤科

黃國明/杜昭遠/溫舒瑜

大綱

第一章 EPA介紹

第二章 執行過程經驗分享

第三章 初步結果分析與討論第三章 初步結果分析與討論

第一章
EPA介紹EPA介紹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

醫事放射師─ 黃國明

(技術長、課程主任、計畫主持人)

落實核心能力導向醫事教育
C t B d M di l Ed ti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

醫學教育、醫事教育起源

Abraham	Flexner
Carnegie	report		1910

改變

問題與方向

1. 標準化訓練、不同學員的調節機制

2. 知識與臨床經驗情境化，能更加結合
和評估

3. 專業認同一致形成的建立

4. 繼續革新、創新、探索的能力

資料來源:Recommendations of Carnegie Repor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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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包理論 挑戰

兩個方針

因沒有客製化

不同職類、層級，根據能力情境和專業領域描述更完整 (analytic 
view)

因沒有整體觀因沒有整體觀

 專業認同行程和角色內化的過程 (holistic view)

醫事人員培育

Milestone
里程碑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EPA
可信任專業活動

顧問資料

臺大醫院─楊志偉醫師
臺大醫院教學部主治醫師

臺大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

醫學教育暨生醫倫理學科（所）臨床助理教授

落實核心能力導向醫學教育（CBME）－
簡介可信任專業活動（EPAs）在醫學教育之應用

(醫療品質雜誌2016年1月號｜第10卷第1期)

醫學教育暨生醫倫理學科（所）臨床助理教授

流行病學暨預防醫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本院目前現況：西醫職類(急診、內科)

歷程
2016/06/24 與楊志偉醫師首次EPA面談

2016/08/10 楊志偉醫師教學院EPA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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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內容

2016/06/24 與楊志偉醫師首次EPA面談 楊志偉醫師與黃國明放射師首次針對EPA評估內容進行討論

2016/08/10 楊志偉醫師教學院EPA授課 黃國明放射師邀請楊志偉醫師於開立EPA評估工具授課談

2016/08/10 架構本科EPA設計框架

2016/10/27 EPA教學討論會議紀錄 邀請楊志偉醫師擔任顧問，檢視本科EPA設計進行小組討論

2017/03/02 EPA教學討論會議紀錄 與楊醫師進行EPA內容檢視與執行說明

2017/03/03 EPA教學討論會議紀錄 教學小組進行工作分配與EPA任務說明重新定義

2017/03/09 三科EPA教學討論會議紀錄 由黃國明放射師召集放射職類、楊志偉醫師進行本科經驗分享與執行現
況、問題與討論況 問題與討論

2017/03/10 EPA教學討論會議紀錄 教學小組進行EPA任務說明再次檢視

2017/03/15 EPA教學討論會議紀錄 教學小組進行EPA任務新制定

2017/03/16 與Mail楊醫師執行現況討論 經建議後教學小組重新進行EPA任務制定

2017/03/17 與Mail楊醫師執行現況討論 EPA架構完整並提交楊醫師確認，說明後續執行

2017/03/18 專家效度檢測 進行五人小組專家效度(1)與(2)檢測

2017/03/22 EPA教學討論會議-共識會議 教師集體共識說明與意見討論

2017/03/27-
2017/03/30

進行試評影帶拍攝錄製 召集放射同仁進行3部試評影帶錄製，信度使用。

2017/03/30 與楊醫師電訪討論紀錄 進行工作進度說明與楊醫師指導後續進行事宜

執行流程

EPA評估工具學習
(1050624-1050930 )

教學型主治醫師

教學小組策劃內容
(1051027-1060302 )

成員組成

執行、修正與檢討
(1060302-)

表單電子化• 教學型主治醫師
─楊志偉

• 師培課程與經驗
分享

• 成員組成

• EPA架構擬定

• 師培會議討論

• 表單電子化

• 專家會議

• 信效度檢測

• 檢討會議

EPA？？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荷蘭的醫學教育學者Olle ten Cate

一旦達到足夠的能力，便可信任地賦予受評者執行專業活動。

Unit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to be 
entrusted to a 
trainee once 

sufficient 
competence has 
been reached.

資料來源:楊志偉醫師-教學方法與評估工具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信任 Entrustable
專業活動需要被「信任」，無論是同事、患者或是社會

不被「信任」者是禁止從事專業活動

專業 P f i l專業 Professional
職業的一種凝聚；具法律保障或資格者

活動Activities
任務可已被完成，被安排、能在工作描述中列出

資料來源1：Nuts and bolts of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資料來源2：簡介可信任專業活動（EPAs）在醫學教育之應用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可信任專業活動（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 EPA）
EPAs是專業活動的單位（Units）或出發點

是否達到足夠的勝任能力

「信任」是安全及有效醫療照護最核心的概念 信任」是安全及有效醫療照護最核心的概念

信任的等級
醫療行為的勝任能力

受監督（supervision）的程度

授權期限

資料來源1：Nuts and bolts of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資料來源2：簡介可信任專業活動（EPAs）在醫學教育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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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評估臨床任務整體性與統合性

學員的能力及程度
調整EPAs難度、風險或複雜度

不同層級的學員
判斷需要達成哪些項目的EPAs

資料來源1：Nuts and bolts of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資料來源2：簡介可信任專業活動（EPAs）在醫學教育之應用

EPA定義與特色

 Context
 專業活動是在怎樣的背景情境下

 Attitude, knowledge and skill
 透過訓練先行具備的A S

 Qualified personnel
 可執行任務的學習者

 Independently executable 
 可在時間範圍內獨立執行 透過訓練先行具備的AKS

 Recognized output 
 臨床上可以清楚被辨識的專業活動

 可在時間範圍內獨立執行

 Observable and measurable
 可被觀察、被量測的

More domains of competence
 須具備多項能力

資料來源1：Nuts and bolts of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資料來源2：簡介可信任專業活動（EPAs）在醫學教育之應用

