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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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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解剖病理科住院醫師。 

訂頒部門（維護人） 病理檢驗部（李明媛 /1405）。 

共同研擬之部門 無。 

修正及檢視部門 病理檢驗部、醫學教育室。 

檢視與修訂日期 2017.02.01（第 9 版）。 

 

 

目的（Purpose）： 

1. 訓練宗旨 

病理檢驗部，綜合解剖病理，與臨床病理於一科。本部解剖病理在教學醫院

所扮演之角色，及擔負的主要任務，為利用科學的方法，檢查分析由病人所獲取

的組織，經一系列的組織切片、特殊或免疫染色的檢查，佐以臨床的表徵，做出

最後正確的病理診斷，提供第一線臨床醫師作依據訂定出最好且完整的治療計

劃。期待把住院醫師培育成一位負責任、以病人為中心，具獨立執行一般解剖病

理專業醫療服務能力之專科醫師能獨立執行正確病理診斷並具備教學、溝通與研

究能力全方位的病理醫師。本院秉持以病人為中心、全人整合照顧的醫療理念，

在病人照顧上強調醫療品質、團隊合作及緊密的溝通。住院醫師的培育從這樣的

病人照顧環境出發，在工作中培養使命感、責任心、專業能力、合作溝通、自我

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2. 訓練目標 

在 3 年 6 個月訓練期間，希望完成訓練的專科醫師能以病人為中心，具有醫

學倫理、醫療法令、醫療品質等基本知識，並能與各類醫事人員共同合作。同時

具備處理病理解剖、外科病理與細胞病理專業知識與技能。能獨立利用專業知

識，配合臨床資料、肉眼觀察及顯微鏡變化，作出最適當病理診斷。同時瞭解病

理診斷技術的原理、應用價值及其侷限性，利用適當之方法得到診斷。並積極參

與各項臨床病理聯合討論會、病理教學或實習。 

 

 

 

訓練目標包括： 

2.1 病理醫學知識：能夠充分展示對病理醫學知識的了解，並能夠把這些知 

識運用在病人照顧與醫學教育上。 

1. 受訓醫師藉由實際參與病理解剖及外科手術標本之處理及檢查（檢體之

眼觀及鏡檢觀察），對各種疾病之病理及生理變化得以更深入瞭解，並訓

練受訓醫師在臨床治療團隊中扮演重要角色，提供病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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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習各種疾病之病理變化及鑑別診斷要點，熟悉相關之臨床知識（如臨

床症徵、治療方式、病程演化、預後等）及佐以正確且適當的各種病理診

斷技術（如組織化學染色、免疫病理學、分子病理學、電子顯微鏡及細胞

遺傳學等），以確保病理診斷之正確性，達到探討病因、病變或死因之目

的。 

3. 使受訓醫師對特殊器官或組織的病理變化產生興趣，進而發展次專科，

以提供更專精的病理診斷及研究。 

4. 藉由院際病理諮詢，增加病理專業知識。 

5. 使受訓醫師能了解病理的教學方法與原則，培養教學熱誠與能力。 

2.2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具備足夠的人際溝通及處理能力。 

1. 藉由參與各種臨床與病理聯合討論會，學習與臨床醫師溝通之技巧。 

2. 對其他醫師和醫療專業人士提供有效的病理諮詢及說明疾病的特殊。 

3. 增進解決問題的能力，藉由第 4 年總醫師的訓練，學習在醫療團隊中與

其他醫療人士溝通，並培養行政處理能力。 

4. 保持完整、及時、且正確的病理報告。 

2.3 醫療專業態度：持續性的自我專業能力發展，以及具備對專業、對社會的負

責態度。 

1. 持續性的自我學習、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2. 在與同事的關係上，展現尊重、同理、及利他主義。 

3. 遵守病人隱私權、學術誠實性、病人告知等原則。 

 

計畫內容（Plan）： 

 

1. 專科醫師訓練教學醫院資格 

1.1 本院符合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評鑑基準 5.3 西醫住院醫師訓練規定，經衛生

