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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二十年來，我國各醫學院及教學醫院在醫師

養成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幾個重要問題：醫學院的

醫學教育採取專科導向、疾病導向及知識導向而非

病人導向，使得醫學生的學習過度專科化，更缺乏

一般醫學訓練及社區醫療經驗，畢業時獲得的基本

臨床技能普遍不足；另一方面，教學醫院的住院醫

師訓練則過早、過度專科化，培育出來的醫師未能

先成為一般醫師再成為專科醫師，造成年輕醫師在

照顧病人的時候，思考診斷容易偏向專科領域的疾

病而呈現看病不看人的現象，此一缺失所造成的影

響在民國 92年SARS疫情肆虐期間顯露無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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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實施的「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其目的在於讓醫學系畢業生養成全人的

診療技能，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並因應國家的衛生及防疫需求。其課程內容包括一般醫

學內科、一般醫學外科、社區醫學訓練各一個月，社區醫學訓練是希望透過在社區的學習，

獲取社區醫療及群體健康管理的知識與技術。本研究之目的為評估受訓 PGY-I 醫師社區醫

學知識及態度，且比較學習前後的差別，並探討受訓 PGY-I 醫師接受社區醫學訓練的學習

意願及訓練需求。本研究採單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針對 83位PGY-I醫師以「社區醫學的

認知問卷」於課程開始及一個月訓練後進行施測。結果顯示，PGY-I醫師的社區醫學知識前

後評平均正確分數分別為 0.45與 0.52（範圍 0-1；t=0.497，P< 0.001），而 15題知識題中，

有顯著進步者（P<0.05）佔 5題，其餘則無明顯進步。同時也發現，有 8題知識題正確率

不到一半且大多為當前國內醫療體系重要課題，值得探討及加強。在社區醫學信念方面，

正面信念皆無明顯之改變，但 6題負面信念中 3題有明顯改善（P< 0.05）。另外在前評時，

表達願意參與本社區醫學訓練者 72.3%，持中立者佔 19.3%，但後評時對社區醫學各項目的

學習大多有 8成以上之滿意度。結論為：社區醫學訓練強調 BPS、COPC 及 IDS 的訓練，

但因訓練期間有限，社區醫學知識學習成效仍待加強。但對社區醫學負面信念的改善則深

具意義，至於受訓者所提出的教育訓練需求應予重視，提供未來更完整的社區醫學訓練計

畫。

關鍵詞：社區醫學、畢業後一般醫學、知識、態度

（醫學教育 2005；9：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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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疫情穩定後，衛生署公告實施的「畢業後一
般醫學訓練計畫」，其目的即在於改善上述缺失，

讓醫學系畢業生養成全人的診療技能，提供優質的

醫療服務，並因應國家的衛生防疫需求 [4]。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post-graduate
year one general medicine, PGY-I）的課程內容包括
一般醫學內科、一般醫學外科、社區醫學訓練各一

個月，以及 36小時的基本課程訓練。一般醫學內
科及一般醫學外科的訓練是希望讓醫學系畢業生經

由照顧一般內科、一般外科的病人來獲取以病人為

中心的醫療態度與經驗，讓第一年住院醫師在此一

期間把在學時期基本醫療技能訓練不足之處加以補

強。社區醫學訓練是希望醫學系的畢業生可以透過

在社區的學習，獲取社區醫療及群體健康管理的知

識與技術 [5]。基本課程則涵蓋了醫療倫理與法律、

實証醫學、感染控制、醫療品質等課題，希望透過

這些課題的探討，讓受訓學員獲得因應現代醫療的

基本知識 [6-7]。

「九十二年度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於民

國 92年 8月公告後，參與第一年訓練計畫的教學
醫院合計 96家，包括 22家主要訓練機構及 74家
非主要訓練機構。受訓學員合計 1,446人，包括來
自主要訓練機構的第一年住院醫師 1,083人及來自
非主要訓練機構的學員 363人。各「訓練計畫」的
負責人及指導教師大致都能配合衛生署的政策，依

照公告的規範進行教學訓練。但因籌備期間不夠，

教師人力不足，配套機制仍待陸續建立，因而呈現

不少問題有待解決，而了解學習成效可為改善課程

之基本參考資料，因此亟需評估及探討 [8]。

臺大醫院執行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社區

醫學最主要的訓練場所，安排在雲林縣及南投縣。

此乃因九二一震災後台大醫學院師生即在鹿谷竹山

地區協助醫療重建，並推展以社區為基礎的醫學教

育，鼓勵醫學生踏出醫學象牙塔，關懷社區 [9]。而

選擇雲林地區，則因雲林縣邀請台灣大學到雲林建

校，台大醫學院也在民國 90年 2月正式引進醫學

生及實習醫師之社區醫學教學，並將社區醫學列為

台大雲林分部教學重點 [10]。三年多來，社區醫學

教學資源也漸臻完整，亦為社區醫學訓練良好場

所。

本研究即根據上述背景，而針對九十二年度由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原署立雲林醫院）安排一個月