框架

Subcompetency

Competency
5 Core

Competency

X
subcompetencies EPA

Radiation
Therapist

Model

Curriculum and 
courses

Milestones
Y

milestones

Society-
Based 

Training

Institute-
Based 

Training
Workshop

Competent 

5 levels
EPA &
STARs

資料來源1：Nuts and bolts of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資料來源2：簡介可信任專業活動（EPAs）在醫學教育之應用

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力

病人照護

醫學影像及放
專業素養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103年度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醫事放射師受訓人員訓練成效評估」教
師共識會議 確定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射科學知識

醫病關係及團
隊溝通能力

提升本職技能

專業素養

醫事放射師教學訓練成效評估緣起與現況
醫療品質雜誌

2016年1月號第10卷第1期

師共識會議，確定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
能力版本(103.10.29)

將能力轉化為實際醫療行為

能力 EPAs
個人描述 工作描述

態度、知識
專業活動必要的部份

技能、價值觀
專業活動必要的部份

內容專長
協作能力
溝通能力
管理能力
專業態度
學術習慣

離院程序
諮詢病人

設計治療計劃
引導家庭會議
執行穿刺術

需要時復甦程序

核心能力/里程碑 vs. EPA

核心能力/里程碑
學員須具備那些「特質」

EPA
學員能獨立執行那些任務

病史詢問能力 能夠急救心跳停止的病人

能夠適當決定病人的動向
操作型技能執行能力

能夠適當決定病人的動向
並完成離部

溝通能力 能夠主持一場家庭諮詢會議

實證醫學能力 能夠執行中心靜脈導管置入

倫理思辨能力 能夠對罹癌病人進行病情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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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EPA？？

如何評估

過往熟悉的各種評估工具

項目 內容

Knowledge tests 知識測驗，例如筆試、口試等g

Simulation 模擬測驗

Short practice observations 短時間的觀察測驗，例如：DOPS、mini-CEX

Case-based discussions 病例討論

Long practice observation 360-Degree Evaluation / Multi-Source Feedback(MSF)

Products 報告、出院紀錄等等

資料來源1：Nuts and bolts of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資料來源2：簡介可信任專業活動（EPAs）在醫學教育之應用

紙筆
測驗

口試 CbD OSCE Mini-CEX DOPS 360°
Ad-hoc

assessment of EPA

參與人員
學員/(教

師)
學員/教師 學員/教師

學員/教師
標準化病人

學員/教師
病人

學員/教師
病人

學員/教師
學員/教師

(病人)

評估場地 討論處室 模擬場地 實際臨床

教案 - -
學員自行
挑選個案

教師指定 教師指定 教師指定 - 教師指定

特色
了解基
本能力

著重觀念
臨場表達、態度

標準化
口試評量

輪站
觀察

臨床技能
觀察操作
程序技能

多面向、多
評估者

凝聚團體共
識

信任等級評估

評估時間
變異性
較大

變異性較大
15~20分鐘

問答
各站時間

10~15分鐘
變異性較大
10-20分鐘

特定一次的技術
10-15分鐘

變異性較大
持續性評估

一次任務
執行時間較大 問答 10 15分鐘 10 20分鐘 10 15分鐘 持續性評估 執行時間

M
ill

er
學

習
金

字
塔

Does 
(Work place)
實際運用並

實踐

v v v v

Show How
能做出來

讓別人了解
v

Know How
知道為什麼

v v

Knows
知道

v

Ad-hoc

新的評估方式
Ad-hoc entrustment decisions

 執行一個EPA任務後，教師直觀、直接給予回饋

 直接給予信任等級直接給予信任等級

Summative entrustment decisions 
 一段時間後，觀察數個EPA成果進行總檢視

 可透過統計分析了解各期間內EPA授權等級與學習狀況

執行現況與經驗分享
減少架構EPA的時間

了解EPA目的與執行精神

分享架構過程的問題與困難

EPA經驗分享

分享架構過程的問題與困難

範例參考
提供骨架參考

重點提醒

藉由經驗分享推廣EPA執行
並減少錯誤資訊蒐集與方向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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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執行過程經驗分享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

醫事放射師─ 杜昭遠

(課程副主任)

EPA執行流程

CCC與

專家會議

試評

影帶建立

表單信度

檢測

EPA設計

表單電子化
表單效度

檢測

教師共識 EPA執行

CCC定期

總檢討

臨床能力委員會
Clinical Competence Community
成員
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課程主任

專責教師、臨床教師、外部顧問…等。

任務

技術

主管

計畫主
持人

臨床

教師
任務
課程安排與規劃

定期檢視EPA學習成效

CCC

課程負
責人

專責

教師

外部
顧問

臨床能力委員會
Clinical Competence Community

組織專家會議

表單建立

信效度檢測

• 表單建立

• 效度、試評檢測前(專家會議)

綜合EPA評核結果中
信效度檢測

共識會議推動

• 綜合EPA評核結果

• 信任等級決定(學程進度)中(CCC)

• 綜合各EPA評核結果

• 整體學習成果(年度)後(CCC)

具教學熱誠者

臨床指導教師、專責教師

定期、不定期檢視評估結果

臨床能力委員會
Clinical Competence Community

定期 不定期檢視評估結果

EPA執行流程

CCC與

專家會議

試評

影帶建立

表單信度

檢測

EPA設計

表單電子化
表單效度

檢測

教師共識 EPA執行

CCC定期

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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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的七項主軸

