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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內科 

五六年級實習醫學生教學訓練計畫 

核心課程 

依不同年級制訂『核心能力與學習目標』。 

五六年級實習醫學生核心課程總表  

症狀或醫療情境 疾病 臨床技能 

-水腫 

-蛋白尿 

-血尿 

-膿尿 

-電解質與酸鹼異常 

-急性腎損傷(AKI)  

-慢性腎臟病(CKD) 

-腎病症候群 

-泌尿道感染 

 

-體液狀態的評量 

-KUB X光判讀 

-簡易腎臟超音波報告判讀 

-尿液檢查結果判讀 

-生化、電解質檢查結果判讀 

-動脈血液氣體分析及酸鹼平

衡之判讀 

-動脈穿刺觀摩 

-導尿管置入觀摩  

-血液透析與腹膜透析觀摩 

訓練課程與訓練方式(教學活動) 

課程表如附件，教學活動說明如下： 

一、課前訓練：  

腎臟內科Orientation： 腎臟內科於實習第一天，由教學總醫師舉辦腎臟內

科實習醫學生課前說明會，介紹腎臟內科工作環境、核心課程、臨床相關技能訓

練及分配primary care。  

 

二、門診教學 ： 

安排門診教學，並經過病人之同意，由科內主治醫師予以指導門診觀摩學習，

於每次門診教學後須繳交心得紀錄。 

一般門診教學之教學目標: 

1、 了解腎臟內科門診病患之常見疾病之表現及病程 

2、 認識門診病患之常見疾病之診斷與治療用藥 

3、 瞭解如何與不同年齡層、不同社經地位之病患溝通 

4、 培養需要住院狀況之判斷能力 

5、 參與出院後病患之後續追蹤   

 

三、臨床學習(參與團隊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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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團隊由主治醫師、總醫師/住院醫師與實習醫學生組成照護團隊，每日

一次於病房進行查房，在照護病患的過程中學習病史學問與身體檢查能力、病歷

寫作以及學習醫病關係的建立。  

五六年級實習醫學生所照顧之病患，接受團隊主治醫師及總醫師/住院醫師的

指導與監督，面對病患之病情有緊急變化時需隨時向指導監督醫師回報討論。並

且學習住院病歷及臨床歷程之記錄書寫。 

 

四、住診教學: 

   由主治醫師輪流帶領實習醫學生進行住診教學。利用住院病例做深入個案討

論及身體檢查，及示範診療。並對病情分析、診斷及治療方式詳實指導，增加接

受訓練者對所照顧病人病情瞭解，並適時教導實習醫學生應考慮相關處置之專業

素養，如醫學倫理及法律規範 

 

五、診斷教學:  

   腎臟超音波檢查判讀教學：於福音樓四樓腎臟超音波檢查室舉行，觀摩腎臟

超音波檢查之操作且由腎臟內科主治醫師教學。 本教學的目的在於訓練實習醫

學生能區分出超音波下的腎臟各個部位、了解不同腎臟疾病之超音波影像學表

現，期待將臨床病徵與影像表現能做結合與診斷。 

 

六、病歷寫作 

由腎臟內科總醫師挑選分配住院病例，接受團隊主治醫師及總醫師/住院醫師 

的指導，實習醫學生親自問診照顧，學習住院病歷及臨床歷程之記錄書寫。 

 

七、研討會 

1、腎臟內科晨會  

每週三、週五上午7:30-8:30 於平安樓14樓討論室舉行。 

內容包括文獻選讀、案例討論、每月舉辦一次之腎臟內科/內分泌科聯合

病例討論會，與每月舉辦一次之腎臟病理討論會等。 

週五下午的住院病例討論會由資深主治醫師與五六年級實習醫學生就所

照顧之病患進行討論，本會議之目的在於讓五六年級實習學員學習報告住院

病人之病史,檢查結果判讀以及病情討論學習。針對病案臨床狀況提出報告

與分析，藉由討論增進照護病患時critical thinking之能力，同時培養口頭報

告能力。  

 

2、馬偕/國泰聯合病例討論會 

每月擇一週五下午3:00-5:00 於馬偕或國泰醫院舉行。本會議由主治醫

師挑選具教學意義、或臨床表現較為複雜之案例(有接受腎切片檢查)做為討

論，聯合病例討論會其目的在於學習了解腎病病人之臨床症狀與病理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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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期待增進對於此類病患的臨床照護。  

    

   3、三總林石化教授電解質討論會 

    每兩個月擇一週五下午3:00-5:00 於平安樓14樓討論室舉行，討論臨床

上困難判讀或治療之電解質異常病例，藉由與林教授的討論，學習與電解質

異常疾病相關的經驗與知識。 

 

4、馬偕腎臟病理討論會 

每月擇一週五上午7:30-8:30 於平安樓14樓討論室舉行。挑選有接受腎

切片檢查具之案例做為討論，其目的在於學習了解腎病之病理變化及類型，

以及病人之臨床症狀與病理結果的相關性，期待增進對於此類腎病的認知及

病患的臨床照護。  

 