社區醫學訓練之學員為對象，評估其學習成效，並

探討其學習意願及訓練需求。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包

括： 評估受訓PGY-I醫師社區醫學知識及態度，
並比較學習前後的差別， 探討受訓 PGY-I 醫師
接受社區醫學訓練的學習意願及訓練需求。希望藉

由上述研究結果提供改善教學課程及其內容的基

礎，以逐步達到訓練目標。

研究方法與對象

對象

本研究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至九十三年五月期

間，針對臺大醫院分配由雲林分院（原署立雲林醫

院）安排一個月社區醫學訓練之所有PGY-I醫師，
共計 84 名，全部完成研究問卷之學習前後之測
試。問卷經整理後，刪除無效問卷 1份，有效問卷
共計 83份。

本研究社區醫學課程介紹

藉由提供教學醫院社區教學、基層醫療保健門

診及衛生所社區照護活動之醫療經驗，讓學習者養

成運用「生物－心理－社會」（bio-psychosocial，
BPS）模式來照顧病人的能力，使學習者能夠在日
後為民眾提供以個人為基礎，社區為導向的第一線

醫 療 照 護（community-oriented primary care，
COPC），並貢獻於整合性健康照護體系（integ-
rated delivery system，IDS）的建構，並作為後
SARS時代防疫體系的基石。

社區醫學教學活動是以 BPS、COPC、IDS模
式提供訓練，包括：教學醫院社區教學、基層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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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教學及衛生所社區照護活動。一般醫學社區醫

學訓練期間為一個月，學習時程要求每週至少兩次

基層醫療門診教學，兩次社區照護及兩次社區健康

營造活動，社區訓練場所以山地離島及偏遠社區之

衛生所為原則。教學場所為各教學醫院家庭醫學科

社區醫學訓練場所及各社區醫學訓練中心。教學內

容包含： 基層醫療診療－訓練基層醫療第一線健

康問題之全人照護。 家庭訪視－了解病人、家

庭、社區之疾病相關影響因素，並尋求解決策略。

社區健康評估─以特定常見健康問題為主題，

評估其社區流行病學，社區可用資源及解決策略，

並完成學習報告。 現行衛生行政體系與社區醫療

保健制度概況─以衛生局所及社區醫療群之住院

診所為教學場所，了解以上概況及探討社區醫療體

系如何改善。 參與社區健康活動。 提供網路教

學和視訊會議等遠距教學活動，並了解遠距醫療，

視訊會議之操作及社區醫療保健資料之電子化及其

垂直與水平整合概況 [11]。

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採單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以「社區醫

學的認知問卷」於課程開始及一個月訓練結束時針

對 PGY-I 醫師進行測驗，評估一般醫學住院醫師
受訓前後對社區醫學的認知、態度及意願，藉以了

解 PGY-I醫師社區醫學訓練之成效。
本研究使用之「社區醫學訓練的認知問卷」，

是研究者由過去社區教學、九二一災區重建及建構

社區醫療體系實務工作中，並參考相關文獻設計適

合畢業後一般醫學社區醫療課程題目，內容包括全

人照護、社區導向醫療服務及整合性健康照護體系

三大範疇。問卷內容除了基本資料（性別、年齡、

編制單位、畢業年度、專科別、目前訓練場所及是

否受過社區醫學訓練）外，主要量表包含三個部

分，第一部分為社區醫學的知識量表，題目答案採

正確、錯誤、不清楚三選項目型式，答題正確計 1

分，答題錯誤或不清楚為 0分。第二部分為對社區

醫學及其學習相關內容的態度量表，包括信念與重

要性評價，信念亦即認同程度以Likert五分量表測
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2 分代表不同意，3 分
代表沒意見，4分代表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
評價重要性也以Likert五分量表測量，1分代表非
常不重要，2 分代表不重要，3 分代表沒意見，4

分代表重要，5分代表非常重要。態度則為信念與
重要性兩者之乘積。第三部分則為受測醫師學習意

願及訓練需求的調查。本問卷之內容邀請五位社區

醫學有實務教學及服務經驗之專家，針對問卷內容

的適切性及文字表達是否清楚，逐題判斷與修正，

結果顯示題目在修改後均達適用標準，藉此建立專

家效度。表面效度方面，則事先經 10位家庭醫學
科住院醫師試填，針對問卷之文字用語之清晰通暢

加以修正，以建立表面效度。態度量表中信念部分

共 23題，以因素分析粹取兩個因素，分為正面信
念有 16題、負面信念有 7題， 其 Cronbach's 值
分別為 0.932 及 0.855；而重要性評價方面，Cro-
nbach's 值則分別為 0.952及 0.873。

統計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11.0 for window套裝軟體進
行資料建檔及統計分析，以頻率、百分比及平均值