EPA的7項主軸

7個項目格式

標題 簡單描述，便於課程管理。

規格和限制 清楚表示任務特定內容，讓教師有清楚共識；亦提供受評者明白任務目的。

相關的能力 對應醫事放射師哪五大核心能力。

態度、知識、技能 執行任務前先具備有哪些態度、知識和技能；課程安排的依據。

評估內容 用哪種「評估工具」，例如：DOPS、Cbd、mini-CEX、Ad-hoc。

信任等級 能夠被授權執行該任務到何種程度的等級。

有效期限 於某信任程度等級執行任務的有效期限。

標題

任務的設計與方向
檢視完整訓練計畫的EPAs

例如：
1 美國醫學會（AAMC）制定了醫學生畢業要進入

EPA以「任務」為導向，並非「能力」

標題簡單明瞭
 避免熟練程度相關描述

1. 美國醫學會（AAMC）制定了醫學生畢業要進入
住院醫師訓練前必要的13個核心EPA。

2. 一般住院醫師訓練過程不超過20至30項。

有效完整地執行
模擬定位流程

執行模擬
定位流程

OPA概念
Observ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OPA

單一EPA任務，包含一至數個可觀察專業活動

EPA & OPA

EPA1

OPA1 任務描述 信任等級

OPA2 任務描述 信任等級

OPA3 任務描述 信任等級

標題
外部顧問檢視指正

模擬定位流程EPA

OPA1 定位前置作業與輔具確認

OPA2 依醫囑完成輔具製作及擺位
模擬定位流程EPA潤飾

文字OPA2 依醫囑完成輔具製作及擺位

OPA3 每日品保、一級保養項目及儀器
簡易故障排除

OPA4 依醫囑、標準作業程序及臨床專
業知識完成定位流程

OPA5 落實病人照護、病人安全與感染
管控

OPA6 適時尋求協助及團隊溝通

OPA1 品質保證作業

OPA2 前置作業執行

OPA3 定位輔具製作

OPA4 模擬定位流程執行

建議修正後

文字

任務下觀察面向的敘述

EPA設定

「必要」的任務？

具備多樣能力

能清楚辨識

能被觀察、量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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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描述

7個項目格式

標題 簡單描述，便於課程管理。

規格和限制 清楚表示任務特定內容，讓教師有清楚共識；亦提供受評者明白任務目的。

相關的能力 對應醫事放射師哪五大核心能力。

態度、知識、技能 執行任務前先具備有哪些態度、知識和技能；課程安排的依據。

評估內容 用哪種「評估工具」，例如：DOPS、Cbd、mini-CEX、Ad-hoc。

信任等級 能夠被授權執行該任務到何種程度的等級。

有效期限 於某信任程度等級執行任務的有效期限。

任務描述

模擬定位流程EPA 為例

「任務」與「任務描述」易混淆

「任務」

模擬定位流程

製作鉛合金擋塊

設計治療計畫

呼吸調控治療技術執行

「任務描述」(觀察面向)

尋求協助

異常狀況處理

病人安全照護

團隊溝通技巧

任務名稱 任務描述(觀察面向)

OPA1 品質保證作業
每日品保、一級保養
異常狀況處理

OPA2 前置作業執行

資料輸入、病人辨識
輔具與醫囑確認
病患事前準備

任務描述

病患事前準備
協調溝通 (團隊與患者)

OPA3 定位輔具製作
依醫囑執行輔具選擇與製作
擺位技術
協調溝通 (團隊與患者)

OPA4 模擬定位流程執行

遵循醫囑及臨床專業知識完成定位程序
病人安全照護、感染管控
突發狀況處理
尋求協助與團隊溝通

任務描述

「必觀察」的面向

教師的觀察共識

受評者的學習目標

對應的核心能力

7個項目格式

標題 簡單描述，便於課程管理。

規格和限制 清楚表示任務特定內容，讓教師有清楚共識；亦提供受評者明白任務目的。

相關的能力 對應醫事放射師哪五大核心能力。

態度、知識、技能 執行任務前先具備有哪些態度、知識和技能；課程安排的依據。

評估內容 用哪種「評估工具」，例如：DOPS、Cbd、mini-CEX、Ad-hoc。

信任等級 能夠被授權執行該任務到何種程度的等級。

有效期限 於某信任程度等級執行任務的有效期限。

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能力

病人照護

醫學影像及放
專業素養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103年度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
醫事放射師受訓人員訓練成效評估」教
師共識會議 確定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射科學知識

醫病關係及團
隊溝通能力

提升本職技能

專業素養

醫事放射師教學訓練成效評估緣起與現況
醫療品質雜誌

2016年1月號第10卷第1期

師共識會議，確定醫事放射師五大核心
能力版本(103.10.29)

106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臨床教師教學技巧訓練)【第49頁，共68頁】



2017/5/17

9

核心能力 核心能力定義

醫學影像及
放射科學知識

具備影像診斷、放射線治療、核子醫學、醫療輻射安全與影像等知識，充
分應用於影像診療檢查暨放射治療領域，並提供良好的影像品質、精準的
治療技術、降低檢查的輻射劑量及異常的影像之專業知能與技術。

醫病關係及
團隊溝通能力

善用知識、技巧與態度，先傾聽，再溝通，以同理心與尊重病人權益，建
立良好醫病關係，從「心」感受，並與醫療團隊成員達成有效溝通。

病人照護
須能呈現臨床影像檢查與放射治療技術專業，具備以病人為中心，並餐與
跨領域團隊成員共同照護，提升病人接受放射醫療妥善率及病人安全。

提升本職技能
須不斷接受臨床影像檢查與放射治療技能的新知教育，積極餐與院內外學
術研究及研討會，並能廣泛充實專業相關知識與服務技能，以提升醫學影
像及放射科學知識，精進醫事放射照護服務能力

專業素養
須能以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之專業技能照護病人，並具「視病猶親」之服
務態度，恪遵醫學倫理。

對應的核心能力

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

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力

++++

+

++

+

+

+++

EPA5EPA2EPA1 EPA4EPA3

rr
ed

病人照護

提升本職技能

專業素養

+

+

+

++

+

++

++

++

+

++

++

++

+

C
o

m
p

et
en

ci
es

 in
fe

Assessment based on EPAs

任務名稱 任務描述 對應核心能力

OPA1 品質保證作業
每日品保、一級保養
異常狀況處理

A、D

OPA2 前置作業執行

資料輸入、病人辨識
輔具與醫囑確認
病患事前準備
協調溝通 (團隊與患者)

A、B、C、D、E

依醫囑執行輔具選擇與製作
OPA3 定位輔具製作

依醫囑執行輔具選擇與製作
擺位技術
協調溝通 (團隊與患者)

A、B、C、D、E

OPA4 模擬定位流程執行

遵循醫囑及臨床專業知識完成定位程序
病人安全照護、感染管控
突發狀況處理
尋求協助與團隊溝通

A、B、C、D、E

A.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B.醫病關係與團隊溝通能力、C.病人照護、D.提升本質技能、E.專業素養

