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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簡介

一、前言：
奇美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成立，本院放射腫瘤科
提供先進的腫瘤治療技術及臨床研究，並依據臨床功能需要及各專科主治
醫師職掌專長，增加對腫瘤的控制率與減少正常組織的副作用。目前本科
積極投入於引進世界先進設備與放射治療技術之提升，提供病患最佳治療
效益，以其成為國內放射腫瘤領域之翹楚。

二、訓練目的：
為使各級住院醫師能循序漸進充分瞭解各式腫瘤之臨床表徵與致病機
轉，進而學習放射治療各項細節，同時透過科際癌病聯合討論會，為住院
醫師提供完整之腫瘤診療培育。使之成為優秀之放射腫瘤科專科醫師。

三、訓練對象:
1.國內外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實習期滿具中華民國醫師證書，且品德優良
者。
2.院內各科選修或其他醫院派至本科代訓之住院醫師。

四、訓練期限：
四年 (101 年 7 月之後為五年,含 PGY 一般醫學訓練)

五、教學師資：
林立青主任：奇美醫學中心永康放射腫瘤科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專長：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順形治療、光子刀、全身放射治療、輻射生物學與放
射物理學、臨床物理學、頭頸部腫瘤、鼻咽癌、乳癌、膀胱癌、前列腺癌
等放射治療與綜合式治療。
林奎利醫師：奇美醫學中心永康放射腫瘤科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研究所臨床組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
5

專長：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順形治療、中西整合腫瘤療法、癌症資訊管
理、全身放射治療、頭頸部腫瘤、鼻咽癌、胃腸癌、腦瘤、移轉
性癌症等放射治療與綜合式治療。
郭珍妮醫師：奇美醫學中心柳營放射腫瘤科主治醫師
菲律賓遠東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長：急症放射線治療與輔助治療、腦瘤、婦癌、乳癌、肺癌、
鼻咽癌、腸胃道癌等放射治療與綜合式治療。
林佳輝醫師：奇美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主治醫師
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長：各種腫瘤之強調控放射治療、順形治療、輻射生物學與放射物理學
林裕為醫師：奇美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碩士
專長：各種腫瘤之強調控放射治療、順形治療、輻射生物學與放射物理學
楊清傑醫師：奇美醫學中心放射腫瘤科主治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碩士
專長：各種腫瘤之強調控放射治療、順形治療、輻射生物學與放射物理學
六、訓練課程目標：
讓受訓學員在上級醫師的監督及指導下，具備輻射生物、放射物理、癌症
病例寫作、實證醫學、臨床腫瘤學、放射治療計畫設計與評估、特殊放射
治療技術等知識，以及多科際合作之經驗，確實獲得成為放射腫瘤專科醫
師之技能與學識。

七、訓練課程內容：
1.尊重病人及其治療決定，不論其族群、信仰、政治傾向、性別、行為能
力、年齡、社會與經濟的狀況。
2.輻射生物學、放射物理學為基本課程，每年均須進行該兩課
程，以四年內完成指定之教科書內容為準，可自行調整進度。
3.病歷寫作與實證醫學為各科醫師之基本技能，安排於第一、二年時完成

6

訓練。
4.經由參與多科際研討會培養癌症治療之團隊精神。
5.經由治療機品質保證、治療照野驗證、定位片判讀等學習確保放射治療
品質之方法。
6.基本影像與安寧照護之知識，為放射專科醫師必備之知識，除基本要求
外可依特色及學員性向予以增加訓練時數。
7.詳細訓練內容，均依據 101 年衛生署修正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詳細
內容請查第肆章、核心課程內文)
八、教學資源：
【教學軟體設備】
1.教學光碟(多套)：
(1)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and Radiation Therapy
ImClone Systems Incorporated Targeted Oncology
(2) ajcc - Cancer Staging Manual (Sixth Edition)
Springer
(3) 2004 Physics/QA/Dosimetry SOURCEBOOK
Medtec
(4) 2004 RADIATION ONCOLOGY SOURCEBOOK
MedTec
(5) Benchmark - IMRT QA phantom
MedTec
(6) Head & Neck - patient positioning and fixation
Medtec
(7) OneDose - Patient Dosimetry System
Medtec
(8) Primovist - Liver specific imaging with MR
SCHERING
(9) MRI made easy - an interactive training program
SCHERING
(10)另有不定期的外賓教學演講錄影
2.錄影帶：電腦刀教學 2 片
3.書籍：共 40 餘冊
4.期刊：種類共 11 種近 200 冊
【教學硬體設備及空間】
1.視聽設備兩套
2.會議室兩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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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住院醫師職責
…

88 年 5 月 12 日制定
95 年 8 月 22 日修訂

醫療品質委員會

1、臨床服務職責
(1)在醫院的人事規章範圍內，住院醫師必需於訓練期間內完成各專科醫學
會所規定之訓練項目，住院醫師是在執行臨床服務工作中學習各種臨床
知識及技巧。
(2)住院醫師必需完成入院病歷書寫，依病人病況發展記載病程記錄及院方
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出院病歷摘要。病歷記錄要完整及確實，主治醫師之
指導及更正必需整理後詳載於病歷中。
(3)住院醫師需參加科部或醫院全院性之臨床討論會或學術研討會，並於討
論會中就自己的病例或討論課題提出見解及討論，並虛心接受臨床教師
之指導，討論的結論應適當的記載於病歷內。
2、臨床研究職責
(1)住院醫師之訓練過程中，學習研究方法之設計及進行是必要的學習項目。
(2)對於主治醫師交付之研究工作如資料收集及填寫，病歷審閱及資料分析
都應盡力完成。
(3)對於主治醫師交付或建議之文獻研讀應確實完成並於適當時機報告。
(4)協助主治醫師完成研究工作後，在主治醫師指導下準備研究成果發表包
括口頭及論文發表，並依主治醫師之安排列為論文發表之共同作者之一。
(5)研究工作之參與情況及論文發表列為升遷之重要依據。
(6)資深住院醫師（即研究員或資深研究員）得在主治醫師之指導下提出研
究計劃並確實完成之。
3、教學職責
(1)資深住院醫師是資淺住院醫師之最適當的臨床技巧指導者，而住院醫師
又是實習醫師及見習醫學生之適當指導者，因此上級住院醫師應有指導
下級住院醫師或醫學生之責任，而成為一位教學指導者也是住院醫師訓
練項目之一。
(2)資深住院醫師應在科部主管的安排下，負有主持科部討論會的責任，並
在主持討論會中與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互動中相互學習。在主持討論會
前，資深醫師必需準備討論會資料，聯絡必要的出席者及準備各項教具，
並於會後指定住院醫師完成會議記錄。
(3)值班時段，值班資深住院醫師應隨時指導值班資淺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師
之臨床工作。
(4)住院醫師應接受醫院規劃之教學工作而為教學者之一，教學工作內容由
醫院教學中心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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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住院醫師年度考核表
姓

名：

到

職

日 ：

人事號：

現 在 職 位 ：

學

校：

現職起任日期：

科

系：

預定晉升日期：

醫學教育委員會／住院醫師訓練組：
本項統計計算截止期間為預定晉升日期前二個月：

年

月

評核參考資料

月

日。

 考核標準：以住院醫師訓練相關辦法為依據。

應出席 15 場，實際出席

2.病歷審查：

年

依醫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1.全院演講出席率：
出席率

日～

 考核方式：每年考核一次。

場。

．出席率佔 30%、病歷審查/書寫佔 30%、教學

％， 得分：

門診 20%、受訓醫師學習熱忱全方位評量每月
平均分數佔 20%。

得分：

．急診醫學部配分比率：出席率 20%、病歷審

3.教學門診:
4.全方位評量:

查 40%、全方位評量 40%。

次，得分：

．出席率為參加滿 15 場即得滿分。
 另訂有住院醫師論文發表加分辦法。

，得分：

 參與大師座談會或病友團體活動加分 0.5 分/
次，提問者或服務者另加 0.5 分/次；每年最多

5.論文加分:
6.參與大師座談會或病友團體活動加分：

加 3 分。
 爭議處理與關懷課程，最高加 5 分。

7.爭議處理與關懷課程-三階段加分：
總 分：

□獲選優良教師加分 6 分，總分共
8.CFD 學分點數:

分。

□已達 □未達，待補足

□總分 70 分以上，晉升調薪
□60≦總分<70 分，升等但薪資三個月後晉級
□總分<60 分以下，升等但薪資一年後晉級
R1~R3 未達 30 點，待補齊點數方能依晉升及調薪
標準；R4 以上學分需達 50 點。

9.全人照護學習護照 □已完成 □未完成，待補齊

R1 晉升至 R3 期間每年未完成全人照護教育課程及學習
護照者，得晉升但暫不調薪，於補齊後得予調薪。

10.病人醫療照護心得 □已繳交 □未完成，待補繳 R1 晉升至 R3 期間每年未繳交心得報告者，得予升
等但薪資於補繳後調薪。

11.急救訓練課程記錄有效日期：

未持有相關急救訓練及格證書者，於補證後得予晉
升調薪。

所持有之急救訓練證書種類：
12.平均每月未完成病歷本數：
□符合 □不符合 病歷委員會：

本

倘未完成病歷數量平均每月超過 30 本，則得予升
等但薪資一年後晉級。

科部考核 評語：
考核結果：□同意晉升。
□暫緩晉升，觀察
個月後再議。
□不予晉升。
科主任簽章：
部主任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
人力資源部彙總：□晉升、調薪
□晉升，薪資三個月後調整
□晉升、薪資一年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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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但不調薪，於補齊後得予調薪
人力資源部主任簽章：
日期：
院 方 核 示：□晉升、調薪
□晉升，薪資三個月後調整
□晉升但不調薪，於補齊後得予調薪
院 長 簽 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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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晉升、薪資一年後調整
年

月

日

第参章 教學活動
每週固定教學活動
(含病歷書寫改善教學活動）

時間
每週一（中午 12:00）

主題
New Case Round 暨新病例兼品質討論會

雙數週一（上午 08:00） 放腫科期刊討論會
單數週一（下午 14:00） 住院醫師組臨床腫瘤讀書討論會
雙數週五（下午 14:00） 住院醫師組輻射生物讀書討論會
單數週五（下午 14:00） 放射物理讀書會
雙數週四（下午 16:00） 物理組讀書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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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聯合討論會暨期刊討論會 (各癌症團隊會議)
癌別
頭頸癌
口腔癌
生殖泌尿癌
食道癌

時間
第二、四週 星期三
第二、四週星期四

07：45～08：30
08: 20～09:00

每週 星期四 07：45～09：00
第二、四週 星期四 11：30～13：30

肺癌

每週 星期二 16：00～17：00

乳癌

每週 星期四

婦癌

第二、四週 星期三 07：40～08：30

消化道癌
肝癌

07：50～09：00

每週 星期四 08：00～09：00 (胃：第一、三週)
每週 星期四 07：45～09:00

淋巴癌

第一、三週 星期三 08：00～09：00

甲狀腺癌

第二、四週 星期一 07：30～09：00

12

第肆章

核心課程

(適用於 101 年 7 月 1 日所召收住院醫師,核心課程僅呈現放射腫瘤科
訓練，不含一般醫學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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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核心課程內容

一、放射腫瘤病歷寫作
教學對象：第一年住院醫師
課程時數：基本兩小時，另外於新病人討論會再次檢討書寫
教學主題：1.一般病歷書寫
2.放射腫瘤病歷書寫
3.教學門診
4.診斷書開立
教學目標：
1.放射治療電子病歷與醫囑書寫方式
2.放射治療病歷排列格式
3.放射治療門診 SOAP 書寫
4.會診病歷書寫方式
5.mini-CEX 評估
6.healthcare matrix
預期效果：1.瞭解一般病歷書寫方式
2.瞭解及學會書寫放射治療特殊病例紀錄
3.瞭解 SOAP 之原意與書寫要領
4.瞭解並學會發出正確之照會單及會診回覆單
5.完整了解整個疾病治療之經過，亦包含全人照護之精神
病歷寫作品質要求:
應包含主訴、病史、身體檢查、實驗室及影像學檢查、診
斷、癌症分期、病理報告及放射治療計劃
學習成效評估：1.主治醫師對住院醫師書寫之病歷應予修正及簽名
2.配合醫院安排教學活動，提升住院醫師寫作病歷及
開立死亡證明書、診斷書等醫療證明文書之能力
注意事項:1.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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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輻射安全相關法規與輻射防護
學習目標：為增進放射腫瘤科住院醫師之游離輻射防護知識與技術，
針對游離輻射的性質以及其生物效應，介紹醫用游離輻射
防護的基礎理論，以提升住院醫師的輻射防護水準，增進
醫院的輻射安全。
教學內容：1.輻射防護課程
(1)輻射防護原理
(2)體外輻射防護與體內輻射防護
(3)輻射防護屏蔽設計
2.輻射度量與劑量
(1)核種衰變與輻射衰減
(2)輻射度量、輻射劑量
3.基本輻射防護法規
(1)游離輻射防護法
參考資料：1.Introduction to Health Physics. Cember, Herman3
2.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法規）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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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腫瘤實證醫學
課程時數：3 小時
教學主題：實證醫學概論、研究方法與分析、臨床範例討論與個案報
告
教學目標：第一年
1.說明實證醫學的定義
2.介紹實證醫學的發展
3.探討實證醫學的功用
4.介紹實證醫學之方法
5.教導實證醫學之工具
第二年
1.基礎生物統計學之介紹
2.基礎流行病學之介紹
3.醫學研究方法及工具之介紹
4.實證醫學搜尋及整理分析技巧之訓練
第三年
1.選擇具教育啟發意義之個案範例行互動批判或討論與
心得分享
2.學員每人提出一指定案例進行 EBM 系統性詳細分析討論
3.並以 PowerPoint 報告實證醫學最新發展及應用之追蹤
與討論
4.於病歷討論會提出報告
預期效果：第一年
1.學員對實證醫學之概念與定義有基本充分之理解
2.學員被教導能自發性進行實證醫學之思考與練習
3.學員在學術討論過程中能融入實證醫學之概念與思維
4.學員能自行獨立執行簡單的實證搜尋及整理分析
第二年
1.學員能瞭解醫學報告及文獻之內容結構
2.學員能對醫學文獻報告之數據資料進行分析，探討及評
斷
3.學員能組織系統性判論各類醫學文獻報告之信度與效
度及實用應用度
4.學員能提升從事實證醫學之搜尋整理與分析探討技巧
第三年
1.學員透過個案範例能對臨床實證醫學之應用與損益得
到深入之瞭解與啟發
2.學員從個人案例報告準備及過程中可促進其主動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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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及融會
3.學員可瞭解及認識最新實證醫學之發展情況
學習成效評估：學生於每次課程結束一週內繳交 Course Journal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20