和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來分析基本資料及各變項。

在社區醫療知識各項目中，除描述性統計描述外，

並以配對 t檢定比較住院醫師訓練課程前後評正確
平均分數之改變。在社區醫學態度之信念方面，除

以因素分析進行量表信效度測試外，也以配對 t檢
定評估受訓住院醫師課程前後之差異。後以變異數

分析（ANOVA）、t 檢定、Chi-square 及 Pearson
correlation等檢定不同性別、年齡、編制單位、專
科別、目前訓練場所、是否接受過社區醫學訓練等

變項，與受測者知識及信念改變是否有差異或相

關。本研究設定 P 值 0.05以下為統計學上有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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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共有 83位 PGY-I醫師接受本課程並有效完成
本研究課程前後之測量評估。其中男性佔 73.5%，
女性佔 26.5%，平均年齡為 26.74歲。編制單位為
臺大醫院者佔 74.8%，非臺大醫院編制之建教合作
者有 25.2%。畢業學校台大佔 44.6%，其他學校則
佔 55.3%。專科別部份，內科系佔 41.0%（包括內
科、兒科、復健科、急診科、檢驗科、神經科、精

神科）、外科系佔 53.0%（包括外科、耳鼻喉科、
眼科、皮膚科、麻醉科、骨科、病理科）、家醫科

則佔 6.0%。醫師目前訓練場所為雲林地區佔
75.9%，埔里地區佔 18.1%，其他佔 6.0%。自認以
前曾經受過社區醫學訓練者佔 33.7%，未曾受社區
醫學訓練佔了 66.3%（表 1）。
社區醫學知識題方面，前後評平均正確分數進

步達統計意義者有五題，分別為「目前健保局推展

家庭醫師整合照護計劃，已核定通過實施一百個社

區醫療群」（P< 0.05）、「有些較貧窮的國家，
可提供給民眾比美國更好的健康照顧」（P<
0.05）、「社區健康評估的對象主要為社區醫療使
用者」（P<0.01）、「社區民眾有未分化身體症
狀，只有百分之一以下會到醫學中心看病」（P<
0.01）、「台灣超過 65 歲人口比率三年內將超過
7%，即將進入老人社會」（P< 0.001）（表2）。
至於前後評分數沒有變化者有一題，「社區醫

學主要服務內容包括公共衛生、慢性病防治、精神

衛生、重症醫療、安寧療護」（P=1.000）。值得
注意的是平均正確分數也有傾向退步之項目即「社

區慢性病的防治，著重減輕疾病的影響勝於去除病

因，同時亦應注重生活品質提昇」（P=0.101）
（表 2）。
知識量表中，前後評平均正確分數皆低者共有

八題，包括：「以功能而言，社區的範圍可定義為

門診常來的一群老病人」（0.08 比 0.11，範圍

0-1）、「目前健保局推展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
劃，已核定通過實施一百個社區醫療群」（0.07比
0.18，範圍 0-1）、「目前衛生署醫療網已進行到
第五期，民國 94年起，將進入第六期」（0.00比
0.02，範圍 0-1）、「為因應 SARS，目前國內各
衛生所皆已成立發燒篩檢站，並已開始運作」

（0.06比 0.12，範圍 0-1）、「社區醫學主要服務
內容包括公共衛生、慢性病防治、精神衛生、重症

表 1. 社區醫學訓練 PGY-I醫師基本資料
（n=83）

變 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61 (73.5)
女 22 (26.5)

編制單位

臺大醫院 62 (74.8)
署立雲林醫院 6 (7.2)
亞東醫院 7 (8.4)
其他 8 (9.6)
畢業學校

台大 37 (44.6)
北醫 12 (14.5)
中山 9 (10.8)
中國 8 (9.6)
其他* 17 (20.5)
專科別

內科系 34 (41.0)
外科系 44 (53.0)
家醫科 5 (6.0)
目前訓練場所

雲林 63 (75.9)
埔里 15 (18.1)
其他 5 (6.0)
自認以前是否受過社區醫學訓練

有 28 (33.7)
否 55 (66.3)

Note：*其他學校包括：陽明、成大、高醫、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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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安寧療護」（0.12 比 0.12，範圍 0-1）、
「社區健康評估的對象主要為社區醫療使用者」

（0.31比 0.51，範圍 0-1）、「社區民眾有未分化
身體症狀，只有百分之一以下會到醫學中心看病」

（0.28 比 0.45，範圍 0-1）、「台灣超過 65 歲人
口比率三年內將超過 7 %，即將進入老人社會」
（0.14比 0.37，範圍 0-1）（表 2）。後三者雖有
統計學上顯著進步，但正確分數仍嫌偏低，值得關

切。

在態度量表信念評估方面，由前後評結果可見

正面信念幾乎都沒有統計學上意義的改變。但值得

一提的是，有三題負面信念題目有統計學上意義的

降低，包括：「社區醫學訓練會影響自己所在醫院

的營運，對醫院不利」（P<0.01）、「社區醫學
訓練造成自己生活安排上的不方便」（P<
0.01）、「自己接受社區醫學訓練的意願會受家人
不支持的影響」（P <0.05）（表 3）。
至於在重要性評價方面，雖然正面評價題目總