核心能力

訓練計畫須包含數個EPA

EPA→對應所需的核心能力

訓練期滿═具五大核心能力

病人照護

醫學影像及放
專業素養

醫學影像及放
射科學知識

醫病關係及團
隊溝通能力

提升本職技能

專業素養

具備的AKS

7個項目格式

標題 簡單描述，便於課程管理。

規格和限制 清楚表示任務特定內容，讓教師有清楚共識；亦提供受評者明白任務目的。

相關的能力 對應醫事放射師哪五大核心能力。

態度、知識、技能 執行任務前先具備有哪些態度、知識和技能；課程安排的依據。

評估內容 用哪種「評估工具」，例如：DOPS、Cbd、mini-CEX、Ad-hoc。

信任等級 能夠被授權執行該任務到何種程度的等級。

有效期限 於某信任程度等級執行任務的有效期限。

OPA
任務描述

共識觀察面向

核
心
能
力

AKS

態度
attitude

知識
knowledge

技能
skill

醫療品質
保證作業

每日品保、一級保養
異常狀況處理

A
D

謹慎仔細
積極進取
精進提升

每日品保
一級保養項目
儀器操作與故障排除
放射治療專業

品質保證儀器操作
放射治療專業技能

前置作業
執行

資料輸入、病人辨識
輔具與醫囑確認
病患事前準備

A
B
C
D

團隊合作有效溝通
視病猶親
謹慎仔細

放射治療專業
放射治療模擬定位
模擬定位輔具製作

放射治療模擬
定位技術
輔具製作技術

協調溝通 (團隊與患者)
D
E

尊重、同理心 基礎醫學、溝通協調 溝通技巧

定位輔具
製作

依醫囑執行輔具選擇與製作
擺位技術
協調溝通 (團隊與患者)

A
B
C
D
E

團隊合作有效溝通
視病猶親
謹慎仔細
尊重、同理心

放射治療模擬定位
模擬定位輔具製作
擺位知識
基礎醫學、溝通協調

放射治療模擬
定位技術
輔具製作技術
溝通技巧

模擬定位
流程執行

遵循醫囑及臨床專業知識─
─完成定位程序
病人安全照護、感染管控
突發狀況處理
尋求協助與團隊溝通

A
B
C
D
E

團隊合作有效溝通
視病猶親
謹慎仔細
尊重、同理心

放射治療專業
標準作業程序
放射治療模擬定位
儀器操作與故障排除
病人照護與安全
感控專業

放射治療模擬定位技術
模擬定位儀器操作
病人照護
感染控制

OPA (Observ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核心能力：A、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學知識；B、醫病關係及團隊溝通能力；C、病人照護；D、提升本職技能；E、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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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內容

7個項目格式

標題 簡單描述，便於課程管理。

規格和限制 清楚表示任務特定內容，讓教師有清楚共識；亦提供受評者明白任務目的。

相關的能力 對應醫事放射師哪五大核心能力。

態度、知識、技能 執行任務前先具備有哪些態度、知識和技能；課程安排的依據。

評估內容 用哪種「評估工具」，例如：DOPS、Cbd、mini-CEX、Ad-hoc。

信任等級 能夠被授權執行該任務到何種程度的等級。

有效期限 於某信任程度等級執行任務的有效期限。

評估內容

使用Ad-hoc
評估任務後立即當場給予回饋，並評量信任等級。(L1-L5)

著重於回饋並記錄。

特色特色
即時

無複雜的填核表單內容

所得信任等級即為EPA結果 其他評核結果存在著
與EPA不同級距間的轉換問題

EPA

DOPS

ad-
hocCbD

檢視EPA評估結果
CCC綜合檢視該任務評估等級

EPA

othersmini-
CEX

評估內容

Ad-hoc是新的評估方式

需要時間學習

信任主觀，卻相當準確

信任等級

7個項目格式

標題 簡單描述，便於課程管理。

規格和限制 清楚表示任務特定內容，讓教師有清楚共識；亦提供受評者明白任務目的。

相關的能力 對應醫事放射師哪五大核心能力。

態度、知識、技能 執行任務前先具備有哪些態度、知識和技能；課程安排的依據。

評估內容 用哪種「評估工具」，例如：DOPS、Cbd、mini-CEX、Ad-hoc。

信任等級 能夠被授權執行該任務到何種程度的等級。

有效期限 於某信任程度等級執行任務的有效期限。

監督與許可
Observe, not act

Direct supervision (present in the room, proactive)
Co-activity: excute together
Supervisor observes; takes over if needed

Indirect supervision (not present; quickly available; reactive)Indirect supervision (not present; quickly available; reactive)
All findings checked 
Key findings checked 
No findings checked  (only on indication)

Unsupervised practice – only clinical oversight

Permission to supervise junior learners

資料來源1：Nuts and bolts of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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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與許可

監督等級 許可內容

Level 1 能於一旁觀察、學習，無授權執行任務。

Level 2
2A 能執行任務，需教師監督，並共同完成。

Level 2
2B 能執行任務，需教師監督，適時協助。

Level 3

3A 能執行任務，教師間接監督（能迅速聯絡到教師）須確認每一項內容。

3B 能執行任務，教師間接監督（能迅速聯絡到教師）僅須確認重點內容。

3C 能執行任務，教師間接監督（能迅速聯絡到教師）無須確認內容。

Level 4 可獨立執行任務。

Level 5 可獨立執行任務並進行教學。

信任等級

信任？勝任程度？

教師願意放手的程度？

每項任務訂定及格門檻
例：及格等級為Level 3b

未及格者次月重新訓練 re EPA

有效期限

7個項目格式

標題 簡單描述，便於課程管理。

規格和限制 清楚表示任務特定內容，讓教師有清楚共識；亦提供受評者明白任務目的。

相關的能力 對應醫事放射師哪五大核心能力。

態度、知識、技能 執行任務前先具備有哪些態度、知識和技能；課程安排的依據。

評估內容 用哪種「評估工具」，例如：DOPS、Cbd、mini-CEX、Ad-hoc。

信任等級 能夠被授權執行該任務到何種程度的等級。

有效期限 於某信任程度等級執行任務的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

最後等級評等結果後

該等級下執行此任務的有效期

CCC決定

總結

某EPA訓練為期一個月

每日教師給予ad-hoc信任評等

月底CCC總檢視

給予該EPA總訓練評等給予該EPA總訓練評等

及格？是否進行補救？

在此授權等級的執行效期

效期後如應重新進行任務評等檢視

EPA執行流程

CCC與

專家會議

試評

影帶建立

表單信度

檢測

EPA設計

表單電子化
表單效度

檢測

教師共識 EPA執行

CCC定期

總檢討

106年度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主題：臨床教師教學技巧訓練)【第52頁，共68頁】



