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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畢畢畢畢畢畢畢畢業業業業業業業業後後後後後後後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般般般般醫醫醫醫醫醫醫醫學學學學學學學學訓訓訓訓訓訓訓訓練練練練練練練練計計計計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劃劃劃劃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nn        本本院院社社區區醫醫療療實實務務訓訓練練課課程程的的教教學學目目的的是是希希望望藉藉由由長長期期照照護護及及社社區區資資源源運運用用相相關關

課課程程的的安安排排，，讓讓年年輕輕住住院院醫醫師師有有更更多多時時間間走走入入社社區區，，直直接接與與各各年年齡齡層層需需要要身身心心協協助助照照護護

的的個個案案接接觸觸，，將將生生物物、、心心理理及及社社會會層層面面、、社社區區為為導導向向的的第第一一線線醫醫療療照照護護、、整整合合性性健健康康照照

護護體體系系等等核核心心課課程程的的理理論論實實際際運運用用到到社社區區照照護護活活動動之之醫醫療療經經驗驗上上；；並並瞭瞭解解相相關關機機構構所所能能

提提供供的的各各項項資資源源，，以以便便在在日日後後行行醫醫過過程程中中能能將將這這些些資資源源介介紹紹給給個個案案或或家家屬屬，，使使醫醫政政、、衛衛

政政及及社社政政資資源源能能發發揮揮最最佳佳的的運運用用；；另另外外在在長長期期照照護護及及社社福福機機構構工工作作人人員員的的帶帶領領下下直直接接參參

與與各各項項服服務務工工作作，，有有助助於於醫醫師師對對病病人人、、家家屬屬及及醫醫療療團團隊隊成成員員間間溝溝通通能能力力的的培培養養，，進進而而達達

成成以以病病人人為為中中心心的的周周全全性性照照護護及及跨跨領領域域醫醫療療合合作作的的精精神神。。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畢畢畢畢畢畢畢畢業業業業業業業業後後後後後後後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般般般般醫醫醫醫醫醫醫醫學學學學學學學學訓訓訓訓訓訓訓訓練練練練練練練練計計計計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實實實實實實實實施施施施施施施施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每每梯梯次次為為期期一一個個月月的的訓訓練練，，訓訓練練內內容容分分兩兩大大主主軸軸，，第第一一部部分分為為社社區區長長期期照照護護，，內內容容

為為實實際際參參與與居居家家式式長長期期照照護護、、社社區區式式長長期期照照護護、、機機構構式式長長期期照照護護、、出出院院準準備備與與資資源源轉轉介介。。

第第二二部部分分為為社社區區資資源源運運用用，，內內容容為為兒兒童童福福利利資資源源認認識識與與運運用用、、身身心心障障礙礙福福利利資資源源認認識識與與

運運用用、、社社區區長長照照資資源源整整合合運運用用((含含老老人人福福利利資資源源認認識識與與運運用用))、、社社區區內內相相關關社社團團之之社社區區運運

作作網網絡絡。。各各項項課課程程在在指指導導老老師師的的帶帶領領下下於於相相關關機機構構內內進進行行訓訓練練，，最最後後以以雙雙向向評評量量做做為為學學

習習成成效效評評量量及及教教學學計計畫畫檢檢討討改改進進的的依依據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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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臨臨臨臨臨臨臨臨床床床床床床床床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師師師師師師師師簡簡簡簡簡簡簡簡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姓 名 

現    職 
主治醫師或 

工作年資(年) 

在本課程 

中擔任工作 

(教學專長或經歷) 

專業背景 
科 別 職 稱 

蘇健裕 
民生醫院 

泌尿科 

醫療 

副院長 
12 

PGY 課程及民生
醫院簡介 泌尿科專科醫師 

林玉珮 
民生醫院 

家庭醫學科 
主任 10 

PGY1 計畫主持
人，整體課程規劃
及簡介、指導長照
課程及個案討論
會 

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老人醫學專科醫師 

曾愉芳 
民生醫院 

家庭醫學科 
醫師 3 

課程規劃，課程導
師及簡介，指導長
照課程及個案討
論會 

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安寧緩和專科醫師 

侯怡君 
民生醫院 

家庭醫學科 
醫師 4 

課程導師及簡介 
，指導長照課程及
個案討論會 

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老人醫學專科醫師 

曾靜娟 
民生醫院 

神經內科 
醫師 3 

身心障礙鑑定流
程及評估，指導個
案討論 

神經內科專科醫師 

羅若梅 
民生醫院 

社區健康中心 
護理師 29 

居家照護課程指

導 
居家護理師 

方瑞蘭 
民生醫院 

社區健康中心 
護理師 11 

出院準備服務課

程指導 

出服個管師 

護理師 

張素紅 
市府衛生局

保健科 
股長 21 

老人福利服務資
源認識與實習；社
區式長期照護課
程指導 

護理師 

陳慶章 
社會局 

無障礙之家 課長 21 

指導身心障礙福
利資源認識與實
習 

社工師 

林玲妃 
社會局 

兒童福利服
務中心 

課長 17 
指導兒童福利資
源認識與實習 社工師 

林曉慧 
社會局家庭
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組長 13 
婦幼福利資源認
識與實習 社工師 