四、常見癌症教學
學習目標：
使學生了解常見癌症之病因及病理療程，了解治療過程及預後，使之
明瞭常見癌症整體治療方向並了解放射線對這些疾病的用途與功
能，其包含放射線治療的技術，與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內容：
詳細分述各器官腫瘤之
- 解剖構造 Anatomy
- 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 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 病理 Pathology
- 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 疾病分期 Staging
- 局部,周邊與遠處散佈之路徑 Routes of Local, Regional and
Distant Spread
- 治療方式之選擇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odality
- 放射線治療技術 Radiation Therapy Techniques
- 治療結果/預後因子 Treatment Results/Prognostic Factors
- 治療失敗復發之模式 Patterns of Failure
- 副作用與正常組織效應 Complications and Normal Tissue
Effects
授課方式: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 Carlos A. Perez , Luther W. Brady ;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2nd Edition.
2. Eric J. Hall; Radiobiology for the Radiologist,
4th Edition.
3. Vincent T. DeVita, Jr., Samuel Hellman, Steven
A. Rosenberg ; Cance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ncology, 4th Edition.
4. Gunderson and Tepper; Clinical Radiation
Oncology (2000)
5. C.C. Wang; Radiation Therapy for Head and Neck
Neoplasms : Indications, Techniques, an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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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 Edition.
6. AJCC Cancer Staging Manual; 6th Edition.
7. Faiz M. Khan; The Physics of Radiation Therapy.
8. L.C. Karicuta; Target Volume Definition in
Radiation Oncology , Head and Neck, Breast, Lung
and Prostate Cancer. (2000)
9. L.C. Karicuta ; Target Volume Definition in
Radiation Oncology Based On The Sentinel Node
Procedure. (2003).
10. V. Gregoire, P. Scalliet, K.K.Ang ; Clinical
Target Volume in Conformal an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2002).
11. K.S. Clifford Chao; Gokhan Ozyigit;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2003).
12. K.S. Clifford Chao; Practical Essentials of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2nd
Edition.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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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鼻咽癌 NPC
學習目標：本課程目標是讓住院醫師了解鼻咽癌之基本治療概念
內容：
(1)解剖構造 Anatomy

(2)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鼻咽癌在中國人的罹患率最高，主要分佈於廣東省因此亦稱[廣東
癌]，而在福建、香港及台灣等華人聚居的地區人數也不少。
鼻咽癌發生於鼻部與咽部交會的地方，也就是鼻子的後方，咽部的頂
端，這個部位是一個死角地帶，因此是不容易被發現的。
鼻咽癌的症狀很容易被誤以為是感冒而忽略；不明原因的頸部淋巴腺
腫大、鼻出血、痰中有血絲、耳鳴、耳塞、重聽、鼻塞或頭痛等都是
重要警訊。
真正的致病因素仍不清楚，但醫學界認為下列幾個因素可能與這個疾
病有密切的關聯，種族遺傳、環境與飲食、EB 病毒等。
(3)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頸部出現不明原因的腫塊
鼻水中帶血絲、痰中帶血絲或反覆性的流鼻血
單耳的耳塞、耳鳴、覺得耳內有水流聲或聽力減弱
單側性頭痛
眼睛症狀：如複視等
(4)病理 Pathology
90% Carcinomas
5% lymphomas
5% other histologic type
(5)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身體評估 Physical examination
經細針抽吸及切片檢查 Biopsy or needle aspiration of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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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scan：useful in delineating skull base erosion.
MRI：useful in delineating soft tissue invasion
鼻腔鏡 Nasopharyngoscopy
EB 病毒血清檢查
(6)疾病分期 Staging
第 I 期：腫瘤只侷限鼻咽部內，無淋巴結及遠處轉移。
第Ⅱ-a 期：1.腫瘤已由鼻咽部向外伸展至口咽部或鼻部，且尚無鼻
咽旁(parapharyngeal )、淋巴結侵犯及遠處轉移。
第Ⅱ-b 期：1.腫瘤侷限於鼻咽部內或是已由鼻咽部向外伸展至口咽
部或鼻部、無鼻咽旁轉移，但已有單側小於 6 公分的頸淋
巴結轉移。
2.腫瘤已由鼻咽部向外伸展至口咽部或鼻部、且有鼻咽旁
轉移，無或有合併單側小於 6 公分的頸淋巴結轉移。
第 Ⅲ 期：1.腫瘤雖尚未侵犯到顱底骨骼或鼻竇內，但已有雙側小於
6 公分的頸淋巴結轉移。
2.腫瘤已侵犯到顱底骨骼或鼻竇內，但並無鎖骨上窩淋巴
結的轉移或是腫瘤已侵犯到顱底骨骼或鼻竇內，但所有的
頸淋巴結大小都是小於 6 公分的。
第Ⅳ-a 期：腫瘤已侵犯到顱內、下咽部或眼窩，但並無鎖骨上窩淋
巴結的轉移或是腫瘤已侵犯到顱內、下咽部或眼窩，但所
有的頸淋巴結大小都是小於 6 公分的。
第Ⅳ-b 期：不論腫瘤侵犯程度，但已有鎖骨上窩淋巴結轉移或有任
一頸淋巴結大小是等於或超過 6 公分的。
第Ⅳ-c 期：已有遠處如骨骼、肝臟、肺臟或腦部的轉移，而不論腫
瘤侵犯程度與淋巴結是否有轉移。
(7)治療方式之選擇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odality
放射線治療 Radiation therapy alone

放射線治療併化學治療 Concurrent Radiation 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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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放射線治療技術 Radiation Therapy Techniques
IMRT or 3D conformal therapy and/or ICRT
(9)治療結果/預後因子 Treatment Results/Prognostic Factors
五年存活率(%): 5-year survival rate
第一期: 80% 第二期: 70% 第三期: 60%； 第四期: 30%
授課方式：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7th ed, 2004
(2)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4th ed, 2003
(3)Radiation Oncology, Rationale, Technique and Results, 8th ed,
2003
(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
(5)Radiotherapy & Oncology
(6)Seminar in Radiation Oncology
注意事項：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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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腔癌 Oral cavity cancer
學習目標：本課程目標是讓住院醫師了解口腔癌之基本治療概念
內容：
(1)解剖構造 Anatomy

(2)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在台灣，造成口腔癌的環境危險因子為嚼檳榔、抽菸與喝酒、咬合不
正的牙齒或是不適合的假牙，若長期磨擦到周圍組織也容易造成口腔
的病變。一般好發的年齡在四十至六十歲之間，以男性居多，而且有
年輕化的傾向。
(3)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口腔內有不正常的腫脹、增厚或硬塊。
口腔內的黏膜有不痛性潰瘍，而且超過十天以上都沒有癒合。
口腔在沒有刺激的情況下(如刷牙、剔牙)，出現不明原因的出血。
口腔內有不明原因的疼痛或麻木。
口腔內黏膜表面出現白色或紅色的斑塊。
頸部摸到異常的硬塊。
(4)病理 Pathology
鱗狀細胞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5)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身體評估 Physical examination
經細針抽吸及切片檢查 Biopsy or needle aspiration of LN
CT scan：useful in delineating skull base erosion.
MRI：useful in delineating soft tissue invasion
(6)疾病分期 Staging
局部，周邊與遠處散佈之路徑 Routes of Local，Regional and
Distant Spread
第零期：又稱原位癌，病變只侷限在口腔黏膜上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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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病灶小於或等於 2 公分，沒有頸部淋巴結的轉移。
第二期：病灶大於 2 公分，但不超過 4 公分也沒有頸部淋巴結轉移。
第三期：病灶大於 4 公分，或在病灶的同側頸部有一個轉移的淋巴
結，但這個淋巴結不超過 3 公分。
第四期：以下任何一種情形都算是第四期。
病灶已侵犯鄰近的組織(如：穿過骨外層，深入深層肌肉、上頷竇、
皮膚等)。
頸部淋巴結轉移的數目超過 1 個(不論是在原發病灶的同側、對側或
兩側都有)，或是淋巴結已超過 3 公分。
已發生遠端轉移：口腔癌容易轉移到肺、肝及骨頭等部位，需特別注
意。
(7)治療方式之選擇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odality
手術治療 Operation alone
手術切除是口腔癌最主要的治療方式，其優點是可以直接切除病灶，
對早期癌症的治療很有幫助。缺點是若切除範圍較廣，也會造成病人
外觀與功能上的損害。
放射線治療 Radiation therapy alone
輔助性治療 Operation + adjvant radiotherapy
手術後加強性近接治療 Operation + adjuvant CCRT
無法手術切除的治療
姑息治療
化學治療 chemotherapy
常用的化學藥物，包括靜動脈注射的藥物有 5-FU，cisplatin，
bleomycin， mitomycin-c， methotrexate 等。
(8)放射線治療技術 Radiation Therapy Techniques
IMRT or 3D conformal therapy and/or ICRT
(9)治療結果/預後因子 Treatment Results/Prognostic Factors
五年存活率(%): 5-year survival rate
授課方式：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7th ed, 2004
(2)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4th e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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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adiation Oncology, Rationale, Technique and Results, 8th ed,
2003
(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
(5)Radiotherapy & Oncology
(6)Seminar in Radiation Oncology
注意事項：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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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宮頸癌 Cervical cancer
學習目標：本課程目標是讓住院醫師了解子宮頸癌之基本治療概念
內容：
(1)解剖構造 Anatomy

(2)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子宮頸癌是台灣婦女排名第一的惡性腫瘤，根據台灣衛生署統計報
告，每年台灣約有 2000 例新的子宮頸癌病患，約 950 人會死於子宮
頸癌。
以全世界來看，子宮頸癌僅次於乳癌，為發生率最高、死亡病例最
多的惡性腫瘤。全世界每年會有 471,000 個新病例被診斷出來。
大部分的病人多發生於衛生與經濟條件較差的開發中或工業國家。
侵犯性的子宮頸癌與一些癌症前期的子宮頸病變均已被發現和人
類乳突病毒(HPV，Human Papilloma Virus)有重大的關聯，研究也發
現，大部分的侵犯性子宮頸癌是從子宮頸癌前期病變(Preinvasive
Lesion)慢慢長時間演進而成的。而在這段時間內，子宮頸抹片檢查
可以相當有效的偵測到這些異常的細胞。若要考慮到將來的生育能力
而保留子宮，我們也可以有效的掌握與治療這些早期病變。
(3)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通常來說，早期的子宮頸癌的患者是沒有任何症狀的，只能透過子宮
頸抹片檢查來發現是否罹癌之所以會有症狀的出血，是因為癌症已變
成了具有侵犯性了。當子宮頸癌出現症狀的時候，最為常見的是陰道
不正常的出血、不正常且惡臭的陰道分泌物、下肢痛和局部痛及其他
副症狀：
不正常的陰道出血：如非經期之出血、性交出血、停經後出血；甚
至是運動出血等。
不正常的陰道分泌物，此即一般所謂「病理性白帶」
；如白帶過多、
有異味或臭味、特別是混合膿液的青帶、黃帶，或混合血液之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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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帶等更須謹。
下肢痛和局部痛：特別是合併有前兩項症狀之一者。
其他副症狀：如消瘦、尿血、便血大小失禁、等皆須加以追蹤及症
診斷。
婦女朋友若有以上情況出現，無論出血量多少或顏色深淺，都應盡快
向醫生找出病因。
(4)病理 Pathology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90 %
Adenocarcinoma 10%
Others 5%
(5)疾病分期 Staging
子宮頸癌的癌細胞組織，首先是在粘膜上皮內發生的，癌細胞會不斷
的增殖並且向四周發展，甚而穿破上皮下的基底膜，侵入皮下組織，
進而蔓延至其他器官。在臨床上被診斷出罹患子宮頸癌後，通常醫生
會透過體檢、驗血、X 光及各種素描去確定受癌病所影響的範圍，以
便分期及決定最佳的治療方法。
對於子宮頸癌的分期，目前醫界會依據臨床上癌細胞侵犯的程度來區
分為：
第零期：此時期也稱為原位癌（CIS）
，癌細胞只侵犯在上皮內，尚未
到基底膜侵犯真皮組織。從零期癌發展到一期，在台灣平均只有四
年，在這段過程中，只要與醫師密切合作，發現的機率很大，手術治
癒率高達百分之百。
第一期：癌細胞已穿過基底膜，但侵犯的範圍仍侷限在子宮頸內。依
其侵犯程度的深淺又分 IＡ與 IＢ兩期。
第二期：癌細胞已穿過子宮頸，但尚未侵入陰道下三分之一處及骨盆
壁。
第三期：癌細胞已侵入陰道下三分之一處及骨盆壁。
第四期：癌細胞已蔓延到膀胱及直腸的黏膜，甚至發生遠端器官的轉
移，如大腸或肺部。
(6)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以下所列是在診斷子宮頸癌經常使用方法：
子宮頸抹片檢查：
是目前最有效、最正確的篩檢方法，也簡單、可靠又不痛的檢查方式，
一般婦產科或衛生所就能進行篩檢並定期追蹤。醫師會以抹片棒和子
宮頸刷自子宮頸和陰道上部刮下少許的細胞，採取混有子宮頸細胞的
分泌物，經染色處理後再送去檢驗室做檢查，目的為偵測子宮頸及其
附近有無異常的細胞。遇抹片檢查陰性，人類乳突和巨細胞病毒呈陽
性反應以及抗原 CEA，CA-754 呈強度反應時，應該考慮進一步檢查。
30