2017/5/17

12

電子表單建立

使用免費Goole表單
建立信度檢測表單

建立臨床教師評估表單

優點優點
免費、簡單、設計容易入門

有助資訊統計回收(Google試算表)

缺點
無法簽核動作

須進行電子表單使用教學
未來本院將進行全面電子化

此過渡時期可供教師逐步熟悉電子化程序

示範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106年度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

臨床教師教學技巧訓練

y 第三章
初步結果分析與討論初步結果分析與討論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

醫事放射師─溫舒瑜

(技術主管、課程副主任)

EPA執行流程

CCC與

專家會議

試評

影帶建立

表單信度

檢測

EPA設計

表單電子化
表單效度

檢測

教師共識 EPA執行

CCC定期

總檢討

表單效度檢測

組成成員 表單效度檢測

OPA 任務描述內容

品質保證作業

每日品保

一級保養

儀器簡易故障排除

參與院內外專業課程與會議(TMS…)
資料輸入

病人辨識

• 5~8名具信度教師

• 表單設計者

• 專家

• 內容效度

• 專家效度

前置作業執行

病人辨識

輔具與醫囑確認

病患事前準備

協調溝通 (團隊與患者)

定位輔具製作

依醫囑執行輔具選擇與製作

擺位技術

協調溝通 (團隊與患者)

模擬定位流程執行

遵循醫囑、標準作業程序、臨床專業知
識完成模擬定位流程
病人照護、安全

感染管控

尋求協助與團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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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度

同意度(Agreement)

專家效度

語意清晰性(Clarity) 具體性(Clarity)

主題集中性(Centrality) 重要性(Importance)

內容與主題相關程度

內容效度指數 (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 修正量表 70％~79％

■ 採用量表 80％以上

■ 題項合適百分比70%~80%

■ 題項合適及修正後合適累積百分比

80%~90%

1分 2分 3分 4分

無關刪除 部分 十分 重要

1分 2分 3分 4分

無關刪除 參考價值
大幅修正

列入價值
文辭修改

合適正確
重要價值

內容效度檢測

內容效度指數 (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為91.2％

審查專家
檢核項目

得1分或2分題數 得3分或4分題數 總和得1分或2分題數 得3分或4分題數 總和

專家一 1 15 16

專家二 1 15 16

專家三 2 14 16

專家四 2 14 16

專家五 1 15 16

總和 7 73 80

專家效度檢測 修正後每一檢核項目皆具效度

OPA
名稱

任務描述內容 審查建議 修正後
4分值

前 後

品質保證
儀器簡易故障排除 文辭修改 異常狀況處理 3.35 4

作業 參與院內外專業課程與
會議(TMS…)

與主題無關
建議刪除

- 2.1 -

模擬定位
流程執行

遵循醫囑、標準作業程
序、臨床專業知識完成

模擬定位流程
文辭修改

遵循醫囑及臨床專業
知識完成定位程序

3.55 3.9

病人照護、安全 文辭修改 病人安全照護 3.7 3.9

突發狀況處理 新增 - - 3.85

EPA執行流程

CCC與

專家會議

試評

影帶建立

表單信度

檢測

EPA設計

表單電子化
表單效度

檢測

教師共識 EPA執行

CCC定期

總檢討

共識會議
逐項討論、表述意見

有效提升教師信度

重複檢測表單內容

修訂→重新檢測效度修訂→重新檢測效度

E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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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執行流程

CCC與

專家會議

試評

影帶建立

表單信度

檢測

EPA設計

表單電子化
表單效度

檢測

教師共識 EPA執行

CCC定期

總檢討

試評影帶

建議3-5部

非標準帶
避免極好或極壞表現

情境劇本情境劇本

側拍學員實境臨床執行過程

不同狀況情境

評量表信度檢測

分析方式 信度指標 說明

α值範圍 意義

1.0＞α≧0.9 優良的(Excellent)

CCC與

專家會議

EPA設計

表單電子化
表單效度

檢測

教師共識

試評

影帶建立

表單信度

檢測

EPA執行

CCC定期

總檢討

信度檢核
Cronbach’s α 係數

係數範圍為0~1

值愈高內部一致性愈高，亦代表信度愈高

相關
選擇項目與總分的相關
需達0.3以上 (p<0.05)

該題與總分相關偏低(<0.3)或負值
→刪除該題、修改

0.9＞α≧0.8 良好的(Good)
0.8＞α≧0.7 可接受的(Acceptable)
0.7＞α≧0.6 可疑的(Questionable)
0.6＞α≧0.5 不良的(Poor)

0.5＞α≧0.0
不可接受的
(Unacceptable)

表單信度-Cronbach’s α 項目整體統計量

項目刪除時

尺度平均數

項目刪除時

尺度變異數

修正的項目
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胸
腹
部

OPA1 17.263 8.205 .481 .841

OPA2 17.895 5.988 .697 .749

OPA3 18.632 6.246 .606 .795

OPA4 18.053 5.386 .829 .678

OPA1 15 105 16 433 680 824

Cronbach's 
Alpha 值

頭
頸
部

OPA1 15.105 16.433 .680 .824

OPA2 16.316 14.895 .728 .802

OPA3 16.526 14.596 .632 .849

OPA4 15.842 14.585 .767 .785

骨
轉
移

OPA1 18.474 5.930 .692 .926

OPA2 18.947 5.386 .827 .883

OPA3 19.211 5.175 .858 .871

OPA4 19.158 4.807 .857 .872

胸腹部 .821

頭頸部 .855

骨轉移 .915

修正項目總相關
需達0.3以上

評分者信度

信度指標 說明
評分影片

胸腹部 頭頸部 骨轉移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組內相關係數 (α)