朱雪峰 

財團法人信
義醫院附設
方舟養護之
家 

護理長 16 
機構式社區長期
照護指導老師 護理師 

余秀美 
民生醫院護

理之家 主任 21 
機構式社區長期
照護指導老師 護理師 

張淑慧 
銀髮家園暨老
人社區照顧服
務支援中心 

主任 10 
支持型住宅-銀髮
家園指導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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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四四四四))))))))畢畢畢畢畢畢畢畢業業業業業業業業後後後後後後後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般般般般醫醫醫醫醫醫醫醫學學學學學學學學訓訓訓訓訓訓訓訓練練練練練練練練特特特特特特特特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走走入入社社區區                                                    醫醫病病醫醫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生生生生生生生生醫醫醫醫醫醫醫醫院院院院院院院院PPPPPPPPGGGGGGGGYYYYYYYY11111111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區區區區區區區區醫醫醫醫醫醫醫醫療療療療療療療療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務務務務務務務務課課課課課課課課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長長長長長長長長期期期期期期期期照照照照照照照照顧顧顧顧顧顧顧顧        
    

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出院準備服務    
機構式長期照顧機構式長期照顧機構式長期照顧機構式長期照顧    
社區式長期照顧社區式長期照顧社區式長期照顧社區式長期照顧    
居家式長期照顧居家式長期照顧居家式長期照顧居家式長期照顧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區區區區區區區區資資資資資資資資源源源源源源源源        
    

身心障礙福利身心障礙福利身心障礙福利身心障礙福利    

兒童福利資源兒童福利資源兒童福利資源兒童福利資源    

家庭暴力防治家庭暴力防治家庭暴力防治家庭暴力防治    

非營利機構非營利機構非營利機構非營利機構    

綜綜綜綜綜綜綜綜合合合合合合合合訓訓訓訓訓訓訓訓練練練練練練練練        
        

長期照護長期照護長期照護長期照護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身心障礙在宅鑑定身心障礙在宅鑑定身心障礙在宅鑑定身心障礙在宅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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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五五五五))社社社社社社社社區區區區區區區區資資資資資資資資源源源源源源源源運運運運運運運運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11..實實現現以以病病人人為為中中心心的的周周全全性性照照護護精精神神    

22..將將 BBPPSS,,CCOOPPCC 及及 IIDDSS 的的理理論論實實際際運運用用到到社社區區照照護護  

33..認認識識，，結結合合並並運運用用社社區區社社會會資資源源  

44..培培養養醫醫師師在在跨跨領領域域醫醫療療團團隊隊成成員員間間的的溝溝通通能能力力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社社社社社社社社區區區區區區區區長長長長長長長長期期期期期期期期照照照照照照照照顧顧顧顧顧顧顧顧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11..老老年年人人周周全全性性評評估估的的運運用用  

22..學學習習如如何何執執行行老老年年人人的的理理學學檢檢查查  

33..醫醫病病溝溝通通的的學學習習及及運運用用  

44..醫醫師師在在長長期期照照護護角角色色的的探探討討  

55..不不同同長長期期照照顧顧型型態態間間的的比比較較如如，，資資源源耗耗用用，，失失能能情情形形，，生生活活品品質質等等  

((((七七七七))))PPPPPPPPGGGGGGGGYYYYYYYY11111111        社社社社社社社社區區區區區區區區醫醫醫醫醫醫醫醫療療療療療療療療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務務務務務務務務訓訓訓訓訓訓訓訓練練練練練練練練宗宗宗宗宗宗宗宗旨旨旨旨旨旨旨旨及及及及及及及及目目目目目目目目標標標標標標標標        

                                全全人人醫醫療療！！  

以病人為中心，家庭為單位，社區為範疇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以以以以以以以以社社社社社社社社區區區區區區區區為為為為為為為為主主主主主主主主體體體體體體體體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醫醫醫醫醫醫醫醫療療療療療療療療服服服服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整整整整整整整整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心心心心，家為單位，社區為範疇 

  

            

      社社區區的的                                        社社區區的的醫醫療療機機構構                                        社社區區的的  

衛衛生生保保健健機機構構                                  ﹝﹝診診所所、、醫醫院院﹞﹞                                        福福利利機機構構                                              

                                                    

 

密切聯繫                   密切聯繫 

 

               1.疾病預防、診斷、治療、復建的健康服務 

    整整合合性性醫醫療療      22..個個人人生生命命週週期期各各階階段段的的連連續續性性醫醫療療服服務務  

               3.兼顧心,身健康的；在家庭,學校,職場實施的醫療服務  

 

 

 

 

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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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九九九九))、、、、歷屆歷屆歷屆歷屆 PGYPGYPGYPGY 訓練學員名單訓練學員名單訓練學員名單訓練學員名單----92929292 年年年年~98~98~98~98 年年年年    PGYPGYPGYPGY 學員名單學員名單學員名單學員名單    