平均前後評有進步（4.06比 4.16，範圍 1-5），但
未有顯著差異（P=0.09）。而各題目大多有進步，
不過「社區醫師參與社區公共衛生及防疫相關事

務」及「社區醫療應建立家庭醫師制度，並成立社

區醫療群共同合作照顧病人」兩題卻有退步現象

（4.26比 4.22，P=0.66；4.25比 4.17，P=0.32），
則值得注意。另外在負面評價方面，各題目總平均

前後評幾乎沒有變化（3.07比 3.09，P=0.80）。
PGY-I醫師在前評時，對社區醫學學習項目的

學習意願，依強度排列為 1. 參與基層醫療門診，
了解基層醫療運作，2.參與學習社區醫院如何照顧
社區，3.參與學習社區醫療保健資訊整合系統，4.

參與學習衛生所防疫工作業務，5.參與學習如何促
進社區健康之活動等，但一個月後再評估各項滿意

度則依序為

1.參與基層醫療門診，了解基層醫療運作，2.

參與學習如何促進社區健康之活動，3.參與學習社
區醫院如何照顧社區，4.參與學習社區長期照護工

作，5.參與學習衛生所公共衛生業務（表 4）。滿
意度較高的項目與課程安排的內容是否相關，值得

探討。而學習者期望學習項目，卻只有較低滿意

度，則有待溝通或安排。

PGY-I醫師在課程進行前，對參與本衛生署計
畫社區醫學訓練的整體意願調查，表達非常願意者

佔 19.3%、願意者佔 53.0%、中立者佔 19.3%、不
願意者佔 12.0%、非常不願意者佔 12.0%。而經過
一個月社區醫學訓練之後，自認為願意推薦同儕參

與本課程的調查則呈現：非常願意者佔 15.7%，願
意者佔 38.6%，中立者佔 33.7%，不願意者佔
12.0%，非常不願意者 0%（表 5），願意推薦比率
比自己學習意願呈較低現象。

在基本資料變項與知識、信念及學習意願之單

變項分析，知識前評總分與年齡呈現正相關，在其

他變項條件不變下，年齡愈高，知識前評總分愈趨

於正向（r=0.234，P<0.05），與其餘變項之比較
均未達顯著意義。而知識後評總分與所有變項均未

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對社區醫學的信念部分，前評

時 PGY-I 醫師有受過社區醫學訓練比未曾受過訓
練的 PGY-I醫師信念更趨向正面（3.88比 3.68，P
< 0.05），與其餘變項均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後
評時專科別則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其中家醫科對社

區醫學信念得分最高，其次是內科系與外科系

（4.35比 4.15比 3.92，P<0.05），與其餘變項則
均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至於社區醫學學習意願，

前評時所有變項均未達統計上顯著意義。後評時專

科別則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其中家醫科醫師學習意

願最高，其次是內科系、外科系（100%比 61.8%

比 43.2%，P<0.05），與其餘變項均未達統計上
顯著差異。

討 論

PGY-I的訓練為國內醫學教育的重大變革，本
研究雖為先驅性研究但可反映出 PGY-I 訓練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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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GY-I醫師社區醫學知識前後評之比較（n=83）

題 目 平均值（標準差） T值

1. 社區醫學為評估及解決社區民眾健康問題的醫學。
前評 0.96 (0.19) -1.754
後評 1.00 (0.00)

2. 社區健康的診斷可先參考社區的生命統計，如人口數、年齡分
布、粗死亡率、出生率、罹病率等。

前評 0.96 (0.19) -1.754
後評 1.00 (0.00)

3. 社區慢性病的防治，著重減輕疾病的影響勝於去除病因，同時
亦應注重生活品質提昇。

前評 0.86 (0.34) 1.658
後評 0.78 (0.42)

4. 台灣目前基層醫療與社區醫院資訊連結已完成百分之九十，轉

診工作相當順暢。

前評 0.82 (0.39) -0.498
後評 0.84 (0.37)

5. 各先進國家的醫療水準，基層醫療保健品質相異不大，主要係
乎醫院醫療水準。

前評 0.74 (0.44) -0.826
後評 0.78 (0.41)

6. 有些較貧窮的國家，可提供給民眾比美國更好的健康照顧。
前評 0.65 (0.48) -2.356*
後評 0.78 (0.42)

7. 近二十年來，台灣的醫療體系已發展為正三角形。
前評 0.61 (0.49) -1.408
後評 0.70 (0.46)

8. 社區健康評估的對象主要為社區醫療使用者。
前評 0.31 (0.47) -2.860**

後評 0.51 (0.50)

9. 社區民眾有未分化身體症狀，只有百分之一以下會到醫學中心
看病。

前評 0.28 (0.45) -3.046**
後評 0.45 (0.50)

10. 台灣超過65歲人口比率三年內將超過7%，即將進入老人社會。
前評 0.14 (0.35) -4.934***
後評 0.37 (0.49)