介於0~1之間
<0 4信度差

0.919 0.876 0.908 
ICC 組內相關係數 (α)

評量者間的影響和受測者間的關係
<0.4信度差

>0.75信度良好
(P<0.000) (P<0.000) (P<0.000)

Kendall’s  W 值
介於0~1之間

W值愈高信度愈佳
P<0.05

0.435 0.348 0.409

Cohen Kappa  (同意度係數、KR20)
測量評量者之間的協議可靠性評估
同一事件多次判斷結果的同意度

<0.4 低
0.4<K<0.8 中
≧0.8 高(理想)

0.897 0.741 ---

總結

• 專家會議審試表單效度表單效度

• 藉效度表單凝聚教師共識教師共識

• 具有效度表單與教師共識後，進行
試評影帶拍攝試評影帶

• 蒐集教師試評影帶結果進行表單信
度分析，並觀察評分結果離散程度表單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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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執行流程

CCC與

專家會議

試評

影帶建立

表單信度

檢測

EPA設計

表單電子化
表單效度

檢測

教師共識 EPA執行

CCC定期

總檢討

執行情形

學員

執行任務

每日教師通過訓練/

Ad-hoc頻次由CCC委員會決定
需依照任務特性與特色訂定
注意：頻次過少→信任等級的變異性會提升

ad-hoc 評估等級

每日

質性回饋紀錄

每月任務

總檢視

補救輔導訓練

EPA質性回饋為主要精神與指標

EPA執行流程

CCC與

專家會議

試評

影帶建立

表單信度

檢測

EPA設計

表單電子化
表單效度

檢測

教師共識 EPA執行

CCC定期

總檢討

CCC自行決定需要何種數據
有助於團隊統計與分析最終信任等級

檢討

評核標準由CCC團隊決定

合格？需輔導？

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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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PA推動
CCC長期運作

臨床教師負荷

評估便利性(電子化？)評估便利性(電子化？)

鼓勵與回饋教師

參考資料

1. 醫事放射師教學訓練成效評估緣起與現況(醫療品質雜誌2016年1月號|第10卷第1期)

2. 落實核心能力導向醫學教育(CBME)-簡介可信任專業活動(EPAs)在醫學教育之應用

3. (醫療品質雜誌2016年1月號|第10卷第1期)

4. 教學方法與評估工具-楊志偉醫師(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課程設計工作坊(
2013/11/6-8)

5.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y as a Framework for the Assessment of Residents

6. Olle ten Cate, The 2015ACGME Annu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

7. ten Cate O, Nuts and bolts of 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J Grad Med Educ 2013; 5: 157–

158.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106年度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醫事放射師教學師資培育工作坊

臨床教師教學技巧訓練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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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Based Learning
於醫事放射臨床教學

Camus C.Y. Wu. \ 吳志毅
Medical radiation technologist \醫事放射師

Depart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and Molecular Imaging C.G.M.H. \長庚醫院核子醫學科

Work Based Learning (WBL)是什麼？

WBL是一種教育策略，為受訓者提供實務工作經驗，

從而將學術和技術整合為技能。適用範圍遍及一般行業建教

合作與專門技術臨床訓練。通常在作業場所以基於工作技能

為主的學習活動，幫助受訓者快速達到工作水準（如：工作

態度和執行能力）。

Apprenticeship
Business/Industry Field Trip
Cooperative Education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s實習本身就是一種 WBLInternship
Job Shadowing
Mentorship
School-Based Enterprise
Service Learning

- 為什麼要實習？

實習本身就是一種 WBL

WBL 對學員的益處

-在實際環境中驗證理論與習得技術（整合學校學理和實務工作）。

-評估學員的興趣、能力與職業適性（職場的需求與自身的期望）。

-發展和實踐積極的工作相關習慣和態度（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團

隊合作、解決問題…等等能力）

-職場倫理傳承（觀察工作場所專業人員的態度和程序）

WBL 對職場的益處

-優秀的受訓者即熟練和積極的潛在未來員工。

-減少招聘/培訓成本。

-檢視自身勞動力的配置與未來發展的機會。

-在受訓者協助下引入新思維與開發新項目。

-以受訓者需求為出發點，設計課程、開發新職訓項目。

WBL 對學校的益處

-擴大教學與課程範圍（讓學員瞭解最先進的設備與技術）。

-滿足不同學員需求的個性化教學（使教育對學員更具相關性和價值）。

-促進教師與產業業界互動（協調教師與業界共同精進工作）。

-提供教室和實驗室資源以適應並促進業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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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ent plan, including goals, objectiv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o appropriate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and other personnel 
for approval and support.
• Decide on length, time, and dates for student 
internship experience.

W B L
p p

• Devise method and forms to assess Student 
Intern progress during the internship
experience.
• Organize procedure for Mentor and Student 
Intern to evaluate the internship experience.
• Determine the agenda and time for the student 
intern and the School-to-Work Coordinator or 
teacher post-experience conference. 