福利部公告教學醫院評鑑合格。 

1.2 本科符合解剖病理專科醫師主訓醫院之資格，包括：專任解剖病理專科醫師

至少 4 人、具病理解剖、組織病理檢查、冰凍切片、細胞檢查、免疫組織化

學染色等設備。有雙目或多頭顯微鏡、大體解剖及顯微攝影設備。具免疫螢

光病理檢查作業分子病理診斷作業，符合安全衛生程序規範的作業環境及具

備完整的品管作業程序及內部與外部的品管措施。 

2.住院醫師訓練政策 

2.1 訓練對象 

國內外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實習期滿並領有醫師執照之合格醫師，品行優

良，並完成 1 年 PGY1 訓練課程者。 

2.2 訓練期限：3 年 6 個月 [註：以上年限不含 1 年 PGY1] 

2.3 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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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醫師的臨床作業有一對一指導醫師督導，訓練計畫主持人主持並督導訓練

政策之執行，並隨時與指導醫師溝通，以達完整教學的目標，督導作業皆有紀

錄。 

2.4 工作及學習環境： 

住院醫師能在合理工作的環境中學習 (包括病例數及疾病種類的合適)。指導

者觀察學員執行能力，隨時給予回饋與監督。 

2.5 責任分層及漸進： 

住院醫師有責任分層，隨著年資增加而責任漸增，能力漸進，期待訓練完成的

住院醫師有獨當一面的能力，且具備充分的團隊合作，以及對其他資淺住院醫

師及醫學生的教學能力。 

2.6 公平處理住院醫師之抱怨及申訴： 

設有住院醫師抱怨及申訴管道(計畫主持人)，建立公平處理的機制與流程，並

有住院醫師的導師制度。另設有醫學教育訓練委員會，有住院醫師參與，定期

開會並留有紀錄。 

 

3.師資資格及責任 

3.1本科住院醫師訓練負責人，具解剖病理專科醫師資格至少 3年以上，且連續服

務至少 5年以上。主導及擬訂解剖病理專科住院醫師的教育目標，定期評估

訓練成果，負責規劃住院醫師遴選，並督導指導醫師及解剖病理科其他的工

作人員。制定住院醫師的知識、技能及態度等表現之評估制度。 

3.2 指導醫師 

本科具解剖病理專科醫師資格之指導醫師 4名以上，依規定每年可訓練 1位住

院醫師。指導醫師對訓練住院醫師付出足夠的時間，具備臨床教學的能力，

足以達到訓練住院醫師的目標。 

3.3 其他人員 

本科有切片技術員及合格細胞醫檢師數名，同時有行政人員 2名管理有關住院

醫師事務。 

 

4.訓練計畫、課程及執行方式 

本科訓練項目、訓練時間及評核標準內容符合「解剖病理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4.1 訓練項目 

解剖訓練計畫項目，包括：（1）專科全人醫療訓練、基礎病理及病理解剖學共

12 個月，同時完成病理解剖 10 例以上（包括 2 人共同參與醫療機構內、外之

病理解剖或法醫解剖 病例）；（2）外科病理 27 個月，檢診全身各系統切片六

仟例以上；（3）細胞診斷 3 個月﹙含病理學會舉辦之 2 週細胞繼續再教育課程，

並取得合格證書﹚，檢診至少 2000 例以上，其中婦科佔 1500 例以上；（4）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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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倫理、醫療法令、品管之教育活動，每年 3 小時以上。 

 

4.2 核心課程 

4.2.1 病理解剖學：病理解剖之目的、相關法令、方法、器材使用、解剖及標

本處理、病理解剖報告。 

4.2.2 外科病理學：全身各系統活體組織（包括神經、頭頸、呼吸、心臟血管、

消化、肝膽、脾、腎、泌尿生殖、婦產、乳房、骨髓、淋巴腺、皮膚、

骨、軟組織、內分泌等）的組織處理（包括巨視觀察、描述、巨視診斷、

取樣、紀錄），組織切片之判讀（包括顯微觀察、描述、顯微診斷、特

別染色、鑑別診斷、臨床與病理發現之配合），及病理報告書寫、冰凍

切片適應症、切片判讀及報告。 

4.2.3 細胞診斷學：全身各系統（包括婦科、泌尿道、呼吸道、消化系統、體

液、頭頸、肝膽、乳房、淋巴腺、軟組織等）抹片與細針抽吸之處理原

則、判讀及報告書寫，需接受 2 週衛生福利部委辦之「病理醫師細胞病

理繼續教育訓練」，並取得合格證書。 

4.2.4 分子病理學：完成病理學會舉辦之「住院醫師分子病理教育訓練」，並取

得合格證書。 

 