11. 社區醫學主要服務內容包括公共衛生、慢性病防治、精神衛生、
重症醫療、安寧療護。

前評 0.12 (0.32) 0.000
後評 0.12 (0.32)

12. 以功能而言，社區的範圍可定義為門診常來的一群老病人。
前評 0.08 (0.28) -0.630
後評 0.11 (0.31)

13. 目前健保局推展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劃，已核定通過實施一
百個社區醫療群。

前評 0.07 (0.26) -2.389*
後評 0.18 (0.39)

14. 為因應SARS，目前國內各衛生所皆已成立發燒篩檢站，並已開
始運作。

前評 0.06 (0.24) -1.395
後評 0.12 (0.33)

15. 目前衛生署醫療網已進行到第五期，民國 94年起，將進入第六
期。

前評 0.00 (0.00) -1.423
後評 0.02 (0.15)

總平均正確分數
前評 0.45 (0.11) -4.966***
後評 0.52 (0.10)

Note：* P<0.05 ** P<0.01 ***P<0.001，平均答對分數以 paired t test比較，答對正確計 1分，餘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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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PGY-I醫師社區醫學信念前後評之比較（n=83）

題 目 平均值（標準差） T值

1. 社區醫學強調以人為中心、家庭為單位、社區為範疇的照顧。
前評 4.40 (0.56) 1.036
後評 4.31 (0.62)

2. 社區醫院應重視與基層醫療的合作，才可創造與社區民眾三贏
的局面。

前評 4.40 (0.66) -0.069
後評 4.41 (0.68)

3. 社區醫療應建立家庭醫師制度，並成立社區醫療群共同合作照
顧病人。

前評 4.37 (0.57) 0.707
後評 4.31 (0.64)

4.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應尊重並協助社區醫院及基層醫療推展社
區醫療，並落實分級醫療制度。

前評 4.37 (0.59) 1.128
後評 4.28 (0.70)

5. 社區醫師應跨出診所或醫院，關心並實際提升社區民眾的健康
水準。

前評 4.36 (0.53) 0.337
後評 4.34 (0.63)

6. 社區醫學是照顧大多數民眾常見的健康問題。
前評 4.33 (0.56) 1.623
後評 4.18 (0.74)

7. 社區醫師應參與社區公共衛生及防疫相關事務。
前評 4.32 (0.64) 0.159
後評 4.30 (0.64)

8. 基層醫師應與社區醫院合作，以適當方式共同照護社區常見健
康問題。

前評 4.31 (0.54) -0.163
後評 4.33 (0.63)

9. 社區醫學強調以社區為導向的基層醫療保健工作，也有助基層
醫師的照顧能力及業績。

前評 4.25 (0.62) -0.276
後評 4.28 (0.61)

10. 國內醫療體系應重整，並應以社區醫療體系為基礎。
前評 4.22 (0.61) -0.246
後評 4.24 (0.77)

11. 社區醫學訓練可使醫師更具關心與照顧社區民眾的能力。
前評 4.18 (0.66) 0.177
後評 4.17 (0.80)

12. 社區醫學訓練可擴展醫療眼光，並能增加對病人醫療決策的有
效性。

前評 4.15 (0.68) -1.590
後評 4.27 (0.63)

13. 每一位醫師在專科養成教育皆應有足夠的社區醫學訓練。
前評 4.11 (0.78) -0.728
後評 4.18 (0.83)

14. 社區醫學訓練可協助社區醫療保健單位之整合與功能。
前評 3.95 (0.73) -0.497
後評 4.00 (0.80)

15. 社區醫學訓練對社區醫院功能有提升之效果。
前評 3.88 (0.74) 0.766
後評 3.80 (0.88)

16. 社區醫學訓練會影響自己專科訓練時間及增加負擔。
前評 2.98 (1.11) 1.524
後評 2.78 (1.18)

17. 社區醫學訓練造成自己生活安排上的不方便。
前評 2.90 (1.01) 3.388***
後評 2.50 (1.08)

18. 社區醫學訓練對社區醫院也造成負擔與困擾。
前評 2.67 (0.95) 1.556
後評 2.51 (1.05)

19. 社區醫學訓練會影響自己所屬醫院（如臺大醫院）的營運，對
醫院不利。

前評 2.57 (0.98) 2.721**
後評 2.27 (0.93)

20. 社區醫學訓練會妨礙社區各醫療保健單位之工作，增加其負擔。
前評 2.43 (0.92) -0.286
後評 2.47 (1.01)

21. 自己接受社區醫學訓練的意願會受家人不支持的影響。
前評 2.39 (0.98) 2.477*
後評 2.09 (0.95)

Note：* P<0.05 ** P<0.01 ***P<0.001，平均答對分數以 paired t test比較，得分範圍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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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PGY-I訓練計畫實行後到目前仍鮮少發表
研究論文，因此本研究成果可提供未來 PGY-I 社
區醫學訓練計畫推展的參考。但由於本研究只限於