最適合做抹片檢查的時間是在每次月經週期結束後至下次排卵期之
前。
骨盆腔檢查：
醫師透過子宮、陰道、卵巢、輸卵管、膀胱和直腸等器官外型及體積
上是否有異樣的檢查，來判斷病患是否罹患子宮頸癌。在臨床檢查過
程中，醫師會用陰道擴張器來擴大陰道來觀察陰道上半部及子宮頸的
部位。醫師會撐開陰道，以觀察子宮頸和陰道的上半部；再從腹部或
指內診方法來檢查骨盆腔內的器官是否有異常。
陰道鏡檢查：
陰道鏡檢查是利用四十倍的顯微鏡，在特殊的光源下詳細檢查子宮
頸。從上皮細胞的變化，分別出良惡性的病變。利用陰道鏡從可疑病
灶做直視切片，供做組織學的確定。
圓錐形切除術：
當子宮頸抹片或骨盆腔檢查發現異常時，就要做更進一步的測試以找
出問題之所在。醫師會在子宮頸及子宮頸周圍切出圓錐形的組織，再
送去病理化驗室做檢查以確定有無病變。
擴張刮除術：
由醫師先把子宮頸擴張後，伸入刮杓以刮取子宮內膜和子宮頸的組織
以供檢查。
電腦斷層掃瞄（CT）及磁共振(MRI)、正子放射斷層攝影(PET)：
當確定是子宮頸癌後，需做電腦斷層掃瞄（CT）磁共振(MRI)、或 PET
以瞭解子宮頸癌是否有擴散。
其他相關檢查：
包括血液、尿液測試及胸部Ｘ光等。
(7)治療方式之選擇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odality
子宮頸癌的治療方式有很多種，但在決定最佳的治療方式前必須考慮
很多因素，包括腫瘤大小，病患年齡及整體健康狀況等。目前醫界最
常使用來治療子宮頸癌的方式包括外科手術切除、放射線治療及化學
治療三種方法。
外科手術切除：
簡單來說，就是動手術將子宮頸內部或附近的異常組織加以切除，此
方法適用於較早期的癌症，只要病患的身體狀況良好而無其他合併症
時，都可以接受手術切除的治療。不過在手術切除時，醫師會考量病
患的病情及實際需求，來決定是否要進行子宮全切除手術，移除整個
子宮包括子宮頸，有些也會一併切除卵巢及輸卵管，還是顧及病患日
後生育能力而保留子宮及卵巢。
放射線治療：
利用放射線對癌細胞進行破壞與抑制生長轉移的治療，此方法適用於
早期、晚期子宮頸癌病人，放射線治療屬於局部性的治療，通常醫生
所安排治療的時期達長一個月左右。選擇放射線治療對於早期的子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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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癌病患來說，其療效與手術治療不相上下，但若是病患年齡太大或
屬晚期的癌症病人，一般醫生會建議以放射線治療較為可行的方法。
化學療法：
使用藥物來殺死癌細胞以進行治療的一種方法，通常是癌細胞已轉移
或無法做手術或放射線療法的病人所選擇的治療方法。化學療法可以
是靜脈注射或採取口服的方式，讓藥物可經由血流到達全身，是一種
全身性的治療。化學治療的過程採取週期性的給藥，也就是說，給藥
治療後會讓病患有一定的時間進行恢復，之後才接續下一個療程，至
於療程的長短得視病患的病情及治療成果而定。
生物製劑療法：
生物製劑療法是利用一些物質改變身體免疫系統對抗疾病的一種療
法。通常使用在癌細胞從子宮頸擴散到身體其它部分的情況，最常使
用的生物製劑是干擾素，也常會合併使用化學治療。
授課方式: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7th ed, 2004
(2)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4th ed, 2003
(3)Radiation Oncology, Rationale, Technique and Results, 8th ed,
2003
(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
(5)Radiotherapy & Oncology
(6)Seminar in Radiation Oncology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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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乳癌 Breast cancer
學習目標: 本課程目標是讓住院醫師了解乳癌之基本治療概念
內容:
(1)解剖構造 Anatomy

(2)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乳癌好發年齡在 40～50 歲之間，較歐美國家的好發年齡約提早十歲。
(3)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若腫塊甚硬，形狀不規則，邊緣不清楚，且固定在皮膚或胸壁上，或
皮膚呈凹陷，橘子皮變化甚至紅腫潰爛，乳頭凹陷或有不正常分泌物
等現象，均應懷疑是乳癌。
(4)病理 Pathology
各種乳房腫瘤的徵狀略述如下：
纖維囊腫：
這是最常見的良性乳房腫塊，多見於 30 歲左右的婦女，常是兩側性
且多發、併有悶痛及脹疼壓痛感。月經來前症狀最厲害，且腫塊會變
大。患者是突然摸到這種腫塊的，感覺上好像是一個充滿液體的汽
球，有壓痛，輪廓清楚，微可動，以手電筒照乳房會有透亮的地方。
如用針頭抽取，可得一混濁未含血、黃綠或棕色液體，若囊腫位於乳
房深處，則可能觸摸到像癌病的腫塊。
纖維腺瘤：
20 歲左右的女性最多。腫瘤會移動、實質性、像橡皮樣硬、邊緣整
齊、無壓痛也不會痛。
管內乳頭瘤：
40 歲左右的婦女較多，常是單側性發生，乳頭突然有黃色、淡紅色
水樣液體排出，此時並無疼痛也摸不到腫塊，通常這是一種較大乳管
內上皮增生所致。
乳管膨脹（粉刺性乳房炎）：
多發現於 40 歲左右的婦女，乳頭排出顏色多變且較濃稠的液體。兩
側發生，且波及數條乳管，病人有灼熱、癢或乳暈隱隱作痛之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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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時會發現乳暈下有彎曲腫大的乳管。若病情加劇，腫塊出現，從外
表看就好像第三期乳癌，併有漿細胞乳炎。
男性女乳症：
在青春期前或當青春期的男孩，在單側乳暈上會發生一硬且痛的圓形
腫塊，會變大或腫脹，使同邊乳房增大且疼痛。
乳癌：
常在單側乳房產生一硬而實質性、不移動、不痛且輪廓不規則的腫
塊，多見於乳房的外側上方。隨著癌細胞侵犯，其他症狀相繼出現：
如腋窩的淋巴結變硬、乳頭下陷或有血狀分泌物、乳房皮膚如橘子
皮。並不是所有乳癌都會出現上述症狀，有些僅是乳頭濕疹、皮膚紅
腫、皮下浸潤或摸起來可以移動、不硬的腫塊。
(5)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自我檢查：
自我檢查除注意乳房變化外，也應檢查是否有腋下，鎖骨上及頸部淋
巴結腫塊，然而上述變化出現，往往以非早期乳癌。
超音波檢查：
非侵襲性，無放射線疑慮的檢查，台灣婦女的乳房多屬緻密性質，此
類型乳房在超音波檢查下常較乳房 X 光攝影易偵測到腫塊，但對於沒
有觸摸到的腫塊在乳房 X 光攝影所呈現的顯微鈣化，乳房超音波則較
不易偵測到。因此可觸摸到的乳房腫塊，由乳房超音波與乳房 X 光攝
影進行檢查，實為互補。小於 35 歲的婦女．由於受放射線影響可能
較大，且乳房緻密，乳房 X 光攝影品質不易控制，宜先做超音波檢查。
Mammogram：
細針抽吸細胞學檢查(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診斷率相當高，但仍有偽陰性（應是乳癌．卻診斷為良性）及偽陽性
（良性腫塊，卻診斷為乳癌）的可能。
無法完全避免偽陽性，因此以細胞學檢查作為整個乳房切除的診斷根
據必須慎重，若臨床上疑似乳癌，而細胞檢查是陰性時，應做組織切
片檢查。
無法區別侵犯性癌或零期原位癌，若治療方式會因病理結果而有不同
考量，應以組織切片結果為依據。
病理組織切片檢查(Biopsy)
(6)疾病分期 Staging
乳癌的分期是為了統計治療及預後的評估，分述如下：
第零期：即原位癌，癌細胞小於 1 公分。
第一期：腫瘤在 1-2 公分，沒有淋巴轉移。
第二期：腫瘤在 2 公分以下，但有腋下淋巴轉移；或腫瘤在 2-5 公分。
第三期：腫瘤大於５公分，且腋下淋巴結有癌轉移或胸壁皮膚及乳房
下的肌肉有癌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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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已有遠處器官轉移，最常見的是轉移至骨骼、肺、肝、腦等。
(7)治療方式之選擇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odality
外科手術 Surgical therapy：
改良型乳房根除手術 ：
適用於任何沒有胸大肌侵犯或非第四其轉性乳癌的患者，為目前最常
使用的手術。術式包含腋下淋巴結廓清術。
乳房保留手術：
適用於乳房腫瘤小於三公分，非於乳頭或乳暈下方，而且無多發病灶
的第一、二期乳癌患者。
單純性全乳房切除手術：
適用於乳房腺管原位癌患者。
部分乳房切除術：
可用於小而非粉刺型的乳房腺管原位。
腋下淋巴結廓清術：
腋下淋巴結被癌細胞侵犯的狀況，為乳癌預後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因
此腋下淋巴結廓清術兼具有診斷及治療的目的。
藥物治療 Chemotherapy：
荷爾蒙治療。
約有三分之一患者有效。
若乳癌細胞內含有動情激素及黃體激素接受體，治療有效率高達八
成。
放射治療 Radiation therapy
放射治療合併局部乳房切除之乳房保留術。
放射治療作為根除手術後之輔助療法。
在下列情況下可考慮加作放射治療。
腫瘤大於５公分
癌細胞轉移之腋下淋巴結超過 3 個
手術邊緣靠近或有癌細胞感染
授課方式: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7th ed, 2004
(2)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4th ed, 2003
(3)Radiation Oncology, Rationale, Technique and Results, 8th ed,
2003
35

(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
(5)Radiotherapy & Oncology
(6)Seminar in Radiation Oncology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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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腸直腸癌 Colon/Rectal cancer
學習目標：本課程目標是讓住院醫師了解大腸直腸癌之基本治療概念
內容:
(1)解剖構造 Anatomy

(2)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大腸直腸癌發生趨勢：
民國八十三年臺灣地區大腸直腸癌發生率已高居癌症第三位。男性每
十萬人口發生率為 20.50，僅次於肝癌及肺癌；女性每十萬人口發生
率為 16.14，僅次於子宮頸癌及乳癌。從民國七十年到八十六年間臺
灣地區大腸直腸癌年齡標準化死亡率呈上升趨勢。
環境因子：
複雜的飲食因素和身體的體能活動，與大腸直腸癌的發生有著密切的
關係，較高的蔬菜水果攝取量及較高的體能活動量已被證實可降低大
腸直腸癌的發生。
(3)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直腸黏膜–(10yr.) ->大腸直腸腺性瘜肉–(5yr) ->大腸直腸癌
在診斷腺瘤同時發現其他部位腺瘤的比率約 50%，而在大腸已切除所
有瘜肉後的檢查中，不同部位的再發生率高達 30%
(4)病理 Pathology
原位腺癌 (Adenocarcinoma in situ)
腺癌 (Adenocarcinoma)
黏性癌 (Mucinous carcinoma) colloid type (50%以上為黏液)
戒指細胞癌 (Signet ring cell carcinoma) (50%以上為戒指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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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狀細胞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腺鱗狀癌 (Adenosquamous carcinoma)
未分化癌 (Undifferentiated)
(5)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無症狀病人之篩檢及診斷：
篩檢
篩檢針對的是一個非特定的人群(population)；反之，監測
(surveillance)則是針對腫瘤性病變的病人或某特定高危險群，如具
有大腸癌的家族史或有潰瘍性結腸炎病史者加以定期追蹤檢查。
大便潛血反應測試
早期實驗已證實用大便潛血反應可檢測到很高比率的早期癌症。
肛門指診和硬式乙狀結腸鏡
約半數的直腸癌位於肛門指診可檢查出的範圍內，而約半數的大腸直
腸癌位於硬式乙狀結腸鏡可檢查出的範圍。
大腸直腸癌危險因子
可依病人的年齡、病史、及家族史粗略估計其可能罹患大腸直腸癌的
危險機率。
有症狀病人之評估診斷：
大腸直腸癌症狀
腫瘤的位置不同，引發的症狀也會不一樣。
右側大腸癌—腹痛最常見，體重減輕、腹脹及貧血次之。
左側大腸癌—大便習慣改變最常見，腹痛及直腸出血次之。
直 腸 癌—肛門出血最常見，大便習慣改變及裡急後重次之。
較晚期之大腸直腸癌症狀包括疲倦、厭食和體重減輕，這些情形可
能與轉移部位有關。
黃疸和右上腹痛可能表示肝轉移
腹脹造成原因為腹水或右側大腸腫塊
背痛可能是癌症轉移至骨或腹主動脈旁之淋巴腺
咳嗽和肋膜積水則發生在肺部轉移
檢查工具：
大腸直腸癌評估診斷
乙狀結腸鏡
鋇劑灌腸攝影
大腸鏡
大腸鏡 (colonoscopy) 是評估和治療大腸癌的利器。現代使用的大
腸鏡檢安全且易於操作
(6)疾病分期 Staging
大腸直腸癌 TNM 系統的定義 (1997 年，第五版 TNM 分類)：
臨床及病理分期使用相同的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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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發性腫瘤：[T]
Tx：無法評估的原發性腫瘤
T0：無跡象的原發性腫瘤
Tis：
原位癌：上皮細胞層內或只侵犯到固有層 (lamina propria)
T1：腫瘤侵犯到黏膜下層
T2：腫瘤侵犯到肌肉層
T3：腫瘤侵犯穿透肌肉層至漿膜層，或無腹膜覆蓋之大腸及直腸周圍
組織
T4：腫瘤直接侵犯至其他器官或結構，以及/或穿過腹膜的臟器層
(visceralperitoneam)
備註：Tis 包括癌細胞局限於腺體的基底層或固有層而未穿透肌肉性
黏膜層 (Muscularis mucosae) 至黏膜下層。
備註：T4 中所指之直接侵犯包括藉著漿膜而侵犯至其他段落的大腸
直腸，例如盲腸癌侵犯至乙狀結腸。
局部淋巴結：[N]
Nx：局部淋巴結無法評估
N0：無局部淋巴結之轉移
N1：有 1 至 3 個局部淋巴結轉移
N2：有 4 個以上之局部淋巴結轉移
遠端轉移：[M]
Mx：未做評估
M0：無遠端轉移
M1：遠端轉移
分期 (AJCC 美國聯合癌症委員會/UICC 國際聯合癌症委員會)
第零期：Tis N0 M0
第一期：T1-2 N0 M0
第二期：T3-4 N0 M0
第三期：Tis-4 N1-2 M0
第四期：Tis-4 N0-2 M1
(7)大腸直腸癌的治療
手術：
大腸直腸癌的治療以手術切除為主
化學治療：
轉移性大腸直腸癌的化學治療：
絕大多數病人的治療應以緩解性化學治療來減緩病情的惡化及改善
生活品質為主。目前的治療處方仍以使用 5-FU 加上 Leucovorin 為主。
大腸直腸癌的輔助性化學治療：
用來預防可能存在的顯微轉移將導致之腫瘤的局部復發和遠端的轉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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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療：
輔助性治療：
主要輔助性治療
手術後放射治療
高危險群病患，如癌細胞已破腸壁至附近軟組織、侵犯至骨盆腔周圍
組織、或轉移至周圍淋巴腺者
腸腔內放射治療 (endocavitary radiotherapy)：
早期腫瘤病患因內科疾病無法麻醉而行手術切除時使用
可選擇性輔助放射治療：
手術前放射治療：
手術前放射治療的優點在於腫瘤未切除前先行照射，反應較佳，且若
照射後腫瘤縮小，可增加手術切除的機會。對於長在肛門口附近的直
腸癌，手術前照射，有部份的機會在手術時可保留肛門括約肌，使病
患免於做永久性人工造口。
手術中放射治療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主要針對侵犯至骨盆腔內無法完全切除處，在手術中行單次高劑量電
子射線照射。這種治療可大大減少腸子被照射，不過需外科、麻醉科、
放射腫瘤科等密切配合，才可順利進行，以增加局部控制率。
合併放射與化學藥物治療：
此種模式是近年針對直腸、大腸癌治療的趨勢，有些研究結果報告會
增加局部控制率與存活率。但化學藥物的選擇與放射及手術使用的先
後順序與劑量，仍未有定論，其副作用也在評估當中。
姑息性治療：
對於手術後復發性腫瘤、或原發腫瘤太大無法切除者，姑息性照射有
助於腫瘤控制及症狀的緩解。若癌細胞轉移至骨頭、腦部，甚至肺部、
肝臟等引起疼痛、癱瘓、咳血或腹脹等症狀，亦可經由局部照射而達
到減輕症狀的效果。
授課方式: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7th ed, 2004
(2)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4th ed, 2003
(3)Radiation Oncology, Rationale, Technique and Results, 8th ed,
2003
(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
(5)Radiotherapy & 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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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eminar in Radiation Oncology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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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胃癌 Gastric cancer
學習目標：本課程目標是讓住院醫師了解胃癌之基本治療概念
內容：詳細分述以下
(1)解剖構造 Anatomy