5、長庚醫院賴彬卿醫師腎臟移植教學 

 每月擇一週三上午8:00-9:00 於平安樓14樓討論室舉行。由賴彬卿醫師

做專題演講教學並提供寶貴的臨床經驗。增進對於腎移植的知識及病患的臨

床照護能力。  

腎臟內科 五六年級實習醫學生課程表 

週、天（院區） 時段 時數 教學活動名稱 教學大綱 各梯次教師 

第一週 7:30~8:30 1 病房住診教學 4F病房住診教學 當週內科排定之主治醫師 

第一天(W1） 8:30~9:30 1 課程說明 認識馬偕腎臟科及課程說明 CR/陳志揚/施宏謨  

台北 10:00~11:00 1 團隊臨床學習 團隊查房說明與個案分派 4F林昆模/陳志揚 

            

第二天(W2） 7:30~8:30 1 教學討論會 大內科晨會   

台北 8:30～9:30 1 團隊住診教學 腎臟科病史詢問的臨床技巧 林昆模 

  10:00~11:30 1.5 教學討論會 重症腎臟學(AKI個案學習及討論) 吳培甄 

  14:00~15:00 1 團隊住診教學 泌尿道感染個案學習及討論 林昆模 

  15:30~17:00 1.5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primary care 4F林昆模/陳志揚 

  

     第三天(W3） 7:30～8:30 1 教學討論會 腎臟科晨會 吳志仁 

台北 9:00~10:30 1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Chart round 4F林昆模/陳志揚 

  10:30~11:30 1 教學討論會 認識血液透析 透析室護理長 

  14:00~16:00 2 門診教學 門診個案學習 林昆模 

  16:00~17:00 1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primary care 4F林昆模/陳志揚 

  

     第四天(W4） 7:30~8:30 1 教學討論會 大內科晨會   

台北 9:00~10:00 1 住診教學 臨床個案學習及個案討論 吳志仁 

 

10:00~11:30 1.5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primary care 4F林昆模/陳志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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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00 2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primary care 4F林昆模/陳志揚 

 

16:00~17:30 1.5 教學討論會 酸鹼疾病案例學習 林承叡 

 

          

第五天(W5） 7:30～8:30 1 教學討論會 腎臟科晨會 潘吉豐 

台北 9:00~11:30 2.5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Chart round 4F林昆模/陳志揚 

 

14:00~15:00 1 住診教學 臨床個案學習及個案討論 吳志仁 

  15:00~17:00 2 教學討論會 腎臟科醫學討論會 潘吉豐 

      
週、天（院區） 時段 時數 教學活動名稱 教學大綱 各梯次教師 

第二週 7:30~8:30 1 病房住診教學 4F病房住診教學 當週內科排定之主治醫師 

第一天(W1） 9:00~11:00 2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primary care 4F林昆模/陳志揚 

台北           

第二天(W2） 7:30~8:30 1 教學討論會 大內科晨會   

台北 9:00~10:00 1 團隊臨床學習 體液狀態的評量及個案學習討論 陳志揚 

  10:30~11:30 1 教學討論會 AKI學習及討論(journal) 吳培甄 

  14:00~16:30 2.5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primary care 4F林昆模/陳志揚 

  

     第三天(W3） 7:30～8:30 1 教學討論會 腎臟科晨會 吳志仁 

台北 9:00~10:00 1 教學討論會 腎臟疾病案例學習 林信昌 

  10:30~11:30 1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Chart round 4F林昆模/陳志揚 

  13:30~14:30 1 教學討論會 電解質疾病案例學習 潘吉豐 

  14:30~16:00 1.5 門診教學 門診個案學習 林昆模 

  16:00~17:00 1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primary care 4F林昆模/陳志揚 

  

     第四天(W4） 7:30~8:30 1 教學討論會 大內科晨會   

台北 9:00~10:30 1.5 教學討論會 血液透析室 bedside teaching 施宏謀 

 

11:00~12:00 1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primary care 4F林昆模/陳志揚 

 

14:00~15:00 1 教學討論會 慢性腎病防治與個案討論 CKD衛教護理師 

 

15:30~17:00 1.5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primary care 4F林昆模/陳志揚 

 

          

第五天(W5） 7:30～8:30 1 教學討論會 腎臟科晨會 潘吉豐 

台北 9:00~10:00 1 團隊臨床學習 臨床自主學習, Chart round 4F林昆模/陳志揚 

 

10:00~11:00 1 教學討論會 認識腹膜透析 透析室護理長 

  14:00~15:00 1 住診教學 臨床個案學習及個案討論 吳志仁 

  15:00~16:30 1.5 教學討論會 腎臟科醫學討論會 潘吉豐 

  16:30~17:00 0.5 教學討論會 回饋與討論 潘吉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