4.3 臨床訓練課程分層設計 

按年級訓練排程及具體目標 

第一年住院醫師： 

1. 病理檢驗實證醫學、醫學倫理、醫療法令、資訊系統、醫學品管、報告判讀

分析。 

2. 著重於大體解剖及外科病理標本之檢驗與診斷，明瞭病理醫師在醫療團隊中

所扮演的角色及應具有的特質。 

3. 熟悉解剖病理實驗室之作業情況，如標本之製作流程、品質控管及安全守則

等，及建立與醫檢師間之良好互動關係。  

 4. 複習大體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基本病理學、外科學等相關學科。 

 5. 學習檢驗器械之使用、標本之保存及照相、顯微鏡之構造、使用及保養。  

 6. 明瞭病理解剖之目的、技巧、及相關法令。 

7. 研讀外科病理檢驗之目的、標準取樣技巧、眼觀與鏡檢變化及相關臨床  

知識。 

 8. 病例摘要、病理解剖與外科病理檢驗報告之書寫。 

9. 細胞抹片、冰凍切片機操作及染色、及病理切片基本染色原理。 

 10.熟悉基本病理疾病分類。 

 11.熟悉病理檢驗科住院醫師安全防護訓練。 

 

第二年住院醫師： 

1. 著重於次專科病理標本之診斷、細胞病理學的基本知識及檢體處理、參與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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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病理討論會。 

2. 病理解剖及外科病理學訓練，尤其著重於惡性腫瘤標本之檢查及腫瘤之組織

學分類。  

3. 冰凍切片檢查與診斷。 

4. 細胞病理學訓練，包括原理、標本製作、閱片、細針抽取術操練等。  

5. 組織化學與免疫組織化學染色之原理、技術、判讀及應用。  

 

第三年住院醫師： 

1. 分子生物學之原理、技術、判讀及應用，完成病理學會舉辦之「住院醫師分

子病理教育訓練」，並取得合格證書。 

2. 參與研究、練習論文寫作：病例報告或小規模研究為主。 

3. 參加病理學會或相關醫學會，並發表研究報告。 

4. 參加 2 週衛生福利部委辦之「病理醫師細胞病理繼續教育訓練」，並取得合

格證書及細胞病理閱片診斷訓練。 

5. 參與教學，壁報或口頭報告發表。 

 

第四年總住院醫師： 

1. 協助一般病理與次專科病理之教學外，著重於內部各項學術及行政工作之安

排及住院醫師之教學與訓練。  

2. 科際關係協調。 

3. 著重研究之訓練。 

4. 協助實驗室之安全管制及意外事件之處理。 

5. 代表本科參加本院各種訓練研討會或講習會之教學。  

 

4.4 臨床訓練項目 

在本部醫師指導下住院醫師之訓練課程以病理解剖、外科病理及細胞病理等為

基本訓練項目，藉由研讀、實際演練、聽講、或研討等方式來達到學習的目

標。本部的住院醫師訓練特色著重在訓練一個對醫學及病理學有完整認識的醫

師，因此其涵蓋的內容包括質與量的考量，使能兼具診斷、教學及研究為最終

目的。內容包括：病理知識的傳授、雜誌研讀、實驗室技術操作及判讀、主持

並參與討論會以及培養病理與臨床醫師的協調與溝通的能力。 

本部同時提供至其他醫學中心進行半年之非腫瘤病理訓練。另外，依個人意願 

並符合下列條件者，亦可提出赴美進行短期病理訓練的申請。 

1. 住院醫師訓練期間，年度考核優等者。 

2. 通過美國國家醫師考試 (USMLE)。  

 

臨床訓練實務學習教育包括： 

1. 來自住院、門診、及開刀中病人組織或細胞檢體處理、判讀、直接診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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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臨床討論會及病理報告寫作；參與病理解剖及解剖報告寫作；及參與