胃上接食道，下接十二指腸，是一個中空的容器。
胃分為五部份：賁門、胃底、胃體、幽門及胃竇。
胃壁分為四層：黏膜層、黏膜下層、肌肉層、漿膜層。
(2)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全世界而言，日本胃癌的死亡率居第一位。
年齡為 40～80 歲，男多於女，低收入者易發生
75％位於遠側
發生於胃小彎者較大彎者多
多轉移至附近淋巴腺
常侵入肝、胰、橫結腸
近端者病灶可侵犯食道，而遠端者可侵入十二指腸
常血行移至肺、腦及骨骼等
致病因子：
飲食的習慣與內容物-煙燻及鹽漬物
遺傳
萎縮性胃炎
胃腺性息肉
曾接受胃切除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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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性貧血
(3)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早期症狀：
消化不良，肚子不大舒服或是上腹疼痛，噁心、反胃、胃口不好，胃
灼熱感、腹脹、打嗝、飲食嗜好改變，全身倦怠或下痢。
晚期症狀：
胃口奇差、體重下降、嚴重貧血、腹部摸到腫塊，吃東西就吐。
腫瘤長在胃的入口賁門症狀：
進食食物時，會有堵塞的感覺，嚴重時會造成吞嚥困難的現象。
腫瘤長在胃的出口幽門症狀：
症狀是上腹部飽脹或不適的感覺，有時胃癌的症狀與胃潰瘍相似。
(4)病理 Pathology
依組織可區分為下列三種
腺細胞瘤：最多，約佔胃癌中 94%。
上皮細胞癌：這是跟食道癌有關，約佔所有胃癌的 5% 。
其他肉瘤：在胃癌中佔少數。
(5)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上消化道Ｘ光攝影及透視
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
腹部超音波及電腦斷層攝影檢查
(6)疾病分期 Staging ：
第零期：腫瘤僅侵犯黏膜層，亦稱原位癌，無淋巴或遠處器官轉移。
第ΙA 期：腫瘤侵入至黏膜肌層或黏膜下層，但無淋巴或遠處器官轉
移。
第ΙB 期：其代表的可能性有二種
腫瘤已侵犯至黏膜肌層或黏膜下層，且有 1 至 6 個淋巴轉移但無轉
移至遠處器官。
腫瘤已侵至固有肌肉層或漿膜下層，但無淋巴侵襲或轉移至遠處器
官。
第Ⅱ期：其代表的可能性有三種
腫瘤侵入至黏膜肌層或黏膜下層，且有 7 至 15 個淋巴轉移但無轉
移至遠處器官。
腫瘤已侵至固有肌肉層或漿膜下層，且有 1 至 6 個淋巴轉移但無轉
移至遠處器官。
腫瘤已穿透漿膜層但未侵入鄰近器官亦無淋巴轉移。
第ⅢA 期：其代表的可能性有三種
腫瘤已侵至固有肌肉層或漿膜下層，且有 7 至 15 個淋巴轉移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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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至遠處器官。
腫瘤穿透漿膜層但未侵入鄰近器官，有 1 至 6 個淋巴轉移但無轉移
至遠處器官。
腫瘤已侵入鄰近器官，但無淋巴或遠處轉移。
第ⅢB 期：腫瘤穿透漿膜層但未侵入鄰近器官，有 7 至 15 個淋巴轉
移的可能，但無轉移至遠處器官。
第Ⅳ期：其代表的可能性有三種
腫瘤已侵入鄰近器官，並合併有淋巴結轉移，但無轉移至遠處器官。
腫瘤侵犯的範圍從黏膜肌層或漿膜層都有可能，且有 15 顆淋巴以
上的轉移,但無轉移至遠處器官。
腫瘤侵犯的範圍從黏膜肌層或鄰近器官都有可能，且有遠處器官轉
移。
(7)治療方式之選擇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odality
外科手術及化學治療：
胃癌的基本治療方法是外科手術，將腫瘤及其周圍組織及淋巴腺切
除，需要靠早期的診斷，早期接受手術。
化學抗癌藥物，為輔助外科手術後之治療，可預防癌細胞之復發，提
高手術後之存活率。
放射治療：
輔助療法：手術後未切除乾淨，或淋巴轉移者，須手術中用金屬夾標
示位置。
姑息療法：無法用手術切除者或已有堵塞者，解除疼痛及阻塞現象者。
放射線治療技術 Radiation Therapy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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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治療結果/預後因子 Treatment Results/Prognostic Factors
第一期五年存活率大於 90%，第二期大約 50%，第三期 15%或者更少
癌，在第四期幾乎很少超過五年。
若以早期胃癌與進行性胃癌來看，早期胃癌 90%的病人手術後能活
過五年以上，而進行性胃癌五年存活率，若無淋巴腺轉移者約 30%，
有淋巴腺轉移的僅剩百分之十上下。
(9)副作用與正常組織效應 Complications and Normal Tissue
Effects
一般民眾誤認為胃癌手術將胃切除以後，吃東西會很痛苦，因為沒有
辦法和平常人一樣的進食方式。其實胃接受手術是需要改變一些飲食
習慣，通常接受胃部分切除手術後體重會減少五公斤左右，而接受整
個胃切除體重會減少十公斤左右。但是過一段期間都可以慢慢適應而
恢復少許的體重，勞工界的朋友仍然可以回到工作崗位上繼續工作。
授課方式: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7th ed,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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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4th ed, 2003
(3)Radiation Oncology, Rationale, Technique and Results, 8th ed,
2003
(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
(5)Radiotherapy & Oncology
(6)Seminar in Radiation Oncology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46

7.膀胱癌 Bladder cancer
學習目標: 本課程目標是讓住院醫師了解膀胱癌之基本治療概念
內容: 詳細分述以下
(1)解剖構造 Anatomy

膀胱的位置是在小腹下方，恥骨的上方。它的功能是貯存來自兩側腎
臟的尿液而另一功能就是排解尿液。
膀胱的構造為肌肉性囊狀結構而其內部的表面則覆有一層能防水的
移形性上皮細胞組織，而膀胱癌則大多源自於這一層移形注上皮細
胞。其容量約為 200 一 300 毫升
(2)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膀胱癌真正發生的原因仍不清楚，但許多相關因素值得注意。
吸菸者罹患膀胱癌的機率，是不吸菸者的五倍之多。
烏腳病地區有較高膀胱癌罹患率。
在苯胺色素工廠工作的工人，其發病率為平常人的 30 倍。
寄生蟲感染也有關。
(3)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膀胱癌的最主要症狀是血尿，特別是無痛性的血尿，血尿可以持續或
反覆發生脫落之組織碎片或肉團血塊等排出腫瘤侵及膀胱頸部，則會
有小便困難及尿意頻繁等。因腫瘤侵犯及輸尿管引起阻塞，而產生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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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腫如在下腹部發生鈍痛或摸到硬塊，則為晚期的症狀。
(4)病理 Pathology
依組織可區分為下列三種
移形性細胞癌：這是最多的—種，約佔所有膀胱癌的 90% 。
上皮細胞瘤：在膀胱癌中佔 6%左右。
腺細胞瘤：最少，約佔膀胱癌中 4%。
(5)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例行尿液檢查
尿液細胞檢查細胞染色體檢查
Ｘ光造影
膀胱鏡檢查合併切片
經尿道膀胱內超音波掃描等
靜脈腎孟攝影
電腦斷層掃描
超音波或核子掃描
(6)疾病分期 Staging
第零期：腫瘤侷限於黏膜層。治療以經尿道切除手術或電燒即可。
第一期：腫瘤侵犯已超過黏膜層，但未達肌肉層，治療的方法亦是經
尿道切除手術或電燒，雷射燒灼也是可行的方法。
第二期：腫瘤侵犯至膀胱肌肉層，如果經尿道切除術後，腫瘤能完全
切除而且癌細胞分化良好，則可以採用與第一期 相同的治療方式。
如果切除不完全或癌細胞分化不良，則往往採取第三期的治療方法。
第三期：腫瘤的侵犯已進入深部肌肉層，或已超出膀胱壁。內視鏡手
術治療已無法完全切除，此時就必須採取較廣泛的治療。這些方法包
括有放射線治療、化學藥物治療、手術治療或者合併使用的各種方
法。手術治療則以膀胱切除後再以一段大腸或小腸來取代膀胱。
第四期：腫瘤侵犯已至膀胱以外的器官或有淋巴腺轉移。此時則以放
射線治療或化學葯物治療為佳。
(7)治療方式之選擇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odality
放射線治療技術 Radiation Therapy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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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治療結果/預後因子 Treatment Results/Prognostic Factors
膀胱癌的預後與前述各期的侵犯情形關係很大，零期及第一期利用
電燒或經尿道切除，預後很好，但易再發，再發是膀胱癌的一個特性，
有人認為是當初治療不完全所致，也可能引起癌症的原因並未消除，
如尿中繼續排出起癌物或病人繼續吸菸等等。
第二期以後的預後則大為降低，五年生存率只在 20%左右。因此早
期診斷對膀胱癌的預後有決定性的關連。
在這兩期的病人須作定期的膀胱鏡追蹤檢查，而且往往需要膀胱內
化學葯物灌注。大約有 30％的病人不再復發，但其餘的仍有復發的
可能，而且其中約 l0％會患有更深層的癌細胞侵犯。故在膀胱鏡追
蹤檢查方面一般建議是每三個月做一次膀胱鏡檢查，三年後改成每半
年檢查一次，再三年後改為每年檢查 4 次。
由於膀胱癌與個人的工作環境及嗜好有密切關係，在苯胺工廠工作
的工人應定期身體檢查，定期施行膀胱鏡檢查，如有任何懷疑的腫瘤
出現，應即離開該工作環境。
中年男子如果從事印刷、皮革製造業，應每半年做一次尿液及尿液
細胞學檢查。
膀胱因是一種貯存器官，由尿中排出的起癌物易於此處誘發癌症，
因此如時常排尿，可減少生癌機會。時常飲用開水可增加尿量，稀釋
起癌物的濃度。病人應絕對禁止吸菸。
(9)副作用與正常組織效應 Complications and Normal Tissue
Effects
不吃有防腐劑的和化學物質食物，可能附有農藥的食物務要洗淨。
每天應多喝水，尿量維持二千西西以上可減低致癌物質在膀胱的濃
度。
養成頻尿習慣，最好每小時排尿一次，排尿愈頻繁，致癌可能性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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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服用大量維生素Ａ，Ｃ和Ｂ6。
不吸菸。
少染髮，少接觸染料及有機溶劑。
授課方式: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7th ed, 200
(2)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4th ed, 2003
(3)Radiation Oncology, Rationale, Technique and Results, 8th ed,
2003
(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
(5)Radiotherapy & Oncology
(6)Seminar in Radiation Oncology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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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腦瘤 Brain Tumor
學習目標: 本課程目標是讓住院醫師了解腦部腫瘤之基本治療概念
內容: 詳細分述以下
(1)解剖構造 Anatomy