年 月 單位 部門 姓名 

92.10 高雄榮總 外科部 許肇文醫師 

92.12 高雄榮總 外科部 林宇莘醫師 

93.01 高雄榮總 放射科 張瑞昇醫師 

93.02 高雄榮總 內科部 蔡涵凱醫師 

93.04 高雄榮總 家醫科 曾愉芳醫師 

93.04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內科部 蔡慧芬醫師 

93.05 高雄榮總 放射腫瘤科 莊富成醫師 

93.06 高雄榮總 家醫科 林育嫻醫師 

93.09 國軍高雄總醫院 泌尿科 吳晃維醫師 

93.11 聖功醫院 外科 鄭凱文醫師 

94.02 國軍高雄總醫院 外科 曾柏彰醫師 

94.04 高雄榮總 外科部 陳懿文醫師 

94.05 國軍左營總醫院 家醫科 陳仲杰醫師 

94.09 高雄榮總 放射腫瘤科 林佳輝醫師 

94.11 高雄榮總 病理科 陳瑛琪醫師 

94.11 高雄榮總 兒醫部 吳壬喜醫師 

94.12 國軍左營總醫院 內科 蔡英楠醫師 

95.03 高雄榮總 復健科 何正宇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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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3 天主教聖功醫院 家醫科 吳志鴻醫師 

96.01 高雄榮總 家醫科 張譯仁醫師 

96.01 高雄榮總 放射科 洪寶惠醫師 

96.04 高雄榮總 家醫科 邱文正醫師 

96.04 高雄榮總 外科部 楊白駒醫師 

96.04 國軍高雄總醫院 精神科 蔡明洲醫師 

96.05 高雄榮總 急診部 王建銘醫師 

96.05 高雄榮總 放射科 黃培毓醫師 

96.06 高雄榮總 家醫科 陳芝瑜醫師 

96.06 高雄榮總 內科部 潘怡如醫師 

96.10 高雄榮總 精神科 張運昌醫師 

96.10 高雄榮總 眼科 林峻宇醫師 

96.10 國軍左營總醫院 精神科 柳嘉軒醫師 

96.12 高雄榮總 眼科 麥珮怡醫師 

96.12 高雄榮總 放射科 江佳陵醫師 

96.12 國軍左營總醫院 小兒科 吳湘堯醫師 

97.01 國軍左營總醫院 內科 許宏偉醫師 

97.03 高雄榮總 內科部 洪銘秀醫師 

97.03 高雄榮總 精神科 鄭凱逹醫師 

97.03 國軍左營總醫院 外科 劉力仁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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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4 高雄榮總 病理科 簡竹君醫師 

97.04 高雄榮總 家醫科 陳姿吟醫師 

97.04 國軍左營總醫院 家醫科 羅貽豪醫師 

97.05 高雄榮總 內科 鄭丁元醫師 

97.05 國軍左營總醫院 外科 張立昌醫師 

97.05 健仁醫院 家醫科 姚易秀醫師 

97.06 高雄榮總 急診內科 林欣陽醫師 

97.06 高雄榮總 麻醉科 丁曉嫻醫師 

97.06 國軍左營總醫院 內科 許銘宏醫師 

97.07 高雄榮總 耳鼻喉科 張庭碩醫師 

97.07 高雄榮總 精神科 張簡德璋醫師 

97.12 高雄榮總 急診內科 李雋元醫師 

97.12 高雄榮總 外科 曾彥敦醫師 

98.02 高雄榮總 放射線部 蔡欣宇醫師 

98.02 高雄榮總 家醫部 呂學翰醫師 

98.02 高雄榮總 眼科 陳世洲醫師 

98.03 高雄榮總 眼科 林俊佑醫師 

98.03 國軍左營總醫院 內科 楊福雄醫師 

98.03 健仁醫院 內科 黃鐘平醫師 

98.04 高雄榮總 急診部  蘇仁君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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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4 高雄榮總 眼科 胡鴻琳醫師 

98.04 國軍左營總醫院 外科 黃俊杰醫師 

98.05 高雄榮總 外科部 陳逸軒醫師 

98.05 國軍左營總醫院 外科 謝冠祥醫師 

98.06 高雄榮總 外科部 吳非凡醫師 

98.06 國軍左營總醫院 外科 楊秀謙醫師 

98.07 高雄榮總 家醫科 陳宏益醫師 

98.09 高雄榮總 外科 陳鑑斌醫師 

98.09 高雄榮總 放射腫瘤科 陳柏均醫師 

99.01 高雄榮總 兒醫部 林庭逸醫師 

99.01 高雄榮總 婦產部 張瑋珊醫師 

99.01 高雄榮總 急診部 徐榛鎂醫師 

99.03 高雄榮總 內科部 黃博弘醫師 

99.03 高雄榮總 家醫部 林楷敦醫師 

99.03 國軍左營總醫院 外科 吳奕曉醫師 

 
((((十十十十))))、、、、參考學習網參考學習網參考學習網參考學習網站站站站    

行政院衛生署  http://www.doh.gov.tw/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http://www.tjcha.org.tw/index.asp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http://w5.kcg.gov.tw/socb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