W B L 的 實施重點

完整的WBL規劃

訓練單位制訂實習目標與實施策略並與學校雙向溝通。

訓練單位的管理人員、訓練員或教師、派遣單位的訪視人員配置

比例以及必要認證。

訓練單位依照合適的時間決定實習活動的日期與長短。

依照訓練單位特性規劃申請資格與標  準並開放申請。

依照訓練內容制訂合約與保險簽訂。

訓練期間訪查輔導與難題解決。

訓練結束的認證與意見回饋

實施時數的限制

專業技能型工作的WBL實施時數一般多以小時為單位，以方

便成效評估。專業實習通常由100小時到數百小時不等，專業見

習（work shadow）通常在8~24小時左右。

WBL學習系統的缺陷

技能型學系系統，學校教學範疇與產業落差大時效果變差。

訓練單位參與人員非教育體系出身，教學品質參差不齊。

學員以訓練單位為選擇依據而非以本身性向為依據。

容易有道德爭議（如低薪壓榨、超時工作學習等問題）。

容易演變為企業導向而非產業導向。

重大過失界定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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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放臨床教學的WBL

如果你的老師掉到水裡了，用你所讀科系
學到的專業知識，能為他做些什麼？
如果你的老師掉到水裡了，用你所讀科系
學到的專業知識，能為他做些什麼？

‧
‧
‧

提供鉛衣，然後請他吸氣、吐氣、
閉住氣不要呼吸～

技 能

工 作

職 訓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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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L 對學員的益處

在實際環境中驗證理論與習得技術（整合學校學理和實務工作）。

評估學員的興趣、能力與職業適性（職場的需求與自身的期望）。

WBL 對學員的益處

在實際環境中驗證理論與習得技術（整合學校學理和實務工作）。

評估學員的興趣、能力與職業適性（職場的需求與自身的期望）。

發展和實踐積極的工作相關習慣和態度（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團

隊合作、解決問題…等等能力）

職場倫理傳承（觀察工作場所專業人員的態度和程序）

發展和實踐積極的工作相關習慣和態度（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團

隊合作、解決問題…等等能力）

職場倫理傳承（觀察工作場所專業人員的態度和程序）

WBL 對職場的益處

優秀的受訓者即熟練和積極的潛在未來員工。

減少招聘/培訓成本。

WBL 對職場的益處

優秀的受訓者即熟練和積極的潛在未來員工。

減少招聘/培訓成本。

檢視自身勞動力的配置與未來發展的機會。

在受訓者協助下引入新思維與開發新項目。

以受訓者需求為出發點，設計課程、開發新職訓項目。

檢視自身勞動力的配置與未來發展的機會。

在受訓者協助下引入新思維與開發新項目。

以受訓者需求為出發點，設計課程、開發新職訓項目。

WBL 對職場的益處

擴大教學與課程範圍（讓學員瞭解最先進的設備與技術）。

WBL 對學校的益處

擴大教學與課程範圍（讓學員瞭解最先進的設備與技術）。

滿足不同學員需求的個性化教學（使教育對學員更具相關性和價值）。

促進教師與產業業界互動（協調教師與業界共同精進工作）。

提供教室和實驗室資源以適應並促進業界增長。

滿足不同學員需求的個性化教學（使教育對學員更具相關性和價值）。

促進教師與產業業界互動（協調教師與業界共同精進工作）。

提供教室和實驗室資源以適應並促進業界增長。

假如醫放實習假如醫放實習
學生有薪水？

WBL 對職場的益處

擴大教學與課程範圍（讓學員瞭解最先進的設備與技術）。

WBL 對受訓者的權益保障

訓練環境應與教育為主的培訓類似。

實務訓練是為了受訓者的利益而非雇主的。

受訓者不能取代員工，而是在現有員工的密切監督下工作。

WBL 對受訓者的權益保障

訓練環境應與教育為主的培訓類似。

實務訓練是為了受訓者的利益而非雇主的。

受訓者不能取代員工，而是在現有員工的密切監督下工作。

滿足不同學員需求的個性化教學（使教育對學員更具相關性和價值）。

促進教師與產業業界互動（協調教師與業界共同精進工作）。

提供教室和實驗室資源以適應並促進業界增長。

提供培訓的雇主不會從訓練活動中獲得立即的好處，並需意識到有

時業務可能受到阻。

訓練過程中可能的意外與損失應該盡可能以保險包覆。

受訓者在訓練結束結束時不一定有工作權。

雇主和受訓者均瞭解並以合約制訂在訓練期間工資與出勤條件。

提供培訓的雇主不會從訓練活動中獲得立即的好處，並需意識到有

時業務可能受到阻。

訓練過程中可能的意外與損失應該盡可能以保險包覆。

受訓者在訓練結束結束時不一定有工作權。

雇主和受訓者均瞭解並以合約制訂在訓練期間工資與出勤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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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以問卷評估實習學生在到MR單位實
習前對MR作業安全的認知

「環境安全與認知類」答題正確率為：14%

「病人安全與認知類」答題正確率為：9％

Work Based Learning

感 謝 您 的 聆 聽感 謝 您 的 聆 聽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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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主講者：黃建中

奇美醫療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組長
醫策會「輔導教學醫院訓練品質提升計畫」委員
臺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常務理事
南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把臨床技能（skills）轉化為核心能力(competency)

 ACGME (美國畢業後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 

所建議的六大核心能力 (Core Competencies)

1.病人照護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2.醫學知識

3.工作中學習及成長

4.人際及溝通技巧

5.專業素養

6.制度下之臨床工作

4

• Does: 360 度評估、學習護照
• Shows how:

– Mini-CEX
– DOPS
– OSCE

• Knows how:
Does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Knows how:
– Case presentation
– Oral exam.
– CbD (Chart-based Discussion)

• Knows
–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 Essay question
– Patients management question

Shows
how

Knows how

Knows

Miller GE, Acad Med 1990

Objective 
客觀的

Structured 
結構的;組織的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Examination 
試驗;測驗

Clinical
臨床的

本文經奇美醫院藥劑部同意使用

• 1975, Dr. Harden and Gleeson 所提出

• 結構式教案 –劇本

• 標準化病人 Standardi ed Patient SP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 標準化病人 Standardized Patient, SP

• 客觀的評分（包涵評核表 and 整體評估）

• 1993年加拿大、1998年美國、2005年日本
及2009年韓國皆納入醫師執照考試的必要
項目

7

中國 中山 成大 林長 長庚 高醫 國防 北榮

奇美 義大 中榮 萬芳 中榮 慈濟 北醫 雙和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奇美 義大 中榮 萬芳 中榮 慈濟 北醫 雙和

台大 輔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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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tive assessment
通常在教育訓練結束時舉行，通常會幫學生打分數，
測驗目的在決定是否符合某一標準，及格與否為惟一
目的。