(2)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遺傳
外傷
免疫性
環境因素
物理或化學因素
病毒因素
(3)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頭痛是腦瘤最常見或較早期出現的症狀。
因刺激旁邊組織發生浮腫會導致顱腔內局部的或全盤的腦壓上
昇，因而引起頭痛。
頭痛的部位有的與腦瘤的位置相關，有的則完全不一致。
腦瘤引起的頭痛，一般是漸進性或較持續性，而且早上睡醒時也會
疼痛。
常會併發嘔吐，或者造成視力模糊或逐漸減退。
腦瘤長大或浮腫厲害，則腦壓會更高，則隨著頭痛的增加，常會併
發嘔吐或者造成視力模糊或逐漸減退，這時如檢查病人的眼底，則叫
能發現有視神經乳頭浮腫。
另一方面，因為額外長了一個瘤塊，會刺激其旁邊的腦神經，而引起
病人抽慉的現象即所謂的癲癇發作。
或因壓迫或破壞其鄰近的腦神經，導致局部的缺損症狀。
因壓迫或破壞其鄰近的腦神經，導致局部的缺損症狀，譬如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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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額部額葉時，可引起性格變化
側頭部(頒葉)時，可引起語言或記憶的障礙
小腦部位時，會有步伐不穩運動失靈的情形
運動神經徑路引起對側手腳無力或麻痺
腦下腺，造成視野缺損或內分泌功能障礙
聽神經處，則早期出現耳朵或聽力減退
知覺或意識變得遲鈍，脈搏變慢，血壓升高，呼吸變慢
如果腦瘤長得更大或快速長大或刺激腦組織變得浮腫，則腦壓更
高，擠壓週邊的腦使其脫位
此時病人之知覺或意識變得遲鈍，血壓脈博或呼吸會受影響如脈搏
變慢，血壓升高，呼吸變慢，這是腦瘤的危急症
(4)病理 Pathology
腦組織-神經膠細胞瘤、髓芽細胞瘤
腦膜-腦膜瘤
顱內其他組織-腦下腺瘤
轉移來的惡性癌-乳癌、肺癌、肝癌
(5)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詳細查詢病人的病史。
詳細身體檢查尤其是神經學檢查。
頭部Ｘ光的檢查。
腦電波檢查。
電腦斷層掃描檢查。
腦血管照相檢查。
(6)疾病分期 Staging
(7)治療方式之選擇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odality
腦瘤的治療，以外科手術切除為主，手術治療以能全部切除為理想。
若無法完全切除，必要時以放射線治療或化學治療，加強或輔助之。
有些腦瘤長在極重要或險要部位(如腦幹部位)或包圍極重要的血管
神經，而無法或不宜完全摘除，有些腦瘤呈潛伏性滲透生長，事實上
無法切除乾淨，這時就要以放射線治療來幫助或配合化學藥物的治
療。
放射線治療技術 Radiation Therapy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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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治療結果/預後因子 Treatment Results/Prognostic Factors
腦瘤治療的預後與腫瘤的種類、分化，位置，侵犯範圍及治療方法有
關。例如第一級星狀細胞瘤大多司治癒。小兒常見的髓母細胞瘤若以
手術及放射線合併治療，五年生存率可達 50%以上。
由於手術及放射治療方法在技術上改善，腦瘤的治療率已大為提高。
腦立體定位Ｘ光手術刀為未來指出另一條道路。
(9)副作用與正常組織效應 Complications and Normal Tissue
Effects
腦的構造與功能極為精細且脆弱，而且破壞之後又不能重生，所以一
旦長了腦瘤，必將影響或破壞正常腦組織，為了避免或減少其損傷，
腦瘤的早期發現與適時正確的治療，極為重要。雖然如此，仍難免產
生或殘留一些後遺症，此時則需要復健治療，指導及幫助病人充分發
揮其留存的功能，以補償殘失的部分，適應其生活及工作，減輕對家
庭及社會之負擔。
授課方式: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7th ed, 2004
(2)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4th ed, 2003
(3)Radiation Oncology, Rationale, Technique and Results, 8th ed,
2003
53

(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
(5)Radiotherapy & Oncology
(6)Seminar in Radiation Oncology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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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食道癌 Esophageal cancer
學習目標: 本課程目標是讓住院醫師了解食道癌之基本治療概念
內容:
(1)解剖構造 Anatomy

(2)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目前仍無法確定。
可能與長期的胃酸倒流至口腔有關。
並與食道失去收縮能力有關。
(3)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食道癌的症狀
早期：吞嚥固體食物時有困難。
食物在運送到胃部途中停滯不前，流質食物的輸送沒有困難。
體重下降。
胸骨後或背部不適及感到痛楚。
酸性物質難以消化。
咳嗽。
晚期：吞嚥半固體或液體時有困難。
食道哽塞引致嘔吐。
體重明顯下降。
(4)病理 Pathology
The lining of the esophagus is the most common region for
cancers of the esophagus to begin. Most of the length of the
esophageal is lined with squamous cells, which, if they
degenerate into a malignant tumor, give rise to squamous cell
cancer. The very bottom portion of the esophagus and the region
where the esophagus and stomach join are lined with colum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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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s that can give rise to malignant tumors called
adenocarcinomas. Other rare forms of esophageal cancer include
sarcoma and small cell cancer.
(5)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飲鋇法：
內視鏡檢驗：
進一部檢驗：電腦掃描
內視鏡超音波
肝臟超聲波掃描
PETscan
(6)疾病分期 Staging

(7)治療方式之選擇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odality
外科手術：
手術切除對早期的食道癌很有效。
手術是把食道的腫瘤和附近的淋巴組織切除，然後將餘下的小段食道
和胃部接駁，令食物可由口腔進入腸胃。
放射治療：
如外科手術無法栘除癌腫，病人可以接受其他輔助治療，如放射治療
可以使腫瘤縮細，幫助食物通過。放療可以分為體外及體內兩種。
化學治療：
癌細胞未擴散而又無法切徐，化療和放療可以同時使用。
如癌細胞以經擴散到身體各處化療是主要的治療方法。
授課方式: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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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7th ed, 2004
(2)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4th ed, 2003
(3)Radiation Oncology, Rationale, Technique and Results, 8th ed,
2003
(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
(5)Radiotherapy & Oncology
(6)Seminar in Radiation Oncology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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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肺癌 Lung cancer
學習目標:本課程目標是讓住院醫師了解肺癌之基本治療概念
內容:
(1)解剖構造 Anatomy

(2)流行病學/致病因子 Epidemiology/Etiologic Agents
肺癌之所以快速增加的原因，除了一般衛生保健的進步降低了人們死
於傳染病的機會，因而將人類壽命延長到癌症的好發年齡之外，抽
菸、外界環境致癌因素、家族史、慢性肺部疾病患者實為重要的致癌
因素。
(3)表現與徵候/自然病史 Symptoms and Signs/Natural History
持續性咳嗽
咳血
呼吸困難、胸悶
胸痛、呼吸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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韾音嘶啞
吞嚥困難
上腔靜脈症候群
高血鈣或低血鈉等電解質不平衡，病人會有口渴、昏睡、食慾差及
全身無力等現象
其他：食慾不振、疲倦及體重減輕，或因癌細胞轉移到腦部造成頭
痛，轉移到骨頭造成骨頭疼痛等
(4)病理 Pathology
小細胞肺癌
非小細胞肺癌：腺癌、鱗狀細胞癌、大細胞癌、肺泡
(5)臨床評估/診斷工具 Clinical Evaluation/Diagnostic Workup
經皮穿胸細針抽吸及切片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
胸腔穿刺術 Biopsy
縱膈腔鏡檢 Endotracheoscope
開胸剖探術 Biopsy of primary lesion or needle biopsy of
involve node
正子攝影掃瞄 PET scan
(6)疾病分期 Staging
小細胞肺癌：
局限期：指病灶局限於單側肺部，可能已侵犯到肺門、縱膈腔或鎖骨
上淋巴結但沒有惡性肋膜積水或遠處轉移的跡象。
廣佈期：病灶已超過局限期的範圍，如有惡性肋膜積水或擴展到對側
肺部及已遠處轉移的情形。
非小細胞肺癌：
第 I 期：原發腫瘤小於或等於３公分，抑或者大於３公分但遠離
carina(左右兩支氣管處)至少 2 公分以上，沒有淋巴結轉移。
第Ⅱ期：病灶可以是任何大小，已侵犯到肺壁、橫膈或是縱膈側的肋
膜或心包或者有支氣管旁及同側肺門淋巴結的轉移。
第ⅢA 期：病灶侵犯胸壁及橫膈膜，甚至到心包膜、縱膈腔膜或同側
縱膈淋巴結。
第ⅢB 期：病灶已侵犯到肋膜腔，有惡性包膜或肋膜積水，多發性腫
瘤，迴返經或脊椎骨侵犯，大血管、氣管或食道侵犯，或有對側淋巴
結、同側鎖骨上淋結轉移。
第Ⅳ期：病灶已經轉移到如肝、腦、骨頭或骨髓等器官。
(7)局部,周邊與遠處散佈之路徑 Routes of Local, Regional and
Distant Spread 65% - 80% present with clinically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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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vical LNs
(8)治療方式之選擇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odality
小細胞肺癌：
局限期：全身性化學治療併胸部放射線治療
廣佈期：以化學治療為主
非小細胞肺癌：
第 I、Ⅱ期：手術切除併放射線治療
第ⅢA 期：手術切除併放射線治療，年齡較輕的病人須考慮追加化學
治療
第ⅢB 期：化學治療併放射線治療
第Ⅳ期：以化學治療為主
(9)放射線治療技術 Radiation Therapy Techniques
IMRT or 3D conformal therapy
(10)治療結果/預後因子 Treatment Results/Prognostic Factors
五年存活率(%): 5-year survival rate
單一切除手術
第 I 期(T1-2N0)：五年存活率 50-70%
單一切除手術併放射線治療
第Ⅱ-Ⅲ期：五年存活率 40-50%
單一放射線治療
五年存活率 5%
步驟:
(1)以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7th ed, 2004
(2)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Radiation Oncology, 4th ed, 2003
(3)Radiation Oncology, Rationale, Technique and Results, 8th ed,
2003
(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
(5)Radiotherapy & Oncology
(6)Seminar in Radiation Oncology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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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輻射生物學與放射物理學
課程名稱：放射生物學
學習目標：希望使學員了解生物體對放射之反應，結合放射物理學及
輻射生物學之原理導入治療之原則，解釋臨床上放射治療之原理，使
教用並行。
教學內容：
1.放射生物學簡介
2.物理劑量與生物劑量
3.生物對放射之反應
4.放射治療生物學原理
步驟:
1.簡報方式授課，授課時間兩個半小時
2.住院醫師發問，授課者回答
3.授課者提問，住院醫師回答
4.所有參與人員共同討論
參考資料：
1. The physics of radiation therapy, Faiz M Khan, 3rd edition.
2.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 RTC Task
Group 21.A protocol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dsorbed dose from
high energy photon beam. Med Phys 1983; 10:741.
3. AAPM. Protocol for clinical reference dosimetry of highenergy photon and electron beams. Med Phys 1999; 26:1847-1870.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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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放射物理學 - 醫用游離輻射產生器
學習目標：此課程主要讓大家對游離輻射和物質作用的基本特性和原
理有一個概略性的了解，且對於不同的輻射量測儀器有一
個基本的了解。
教學內容：此課程主要包含兩大部分，第一部份主要講述游離輻射和
物質的作用；第二部分則介紹游離輻射的測量。游離輻射
主要分成兩類：帶電粒子和不帶電粒子。此部份分別對不
同類型的游離輻射，說明游離輻射和物質作用的過程，而
第二部分則是闡述劉輻射的量測工具以及其測量的基本
原理。
參考資料 : 1. THE PHYSICS IF RADIATION THERAPY
2. http://www.ptw.de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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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放射物理學 - 電子射束治療
學習目標：電子射束常用於治療深度少於 5 公分的表淺腫瘤，一般常
用的能量介於 6 MeV 至 20 MeV 之間。這課程主要目標是
使之了解電子射束的基本特性與劑量分布，並介紹一些相
關特殊照射技術，以利於臨床上之運用。
教學內容：1.
2.
3.
4.
5.
6.
7.
8.

電子與物質作用
能量特性與測量
吸收劑量的測定
臨床使用電子射束的特性
電子之治療計畫
照野形狀
電子旋轉治療技術
全身皮膚照射技術

參考資料：The Physics of Radiation Therapy (Chapter14) FAIZ.
M KHAN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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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放射物理學 - 劑量分布與計算
學習目標：建立基本的劑量計算的觀念，瞭解目前放射治療計畫系統
計算劑量的基本原理。學習劑量測量方法與標準，並熟悉
臨床上常用之劑量計。
教學內容：主要內容為 The physics of radiation therapy 第 8、9、
10 章的內容。首先對吸收劑量作簡單的介紹，包括 kerma
absorbed dose 與 exposure 間的關係及如何換算、計算
不同介質下的吸收劑量、Bragg- cavity theory 與 Spen
－cer Attix formulation、AAPM TG-51 PROTOCOL 與 AAPM
TG-51 PROTOCOL 等基本的測量與計算理論及常用劑量計
(film、TLD、silicon diode)；另外，對描述劑量分布的
相關參數，如用於 SSD 技術的 PDD (percent depth dose)
與 SAD 技術的 TAR(tissue- air ratio )、TPR (tissuephantom ratio)與 TMR(tissue- maximum ratio)及描述
散射分析的 SAR(scatter- air ratio)與 SMR (scattermaximum ratio)等做詳細的講解。
參考資料：1. The physics of radiation therapy, Faiz M Khan, 3rd
edition.
2.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
RTC Task Group 21. A protocol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dsorbed dose from high energy
photon beam. Med Phys 1983; 10:741.
3. AAPM. Protocol for clinical reference dosimetry
of high- energy photon and electron beams. Med
Phys 1999; 26:1847-1870.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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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放射物理學 - 醫用游離輻射產生器
學習目標：1. 了解目前臨床所用之游離輻射產生器的種類和應用
2. 在臨床治療上對於治療的類型選擇合適的游離輻射產
生器
3. 認識最新醫用游離輻射產生器
教學內容：1.
2.
3.
4.
5.
6.
7.
8.

簡介醫用游離輻射產生器的種類
簡介直線加速器的原理與機器構造
簡介直線加速器的 X 光射束和電子射束的比較
簡介電子加速器與微加速器
簡介使用放射性核種的機器種類
簡介鈷 60 治療機
簡介迴旋加速器
簡介重粒子射束

參考資料：The physics of radiation therapy (chapter 4), FAIZ.
M KHAN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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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放射治療計畫
課程名稱：放射治療計畫–治療計畫概論
學習目標：治療計畫可說是放射治療中最重要的一環，因此基礎概念
的建立是必須的，希望藉由此課程
1.認識整個治療計畫的流程與意義
2.了解不同射束組合或治療配件所造成的劑量曲線分布
3.了解治療計畫系統如何運用電腦斷層影像
教學內容：1.
2.
3.
4.
5.
6.

劑量曲線的意義及治療配件如何影響劑量曲線
楔型濾片的應用
多照野組合及等中心點治療方式
影像獲取及修正、不規則形狀修正、不均勻修正
鉛擋塊製作、多葉式準直儀特性
不同照野間之接合方式

參考資料：1. The Physics of Radiation Therapy (chapter11, 12,
13) FAIZ. M KHAN
2. ICRU Report 62. Bethesda, Maryland.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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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放射治療計畫 - 三度空間順形放射治療、強度調控放射
治療與立體定位放射手術
學習目標：目前臨床上，三度空間順形放射治療、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與放射線手術等治療方式已成為一種常規治療，本課程就
這三種治療技術作介紹並比較其不同優勢所在，希望給予
正確的整體概念。
教學內容：1.
2.
3.
4.
5.