一個非主要訓練醫院的社區醫學訓練計畫，因此其

普遍性值得關切。將來如果能比較多個地區社區醫

學訓練計畫之執行及學習成效，則更能提供完整的

研究資料作為計畫推展之學術基礎。同時由於

PGY-I社區醫學訓練計畫綱要為第一年實施，因此
勢必有許多需要修正之處，加上社區醫學訓練的師

資有待引進及培育，方能使社區醫學訓練計畫更加

成熟。本研究所施測的地區已由台灣大學雲林分部

進行三年多的社區醫學訓練，因此不論在社區醫學

的訓練內容及師資培育方面，應較國內其它地區剛

開始進行本社區醫學計畫之地區較為成熟，因此本

研究成果可相當程度提供國內各地區施行社區醫學

訓練之前瞻性參考。

依據陳及劉所編之社區醫學訓練手冊目錄所列

出社區醫學訓練應有之內容包括：1.醫療體系之改
造，2.社區醫學的理論，3.社區醫學研究方法，4.

衛生行政實務；包括中央衛生機關的工作內容，衛

生所及基層醫師的行政相關工作，5.社區醫學實
務；包括社區內整合性健康照護之內涵，由健康提

昇、衛生教育疾病預防、慢性病防治、第一線醫療

到長期照護等，6.全人照顧；包括生理、心理及社
會模式之應用，以及社區憂鬱症的防治等，7.社區
長期照護的現況發展及居家照顧的內涵及方法，8.

醫療資訊網絡在醫學的應用；包括家庭檔案的建立

及社區健康照顧資訊系統的建立 [12]。而 PGY-I 計
畫實際上的社區醫學訓練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並不

易深入達成以上要求之社區醫學訓練內容，但是訓

練計畫應朝以上之內容努力。而本研究測量之知識

題目及態度，則以上述方向為參考基礎，同時參照

表 4. 社區醫學學習意願（前評）及滿意度（後
評）之排行順序（n=83）

項 目

前評時

意願度

後評時

滿意度

平均值±標準差 平均值±標準差
1. 參與基層醫療門
診，了解基層醫療

運作。

4.18±0.57 4.09±0.73

2. 參與學習社區醫療
保健資訊整合系

統。

4.15±0.65 4.02±0.61

3. 參與學習如何促進
社區健康之活動。

4.13±0.60 4.10±0.65

4. 參與學習社區長期
照護工作。

4.10±0.62 4.09±0.65

5. 參與學習衛生所防
疫工作業務。

4.09±0.65 4.03±0.62

6. 參與學習社區醫院
如何照顧社區。

4.07±0.60 4.01±0.68

7. 參與學習衛生所公
共衛生業務。

4.04±0.69 4.07±0.62

8. 參與學習社區健康
的評估工作。

4.02±0.63 3.96±0.66

9. 參與學習社區安寧
療護工作。

3.95±0.72 3.64±0.69

10. 參與社區衛生行政
工作。

3.79±0.83 3.93±0.68

Note：得分範圍 1~5分

表5. 參與及推薦社區醫學訓練的意願（n=83）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參與本衛生署計畫社區醫學訓練的意

願（課程前）

非常願意 16 (19.3)
願意 44 (53.0)
中立 16 (19.3)
不願意 3 (3.6)
非常不願意 1 (1.2)

是否願意推薦同儕參與本課程

（課程後）

非常願意 13 (15.7)
願意 32 (38.6)
中立 28 (33.7)
不願意 10 (12.0)
非常不願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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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公告之社區醫學訓練計畫綱要 [11]設計而

成。由於學習及評估內容相當廣泛，因此在短暫一

個月訓練中必定有諸多遺漏，由本研究的結果可知

確實有如此狀況，藉著本研究的評估更能了解不足

之處。

在基本資料方面，畢業自台灣大學者佔

44.6%，但自認為以前曾受過社區醫學訓練者佔
33.7.%，有 10%台大畢業住院醫師並不認為以前受
過社區醫學訓練。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20年來即
一直提供所有醫五同學社區醫學訓練課程，因此有

10%的落差值得未來在醫五醫學教育中社區醫學訓
練時作為參考。另外共有 65%PGY-I醫師自認未曾
受過社區醫學訓練，絕大多數為台大以外學校畢

業，因此各醫學院社區醫學訓練亦值得關注。

在社區醫學知識評估方面，有 5個題目前後評
平均正確分數達統計學上顯著的進步，第一為「目

前健保局推展家庭醫師整合照護計劃，已核定通過

實施一百個社區醫療群」，在施測當時健保局只通

過 20個社區醫療群，PGY-I 醫師答對率相當低，
雖在後評有明顯進步，但依舊嫌低（0.07比0.18，
範圍 0-1）。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為目前衛生
署及健保局重要推展之政策，也為國內醫療體系改

革之重要步驟，因此在一個月的訓練當中，對家庭

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的宏觀性了解有所欠缺，值得

檢討。第二個進步的項目是「有些較貧窮的國家，

可提供給民眾比美國更好的健康照顧」，此項目在

前後評平均正確分數皆相當高（0.65比0.78，範圍
0-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世界衛生組織
對國家健康水平的評估，並非注重在醫院醫療而是