各項臨床病理討論會。住院醫師學習各種病理報告寫作，內容完整且品質

適當，接受訓練期間完成個人學習歷程紀錄。 

2. 受訓者參與病理解剖訓練病理解剖病例至少 10 例。 

3. 外科病理訓練，符合解剖病理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4. 細胞病理訓練，符合解剖病理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5. 表達及溝通訓練：各級受訓者定期於科內雜誌討論會、切片討論會報告，

並在指導醫師監督指導下，在跨科臨床病理聯合討論會或醫學會報告。 

6. 醫學模擬訓練：對於少見的病例，藉由科內建立的病理教學檔案或其他學

習資源進行學習。 

 

5.學術活動 

除了上述訓練項目外，各級住院醫師需參加本院或本部各種臨床病理聯合討

論會或學術性會議，同時參加跨專科及跨領域之教育課程﹙如外科病理討論會、多

科聯合討論會、病理品管會議、院際或學會活動，及專業倫理、醫病溝通、實證

醫學、感染控制、醫療品質等相關學習課程﹚。住院醫師於培育期間依照個人意

願，鼓勵從事至少一項研究計畫，於訓練結束前提出研究成果發表。 

 

內容如下 

1. 全院性晨會、會議及學術演講﹙每週一、三 早上 7:30 至 8:30﹚。 

2. 每日閱片共識討論會﹙每天上午 8:30 至 9:30﹚。 

3. 參加雙週文獻讀書報告﹙週二；早上 7: 45 至 8:30﹚。 

4. 病理切片教學、定期模擬評量。  

5. 不定期參加學會舉辦的病理切片討論會。  

6. 定期外科病理討論會：每年> 30 次。 

7. 病理學會之年會、學術研討會、切片討論會、繼續教育課程並取得學分證明。  

8. 衛生署主辦之各類相關研習會。 

9. 具體參加研究計畫或醫學雜誌發表論文之成果。 

資深住院醫師在本科主治醫師之指導下進行研究工作，同時協助本院其他臨床

醫師進行小規模研究。完成研究計畫或醫學雜誌發表論文，院方獎勵並全額資

助住院醫師赴國內外開會。 

 

6.教學資源 

本科臨床病例 1 年至少有外科病理一萬五千例、冰凍切片超過一千例、細胞

病理超過三萬五千例，符合訓練基準。住院醫師訓練期間，直接參與病理解剖至

少 10 例，且具充足病理教學檔案。能提供住院醫師訓練所需之顯微鏡及相關設

備，有專屬之教室、討論室或會議室。提供電腦設備，並且可連結院內資訊系

統，可進行資料查詢。有多頭顯微鏡多台及顯微投影設備，有適量的病理圖書及

病理相關雜誌期刊。本院設置「文教部」，負責圖書期刊資料庫等文獻採購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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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教學教材製作服務、平面印刷海報製作、網路數位學習平台維護。 

 

7.評估 

7.1 住院醫師評估 

住院醫師的考核，每半年由所有指導醫師定期評估培育成果。以實際工作表

現，如工作及學習熱誠度、責任感、醫學知識及技能、解決問題的能力、專業

特質及人際關係等作為評量依據。指導醫師會將評估成果與住院醫師討論並給

於回饋。由本部主治醫師按本院醫學教育委員會制定之住院醫師考核表及評分

辨法給予評核，供部主任提報院方做為明年度續（解）聘之參考。評核後，及

時一對一回饋給住院醫師。亦提供教學內容回饋表與主治醫師教學評量表，使

住院醫師有機會提供寶貴建議給我們以提升教學的內容與品質。另外，定期約

談住院醫師進行雙向互動。 

7.2 指導醫師評估 

住院醫師對指導醫師定期書面回饋，以反應教師的貢獻與教學能力。訓練計畫

主持人與指導醫師的評估結果，連結到獎勵或年度考核、升職中。 

7.3 訓練計畫評估 

對訓練計畫有定期系統的評估，包括指導醫師或課程滿意度調查、住院醫師壁

報、口頭報告或論文發表及專科醫師考試及格率等，所有評估紀錄均以書面保

存檔案或建置於電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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