治療計畫的步驟及注意事項
反算式治療計畫之運算方程式簡介
治療技術及配件介紹
各治療技術之精確度要求
劑量驗證項目及做法

參考資料：The Physics of Radiation Therapy (Chapter19, 20, 21)
FAIZ. M KHAN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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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放射治療品質保證
課程名稱：放射品質保證 - 直線加速器、模擬定位機、近接治療機
學習目標：一個完善的治療需要各個工作人員各盡其份才能達成。而
本課程的內容，便是希望能夠將品質保證的概念和目的傳
達給各工作人員。藉由對此觀念的了解才能清楚的認知自
己的工作職責及其在整個品質保證中所佔的重要性。
教學內容：品質保證不僅僅包含儀器輸出品質的監控，還包括整個治
療流程中的品質管制。本課程的內容會先對整體品質保證
的內容做一個闡述，包含工作人員、工作項目等等治療流
程中各個部份的品質管制，再分別對直線加速器、模擬定
位機、近接治療機等等儀器方面的品質保證和監控做一個
概略性的說明。
參考資料：1. ACR Physical aspects of quality assurance. Reston,
VA: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1990.
2. AAPM. Physical aspects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radiation therapy. Report No. 13. Colchester, W:
AIDC, 1984.
3. AAPM. Comprehensive QA for radiation oncology:
report of the Radiation Therapy Task Group 40. Med
Phys 1994;21:581-618for combined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charges.
4. The Physics of Radiation Therapy , third edit.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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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寧照護
學習目標：
提供學員能夠了解安寧照護是提供一個支持系統，幫助病患儘可能積
極地生活直到死亡，亦協助家屬照料病人的疾病且調適自己的悲傷
教學內容：
1.安寧療護的脈流
2.安寧照顧的起源
3.歷史的回顧
4.推動台灣安寧醫療 - 趙可式博士
5.台灣安寧療護發展史
6.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7.世界衛生組織（WHO）所界定安寧療護應秉持的原則
8.為什要做安寧療護
9.安寧療護的對象
參考資料：
1. JOEL ZIMBELMAN, PHD: Good Life, Good Death, and the Right
to Di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for Decisions at the End of
Lite.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Nursing, Vol 10, No 1, 1994:
22-37.
2. NITSA KOHUT, MD, MSC、PETER A、SINGER, MD, FRCPC: Advance
Directives in Family Practice. Canadian Family Physician
Vol 39 May 1993:1087-93.
3. Jack D. McCue, MD: The Naturalness of Dying. JAMA, Vol 273,
Nol 3. April 5 1995: 1039-43.
4. Vol Ker Diehl: Controversies in ferminal cancer Care Support
Care Cancer (1994) 2:82-7.
5. Elizabeth Latimer, MD, CCFP: Caring for seriously ill and
dying patients:the philosophy and ethics. CAN MED ASSOC J
1991; 144(7) 859-67.
6. BMA. Medical ethics today: its practice and philosophy 1993
chapter 5 Caring for the Dying 132-45.
7. 杜明勳（1998）
‧安寧寮護之起源與發展‧臨床醫學，42（6）
，392-396
8. 陳正克 (2000）
‧探索台灣的安寧緩和‧安寧照顧會訊，39，41-47
9. 楊克平（1998）
‧安寧療護‧台灣醫學，2（6）
，695-700
10. 楊克平（1999）‧論緩和療護之意義及其變化史‧榮總護理，16
（4），35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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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鍾昌宏（2000）‧安寧療護暨緩和醫學-簡要理論與實踐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教學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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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特殊診查技術

鼻咽喉內視鏡診查
1.學習目標：國人常見的鼻咽癌檢查，必要時可在內視鏡下精確地於
鼻腔或鼻咽進行切片檢查；而鼻咽癌經放射治療後，其黏膜結痂與結
疤，以反射鏡觀察較為困難，使用內視鏡以便了解治療之療效。
2.內容：
目的：直接觀察鼻腔、鼻咽、喉與咽等部位，特別是用反射鏡不易觀
察到的鼻咽與咽喉，以查探腫瘤、感染或出血的位置，尤其是國人常
見的鼻咽癌更應仔細檢查，必要時可在內視鏡下精確地於鼻腔或鼻咽
進行切片檢查；而鼻咽癌經放射治療後，其黏膜結痂與結疤，以反射
鏡觀察較為困難。此外，不明位置的腦脊髓液鼻漏可以內視鏡來定
位，最後並可用於錄影存檔或教學研究。
(1)適應症：
懷疑有上呼吸道或咽喉病灶但反射鏡檢視不清楚，或病人無法合作
時檢查用。
移除鼻咽及喉異物。
腫瘤切片、止血及治療。
為提供示範教學及錄影存檔用。
(2)禁忌症：
嚴重凝血機能異常。
極度焦慮型病人。
嚴重心肺功能衰竭病人。
心律不整未能有效控制者。
3.使用材料之消毒層次
材料之消毒：原則上主要醫療物品如為拋棄式(disposable)，則使用
一次即應丟棄不再使用。但某些器材如依規定可經消毒滅菌重複使
用，則依循「醫療物品之消毒與滅菌」之規範處理。
材料:

消毒層次
品

名

無菌

高

中

低




消毒劑(70-75%酒精)
棉球或棉棒
外科手術口罩
手套
軟式咽喉纖維內視鏡 1 支
光源機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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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頭式噴霧器 1 支

彎頭式噴霧器 1 支

4% Cocaine 3-5cc

4% Xylocaine 3-5cc

2% Glutaraldehyde(Cidex)

2x2 紗布數包

4.作業步驟
(1)實施前準備：
訪視病患，查看有無禁忌症，並向其解釋檢查目的及過程，減少其
焦慮。
發現狀況不穩或有所懷疑的病患，可先檢查其一般身心狀況，包括
血液凝固等功能，以判斷是否適合做檢查。
 局 部 麻 醉 ， 鼻 腔 內 施 以 4% cocaine 噴 霧 數 次 ， 劑 量 不 超 過
100mg/70kg，或 4% xylocaine 劑量則不超過 200mg/70kg。
每位病人檢查前，軟式纖維內視鏡需在 cidex 內浸泡至少 20 分鐘
之後以無菌水沖淨，再以 70-75%酒精紗布擦拭；如內視鏡先前已消
毒者則以 70-75%酒精紗布擦拭即可。
(2)實施步驟：
局部麻醉劑吸入後 5~10 分鐘，開始操作，操作者以消毒劑(如 4%
Chlorhexidine gluconate)洗手，戴外科手術口罩及無菌手套。
人員站立於病人斜前方，接上教學鏡頭。
內視鏡深入鼻腔中檢查，經過後鼻孔到達鼻咽部檢視。
手持軟式內視鏡，以左手調整內視鏡接物鏡頭的角度，藉以控制視
野位置及前進方向。
咽部以下，依序檢查舌根、會厭、喉部、下咽，最後檢查聲門下區
及食道入口處。
病人發”E”音，觀察聲帶振動及閉合。
病人作吹喇叭式鼓氣（Trumpet maneuver）以檢查下咽部及其周圍
構造。
鏡頭模糊，可要求病人作”吞嚥”或”咳嗽”的動作，去除鏡頭上
黏液或霧氣。
完畢後，在目視下反向將內視鏡小心地取出。
5.注意事項、實施後處置(含併發症或異常狀況處理)
(1)軟式纖維內視鏡管清水沖洗後以 Endozime 溶液浸泡 10 分鐘(除去
內視鏡上之蛋白質殘餘)水洗Cidex 浸泡至少 20 分鐘無菌水洗
70-75%酒精紗布擦拭。
(2)檢查中若遇到病人不能合作則停止進行。
(3)病人因檢查時接受過局部麻醉劑，因此，最好 0.5~1 小時後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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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進食。
(4)檢查時常會有小量鼻出血，則以 cocaine 棉條壓迫出血處數分鐘
即可。
(5)偶而會發生血管迷路虛脫(Vasovagal collapse)，甚至停止呼
吸。因此，在做此檢查時，急救設備無可或缺。
6.參考資料：
(1)Butter CT. Endoscopy of the Upper Airways. Amsterdam.
Excepta Medica 1976.
(2)Croft CB. Endoscopy of the nose and sinuses. In: Mackay IS, Bull TR.
Rhinology. Kerr AG: Scott-Brown’s Otolaryngology, Vol 4, 5th ed.
London: Butterworths, 1987:31-9.
(3)Herberbold C. Endoscopy of the maxillary sinus. Maxillofacial Surg,
1:125-8.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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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檢查與診斷
1.前言
婦科診斷與治療上必須注意：
(1)有關器官之解剖與生理
(2)可靠病史與病人的檢查
(3)器官性或機能性障礙相關的鑑別診斷 。
肥皂式( SOAP)的醫學記錄是個良好的方法，以針對問題而指引下有
系統有組織列出自覺(S)與他覺(O)之症狀，分析(A)這些發現，再發
展成實行的計劃方案(P)來處理或治療。
不論器官性或機能性病變，診斷上必須具備解剖學和病理學上資料，
也就是說何種組織有何種特別的病理過程。
維護記錄及永久記錄以為參考，不論醫療工作，統計報告，或者上了
法庭時更可顯出其重要性。
身心觀點：婦科病人可能有 1/3 有身心性障礙，所以環境因素、精神
壓力、感情衝突都必須特別留意。
2.婦科病史
病人資料
主訴，現史(目前疾病)
家族史
過去疾病與手術(既往歷)
月經史：初經、間隔、期間、出血量、分泌物特性、經痛、經間出血、
最終月經 (LMP)
分泌物(白帶)
產科病史：妊娠，分娩(數目、特性)及其合併症
系統重審：泌尿系統，胃腸症狀及其他疾病
3.身體檢查(物理檢查)
(1)全身檢查與乳房檢查。
(2)腹部檢查：
視診：外形、顏色、瘢痕、皮疹、毛髮。
觸診：張力、壓痛、腫塊。
打診：濁音。
聽診：胎心音，雜音。
測量：腹圍。(產科時，子宮底高度) 。
任何腫塊(mass)及腫瘤(tumor)，應注意六項：
位置大小形狀硬度壓痛可動性及其附著物。
(3)外陰、尿道、會陰與肛門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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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好發炎症部位之尿道旁腺以及女陰陰道腺(巴索林腺)。
分泌物炎症潰瘍腫脹腫瘤畸形。
(4)器械檢查
器械
陰道窺器( speculum)俗稱鴨嘴。有 Graves，Cusco，Sims 者。也可
用拉鉤
子宮敷料鉗或長鑷子
子宮把持鉗有單鉤、雙鉤或無鉤者
探針或探子
刮匙
檢查項目：
陰道壁
子宮頸(及抹片或切片)
子宮內部(探針，抹片或切片)
(5)陰道檢查(指診)
可用一指(食指)或兩指檢查：
陰道壁膀胱底尿道骨盆底直腸子宮頸子宮頸旁組織。
(6)陰道腹部檢查(雙手診查)
一指或兩指於陰道(左手)，另手由腹部壓下。觸診
子宮體(排空膀胱下檢查)
位置、大小、形狀、硬度、壓痛、可動性
粘連或浸潤引起之附著
常犯錯誤：壓下腹壁時太接近恥骨
腹部手指位置移動過頻
依賴腹部手指感覺子宮
卵管卵巢區域或子宮附件(adnexa)檢查腫塊、硬結、壓痛常犯錯誤
也是帶引 檢查手指太接近恥骨
骨盆後部與骨盆前部
輸尿管區域與骨盆神經幹
觸診教育常被忽略，診查手之訓練必須強調，先在正常婦女熟悉，親
自重覆實施，才能辨認病理狀況。診斷用器械只提供次要之幫助。幾
點建議：
一手訓練(習慣上陰道手常選用左手)
使用兩指
深入骨盆檢查(病人肌肉鬆弛下)
合宜姿勢
減少壓痛
(7)直腸腹部觸診
上了手套食指滑潤後檢查肛診少女檢查
4.特殊檢查與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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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陰道與子宮頸抹片(Pap smear)
早期子宮頸癌或癌前病變及炎症篩檢，作成熟指數(maturation
index)觀察荷爾蒙變化。採樣器械可用 Ayre 木製小匙，棉棒或特製
小刷子。採樣部位儘可能為鱗狀上皮與柱狀上皮交接處，子宮頸內
膜；內分泌研究時則取陰道側壁中段。塗抹散開後馬上固定，之後
Pap 染料染色以便判讀。濕(wet)抹片可觀察陰道滴蟲菌絲等。不正
常抹片依程度，最好在陰道擴大鏡檢(colposcopy)下行切片檢查。判
讀抹片對照病理發現較好，例如：相合於輕度異生(dysplasia)即
CIN(子宮頸上皮內贅瘤)I，中度異生(CINII)，或者重度異生至原位
癌(CINIII)。1991 年改良 Bethesda 系統報告，提倡 3 個鱗狀上皮細
胞描述型診斷：(1)ASCUS(非典型鱗狀上皮，意義不明者)，(2)LSIL(低
度鱗狀上皮內病變)有 HPV(人類乳頭瘤病毒)相關者及 CINI，(3)
HSIL(高度鱗狀上皮內病變)包括 CINII 及 CINIII。已有性生活婦女
及年滿 18 歲女性即應開始作抹片，每年一次連續三年均正常後，則
可依醫師意見判定是否拉長間隔至三年一次。(因每次正確操作的抹
片仍可高達 20%之假陰性，而且侵犯癌發展之 20 年以前即可能在篩
檢中檢出癌前病變)。
陰道擴大鏡檢查
陰道擴大鏡可放大子宮頸表面，觀察外形、顏色式樣與血管分佈變
化，這些變化常合併於癌前病變至癌症，故可選擇切片區域以供切片。
子宮頸切片檢查
鱗狀上皮與柱狀上皮交接處的所謂變形帶可由陰道擴大鏡看出時，則
可直接 在有變化區域行鋏鉗子(punch forceps)之小切片，如無法完
全觀察時就必須施行子宮頸內膜刮除，或者圓錐形切除切片(cone
biopsy)。
子宮內膜切片檢查
雖然子宮內膜腔可進行沖刷法取得細胞以供研究，不過更佳資料仍依
靠內膜 切片，通常仍須擴張子宮內口而刮除內膜以為檢查。
(2)子宮內視鏡檢 (hysteroscopy)
全景式子宮內視鏡或接觸性子宮內視鏡皆可協助視察子宮內膜腔，改
善診斷子宮內膜疾病，甚至可藉以作手術治療。
(3)宮頸粘液樹枝狀試驗(羊齒試驗)
子宮頸粘液在排卵前由於雌激素的活性作用，迅速熱乾後會結晶形成
樹枝狀恰似羊齒類或棕櫚葉狀。排卵後此羊齒狀會消失。(本試驗已
少有價值。)
(4)陷凹穿刺(culdocentesis)
證明腹腔內積血或骨盆腹膜炎化膿時最有價值之診斷方法之一，尤其
異位妊娠(子宮外孕)出血時最為有用或其他腹部器官破裂出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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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X 光檢查
一般攝影(KUB)：骨盆腫塊鈣化、結石、骨骼之糜爛等。
腎盂攝影(IVP)：尿管位移、尿管阻塞、尿路異常等。
鋇劑灌腸(下消化道攝影)：癌症。
子宮卵管攝影(HSG)：子宮與卵管內腔顯影。
淋巴、動脈、靜脈攝影。
電腦斷層(CT)，磁振造影(MRI)：癌症，腦下垂體腫瘤。
(6)超音波掃瞄攝影
幾乎所有婦產科疾病診斷或治療上都有某些有關超音波可以使用或
應用，故已成為婦產科診斷上一重要利器，例如婦科最常應用於腫塊
之協助診斷，產科常用於估計胎兒成長情形，而不孕科在判定排卵至
ART 採卵操作之協助。
麻醉下骨盆檢查
必要時，為消除疼痛與肌肉張力，有時必須施行麻醉，而作檢查。
腹內視診
應用腹腔鏡連接電視影像，可從螢幕上作診斷甚至治療。診斷用腹腔
鏡檢常用於不孕調查或診斷不明小腫瘤之診斷。腹腔鏡手術可從破除
粘連、卵管手術至子宮切除等。
當超音波檢查或腹腔鏡檢無法判定病變時，通常可腹部正中切開來剖
腹探查。有大形腫瘤必須切除時也代之以剖腹。CT 或 MRI 常也可於
剖腹前增加對腫瘤的瞭解。手術時仔細視察此新生物，觸診之，分離
粘連，可行切除時切除之，不能切除也應向家屬解釋清楚。
(7)尿路調查
由於尿路與生殖道相近，故泌尿症狀也常與生殖道者交換症狀，產生
誤解。尿液檢查、膀胱鏡檢、超音波檢查、X 光攝影、IVP 以及尿失
禁常作的泌尿動力學檢查等都可能成為必要。
5.鑑別診斷與診斷方法
以特定主要症狀將疾病集群分類，給於鑑定分析可協助正確迅速診
斷，例如骨盆疼痛為自覺主觀之感覺，可為骨盆，背部或其他器官引
起之毛病，可能別處器官疾病轉移而來之牽引痛，或者可由身心性問
題而引起。又如外陰檢查發現一潰瘍，則應聯想起：是否為軟下疳性、
梅毒性、結核性、惡性或單純性的潰瘍？因此回憶病史，注意病變的
特徵，是否有淋巴腺蔓延，如有時何種形式？身體其他部位有否梅毒
或結核之證據？
生殖器以外情況之考慮包括消化系統，泌尿系統，骨骼系統，神經系
統等組織問題。
骨盆症狀之集群分類成為三群：
急性群如卵管妊娠，子宮內膜異位症與扭轉莖之腫瘤。慢性症狀群如
子宮或卵巢腫瘤，子宮脫垂，骨盆鬆弛等。機能性群如內分泌與營養
疾患，過敏性表徵，姿勢或職業性扭傷，神經性或身心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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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上之陷阱，例如病史錯誤，骨盆腫塊感覺錯誤，試驗錯誤，忽略
無法解釋之症狀等都必須避免。
右下腹部壓痛之鑑別診斷:
(1) 卵管卵巢或闊韌帶疾病
(2) 神經痛
(3) 急性闌尾炎
(4) 上升結腸或盲腸疾病
(5) 腎盂炎或輸尿管炎
(6) 結石
注意事項: 本課程大綱僅供參考，以實際上課內容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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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特殊治療方法