強調基層社區醫療的普遍性及有效性，因此醫療資

源花費最多的美國，因其著重在醫院醫療未能普及

社區醫療，所以在評估排行榜只列為全世界國家第

37名[13]，這樣的情況PGY-I醫師之體認有明顯的
進步。第三個明顯進步的項目是「社區健康評估的

對象主要為社區醫療使用者」，在前評時答對者不

到一半，而後評時超過一半答對此題（0.31 比

0.51，範圍 0-1），此項目為社區醫學的核心理
念。社區醫學的對象不只包括醫療使用者，而更包

括非醫療使用者（non-user）的健康情況，以及這
些醫療非使用者對疾病的認知及求醫情況，如此才

能確實深入社區，全面性了解社區民眾的健康問

題，這樣的體認在 PGY-I 醫師尚未能落實改善。
另外一個進步的項目是「社區民眾有未分化身體症

狀，只有百分之一以下會到醫學中心看病。」這個

項目在後評雖有進步，但正確率都未達一半（0.28

比 0.45，範圍 0-1），本題亦為重要社區醫學訓練
內容，依英國的統計，在二萬人的社區，約有一千

個病人有未分化的身體症狀，但只有一百個人會積

極求醫，這一百位病患只有十個人會到正統的基層

醫療單位，其中只有一位病患會被轉診到醫學中心

[15]。雖然台灣的就醫情況較自由及多元化，但許多

擁有未分化早期疾病症狀的民眾並不是到醫學中心

看病為不爭的事實。因此醫學教育如果只侷限在醫

學中心則有如在醫學象牙塔中訓練，未能了解醫學

中心外諸多民眾常見健康問題。因此畢業後如果立

即接受專科訓練更是脫離社區醫學的領域，未來一

旦投入社區醫療的服務則很難立即了解社區民眾健

康的狀況及其服務模式，因此不易針對社區民眾常

見的健康問題，提供專業的醫療保健服務。

第五個達到統計意義改善的項目為「台灣超過

65 歲人口比率三年內將超過 7 %，即將進入老人
社會」，值得注意的是，本題的前後評平均正確分

數皆相當低（0.14比 0.37，範圍 0-1），實為社區
醫學教育值得重視之處。台灣 65歲以上人口已超
過 7%，並進入老人社會，但 PGY-I醫師並未了解
老人社會的來臨 [16]。老人照顧將成為台灣未來醫

療體系重要的工作，也將是醫療費用最大支出項

目，如何在社區有效率的照顧老人，不但使老人得

到落葉歸根的關懷，也可省下龐大的醫療資源 [17]。

因此本項目的教育亦為社區醫學訓練計畫需加強之

處。另外前後評平均正確分數較低者，尚有「以功

能而言，社區的範圍可定義為門診常來的一群老病



42 洪壽宏 胡文郁 劉文俊 邱泰源 陳慶餘 謝博生

42 J Med Education Vol.9 No.1 2005

人」（平均正確分數 0.08 比 0.11），社區的範圍
可隨著服務團隊的能力有所調整，此亦為COPC的
精神。而 PGY-I 醫師並未能了解社區定義的靈活
性，因此表示對 COPC 的推展階段認識仍不夠深
入。另外平均正確分數較低者，尚有「目前衛生署

醫療網已進行到第五期，民國 94年起，將進入第
六期」，其實民國 94年起衛生署醫療網正開始進
入第五期 [18]，可見絕大多數的 PGY-I 醫師（0.00

比 0.02）對國內衛生行政的了解，在本研究一個月
的社區醫學訓練尚未能落實。另外平均正確分數較

低者，尚有「為因應SARS，目前國內各衛生所皆
已成立發燒篩檢站，並已開始運作」，本題目考驗

PGY-I醫師對當時社區 SARS因應的實際狀況，研
究時國內衛生所仍未全部成立發燒篩檢站同時只是

部份運作，PGY-I醫師在此重要防疫議題方面亦未
能深入了解。另外平均分數較低者尚有「社區醫學

主要服務內容包括公共衛生、慢性病防治、精神衛

生、重症醫療、安寧療護」，不到兩成的住院醫師

答對，亦無進步（0.12比 0.12，範圍 0-1）。社區
醫學的主要服務內容並不包括重症醫療，將來國內

醫療體系亦將規劃醫學中心專治急重症，社區方面

並未發展重症醫療體系。由以上知識量表的評估結

果可知，諸多社區醫學的原則及內涵在短暫一個月

的訓練當中似乎難以全面落實。不過因本研究知識

量表中不少題目為偏重數字記憶，雖有其重要性，

但是否能代表社區醫學知識，則可再討論。

在社區醫學態度評估方面，正面信念前後評幾

乎都沒有統計學意義的改變，不過正面信念皆相當

的高。因此對於社區醫學內涵的信念相當正面，尤

其以下幾個項目分數最高，包括「社區醫學強調以

人為中心、家庭為單位、社區為範疇的照顧」，

「社區醫院應重視與基層醫療的合作，才可創造與

社區民眾三贏的局面」，「社區醫療應建立家庭醫

師制度，並成立社區醫療群共同合作照顧病人」，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應重視並協助社區醫院及基