例如：OSCE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Formative assessment

通常在教育訓練進行期間舉行，並對受訓者作出回饋，

以改善往後的學習，重點在診斷學員的學習缺失，給

予的回饋在促成學員更熟練某技巧，給予反思(reflection)  
的機會。

例如：GOSCE等self-assessment

• Objective assessment
只有單一正確答案。

例：是非題、選擇題、配對題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 Subjective assessment
超過一個正確答案，或有超過一種表達正確答案的
方式。

例：簡答題、申論題、CbD、Mini-CEX、 DOPS、

MSF、portfolio ……

Objective 
客觀的

Structured 
結構的;組織的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Examination 
試驗;測驗

Clinical
臨床的

本文經奇美醫院藥劑部同意使用

•評估學生臨床的能力

病史詢問 身體檢查
簡易技巧 判讀檢驗結果
溝通技巧 處理病人狀況
態度及專業素養？

Does

Shows
how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 同分的考生的表現不會完全一樣（部分做到）

• 由有經驗且經過訓練的人（raters/SPs）評分

• 若超過一個考場，評分者須先建立共識

• Reliability：inter-rater, intra-rater

Knows how

Knows

官 方 宣 示 - 考 選 部
2 0 0 9 - 1 0 - 0 6

2012年開始，除原先的規定外，醫學系畢業

學生必須外加通過經由獲得『高階OSCE中心』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認證之中心所舉辦的OSCE測驗，並取得及格

證書，才具備參加第二階段醫師國家考試之

應考資格。

• 測驗結果會對考生有重大的利害關係或影響

• 可於短時間內完整評估

–病史詢問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病史詢問

–理學檢查

–溝通技巧

–臨床技能

–實證醫學

–醫學法律與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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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教案前，必須思考：

– 是否學生學過？

– 欲評量什麼核心能力？

– 需要使用標準病人或模擬道具？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需要使用標準病人或模擬道具？

– 各類型題目比例的分佈？

– 是否為臨床上常遇到的情境？

– 是否能利用OSCE測出差異？（OSCE able）

• 利用反覆修改與檢討後的教案，來給學員做客觀
的測驗

• 大家都有做

• 分科（mini-OSCE）、綜合（12~15站或以上）

• 動輒花費數十至數百萬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 紛紛建設OSCE center：14 + ……

• 國家考試？

優點 缺點

所有考生接受相同的測試 昂貴
可測試不同程度的臨床情境 仍是非真實的情況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可根據不同程度的考生調整測試內容 可能洩題或重複

可多方面的評估考生學習結果

考生在不同測試題目接受不同考官的評核

考試後立即回饋，印象深刻

高階OSCE舉辦單位甄審作業-1

OSCE考場基本要求

1.考場可進行12～15站測驗，其中至少8站為獨立空

間之模擬診間。

2. 考場有中央影音控制室以掌握考試之進行。

3.考場有錄音及錄影裝置，可對所有測驗站進行全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3.考場有錄音及錄影裝置 可對所有測驗站進行全

程錄音及錄影。

4. 考場能有效地分隔標準化病人/評分員及考生，以

避免不恰當之接觸。

5.模擬診間的標準配備必須包括：診療桌1張，座
椅

張，診療床（含被單、枕頭），洗手水槽或乾洗

液裝置，血壓計。

OSCE考題建構標準

• 每一份考題教案至少要〝試演〞及修正過
一次以上，直到沒有瑕疵為止。

• 配題適當（使用配題藍圖）。

高階OSCE舉辦單位甄審作業-2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 配題適當（使用配題藍圖）。

• 測驗目標合宜。

及格標準

• 邊緣族群法迴歸分析(Borderline group method 
with regression)。

• 各站及格標準累加而為總成績及格標準，應試
者之總成績與及格站數皆達及格標準者即通過
本測驗。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本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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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line method之缺點

• 需要大量的個案才準確。

• 如果沒有考官將其整體表現評定為borderline，
就無法算分數。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Regression based standard

Checklist

1. 

2. 

3       




Checklist
Score

X = 及格分數

及格分數 = 斜率 x 2 + 截距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3. 

4. 

5. 

6. 

7. 

TOTAL




Overall rating   1 2  3  4  5


1           2           3           4           5

X

1 = Clear fail
2 = Borderline
3 = Clear pass
4 = good pass
5 = excellent pass

Clear    Borderline    Clear    good pass  excellent pass
fail                         pass

Y = aX+ b 

醫事放射師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現況

教案撰寫

• 目的

• 時間

• 教學材料

標準化病人指引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 標準化病人指引

• 劇本

• 考官(場)指引

• 評量表(考官/標準病人)

OSCE(血管攝影)
Formative OSCE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OSCE(核磁共振) OSCE(超音波)

站別
標準化
病人

假體 題目
共通
性教
案

專業
性教
案

臨床
技能

醫病
溝通

理學檢查及檢
驗/檢查判讀

第1站 隔離防護 ● ●
第2站 ● 超音波衛教 ● ● ●
第3站 ● 超音波檢查 ● ● ●

Summative OSCE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第4站
超音波影像判

讀
● ●

第5站 放射理學 ● ●

第6站 ● X光攝影檢查 ● ● ● ●
第7站 X光攝影影像

判讀
● ●

第8站 ● 急救操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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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評量表與成績單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訓練評估的規劃與執行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結合i-stan高擬真模擬醫學之OSCE教案
實習生/PGY學員訓練情境

• 簡單的單一情境

– 有證據顯示情境問題點

– 病人的生理反應可被監測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282828

• 血壓

• 心跳

• 呼吸速率

• 咳嗽/喘鳴

• 病人能有言語上的反應

臨床技能評估工具

• OSCE + i-Stan = TRM

• 標準化病人或模擬設備(i- Stan無線醫學模擬人)

• 考場—模擬環境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29

• 互動+非互動

• 解決臨床問題訓練

• 醫病溝通訓練

• 團隊合作訓練

• 符合『醫學教育的目標』
• 降低『初學者心理壓力』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

• 減少『醫療疏失與糾紛』
• 提昇『全人醫療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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