放射腫瘤科近接治療聯合訓練
訓練目的：在兩院區主治醫師指導下，使兩院區住院醫師能完整學習
近階治療之技術，以提供病人更好的服務。目前是以永康院區所招收
的住院醫師會配合柳營院區進接治療的時間，前往與柳營院區負責的
主治醫師進行學習與實務操作，同時定期檢討與改善教學，已達完整
教學訓練與雙向溝通學習。
近接治療
1.定義：一般而言，本科大部份鼻咽癌及子宮頸癌患者在接受過直線
加速器體外照射治療之後，皆需做體內近接治療給予腫瘤較高劑量，
來加強局部腫瘤控制率，近來有部份攝護腺癌及心臟血管再狹窄患者
也同樣接受近接治射治療。常用做體內近接治療射源包括 192Ir、60Co、
137
Cs 等，此類放射性物質具有低能量、高劑量率之特性；由於能量
小，所以除了腫瘤組織外，其附近較遠處的正常組織所接受的輻射偒
害較小；而高劑量率則可減少病患旳治療時間，不僅減少病患固定姿
劫的痛苦和不便，更可增加治療的精確度。
2.步驟：本科所採用的治療方式為高劑量率的後荷式近接治療系統，
使用 Ir192 射源。
(1)在治療前由醫師先放置 needles (prostate cancer interstitial implant)
或 applicator(intracavity implant,IC)(可讓射源進出體內的鋼管)於體內
腫瘤處。
(2)再經由電腦斷層模擬攝影(CT-simulation)或一般 X 光機照相取得正
交片(orthogonal films)。
(3)再將電腦斷層或正交片所獲得影像資訊(包括 applicator 的數目及
applicator 的空間位置與鄰近組織器官相對解剖位置)，傳或輸入近接
治療電腦計劃系統。
(4)經電腦精算之後，待醫師確認腫瘤被涵蓋範圍及正常組織接受劑
量，我們便可獲得真正射源需停留的位置及時間。
(5)最後將病患身上的 needle 或 applicator 接上射源送出管，待所有人
員離開治療室後即可 beam on 開始治療，此時射源便會按照計劃結
果，依序停留並放射。如此之方式不僅治療時間短，減少病患固定姿
勢的痛苦和不便，增加治療的精確度，更可保護醫護人員不受到輻射
線的傷害。
3.常用體內近接治療射源：
放射核
光子能量
半衰期
種
(MeV)
192
Ir
74.2 天 0.136-1.06

半值層
(mm lead)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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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露率常數
(Rcm2/mCi-h)
4.69

60

Co
Cs

137

5.26 年 1.17,1.33
30.0 年 0.662

11.0
5.5

13.07
3.26

4.關於 simulation film 的取得方法共有下列四種：
(1)orthogonal
此方法是以 simulator 拍攝 AP 或 PA 及 R-L 或 L-R 方向的片子共兩
張，再依照治療計劃系統的要求，將假射源停留參考點用 digitizer 依
序輸入電腦。
拍攝時需注意，cassette 需與機器射束中心軸垂直。
(2)Semi-orthogonal
以 non-isocentre 的機器(protable 或移動式 X 光機)來拍攝 AP 或 PA
及 R-L 或 L-R 方向的片子共兩張，再依照治療計劃系統的要求，將
假射源停留參考點用 digitizer 依序輸入電腦。
拍攝時需注意，將機器射束中心軸對準 fig 右側之 reconstruction box
外側之 cross-hair，要求射束中心軸儘可能與 cassette 垂直。
此方法在輸入 applicator 的位置時所產生的誤差較大，同時也是本
科目前所使用的方法。
(3)isocentric
適用於一些 catheters 在置入病患體內後較易彎曲的情形。
此方法較易區分 catheters 於兩張片子之間的相關位置。
gantry 所旋轉的角度需左右對稱並且介於 15-30 度為最佳。
stereo shift method 的使用情形與本法相似。
(4)variable angle
此方法是以 simulator (isocentre)拍攝兩張 isocentric 定位照片，再依
照治療計劃系統的要求，將假射源停留參考點用 digitizer 依序輸入電
腦。
此方法之最大缺點在於 anatomical points 不易辨識，除非拍攝 gentry
角度為 0，180，90，270 的片子或是有特殊方法可在兩張片子間區分
其位置。
gantry 夾角以 30-150 度為最佳。
拍攝時需注意，cassette 需與機器射束中心軸垂直。
一般近接體腔內之治療均會選擇一個劑量參考點，此點(慣稱 point A)
是以子宮頸口為原點，往身體左右兩側 2cm，再往頭頂方向 2cm，此
點即為子宮動靜脈和輸尿管之交會處。Point B 為 Point A 外側三公分
處，此點代表為 parametrium 或 obturator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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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der point = posterior surface of Foley balloon on lateral X ray film
and center of balloon on AP film. Foley balloon filled 7 cc radiopaque
fluid and 3cc air and pull down against urethra.
Rectum point: point out at least 4-5 point on rectal external surface after
barium enema.
Tandem placement:
Use Hegar dilators are used to dilate the os to 6mm. Tandem inserts
usually 5-6cm. Tandem should be placed centrally between the ovoids on
the AP view and should bisect the ovoids on the lateral view.
Pack anteriorly and posteriorly to spare the bladder and rectum.
Film taken by C arm X ray device, so the system may be repositioned and
repacked if subopitmal.
Dose prescription
EBRT: 1.8Gy/fx. Whole pelvis = 45Gy, Side wall boost with central
shielding (4x4cm) = 50-54Gy. Persistent or bulky parametrial tumor or
pelvic lymph node = 60Gy. Paraaortic lymph node = 45Gy
Brachytherapy
High dose rate (> 10Gy/h)= 4.5Gy x 5fxs; 5Gy x 5fxs;
6Gy x 5fxs; 7Gy x 4fxs
Cumulative doses
Point A: IA = 65-75Gy, IB1-IIB 75-85Gy, III-IVA = 85-90Gy
Side wall dose: 45-60Gy
Limit bladder and rectal points to < 70% of point A dose with H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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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
隨著醫學科技的日新月異，放射線治療的臨床應用，在近年來亦
有長足的進步。對於腦內一些不易以外科手術治療的疾病，如今可以
利用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來治療，往往可以得到良好的控制效果。
1.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定義
所謂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乃是
利用三度空間的原理，配合精密的電腦立體定位計畫，加上放射治
療，來達到消除顱內病灶的治療效果。其最早是在西元 1951 年，由
Leksell 這位學者提出，當初主要的目的是想醫治腦內一些功能性疾
病引起之症狀（如巴金森氏症引起病患手部之不自主震顫）
。近年來，
此種醫療科技的適應症已更廣泛，逐漸成為現代醫學中心不可缺少的
一項利器。
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並非真的進行外科手術摘除，它是集合神經
科醫師、放射線診斷科與放射腫瘤科醫師及相關工作人員所進行的一
項科技合作治療計畫。
當醫師診斷出適合應用此項技術治療的顱內疾病，由神經外科醫師以
特殊的立體定位，用頭顱固定架固定在病人的頭顱上（此項操作只需
在局部麻醉下便可進行）
，再配合放射線在病灶上的診斷（如利用血
管攝影、電腦斷層掃描、磁振攝影等檢查工具），將病灶的立體三度
空間與固定架的相對位置經確定出。病人變依此精確的定位座標，送
到放射腫瘤科後進行電腦放射線治療計畫。放射腫瘤科醫師依病灶大
小決定是當的治療範圍後，由專業放射物理師透過嚴密的電腦規劃，
設計出最理想的治療計畫。在實際治療之前，病灶的治療範圍還是要
經過一次驗證片的比對，確定無誤後，再給予病人一次大劑量（約
10-20 格雷）
、小照野（直徑約 10-30 毫米）的放射線治療。
由於治療前之準備工作費時，爲求便利與精確，此項放射線治療
不同於其他 之放射線治療，而是僅給予一到兩次之高劑量完整治療
。在小治療範圍外便是一些不應接受過高劑量之正常腦部組織，所以
治療範圍必須精確，可容許誤差的精密度要求到 1 毫米以內。治療時
病患並不會有任何不適感，治療過後亦不會有明顯之副作用，病患稍
作休息後即可返家休息。
2.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的系統
放射線手術的系統包括立體定位頭顱架，適當的放射線源，及應
用電腦的硬體與軟體的設備。在放射源方面，有用加馬射線作射線源
的加馬刀（Gamma knife）立體定位治療，但造價昂貴（耗資近億台
幣），且為單獨使用於立體定位放射手術的一種機器，不能應用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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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面的放射線治療，因為並沒有那麼廣泛的被接受使用。而現今放
射腫瘤科最主要的放射線治療機器---直線加速器上，可加裝一些配
合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的配備，以高能 X 光線當作放射線源，不但符
合經濟效益（加裝配備費用僅及加馬刀設備費用之數十分之一倍），
也有同樣好的治療效果，此台直線加速器更可應用在平常癌症病患之
放射線治療而不互相衝突，因此是一些目前已有標準直線加速器機器
設備的放射治療單位擴充的目標。其他有使用到的放射線源尚有中子
射線、質子射線、氦離子射線等，但限於種種因素並未被廣泛應用。
3.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的適應症
對於顱內一些不宜以手術切除或其他治療的小腫瘤與血管畸型，
可以考慮做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但此項治療技術仍有其限制性，包
括：
(1)腫瘤或血管病灶不能太大，一般限制在 4 公分以內。
(2)病人的身心狀況能接受整個治療過程。
(3)病灶離視神經交叉及腦幹大於 5 毫米以上。
主要適應症有：
(1)腦內動靜脈畸型（為最常見之適應症）。
(2)聽神經瘤。
(3)復發性腦膜瘤。
(4)復發性的顱咽管瘤、腦下垂體腫瘤、顱底腫瘤、小腦髓母細胞瘤
等。
(5)惡性聽神經膠細胞瘤。
(6)腦部轉移腫瘤。
(7)功能性治療（如帕金森氏症病患之手部震顫症狀）。
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提供了一些平常不易以外科手術，或其他治
療方式控制顱內病灶的另一種治療契機，國外一些醫學中心的臨床研
究報告已顯示其確有臨床上的應用價值。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他的
應用也日漸廣泛。甚至在腦部以外身體其他部位之病害意可使用它來
做精確的立體放射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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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立體定位放射線手術之流程
立體定位架固定病人頭顱