層醫療推展社區醫療，並落實分級醫療制度」，由

此結果可知 PGY-I 醫師對社區醫學的訓練目標以
及國內醫療體系的分級醫療、建立家庭醫師制度及

轉診合作，創造醫院、基層醫療及民眾三贏的局面

持正面的態度。值得一提的是，有三題負面信念的

題目有統計學上顯著的降低，包括：「社區醫學訓

練造成自己生活安排上的不方便」，許多醫師不願

到社區服務，因認為鄉村或偏遠地區生活不方便，

而真正到社區服務時這種感覺會降低，在未來醫師

醫療服務的生涯當中，本信念的改變有深遠意義。

另外負面信念降低者有「社區醫學訓練會影響自己

所在醫院的營運，對醫院不利」，PGY-I醫師接受
社區醫學訓練後，已較不認為社區醫學訓練會影響

自己所屬醫院的營運，由過去的研究報告可知，在

做醫療決策時如能深認病人來自家庭以及社區，所

提供的醫療決策將變得更有效率，因此社區醫學訓

練對醫療服務品質應有正面的效果 [19]。另外有趣

的是，「自己接受社區醫學的訓練會受家人不支持

的影響」，此負面的信念也有明顯的降低，表示在

接受一個月社區醫學訓練後，自己較能規劃未來行

醫的生涯，其意義深遠。

至於 PGY-I 醫師對社區醫學各項目的學習意
願調查，最有意願的項目為：「參與基層醫療門

診，了解基層醫療運作」，其次為「參與學習社區

醫療保健資訊整合系統」。但滿意度最高為「參與

學習如何促進社區健康之活動」，PGY-I醫師對社
區醫學各項目的意願，可列為未來社區醫學計畫內

容的參考。由於一個月的社區醫學訓練時間相當短

促，難以周全性學習所有社區醫學項目，因此針對

學習者的教育訓練需求，配合社區醫學必要學習內

容，未來應可安排出社區醫學學習項目的輕重緩

急。

參加本計畫社區醫學訓練的意願，整體性而

言，有 72.3%的PGY-I醫師表達願意參予，但在課
程後再問其是否推薦及建議同儕參與本課程，願意

者則只有 54.3%，中立者占 33.7%，由此可顯示
PGY-I醫師並未強烈推薦同儕參與本課程，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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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前述態度方面仍有加強空間，意味是否訓練課

程太短，或是課程內容仍待改進，值得未來再繼續

評估，以作為未來是否延長社區醫學訓練期間或加

強融入臨床醫學教育的參考。

結論，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之社區醫學訓

練強調BPS、COPC及 IDS的訓練，但因訓練期間
有限，以及在計畫實施初期，師資培育及訓練單位

的協調整合有待加強，因此社區醫學知識的學習成

效仍有許多努力空間。但對於社區醫學負面信念的

改善深具意義，至於受訓者所提出的教育訓練需求

應給予重視，並配合社區醫學的必要內涵，提供未

來更完整的社區醫學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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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ject "post-graduate (PGY-I) general
medicine training" has been conducted in Taiwan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competence of medical gra-
duates with respect to patient-centered care. Further-
more, a further aim is to enable them to provide a hig-
her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and eventually to meet bet-
ter the needs of health care system. The duration of
this training project is three month, including one
month of community medicine training, which it was
hoped would improve the medical graduates' knowl-
edge of and attitude toward community health.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 relative to community medicine amongst
PGY-I residents undertaking the course described abo-
ve and to identify any changes that had occurred after
the one month of training in community medicine. In
addition, the graduates' willingness to learn commun-
ity medicine and their learning needs were also inves-
tigated. A total of 83 PGY-I residents who undertook
this course completed the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both
pre and post cours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GY-
I residents' accurate response rate in terms of their
knowledge had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y the

course (0.45 vs. 0.52, range 0-1, t=0.497, p<0.001).
However, post-course, eight out of fifteen knowledge
items still had a less than 50% accurate response rate.
In addition, the PGY-I residents had a positive belief
in community medicine that was unchanged by the
course and three from six items of negative beliof that
had become less negative after the course. Post-cour-
se, we found that about seventy percent (72.3%) of re-
sidents showed a willingness to learn community
medicine and this was an increase compared to before
the training course[R1] and we also found that the re-
si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mmunity medicine tra-
ining was almost eighty percent. In conclusion, the re-
sidents who took community medicine course PGY-I
show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ir knowledge
of community medicine despite a relatively low accu-
rate response rate for several items, possibly due to in-
adequate time. A more positive belief in community
medicine after the training course was a second im-
portant outcome. In addition,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training needs expressed by the residents into future
courses on community medicine will be a worthwhile
effort. (Full text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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