血管攝影影、電腦斷層攝影、磁振攝影或其他檢查找出病灶空間位置

放射腫瘤科直線加速器精確校正、品質保證

三度空間電腦治療計畫擬定適當照野及劑量

驗證片比對證實精確無誤

進行放射線治療

取下固定架，病人日後於門診定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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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放射治療
1.目的：
(1)為能降低免疫系統的排斥能力，以便在移植新的骨隨時，可以順
利移入不產生排斥。
(2)縮小腫瘤細胞之體積及有缺損的造血或免疫系統。
2.適應症：
Acute nonlymphoblast leukemia（ANLL）in first remission
High risk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
(1)Second or subsequent remission
(2)Age greater than 21years
(3)Age 16 to 21years：WBC 超過 100000/mm3
TorB-cell lymphoblastic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4)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5)Malignant lymphoma and Hodgkin’s disease
(6)Solid tumors
(7)Severe combined immune deficiency disorders
(8)Inborn error of metabolism
(9)Aplastic anemia
3.模擬射影：
(1)測量病患的體積
(2)測量各器官的大小
(3)determine lung block and electron cutout contour
(4)elect an appropriate CT level for treatment planning of the
electron chest wall
(5)select the optimum electron energy for boosting the shield
chest wall area and to assess doses to the lungs
(6)compensators
治療時，全身均勻曝露在放射治療範圍內，治療距離可延長 4-5
公尺處，病患採睡姿。只要病患身體狀況良好，立姿更好。最重要是
注意肺部的位置要用 Lung block 來阻檔，治療完，為了防止胸壁
（Chest wall）的劑量不足，我們會在於 Lung 的位至製作 electron
block 將 lung 擋住用電子射線來補其劑量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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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醫療
(含病人安全、醫療品質、醫病溝通、醫學倫理、醫事法規、
感染控制與處理相關醫療不良事件。)
目的: 提升住院醫師各項能力與品質，以達全人醫療
全人照護活動項目
1. 參與院內其他癌症醫療團隊之病患照護計畫與案例研討(醫教
會主導舉辦之「全人照護跨領域團隊教學會議」)。
2. 安排住院醫師至安寧病房了解癌末病人之身心靈照護
3. 舉辦提昇醫師全人照護教學技能之講座或工作坊
4. 培育住院醫師、放射師、護理師等接觸病人之醫事人員，全人
照護相關概念
5. 舉辦病患及家屬癌症或放射治療之衛教講座或工作坊
6. 醫療不良事件相關處理課程與講座
課程安排:
1. 配合全院各項課程(含括醫病溝通課程,全人教育課程,以及醫
療倫理,感控與法規) 紀錄表詳見附件九
2. 配合學會,安排參予學會安排各項月會與活動
3. 視情況,邀請相關單位給予演講
4. 住院醫師面對醫療不良事件,由主治醫師給予相關輔助與指導
應對，並由科內會議提出討論檢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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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教學回饋

住院醫師的考核，由主治醫師主持並有專用考核表，每年定期評
估教學訓練之成果。考核內容包括醫學知識及技能、解決問題的能
力、專業特質、人際關係及全人照護教育等。此外為協助住院醫師順
利完成訓練，我們將視需要不定期提供諮商。
考核方式：
1. 住院醫師病歷書寫評分表。(附件一)
2.健康照護矩陣 Healthcare Matrix 記錄單。(附件二)
3.教師教學滿意度評估調查表。(附件三)
4.課程滿意度調查表。(附件四)
5.受訓醫師學習熱忱全方位評量表。(附件五)
6.科部教學滿意度評核表。(附件六)

回饋機制可有效鑑別住院醫師學習成效，並針對評估結果不理想
之住院醫師進行補強訓練。落實雙向回饋，檢討住院醫師的回饋意
見，進行持續的教學改進。
雙向回饋方式：
1.導師會談記錄：藉由問卷方式瞭解住院醫師與主治醫師教學之雙向
滿意度。(附件七)
2.每月第一週週四召開教學檢討會議。(附件八)
訓練成果分析與改善方法
1.對訓練成果不佳之住院醫師，提供將指派資深主治醫師及總醫師提
供輔導與補強訓練。
2.根據每年專科醫師考照結果及訓練評估結果，進行計畫書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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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住院醫師病歷書寫評分表
年
姓

名：

項

月

人事號：

目

科

配

分

正 確 性

40

完 整 性

40

時 效 性

20

總

100

分

別：

評

分

評核醫師簽名：

註：(一)評核範圍以 Admission Note、Progress Note 為主；
急診科以急診病歷、其他無病歷記錄之科別則以各項報告替代。
(二)評分完成後，請擲回醫學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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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奇美醫學中心健康照護矩陣 Healthcare Matrix 記錄單
診斷：

性別：
醫療品質

年齡：

a

安全
的醫
療
SAFE
1
1a

b

1b

2b

照顧評估
3b

4b

5b

6b

c

1c

2c

3c

4c

5c

6c

d
專業素養倫理
PROFESSIONALISM
(應該做為的)
e
醫療體系行醫
SYSTEMS-BASED
PRACTICE
(應該支援的)

1d

2d

3d

4d

5d

6d

1e

2e

3e

4e

5e

6e

f

1f

2f

3f

4f

5f

6f

稱職能力

及時的
服務
TIMELY
2

有用的處置
EFFECTIVE
3

效率的工作
EFFICIENT
4

平等的就醫
EQUITABLE
5

病人為中心
PATIENTCENTERED
6

2a

3a

4a

5a

6a

病人照護 (是/否)
PATIENT
CARE

醫療知識技能
MED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應該熟知的)
人際溝通技巧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應該表達的)

學習改進
行醫導向之
學習改進
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科別：
填表人：

健康照護成員：
指導教師簽名：
年
月
日

1. Safe：避免意圖幫助病患的醫療行為反而
傷害病患。
2. Timely：減少等候時間，避免具傷害性的
延遲。
3. Effective：根據醫學知識提供適當(不過當
亦無不足)的服務。
4. Efficient：避免設備、藥衛材、意見或能力
等資源的浪費。
5. Equitable：提供同樣品質的服務，不因性
別、種族、地域或社經階層而不同。
6. Patient-Centered：依病患個別偏好及需
求，提供尊重及負責任的照護，並依其價
值觀作臨床決策。

日期：

© 2004 Bingham & Quinn; v.C1.6, 2008
A. Patient Care：具有憐憫同情心，能適當而有效率的診療病痛、預防疾病及
增進健康。
B. Med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具備已確立及發展中的生物醫學、臨床醫
學及社會科學的知識，並能將上述知識運用至照顧病患上。
C.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與病患及其家人或其他醫療照護成
員建立團隊精神，維持有效的溝通管道。
D. Professionalism：呈現實踐專業責任、堅守倫理原則、尊重多樣性群體差
異之行為。
E. Systems-Based Practice：有熱誠理解醫療照護體系之運作及緣由，並有能
力運用體系資源，提供最適當的醫療照護。
F. Practice-Based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自我評估醫療行為，運用科學證
據，提昇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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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奇美醫學中心
教師教學評估調查表
適用受評醫師身分：住院醫師 總醫師 □主治醫師
教師姓名：

日期：
(五)
優良

評

核 分 類

(四)
良好

(三)

(二)

(一)

一般水準 遜於一般 不應通過

10

9

8

7

6

5

4

3

2

1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

□

□

□

□

□

□

□

□

□

□

□

□

□

□

□

□

□

□

□

教 1.誘導學員參與討論
學
熱 2.教學互動(教師與學員)
忱 3.鼓勵學員有問題即時提出

□

□

□

□

□

□

□

□

□

□

回 1.明確指出學員值得肯定之處
饋
技 2.具體解釋學員不當表現之處
巧 3.了解學員問題與解決

□

□

□

□

□

□

□

□

□

□

評

核 項

目

教 1.教學內容符合主題
學
內 2.教材設計多元化
容 3.教學內容難易適中
1.醫學知識說明

教
學
能
力

2.有組織的授課方式
3.運用臨床實例輔助說明
4.條理分明的引導學員
5.善運用比喻等教學技巧
6.整體授課進度與時間控制

評語或建議：
評估者：□ Intern □ Clerk □ Resident 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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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課程滿意度調查表
壹、基本資料
一、訓練課程：□課堂講授 □ 小組討論 □實作
二、身份別：
▊ (1)院內，人事號：

姓名：

□ (2)院外，服務機構：

職稱：

月份：

姓名：

職稱：

貳、問卷內容：
以下題目是想瞭解您對臨床技能中心之滿意程度，請依照您對以下各
題所敘述內容的同意程度，在適當的數字上打「」。每題只勾選一個答案，
每一題都要作答，請勿遺漏，謝謝您的合作。

非同
常意

評

核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不
常同
意

10 9 8 7 6 5 4 3 2 1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項 目

1.課程時數安排適當

□ □ □ □ □ □ □ □ □ □

2.教材內容準備充分

□ □ □ □ □ □ □ □ □ □

3.課程/測驗對臨床工作有幫助

□ □ □ □ □ □ □ □ □ □

4.課程/測驗所提供之硬體設備充足

□ □ □ □ □ □ □ □ □ □

5.課程/測驗活動安排適當

□ □ □ □ □ □ □ □ □ □

6.教師具教學熱忱

□ □ □ □ □ □ □ □ □ □

7.教師具備豐富知識

□ □ □ □ □ □ □ □ □ □

8.教師教學清晰有條理，能掌握重點

□ □ □ □ □ □ □ □ □ □

9.教師回饋方式及內容充實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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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奇美醫學中心
受訓醫師學習熱忱全方位評量表
請針對院內醫師的整體狀況，就下列各項敘述勾選適當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
適用受評醫師身分：□實習醫學生 □PGY 醫師 □住院醫師
受評醫師姓名：

單位：

職稱：

非同
常意

評

核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不
非同
常意

10 9 8 7 6 5 4 3 2 1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項 目

1.該醫師對病患與家屬能耐心解釋

□ □ □ □ □ □ □ □ □ □

2.該醫師會盡其所能減輕病患的痛苦

□ □ □ □ □ □ □ □ □ □

3.該醫師會主動參與並關心醫院的公共事務

□ □ □ □ □ □ □ □ □ □

4.該醫師會出席並積極參與醫院內部的會議

□ □ □ □ □ □ □ □ □ □

5.該醫師願意和院內同仁討論關於病人病情的知識

□ □ □ □ □ □ □ □ □ □

6.該醫師在醫療事務(例：值班)認真負責

□ □ □ □ □ □ □ □ □ □

7.對於業務上需配合的事情，該醫師會盡力完成

□ □ □ □ □ □ □ □ □ □

8.該醫師與其他醫療團隊能維持良好的溝通及互動

□ □ □ □ □ □ □ □ □ □

9.該醫師會盡可能提供同仁所需的協助

□ □ □ □ □ □ □ □ □ □

10.我很樂意和該醫師共事

□ □ □ □ □ □ □ □ □ □

【評估者基本資料】
1.服務部門：□病患
2.性

別：□男

□醫護人員 □醫師(同儕) □導師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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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教師

附件六

奇美醫學中心科部教學滿意度評核表
科部別：

月份：

年

月

99 年 03 月修訂

可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

□

□

□

□

□

□

□

□

3. Combined Conference

□

□

□

□

□

4. 門診教學

□

□

□

□

□

5. 檢查處置教學

□

□

□

□

□

6. 臨床案例討論會

□

□

□

□

□

7. 專題演講

□

□

□

□

□

8. 醫學影像教學

□

□

□

□

□

9. 治療計劃教學

□

□

□

□

□

非
常
滿
意

滿

尚

意

1. Morning Meeting (Service Meeting) □
2. Journal Meeting & Book Reading

項

目

優良教師提名：
待加強教學教師姓名(請詳述於意見欄)：
是否按時舉辦各項教學活動：□ 有

□ 無，原因：

回饋意見：

對 象：□ 住院醫師

□ 實習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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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習醫師

附件七-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部
年
月 住院醫師與主治醫師 導師會談記錄
住院醫師勾選項目
1. 我對於主治醫師教學的能力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2. 我對於主治醫師教學的方式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3. 我對於主治醫師教學的內容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4. 我對於主治醫師指導發問及討論的能力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5. 我對於主治醫師專業學能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6. 我對於主治醫師教學的態度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其他建議：

住院醫師簽名：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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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放射腫瘤部
年
月 住院醫師與主治醫師 導師會談記錄
主治醫師勾選項目
1. 我對於住院醫師的學習態度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2. 我對於住院醫師的學習方式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3. 我對於住院醫師準備開會報告之內容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4. 我對於住院醫師發問及討論的能力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5. 我對於住院醫師專業知識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6. 我對於住院醫師急救技術、操作正確純熟感到：
□非常有收穫 □有收穫 □尚可 □沒有收穫
說明：
其他建議：

住院醫師簽名：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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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放射腫瘤部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週

月份
) ：

教學檢討會議

本次會議主持人：

醫師

與會者為具教學任務之教師：主治醫師、備任主治、總醫師
討論議題：
1.檢討教學評鑑中第五章之條文(如實習醫學生、PGY 學員、住院醫師)，找出待
加強之處。
2.跟催各須加強品項之進度。
3.評估及檢討教師教學成效。
4.評估及檢討學員學習成效。
5.對於教學成效待改善教師之輔導情形。
6.對於學習成效待改善學員之輔導情形。
7.檢討各種教學計畫是否須修正。
檢討內容：
改善方式：

單
位
主
管
簽
核

與
會
者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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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全人照護教育記錄表
請教師以本病人為例，逐條探討我們已做之醫療還可以再加強、提供什麼服務，

並請學生將討論重點內容或建議做成記錄。
1.提供生理上的舒適：得包含跨科部、跨職類等醫療行為。
2.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得包含心理支持(如癌症)及 SDM（Shared Decision Making）。
3.提供靈性照顧：常見於安寧療護。
4.瞭解社會經濟的需求：得包含出院後療護或長照之規劃及健康促進。
5.倫理與法律相關議題：倫理、法律相關議題討論。

教學紀錄：

VS：

1 R(PGY)：

UGY：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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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